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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电镀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无

氰碱铜电镀液及其使用方法。该无氰碱铜电镀液

包括二价铜离子5‑8g/L，柠檬酸盐75‑85g/L，辅

助络合剂15‑25g/L，导电盐25‑35g/L，pH调节剂

8‑15g/L，光亮剂0.5‑1.5g/L，其中辅助络合剂为

有机胺类化合物和多羟基羧酸化合物的混合物。

通过优化络合剂，本发明得到的铜镀液电镀过程

中不会有铜粉析出，提高了电镀铜的电沉积速

度，得到的镀层细致、均匀，镀层结合力好，且可

电镀钢铁、黄铜、铝合金和锌压铸件等多种铸件，

有利于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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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氰碱铜电镀液，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组分：

二价铜离子5-8g/L；

柠檬酸盐75-85g/L；

辅助络合剂15-25g/L；

导电盐25-35g/L；

pH调节剂8-15g/L；

光亮剂0.5-1.5g/L；

所述辅助络合剂为有机胺类化合物和多羟基羧酸化合物的混合物；

所述有机胺类化合物和多羟基羧酸化合物的质量比为3:2；

所述有机胺类化合物为N,N-二乙基二乙烯基三胺，所述多羟基羧酸化合物为赤藻糖酸

钠；

所述导电盐为氯化钾、硫酸钾、硫酸钠、氯化钠、磷酸二氢钾、磷酸氢二钾中的至少一

种；

所述光亮剂为3-巯基丙烷磺酸钠、2-乙基己基硫酸钠、硫脲、吲哚醋酸、硫代硫酸钠中

的至少一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氰碱铜电镀液，其特征在于，所述二价铜离子为氯化铜、硫

酸铜、硝酸铜、碱式碳酸铜中的至少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无氰碱铜电镀液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S1.电镀液的配置：取柠檬酸盐、辅助络合剂、导电盐、光亮剂加入占总体2/3的自来水

充分溶解，加入pH调节剂调节pH至8-10，加入二价铜离子化合物搅拌充分溶解后，定容，即

得电镀液；

S2.镀件预处理：将电镀件经水洗、化学除油、热水洗、酸洗、自来水清洗步骤处理镀件；

S3.电镀：以铜片为阳极，待镀件为阴极，加入电镀液，在电流密度为1-2A/dm2，温度30-

40℃，电镀5-10min，即得镀铜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所述的无氰碱铜电镀液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镀件

为钢铁、黄铜、铝合金和锌压铸件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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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氰碱铜电镀液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镀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无氰碱铜电镀液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铜是一种延展性好，导热和导电性高，稳定性良好，具有紫红色光泽的金属，利用

电镀工艺常将其均匀镀在各种物质表面，可做为防护装饰镀层、预镀中间层、电路镀层等，

起到装饰、导电、导热、预镀等作用。镀铜分为氰化镀铜和无氰化镀铜两大类。氰化物镀铜溶

液稳定性好，镀铜覆盖能力好，沉积速度快，且分散性好，镀层孔隙率低、阳极溶解性好，不

会产生铜粉，镀层质量好，但是氰化物为剧毒物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含氰废水、废

气和废渣，给人体和生态系统带来严重危害。因此，当前正大力推行无氰电镀，与含氰电镀

相比，无氰电镀最大的缺点在于电镀过程中在阳极容易置换出铜粉以及镀层与基体结合力

不强。常见的无氰镀铜分为无氰碱性镀铜和无氰酸性镀铜，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常在无氰酸

性镀铜液中加入添加剂，在无氰碱性镀铜液中加入络合剂。由于无氰酸性镀铜为酸性条件，

而目前还未发现酸性条件下铜的强络合剂，且往无氰酸性镀铜液中加入添加剂抑制铜析出

的效果有限，因此无氰电镀碱铜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也是最有可能取代氰化物镀铜的工艺。

[0003] 无氰碱性镀铜按照络合剂的种类，有焦磷酸盐镀铜、HEDP镀铜、柠檬酸盐镀铜、酒

石酸盐镀铜、EDTA镀铜、三乙醇胺镀铜、乙二胺镀铜等。当前无氰碱性镀铜面临的共同问题

是寻找一种适宜的络合剂，既能抑制阳极铜的置换析出现象，又能保证镀层的质量。

[0004] 柠檬酸盐是一种价格低廉的铜的良好络合剂，其镀液具有优异的分散能力和深镀

能力，但是其镀层结合力较差，且电镀过程中阳极有铜粉溶出，电沉积速度慢，抑制了其在

工业上的应用。中国发明专利CN105274589A提供了一种碱性无氰电镀铜及电镀方法，其以

5,5-二甲基乙内酰脲为主络合剂、柠檬酸盐为辅助络合剂，焦磷酸盐为导电剂，镀液具有较

好的分散力和深度能力，阴极电流效率高，镀层孔隙率低，采用该镀液获得的镀层质量良

好。但该发明没有解决无氰碱性镀铜液容易置换出铜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改善柠檬酸盐电镀铜过程中电沉积速度

慢，阳极铜粉析出，镀层质量不佳，易于工业生产的柠檬酸盐无氰碱铜电镀液。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无氰碱铜电镀液，包括如下组分：

[0008] 二价铜离子5-8g/L；

[0009] 柠檬酸盐75-85g/L；

[0010] 辅助络合剂15-25g/L；

[0011] 导电盐25-35g/L；

[0012] pH调节剂0.08-0.15g/L；

[0013] 光亮剂0.5-1.5g/L。

说　明　书 1/7 页

3

CN 110923757 B

3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二价铜离子为氯化铜、硫酸铜、硝酸铜、碱式碳酸铜中的至少一种。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柠檬酸盐为柠檬酸钾、柠檬酸钠。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辅助络合剂为有机胺类化合物和多羟基羧酸化合物的混合物。

[0017] 更进一步地，所述有机胺类化合物为羟乙基乙二胺、N,N-二乙基乙二胺、N,N-二乙

基二乙烯基三胺、N,N,N',N'-四甲基二丙烯三胺、N,N,N',N”,N”-五甲基二亚乙基三胺中的

至少一种。

[0018] 优选地，所述有机胺类化合物为N,N-二乙基二乙烯基三胺。

[0019] 更进一步地，所述多羟基羧酸化合物为赤藻糖酸钠、葡萄糖酸钠、木糖酸钠、山梨

糖醇中的至少一种。

[0020] 优选地，所述多羟基羧酸化合物为赤藻糖酸钠。

[0021] 更进一步地，所述有机胺类化合物和多羟基羧酸化合物的质量比为3:2。

[0022] 进一步地，所述导电盐为氯化钾、硫酸钠、硫酸钠、氯化钠、磷酸二氢钾、磷酸氢二

钾中的至少一种。

[0023] 进一步地，所述pH调节剂为氢氧化钠、氢氧化钾中的至少一种。

[0024] 进一步地，所述光亮剂为3-巯基丙烷磺酸钠、2-乙基己基硫酸钠、硫脲、吲哚醋酸、

硫代硫酸钠中的至少一种。

[002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无氰碱铜电镀液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6] S1 .电镀液的配置：取柠檬酸盐、辅助络合剂、导电盐、光亮剂加入占总体约2/3的

自来水充分溶解，加入pH调节剂调节pH至8-10，加入二价铜离子化合物搅拌充分溶解后，定

容，即得电镀液；

[0027] S2.镀件预处理：将电镀件经水洗、化学除油、热水洗、酸洗、自来水清洗步骤处理

镀件；

[0028] S3.电镀：以铜片为阳极，待镀件为阴极，加入电镀液，在电流密度为1-2A/dm2，温

度30-40℃，电镀5-10min，即得镀铜件。

[0029] 进一步地，所述电镀件为钢铁、黄铜、铝合金和锌压铸件中的一种。

[0030] 在本发明中，辅助络合剂有机胺化合物羟乙基乙二胺、N,N-二乙基乙二胺、N,N-二

乙基二乙烯基三胺、N,N,N',N'-四甲基二丙烯三胺、N,N,N',N”,N”-五甲基二亚乙基三胺为

含有 结构的物质，能与二价铜离子发生络合

反应；辅助络合剂赤藻糖酸钠、葡萄糖酸钠、木糖酸钠、山梨糖醇均为多羟基羧酸化合物，也

能与二价铜离子发生络合反应。本发明人在试验过程中意外发现在以柠檬酸钾为主络合

剂，上述含 结构的有机胺化合物和多羟基羧

酸化合物为辅助络合剂时，能起到明显的抑制铜粉析出、加快电沉积速率的作用，并且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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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镀铜板镀层致密，镀层结合力强。以N,N-二乙基二乙烯基三胺与赤藻糖酸钠的质量比

为3:2作为辅助络合剂使用时效果最好。这可能是因为当这三者共同作用时，与铜的络合能

力增强，得到的螯合物的稳定性增强，使Cu2+的电势变负，减少了铜的析出，电流密度范围拓

宽，电沉积速率增大，形成细致、均匀的镀层，镀层结合力好。

[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2] (1)本发明将柠檬酸盐与辅助络合剂有机胺化合物和多羟基羧酸化合物联合使

用，电镀过程中不会有铜粉析出，且明显提高了电镀铜的电沉积速率。

[0033] (2)本发明提供的电镀碱铜液，得到的镀层细致、均匀，镀层结合力好。

[0034] (3)本发明提供的电镀碱铜液，试剂易得，操作简便，且可电镀钢铁、黄铜、铝合金

和锌压铸件等多种铸件，有利于工业化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的描述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这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

制，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基本思想，可以做出各种修改或改进，但是只要不脱离本

发明的基本思想，均在本发明的范围之内。

[0036] 实施例1-6、无氰电镀碱液及其使用方法

[0037] 实施例1-6中无氰电镀碱液的配方如下表所示。

[0038]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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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实施例1中无氰电镀碱液的使用方法如下：

[0041] S1 .电镀液的配置：取柠檬酸盐、辅助络合剂、导电盐、光亮剂加入占总体约2/3的

自来水充分溶解，加入pH调节剂和二价铜离子化合物搅拌充分溶解后，定容，即得电镀液；

[0042] S2.镀件预处理：将钢铁电镀件经水洗、化学除油、热水洗、酸洗、自来水清洗步骤

处理镀件；

[0043] S3.电镀：以铜片为阳极，待镀件为阴极，加入电镀液，在电流密度为1.5A/dm2，温

度35℃，电镀10min，即得镀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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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实施例2中无氰电镀碱液的使用方法参考实施例1，区别在于使用的电镀件为铝合

金。

[0045] 实施例3中无氰电镀碱液的使用方法参考实施例1，区别在于使用的电镀件为钢铁

件。

[0046] 实施例4中无氰电镀碱液的使用方法参考实施例1，区别在于使用的电镀件为锌压

铸件。

[0047] 实施例5中无氰电镀碱液的使用方法参考实施例1，区别在于使用的电镀件为黄铜

片。

[0048] 实施例6中无氰电镀碱液的使用方法参考实施例1，区别在于使用的电镀件为铬

片。

[0049] 对比例1

[0050] 与实施例3相同，区别在于，辅助络合剂不含有有机胺类化合物。

[0051] 对比例2

[0052] 与实施例3相同，区别在于，辅助络合剂不含有多羟基羧酸化合物。

[0053] 对比例3

[0054] 与实施例3相同，区别在于，有机胺类化合物和多羟基羧酸化合物的质量比为1:1。

[0055] 对比例4

[0056] 采用CN105274589A的方法制备镀液，电镀方法同实施例3。

[0057] 试验例一、沉积速度测定及置换铜试验

[0058] 沉积速度测定：通过电镀前后试片的重量差求得镀件被施镀的铜的总重量，然后

通过镀件的面积、铜的密度、电镀时间来计算每分钟沉积的镀层的平均厚度。以黄铜片为镀

件，采用实施例1-6和对比例1-3的电镀方法，通过下式计算沉积速度：

[0059]

[0060] 其中m为试片实际增重量(g)，S为黄铜片的面积(cm2)，ρ为铜的密度(g/cm3) ,t为电

镀时间(min)。铜的密度为8.94g/cm3,电镀时间为20min。

[0061] 铜置换试验：将表面处理干净的铁件，在不通电的条件下分别放入实施例1-6和对

比例1-3的电镀铜液中60min，取出后用40倍的放大镜观察，观察铁片表面是否有置换铜层。

[0062] 试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0063] 表2

[0064] 组别 沉积速度(μm/min) 有无置换铜层

实施例1 0.382 无

实施例2 0.414 无

实施例3 0.441 无

实施例4 0.365 无

实施例5 0.394 无

实施例6 0.377 无

对比例1 0.148 明显置换层，镀件表面变红

对比例2 0.186 明显置换层，镀件表面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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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例3 0.298 轻微置换层，镀件表面略变红

对比例4 0.273 出现置换层，镀件表面变红

[0065] 从表中的试验数据可知，实施例1-6的电镀速度明显高于对比例1-4的电镀速度，

以实施例3的电镀速度最快，达到了0.44μm/min，且所有实施例均未出现铜置换层，而对比

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铜置换现象，说明实施例的铜镀液可以抑制铜置换。

[0066] 试验例二、镀层性能测定

[0067] 1、孔隙率测定：采用50×100mm铁片在实施例1-6和对比例1-3的镀液中电镀(Dk＝

1A/dm2)20min后，采用贴滤纸法测定铜镀层的孔隙率。孔隙率测试试剂组成为铁氰化钾

10g/L和20g/L氯化钠混合溶液。贴滤纸法：将浸有测试溶液的润湿滤纸贴于经过预处理的

被测试样表面，滤纸上的相应试液渗入镀层空隙中与基体的铁金属作用，生成具有蓝色的

斑点在滤纸上显示。然后以滤纸上的蓝色斑点的多少来评定镀层的孔隙率。本检测中，浸有

测试溶液的润湿滤纸贴于经过预处理的被测试样表面的时间为10min。平行测定三次取平

均值，孔隙率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0068] 表3

[0069] 组别 平均蓝点个数

实施例1 0.33个/dm2

实施例2 0.33个/dm2

实施例3 0个/dm2

实施例4 0.67个/dm2

实施例5 1个/dm2

实施例6 0.33个/dm2

对比例1 6个/dm2

对比例2 7.33个/dm2

对比例3 3.67个/dm2

对比例4 1.33个/dm2

[0070] SEM分析可知，实施例1-6得到的镀层孔隙率低，镀层致密，以实施例3的镀层质量

最好，镀层质量好于对比例1-4。

[0071] 试验例三、镀层结合力测试

[0072] 镀层结合力测试按照GB/T  5270-2005《金属基体上的金属覆盖层电沉积和化学沉

积层附着强度试验方法评述》的方法进行。划线和划格实验中若各线之间的覆盖层未脱落

则为合格，脱落为不合格，；弯曲实验中若镀层未出现起皮、脱落、起泡等现象则为合格，否

则为不合格；热震试验中覆盖层未出现从基体金属色分离的现象为合格，出现鼓泡状、剥离

或者分层剥离则为不合格。试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0073]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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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0075] 从表中可知，实施例1-6与基体金属结合力良好，经过划线、划格试验、弯曲试验、

热震试验测定均未出现镀层脱落现象，而对比例1-2均出现了镀层脱落或者起泡、剥离等现

象，结合力较差。

[0076] 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

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

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

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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