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268269.2

(22)申请日 2018.10.29

(71)申请人 江西凤凰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34000 江西省上饶市凤凰西大道197

号

(72)发明人 夏飞飞　王飞龙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君度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3240

代理人 杨天娇

(51)Int.Cl.

C25D 3/12(2006.01)

C25D 5/34(2006.01)

C25F 1/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铜质零部件镀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铜质零部件镀镍方法，在

阴极电解除油后增加一道阳极电解除油，有效的

解决了高要求电镀件卡口表面花斑的发生几率。

将传统的双层镍(瓦特镍+亮镍)更改为单层亮

镍，以一个工艺槽达到要求的外观及性能要求，

采用单层镍的电镀方式，消除双层镍之间存在的

结合率问题，从而提高高要求外观件的合格率，

使0级外观要求的铜卡口镍镀层合格率显著提

高，按照索尼的外观0级要求能达到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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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铜质零部件镀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铜质零部件镀镍方法，包括：

步骤S1、将铜质零部件放入60℃～80℃化学除油溶液中进行热浸除油7～15分钟；

步骤S2、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放入60℃～80℃除油溶液中进行超声除油1

～3分钟；

步骤S3、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用自来水进行逆流水洗；

步骤S4、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放入50℃～70℃电解溶液中进行阴极电解除

油1-3分钟；

步骤S5、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放入50℃～70℃电解溶液中进行阳极电解除

油30-90秒；

步骤S6、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用自来水进行逆流水洗；

步骤S7、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放入酸盐溶液中进行酸活化5-10秒，去除氧

化皮；

步骤S8、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用自来水进行逆流水洗；

步骤S9、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进行镀亮镍处理；

步骤S10、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用自来水进行逆流水洗。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质零部件镀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阴极电解除油时，电流

密度为1.5-2.5安培/平方分米；所述阳极电解除油时，电流密度为0.3-0.6安培/平方分米。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质零部件镀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镀亮镍处理时，电镀液

中放有硫酸镍200-300克/升，氯化镍30-50克/升，硼酸30-50克/升，工作温度55℃～65℃，

采用金属镍板为阳极，铜质零部件零件为阴极，电流密度为1.5-3.5安培/平方分米。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质零部件镀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7中，酸盐溶液的

浓度为30-60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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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铜质零部件镀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镀镍工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铜质零部件镀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相机用的铜卡口，镀镍后可以阻止铜原子的迁移，镍不活泼可以保护铜不被

氧化，使镀后工作在大气中和碱液中化学稳定性好，不易变色，600摄氏度以上才被氧化。并

且硬度高，易于抛光，缺点是多孔性。在很多产品上都要镀一层镍，目的不仅是为了方便后

续的镀其他金属，还有比较强的附着性和耐磨性。通过电解或化学方法在金属或某些非金

属上镀上一层镍的方法，称为镀镍。镀镍分电镀镍和化学镀镍。电镀镍是在由镍盐(称主

盐)、导电盐、pH缓冲剂、润湿剂组成的电解液中，阳极用金属镍，阴极为镀件，通以直流电，

在阴极(镀件)上沉积上一层均匀、致密的镍镀层。从加有光亮剂的镀液中获得的是亮镍，而

在没有加入光亮剂的电解液中获得的是暗镍。化学镀又称为无电解镀，也可以称为自催化

电镀，是在一定条件下，水溶液中的金属离子被还原剂还原，并且沉淀到固态基体表面上的

过程。

[0003] 在传统镀镍方法中，对于镍层往往有厚度和亮度要求，在镀镍中采用两次镀镍来

进行处理，即先进行瓦特镀镍，然后经过水洗和活化后再镀亮镍。但是双层镍之间存在有结

合率问题，结合的效果不太好。

[0004] 同时传统镀镍方法中，对待加工的工件先要进行前处理，除净表面的油污后在进

行镀镍，一般采用阴极电解除油。

[0005] 对于0级外观要求的铜卡口，在上述传统工艺镀镍方法下，镍镀层合格率只有70％

左右，合格率不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铜质零部件镀镍方法，克服了现有技术仅采用阴极电解

除油，除油效果不好的问题，同时将传统的双层镀镍(瓦特镍+亮镍)更改为单层亮镍，以一

个工艺槽达到要求的外观及性能要求。由于只有一层镍，不存在双层镍的结合率问题，亦没

有两层镍间活化等再次产生的花斑问题。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铜质零部件镀镍方法，包括：

[0009] 步骤S1、将铜质零部件放入60℃～80℃化学除油溶液中进行热浸除油7～15分钟；

[0010] 步骤S2、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放入60℃～80℃除油溶液中进行超声除

油1～3分钟；

[0011] 步骤S3、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用自来水进行逆流水洗；

[0012] 步骤S4、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放入50℃～70℃电解溶液中进行阴极电

解除油1-3分钟；

[0013] 步骤S5、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放入50℃～70℃电解溶液中进行阳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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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油30-90秒；

[0014] 步骤S6、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用自来水进行逆流水洗；

[0015] 步骤S7、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放入酸盐溶液中进行酸活化5-10秒，去

除氧化皮；

[0016] 步骤S8、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用自来水进行逆流水洗；

[0017] 步骤S9、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进行镀亮镍处理；

[0018] 步骤S10、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用自来水进行逆流水洗。

[0019] 优选地，所述阴极电解除油时，电流密度为1.5-2.5安培/平方分米；所述阳极电解

除油时，电流密度为0.3-0.6安培/平方分米。

[0020] 优选地，所述镀亮镍处理时，电镀液中放有硫酸镍200-300克/升，氯化镍30-50克/

升，硼酸30-50克/升，工作温度55℃～65℃，采用金属镍板为阳极，铜质零部件零件为阴极，

电流密度为1.5-3.5安培/平方分米。

[0021] 优选地，所述步骤S7中，酸盐溶液的浓度为30-60克/升。

[0022]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铜质零部件镀镍方法，在阴极电解除油后增加一道阳极电解除

油，有效的解决了高要求电镀件卡口表面花斑的发生几率。采用单层镍的电镀方式，消除双

层镍之间存在的结合率问题，从而提高高要求外观件的合格率，使0级外观要求的铜卡口镍

镀层合格率显著提高，按照索尼的外观0级要求能达到90％以上。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铜质零部件镀镍方法流程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不构成

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5]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一种铜质零部件镀镍方法，包括：

[0026] 步骤S1、将铜质零部件放入60℃～80℃化学除油溶液中进行热浸除油7～15分钟。

[0027] 本发明如图1所示的步骤依次进行，后道步骤处理前道步骤处理后的待加工铜质

零部件，以下不再赘述。本实施例以铜卡口为例进行说明，对于其他铜质零部件同样适用，

以下不再赘述。

[0028] 本步骤除油溶液中放有合金除油粉，浓度为50-60克/升，本发明的一种实施例，所

述除油剂为合金除油粉，本发明不限于具体的除油粉的型号。

[0029] 步骤S2、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放入60℃～80℃除油溶液中进行超声除

油1～3分钟。

[0030] 本步骤除油溶液中放有合金除油粉，浓度为40-50克/升，本发明的一种实施例，所

述除油剂为合金除油粉，本发明不限于具体的除油粉的型号。

[0031] 步骤S3、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用自来水进行逆流水洗。

[0032] 本步骤对步骤S4超声除油后的铜卡口进行清洗，清洗在室温下进行，采用自来水

进行清洗，清洗两遍即可。

[0033] 步骤S4、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放入50℃～70℃电解溶液中进行阴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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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油1-3分钟。

[0034] 本步骤进行阴极电解除油，电解溶液中放有电解除油粉，浓度为30-75克/升。电解

除油粉为铜锌合金电解除油粉，优选地电流密度为1.5-2.5安培/平方分米，本发明不限于

具体的电解除油粉的型号。

[0035] 步骤S5、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放入50℃～70℃电解溶液中进行阳极电

解除油30-90秒。

[0036] 本步骤进行阳极电解除油，电解溶液中放有电解除油粉，浓度为30-75克/升。电解

除油粉为铜锌合金电解除油粉，优选地电流密度为0.3-0.6安培/平方分米，本发明不限于

具体的电解除油粉的型号。

[0037] 需要说明的是，阴极电解除油是以铜卡口零件为阴极，而阳极电解除油是以铜卡

口零件为阳极，关于电解除油，在本技术领域是常用的技术手段，这里不再赘述。

[0038] 本发明在阴极电解除油后，增加一道工序，进行阳极电解除油，去油效果好，大大

增加了产品的良品率。阴极电解与阳极电解配方相同，电流不同(阴极电解采用电流密度为

1.5-2.5安培/平方分米，阳极电解采用电流密度为0.3-0.6安培/平方分米)，不需要增加水

洗槽。这样既可利用阴极除油速度快的优点，同时也可消除"氢脆"。因为在阴极除油时渗入

金属中的氢气，可以在阳极除油的很短时间内几乎全部除去。此外，零件表面也不至于氧化

或腐蚀。

[0039] 步骤S6、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用自来水进行逆流水洗。

[0040] 本步骤对步骤S5电解除油后的铜卡口进行清洗，清洗在室温下进行，采用自来水

进行清洗，清洗两遍即可。

[0041] 步骤S7、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放入酸盐溶液中进行酸活化5-10秒，去

除氧化皮。

[0042] 本步骤在室温下进行，酸盐溶液的浓度为30-60克/升，时间为5-10秒。酸盐为AS30

酸盐，本发明不限于具体的酸盐的型号。

[0043] 步骤S8、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用自来水进行逆流水洗。

[0044] 本步骤对步骤S7酸活化后的铜卡口进行清洗，清洗在室温下进行，采用自来水进

行清洗，清洗两遍即可。

[0045] 步骤S9、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进行镀亮镍处理。

[0046] 本步骤进行电镀亮镍，在电镀液中放有硫酸镍200-300克/升，氯化镍30-50克/升，

硼酸30-50克/升，采用金属镍板为阳极，铜卡口零件为阴极，电流密度为1.5-3.5安培/平方

分米，工作温度55℃～65℃。电镀时间根据卡口的尺寸要求选择5-6分钟。亮度根据色泽样

本，添加光亮剂和柔软剂，本步骤镀亮镍槽内的溶液选择光亮剂和柔软剂是98-A和98-B，本

发明不限于具体的光亮剂和柔软剂的型号。

[0047] 步骤S10、将前道工序加工后的铜质零部件用自来水进行逆流水洗。

[0048] 本步骤对步骤S9电镀亮镍后的铜卡口进行清洗，清洗在室温下进行，采用自来水

进行清洗，清洗两遍即可。需要说的是，本技术方案中逆流水洗要求每槽次清洗时，最上层

零件需上下进出水面3次，所有逆流水洗的步骤要求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0049] 本发明将传统的双层镍(瓦特镍+亮镍)更改为单层亮镍，以一个工艺槽达到要求

的外观及性能要求。由于只有一层镍，不存在双层镍的结合率问题，及2层镍间活化等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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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花斑，以一层镍达到要求的外观及性能要求。本发明方法在卡口电镀亮镍铬中使用，

效果非常好。按照索尼的外观0级要求能达到90％以上。

[0050]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进行限制，在不背离本发明精

神及其实质的情况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当可根据本发明作出各种相应的改变和变

形，但这些相应的改变和变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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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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