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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材料表面工程技术领域，公开了

一种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及其制

备方法和应用，所述的超疏水镀层是先将待镀工

件进行喷砂处理，再用侵蚀液进行化学侵蚀处

理，洗净，吹干，得到预处理工件；将金属镍或/和

钴盐、长直链烷酸和乙醇超声混合，配制基础电

镀液；以钴、镍或钴镍合金为阳极，预处理工件为

阴极，在基础电镀液中进行电镀，电镀后将作为

阴极的已镀工件清洗并吹干，在金属表面制得。

本发明制备超疏水镀层所需基础电镀液成分简

单、环保且配制方便，电镀过程简单高效、重复性

好、易实现大面积生产。所制备超疏水涂层的接

触角在152°～157°范围，具有很好的耐蚀、自清

洁性能，在机械零件防腐抗污领域具有良好的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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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超疏水镀层是先将待

镀工件进行喷砂处理，再用侵蚀液进行化学侵蚀处理，洗净，吹干，得到预处理工件；将镍盐

或/和钴盐、长直链烷酸和无水乙醇超声混合，配制基础电镀液；以钴、镍或钴镍合金为阳

极，预处理工件为阴极，在基础电镀液中进行电镀，电镀后将作为阴极的已镀工件清洗并吹

干，在金属表面制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其特征在于，所述待镀工

件为铜、钢、钛、铝或其合金导电金属；所述喷砂处理后待镀工件的表面粗糙度为Ra＝4.5～

5.5μ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其特征在于，所述侵蚀液

包括200～250g/L的硫酸和2～4g/L的硫脲。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其特征在于，所述侵蚀处

理的时间为15～25min，所述侵蚀处理的温度为30～6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础电

镀液按无水乙醇和各物质总体积1L计，包括0.05～0.2mol/L的镍盐或/和钴盐和0.05～

0.2mol/L的长直链烷酸。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其特征在于，所述镍盐为

硝酸镍或氯化镍；所述钴盐为氯化钴；所述长直链烷酸为十四烷酸或十八烷酸。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含以下具体步骤：

S1.将待镀工件进行喷砂处理，然后进行化学侵蚀处理，最后用去离子水清洗干净，吹

干，得到预处理工件；

S2.将金属镍或/和钴盐、长直链烷酸和无水乙醇混合，充分超声震动均匀，制得基础电

镀液；

S3.以钴、镍或钴镍合金为阳极，预处理工件为阴极，在基础电镀液中进行电沉积，电镀

后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将作为阴极的已镀工件清洗并吹干，即可在金属表面制得具有耐蚀自

清洁超疏水镀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2所述超声的功率为50～100W，所述超声的时间为30～90min。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3所述阳极和阳极的间距为2～5cm；阳极为与待镀工件尺寸相同的钴、镍或钴镍合金；

所述电沉积参数为：磁力搅拌速度为0～200rpm，沉积温度30～50℃，沉积时间5～30min，沉

积电流密度5～30mA/cm2。

10.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超的疏水镀层在机械零件防腐抗

污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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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材料表面工程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材料是当今应用最多的工程材料，金属零部件在服役环境中常常受到腐蚀与

污染，导致材料的大量消耗和工程事故的发生。通过对金属材料表面进行处理，赋予其优异

的耐蚀、自清洁等性能可有效解决金属材料易受腐蚀和污染的问题，延长工件使用寿命。众

所周知，许多自然存在的生物表面，包括荷叶和沙漠甲虫等，具有超疏水特性，即其静态接

触角大于150°，接触角滞后小于10°。由于超疏水表面具有较低的表面张力，污染物在超疏

水表面不易粘着，使得超疏水表面具有自清洁功能。此外，超疏水表面易于捕捉空气，隔绝

了腐蚀液与金属表面的接触，提高了金属的耐蚀性能。由此可见，通过在金属表面制备具有

微纳结构的超疏水表面可赋予其耐蚀、自清洁性能。目前超疏水的制备方法有许多，比如：

水热法、阳极氧化、电沉积、化学刻蚀和微弧氧化等。然而，这些制备方法大多存在工艺复

杂、生产周期长、需要先制备微纳结构后再进行低表面能物质改性；此外，所用含氟低表面

能物质对环境和身体健康存在威胁。基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简单、高效且环保制备金属表

面超疏水镀层的简易制备方法，所制备涂层具有优异的超疏水、自清洁和耐蚀性能，在机械

零件防腐抗污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和缺点，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金属表面

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该超疏水镀层与基体结合强度高，重复性好，涂层表现出优异的

超疏水(接触角在152～157°)、自清洁和耐蚀性能。

[0004] 本发明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制备方法。该方

法简单、反应条件温和、可大面积制备，高效经济且绿色环保。

[0005] 本发明再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的应用。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所述的超疏水镀层是先将待镀工件进行

喷砂处理，再用侵蚀液进行化学侵蚀处理，洗净，吹干，得到预处理工件；将镍盐或/和钴盐、

长直链烷酸和无水乙醇超声混合，配制基础电镀液；以钴、镍或钴镍合金为阳极，预处理工

件为阴极，在基础电镀液中进行电镀，电镀后将作为阴极的已镀工件清洗并吹干，在金属表

面制得。

[0008] 优选地，所述待镀工件为铜、钢、钛、铝或其合金导电金属；所述喷砂处理后待镀工

件的表面粗糙度为Ra＝4.5～5.5μm。

[0009] 优选地，所述侵蚀液包括200～250g/L的硫酸和2～4g/L的硫脲。

[0010] 优选地，所述侵蚀处理的时间为15～25min，所述侵蚀处理的温度为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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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地，所述基础电镀液按无水乙醇和各物质总体积1L计，包括0.05～0.2mol/L

的镍盐或/和钴盐和0.05～0.2mol/L的长直链烷酸。

[0012] 更为优选地，所述镍盐为硝酸镍或氯化镍；所述钴盐为氯化钴；所述长直链烷酸为

十四烷酸或十八烷酸。

[0013] 所述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的制备方法，包含以下具体步骤：

[0014] S1 .将待镀工件进行喷砂处理，然后进行化学侵蚀处理，最后用去离子水清洗干

净，吹干，得到预处理工件；

[0015] S2.将金属镍或/和钴盐、长直链烷酸和无水乙醇混合，充分超声震动均匀，制得基

础电镀液；

[0016] S3.以钴、镍或钴镍合金为阳极，预处理工件为阴极，在基础电镀液中进行电沉积，

电镀后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将作为阴极的已镀工件清洗并吹干，即可在金属表面制得具有耐

蚀自清洁超疏水镀层。

[0017] 优选地，步骤S2所述超声的功率为50～100W，所述超声的时间为30～90min。

[0018] 优选地，步骤S3所述阳极和阳极的间距为2～5cm；阳极为与待镀工件尺寸相同的

钴、镍或钴镍合金；所述电沉积参数为：磁力搅拌速度为0～200rpm，沉积温度30～50℃，沉

积时间5～30min，沉积电流密度5～30mA/cm2。

[0019] 所述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超疏水镀层在机械零件防腐抗污领域中的应用。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1.本发明所制备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超疏水镀层均匀覆盖在金属基体表面。将

待镀工件进行喷砂处理，然后进行化学侵蚀处理，提高了镀层与金属基体的结合强度。

[0022] 2.本发明只需一步法即可在多种金属表面上制备耐蚀自清洁超疏水镀层，所需的

基础电镀液成分简单、环保且配制方便。电镀过程简单高效、重复性好、易实现大面积生产。

[0023] 3.本发明所制备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超疏水镀层具有优异的超疏水、自清洁和

耐蚀性能。通过一步法在阴极待镀工件上沉积镍或/和钴、长直链烷酸，使得镀层具备超疏

水两个决定性因素：低表面能的化学成分和表面微纳米结构。所制备的超疏水镀层表现出

优异的自清洁和耐蚀性能，在机械零件防腐抗污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实施例1制备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样品实物照片；

[0025] 图2为实施例1制备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的SEM照片；

[0026] 图3为实施例1制备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的接触角；

[0027] 图4为实施例1制备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的自清洁效果图；

[0028] 图5为实施例1制备的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的电化学极化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内容，但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若未特别指明，实施例中所用的技术手段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常规手段。除非特别

说明，本发明采用的试剂、方法和设备为本技术领域常规试剂、方法和设备。

[0030]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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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1.工件前处理：以不锈钢为待镀工件进行喷砂处理，然后进行化学侵蚀处理，最后

用去离子水清洗干净，吹干，得到经过处理的工件；化学侵蚀液成分：硫酸200g/L，硫脲3g/

L；化学侵蚀时间20min，侵蚀温度60℃；

[0032] 2.配制基础电镀液：将硝酸镍、十四烷酸和无水乙醇添加到容器中，在功率为100W

的超声振动器中震动30min，制得均匀基础电镀液；该电镀液中硝酸镍的浓度为0.05mol/L、

十四烷酸的浓度为0.05mol/L(按无水乙醇和各物质总体积1L计)。

[0033] 3.电镀：以镍片为阳极，经过处理的工件为阴极，在基础电镀液中进行电镀，电极

之间距离为2cm，电沉积的具体参数：磁力搅拌速度100rpm，沉积温度30℃，沉积时间20min，

沉积电流密度10mA/cm2。电镀后利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将作为阴极的已镀工件清洗并吹干，

即可在金属表面制得具有耐蚀自清洁超疏水镀层。

[0034] 图1为本实例所得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的实物照片，从图1中可以看

出涂层表面十分均匀。图2是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的SEM照片，从图2中可以明

显看到镀层表面具有微纳结构。图3为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的静态接触角，静

态接触角达到154°，说明所得镀层具有优异的超疏水性能。图4为金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

疏水镀层自清洁前后效果图，从滴水前后，可以看出镀层具有优异的自清洁性能。图5为金

属表面耐蚀自清洁的超疏水镀层的电化学极化曲线图，将电镀前后的工件浸泡在3.5wt.％

NaCl溶液1个小时后进行电化学测试，由两者的极化曲线，可以看出超疏水镀层具有较高的

自腐蚀电位和较低的自腐蚀电流密度，说明该超疏水镀层可以有效提高金属基体的耐蚀性

能。

[0035] 实施例2

[0036] 1.工件前处理：以铝合金为待镀工件进行喷砂处理，然后进行化学侵蚀处理，最后

用去离子水清洗干净，吹干，得到经过处理的工件；化学侵蚀液成分：硫酸250g/L，硫脲4g/

L；化学侵蚀时间20min，侵蚀温度50℃；

[0037] 2.配制基础电镀液：将氯化钴、十八烷酸和乙醇溶剂添加到容器中，在功率为50W

的超声振动器中震动60min制得均匀基础电镀液；该电镀液中氯化钴的浓度为0.2mol/L、十

八烷酸的浓度为0.2mol/L(按无水乙醇和各物质总体积1L计)。

[0038] 3.电镀：以钴片为阳极，经过处理的工件为阴极，在步骤2配制的基础电镀液中进

行电镀，电极之间距离为1.5cm，电沉积的具体参数：磁力搅拌速度100rpm，沉积温度30℃，

沉积时间10min，沉积电流密度15mA/cm2。电镀后利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将作为阴极的已镀工

件清洗并吹干，即可在金属表面制得具有耐蚀自清洁超疏水镀层。

[0039] 实施例3

[0040] 1.工件前处理：以不锈钢为待镀工件进行喷砂处理，然后进行化学侵蚀处理，最后

用去离子水清洗干净，吹干，得到经过处理的工件；化学侵蚀液成分：硫酸200g/L，硫脲3g/

L；化学侵蚀时间30min，侵蚀温度60℃；

[0041] 2.配制基础电镀液：将氯化镍、氯化钴、十八烷酸和无水乙醇添加到容器中，在功

率为80W的超声振动器中震动60min制得均匀基础电镀液；该电镀液包括浓度为0.1mol/L的

氯化镍、浓度为0.1mol/L的氯化钴、浓度为0.2mol/L十八烷酸(按无水乙醇和各物质总体积

1L计)；

[0042] 3.电镀：以钴镍合金为阳极，经过处理的工件为阴极，在步骤2配制的基础电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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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电镀，电极之间距离为2cm，电沉积的具体参数：磁力搅拌速度200rpm，沉积温度40

℃，沉积时间30min，沉积电流密度5mA/cm2。电镀后利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将作为阴极的已镀

工件清洗并吹干，即可在金属表面制得具有耐蚀自清洁超疏水镀层。

[0043] 实施例4

[0044] 1.工件前处理：以黄铜为待镀工件进行喷砂处理，然后进行化学侵蚀处理，最后用

去离子水清洗干净，吹干，得到经过处理的工件；化学侵蚀液成分：硫酸250g/L，硫脲4g/L；

化学侵蚀时间25min，侵蚀温度60℃；

[0045] 2.配制基础电镀液：将氯化钴、十四烷酸和乙醇溶剂添加到容器中，在功率为100W

的超声振动器中震动50min制得均匀基础电镀液；该电镀液中氯化钴的浓度为0.05mol/L、

十四烷酸的浓度为0.05mol/L(按无水乙醇和各物质总体积1L计)；

[0046] 3.电镀：以钴片为阳极，经过处理的工件为阴极，在步骤2配制的基础电镀液中进

行电镀，电极之间距离为5cm，电沉积的具体参数：磁力搅拌速度150rpm，沉积温度40℃，沉

积时间10min，沉积电流密度30mA/cm2。电镀后利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将作为阴极的已镀工件

清洗并吹干，即可在金属表面制得具有耐蚀自清洁超疏水镀层。

[0047]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和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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