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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镀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无氰

碱铜电镀液及其制备方法。所述的电镀液包括以

下组分：无氰电镀络合剂：120-140g/L，无氰电镀

铜盐：25-35g/L。本发明制备的碱铜电镀液有效

地降低了电镀时排水中氰根的含量，从而对环境

造成污染小，符合国家清洁生产的标准。并且使

用本发明制备的无氰碱铜镀液，获得镀层无起泡

现象，镀层结合力好，稳定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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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氰碱铜电镀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镀液包括以下组分：

无氰电镀络合剂              120-140g/L

无氰电镀铜盐                25-35g/L。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氰碱铜电镀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镀液包括以下组分：

无氰电镀络合剂              125-135g/L

无氰电镀铜盐                28-32g/L。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无氰碱铜电镀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络合剂为：聚合硫氰

酸钾铵，所述的铜盐为：聚合硫氰酸亚铜。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无氰碱铜电镀液，其特征在于：电镀时，给予所述电镀液的

电流密度为0.5-2A/dm2。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无氰碱铜电镀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电镀液的工作pH值为

11～12。

6.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种所述的无氰碱铜电镀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电镀液的工作温

度为45～55℃。

7.一种制备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镀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取用总体积50％的水，加入无氰电镀络合剂，加温、搅拌至完全溶解；

(2)用水溶解无氰电镀铜盐调成糊状，加入步骤(1)中，边加边搅拌至完全溶解；

(3)加水定容至溶液达到总体积；

(4)加入活性炭吸附，过滤；

(5)加温至标准温度，即得电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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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氰碱铜电镀液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镀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无氰碱铜电镀液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镀铜液分为氰化镀铜、无氰镀铜两大类。氰化镀铜电解液的优点是分散能力和覆

盖能力好，电解液成分简单，易维护，适于钢铁件及锌、铝合金制品的打底镀层等，氰化物作

为络合物电镀液的络合剂是电镀工业中的重要原料，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其缺点是氰

化物是剧毒化学品，其制死量仅仅为5毫克，并且一旦吸收就根本无法救治。而氰化物电镀

液中的氰化物含量少则十几克，多达一百多克，工作槽的液量少则几十升，多达几千升甚至

上万升，使得这些电镀的排水中含有氰根而对环境造成污染。并且氰化物运输、管控难，废

水处理成本高。对此，各国都先后出台了治理方案和规定了排放标准。最终目标是取消氰化

物镀种，以其它工艺技术取代这一有毒的工艺。这就是开始出现无氰电镀(Cyanide-

freeplating,non-cyanideplating)的原因。

[0003] 无氰镀铜分为酸性镀铜和碱性镀铜。酸性镀铜主要是镍或铜基体上镀厚铜层，钢

铁件以及锌合金件都不能直接在酸性铜镀液进行镀铜，一般需要通过碱性镀铜在钢铁件和

锌合金表面进行预镀，以提高镀层和基体金属的结合力，便于进行后续的酸性镀铜、镀镍等

工艺。在碱性无氰电镀铜领域广泛使用的是焦磷酸盐镀铜、硫酸盐电镀铜，柠檬酸电镀铜

等，专利申请号为：201710963412.9，公开了一种无氰碱铜电镀组合物，1L所述的无氰碱铜

电镀组合物的制备原料包括：二价铜离子：15～17g；柠檬酸：185～195g；酒石酸钾钠：50～

60g；硝酸钾：5～6.5g；1,2-环己二胺四乙酸：0.5～1g；润湿剂：0.2～0.3g；光亮剂：1.2～

1.6g；整平剂：0.1～0.15g；去离子水加至1L。专利申请号为：201710738123.9，公开了所述

除氢脆剂按重量份包括如下成分：0.1～1份聚乙二醇和0.1～10份硫氰酸盐；所述电镀液按

浓度包括如下组分：30～45g/L硫酸镉、40～60g/L氢氧化钾、20～50g/L柠檬酸、20～180g/L

络合剂和0.2～11g/L除氢脆剂。上述专利申请减少了氰化物的使用，降低了氰化物对环境

的污染，但是其也存在一些缺点，如镀液成本高，结合力差，稳定性不好等问题。在钢铁件上

直接镀铜会由于置换铜层的存在不能获得符合要求的镀铜层。

[0004] 无氰碱铜工艺现在市场上品名种类较多，很多的添加剂供应商都有相对应的产

品。但在锌合金基材上实现镀层结合力好且品质稳定并大批量应用于生产的目前还没有。

[0005]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无氰碱铜电镀液及其制备工艺，实现镀液无氰、低毒；

能够改善现场操作环境；并且实现锌合金基材上结晶细致、结合力强的镀层。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方案实现：

[0008] 一种无氰碱铜电镀液，所述的电镀液包括以下组分：

[0009] 无氰电镀络合剂             120-14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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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无氰电镀铜盐               25-35g/L。

[0011] 所述的电镀液包括以下组分：

[0012] 无氰电镀络合剂             125-135g/L

[0013] 无氰电镀铜盐               28-32g/L。

[0014] 所述的络合剂为：聚合硫氰酸钾铵，所述的铜盐为：聚合硫氰酸亚铜。

[0015] 电镀时，给予所述电镀液的电流密度为0.5-2A/dm2。所述电镀液的工作pH值为11

～12，所述电镀液的工作温度为45～55℃。

[0016] 一种制备无氰碱铜电镀液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1)取用总体积50％的水，加入无氰电镀络合剂，加温、搅拌至完全溶解；

[0018] (2)用水溶解无氰电镀铜盐调成糊状，加入步骤(1)中，边加边搅拌至完全溶解；

[0019] (3)加水定容至溶液达到总体积；

[0020] (4)加入活性炭吸附，过滤；

[0021] (5)加温至标准温度，即得电镀液。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3] (1)本发明制备的碱铜电镀液有效地降低了电镀时排水中氰根的含量，从而对环

境污染小，符合国家清洁生产的标准。

[0024] (2)使用本发明制备的无氰碱镀液电镀，获得镀层无起泡现象，镀层结合力好，稳

定性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在没有付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6] 一种无氰碱铜电镀液，所述的电镀液包括以下组分：

[0027] 无氰电镀络合剂             120-140g/L

[0028] 无氰电镀铜盐               25-35g/L。

[0029] 所述的电镀液包括以下组分：

[0030] 无氰电镀络合剂             125-135g/L

[0031] 无氰电镀铜盐               28-32g/L。

[0032] 上述络合剂具体物质化学名称为聚合硫氰酸钾铵，通式为(NH2K)mC2nN2n+1SOnHn+3；

其中，1≤n≤50，1≤m≤50。铜盐：硫氰酸类有机铜盐为聚合硫氰酸亚铜，通式为CumC2nN2n+

1SOnHn+3；其中，1≤n≤50，1≤m≤50。其中，1≤n≤50，1≤m≤50。上述聚合硫氰酸钾铵，聚合

硫氰酸亚铜均在市场采购获得。

[0033] 采用聚合硫氰酸钾铵和聚合硫氰酸亚铜作为电镀液的主要成分，因为硫氰根极性

强，且为聚合物形式，易与形成氢键，提高镀层的稳定性。同时两者协同作用，进一步提高了

镀层的结合力，同时能够获得均匀，细致的，无气泡现象的无氰镀层。

[0034] 电镀时，给予所述电镀液的电流密度为0.5-2A/dm2。优选的，所述电镀液的电流密

度为1A/dm2。所述电镀液的工作pH值为11～12，优选的，所述电镀液的工作pH值为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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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所述电镀液的工作温度为45～55℃，优选的所述电镀液的工作温度为48～53℃。

[003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制备无氰碱铜电镀液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1)取用总体积50％的水，加入无氰电镀络合剂，加温、搅拌至完全溶解；

[0037] (2)用水溶解无氰电镀铜盐调成糊状，加入步骤(1)中，边加边搅拌至完全溶解；

[0038] (3)加水定容至溶液达到总体积；

[0039] (4)加入活性炭吸附，过滤；

[0040] (5)加温至标准温度，即得电镀液。

[0041] 实施例1

[0042] 本发明的无氰电镀液，包含以下物质：

[0043] 聚合硫氰酸钾铵         125g/L

[0044] 聚合硫氰酸亚铜         28g/L

[0045] 其余为水

[0046] 电解液制备：(1)称取125g聚合硫氰酸钾铵加入500ml水，加温，搅拌至完全溶解；

(2)将聚合硫氰亚铜用少量水调成糊状，加入步骤(1)中，边加边搅拌至完全溶解；(3)加水

至溶液体积为1L；(4)加入活性炭吸附，过滤；(5)加温至48℃；

[0047] 电镀时，给予所述电镀液的电流密度为1A/dm2；所述电镀液的工作pH值为11.2，所

述电镀液的工作温度为48℃；阳极电流密度为大于1ASD；阳极材为电解铜；镀槽为硬性PVC；

采用蒸汽加热。

[0048] 实施例2

[0049] 本发明的无氰电镀液，包含以下物质：

[0050] 聚合硫氰酸钾铵             135g/L

[0051] 聚合硫氰酸亚铜             32g/L

[0052] 其余为水

[0053] 电解液制备：(1)称取135g聚合硫氰酸钾铵加入500ml水，加温，搅拌至完全溶解；

(2)将32g聚合硫氰亚铜用少量水调成糊状，加入步骤(1)中，边加边搅拌至完全溶解；(3)加

水至溶液体积为1L；(4)加入活性炭吸附，过滤；(5)加温至52℃；

[0054] 电镀时，给予所述电镀液的电流密度为1A/dm2；所述电镀液的工作pH值为11.5，所

述电镀液的工作温度为52℃；阳极电流密度为大于1ASD；阳极材为电解铜；镀槽为硬性PVC；

采用蒸汽加热。

[0055] 实施例3

[0056] 本发明的无氰电镀液，包含以下物质：

[0057] 聚合硫氰酸钾铵           120g/L

[0058] 聚合硫氰酸亚铜           25g/L

[0059] 其余为水

[0060] 电解液制备：(1)称取120g聚合硫氰酸钾铵加入500ml水，加温，搅拌至完全溶解；

(2)将25g聚合硫氰亚铜用少量水调成糊状，加入步骤(1)中，边加边搅拌至完全溶解；(3)加

水至溶液体积为1L；(4)加入活性炭吸附，过滤；(5)加温至55℃；

[0061] 电镀时，给予所述电镀液的电流密度为0.5A/dm2；所述电镀液的工作pH值为12，所

述电镀液的工作温度为55℃；阳极电流密度为大于1ASD；阳极材为电解铜；镀槽为硬性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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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蒸汽加热。

[0062] 实施例4

[0063] 本发明的无氰电镀液，包含以下物质：

[0064] 聚合硫氰酸钾铵             140g/L

[0065] 聚合硫氰酸亚铜             35g/L

[0066] 其余为水

[0067] 电解液制备：(1)称取140g聚合硫氰酸钾铵加入500ml水，加温，搅拌至完全溶解；

(2)将35g聚合硫氰亚铜用少量水调成糊状，加入步骤(1)中，边加边搅拌至完全溶解；(3)加

水至溶液体积为1L；(4)加入活性炭吸附，过滤；(5)加温至52℃；

[0068] 电镀时，给予所述电镀液的电流密度为1.8A/dm2；所述电镀液的工作pH值为11.0，

所述电镀液的工作温度为52℃；阳极电流密度为大于1ASD；阳极材为电解铜；镀槽为硬性

PVC；采用蒸汽加热。

[0069] 对比例1

[0070] 对比例1的具体实施方式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所述的无氰碱铜电镀液不包

括聚合硫氰酸钾铵。

[0071] 对比例2

[0072] 对比例2采用专利号为201710738123.9实施例1所述的方法制备电镀液。

[0073] 性能测试：

[0074] 将上述实施例1-4，对比例1-2按照下述方法进行性能测试，测试结果详见表1。

[0075] 1.赫尔槽试验：

[0076] 在267ml赫尔槽内加入镀液250ml，阴极用长100mm、宽66mm、厚0.3mm标准黄铜片，

经除油活化后放入镀液，阳极用宽63mm、长65mm电解铜。施镀条件：温度48℃、电流1A、时间

5min、搅拌。施镀后用清水清洗洁净，经钝化清洗纯水清洗再电热风吹干后观察。

[0077] 2.镀层厚度试验：

[0078] 锌合金拉头产品经前处理除油活化后镀无氰碱铜。无氰碱铜镀液在50℃、电流密

度1A/DM2条件下，电镀15min，镀层厚度7.824微米。

[0079] 3.镀层质量：

[0080] 锌合金拉头产品经前处理除油活化后镀无氰碱铜，工艺条件：温度50℃、电流密

1A/dm2、时间15min，后续电镀焦铜、酸铜、白铜锡后再喷漆烘烤，烘烤条件：120℃、90min。

[0081] 4.结合力

[0082] 本实验采用高温烘烤测试镀层结合力，高温烘烤条件：120℃、90min。如果镀层未

出现起泡现象则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0083] 表1 性能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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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0085]

[0086] 通过上述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时实施例所述的电镀液进行电镀，镀层结合

力好，镀层结晶细致，均匀，且无气泡现象。

[0087] 应当理解的是，本发明的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仅仅用于示例性说明或解释本发明的

原理，而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因此，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所做的任何

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此外，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旨

在涵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范围和边界、或者这种范围和边界的等同形式内的全部变化和修

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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