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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镀铬板的生产控制技术领域，公

开了一种基于耦合作用去除镀铬溶液中杂质离

子的方法。基于镀铬溶液中的杂质离子及其浓

度，基于热力学耦合原理，分别控制金属铬镀液

及铬氧化物镀液的pH来提高镀铬板表面能，通过

对镀液的改进，有效的提高了含杂质较多的镀铬

板的表面能，使镀液中高浓度的杂质离子形成沉

淀，通过热力学耦合作用把低浓度的杂质离子一

起沉淀下来，然后将沉淀物过滤，从而净化镀铬

溶液，实现了镀液中除铁离子之外的铝离子以及

钛离子的高去除率，其中，Al3+、Ti3+的去除率达

到90％以上，达到很好的净化镀液的效果，对提

高生产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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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耦合作用去除镀铬溶液中杂质离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镀铬溶液包括金

属铬段镀液和氧化铬段镀液两种，镀铬生产线新配置的金属铬段镀液和氧化铬段镀液，其

中金属铬段镀液包括：CrO3  140～160g/L，NH4F  3～4g/L，各杂质离子分别的浓度均不超过

5mg/L；氧化铬段镀液包括：CrO3  60～70g/L，NH4F  1～2g/L，各杂质离子分别的浓度均不超

过5mg/L；

随着生产运行，镀液中各杂质离子逐渐聚集增多，当金属铬段镀液中同时满足全铁离

子浓度大于0.8g/L，Al3+浓度大于0.5g/L，Ti、Si、Mg杂质离子含量分别大于0.1g/L时，镀液

杂质离子对镀铬板表面金属铬层的质量有明显地影响，判断该金属铬段镀液需要净化；

当氧化铬段镀铬溶液中同时满足全铁离子浓度大于90mg/L，Al3+浓度大于50mg/L，Ti、

Si、Mg杂质离子含量分别大于40mg/L时，镀液杂质离子对镀铬板表面氧化铬层的质量有明

显地影响，判断该氧化铬段镀液需要净化；

去除两种镀铬溶液中杂质离子的净化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1)镀液中低价杂质离子氧化控制

将H2O2溶液以与待净化镀液质量比1～1.2:100加入待净化镀液中，将铬镀液中的Fe2+氧

化为Fe3+；

2)杂质离子热力学耦合沉降过程

对于金属铬段镀液，其溶液pH值为0.9～1.1，利用氨水调节金属铬镀液pH值至3～5，同

时，将二氧化锰以与待净化镀液质量比1～5:100加入到待净化镀液中促进残余二价铁向三

价铁离子的彻底转化；并以300～5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30min，在此过程中三价铁离子

以氢氧化铁的形式完全沉淀；并在热力学耦合作用下，镀液中的铝离子、钛离子分别以氢氧

化铝和氢氧化钛的形式进入氢氧化铁晶体内，达到热力学耦合作用的镀液中杂质离子的共

沉淀。

对于氧化铬段镀液，其溶液pH值为1.2～1.5，利用氨水调节金属铬镀液pH值至5～7，同

时，将二氧化锰以与待净化镀液质量比1:100～5:100加入到待净化镀液中促进残余二价铁

向三价铁离子的彻底转化；并以300～5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30min，在此过程中三价铁

离子以氢氧化铁的形式完全沉淀；并在热力学耦合作用下，镀液中的铝离子、钛离子分别以

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钛的形式进入氢氧化铁晶体内，达到热力学耦合作用的镀液中杂质离子

的共沉淀；

3)液固分离过程

将步骤2)金属铬段和氧化铬段镀液分别采用离心沉降，实现固液分离，固相为沉淀的

杂质颗粒，液相为无杂质离子的含铬氟镀液；

4)含铬氟滤液的可应用性调控

对于金属铬段镀液，向pH值为3～5的含铬氟滤液中加入氢氟酸和铬酐，调节其pH值至

0.9～1.1，其溶液含铬量达到CrO3  140～160g/L，含氟量达到NH4F  3～4g/L；

对于氧化铬段镀液，向pH值为5～7的含铬氟滤液中加入氢氟酸和铬酐，调节其pH值至

1.2～1.5，其溶液含铬量达到CrO3  60～70g/L，含氟量达到NH4F  1～2g/L。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耦合作用去除镀铬溶液中杂质离子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3)液固分离过程中：离心沉降参数1000～2000r/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耦合作用去除镀铬溶液中杂质离子的方法，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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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1)镀液中低价杂质离子氧化控制：所加入的H2O2溶液的质量浓度为3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耦合作用去除镀铬溶液中杂质离子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2)杂质离子热力学耦合沉降过程：用来调节镀液pH所采用的氨水的质量浓度为25％

～28％。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耦合作用去除镀铬溶液中杂质离子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4)含铬氟滤液的可应用性调控，向滤液中加入的氢氟酸溶液的质量浓度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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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耦合作用去除镀铬溶液中杂质离子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镀铬板的生产控制技术领域，特别涉及镀铬溶液中杂质离子的控制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镀铬钢板是通过在钢板表面进行电解铬酸盐处理，使钢板表面沉积一层金属铬

(一般为50～100mg/m2)及铬氧化物膜(一般为5～20mg/m2)的经济型罐材料，其结构如图1所

示。镀铬板表面化学成份稳定，从表面膜溶出的铬离子是极其微量的，正是由于镀铬板表面

的无毒性，其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罐头。镀铬钢板除了具有无毒性的特点，还具有镀着量

少、成本低、附着力强、涂漆性好、耐温性好、高抗硫性、高耐碱性等优点。因此，镀铬板还用

于自行车部件、家庭电器用品、办公用品、建材材料部件、汽车部件等领域。

[0003] 镀铬液主要成分是铬酸酐(CrO3)，再加入少量的外来阴离子(通常所说的催化剂

硫酸、氟化物、氟硅酸盐、氟硼酸盐、碘酸盐、氯酸盐等)，只有添加催化剂后，镀铬才有可能

顺利而连续地进行。单纯的铬酸溶液是不能获得铬镀层的。铬酸酐中的铬是以六价形式存

在，铬酸酐易溶于水成为铬酸，该水溶液是一种强酸。随着铬酸酐浓度的不同，溶液中的六

价铬可以多种形式存在，如铬酸氢根(HCrO4
-)、铬酸(H2CrO4)、重铬酸(H2Cr2O7)、三铬酸

(H2Cr3O10)、四铬酸(H2Cr4O13)等。目前，镀铬板有两种生产工艺，即一步法和两步法。一步法

是指将钢基板置于一种电解液中进行电解处理，使其表面同时析出金属铬和铬氧化物膜的

方法。所用的电解液为浓度小于150g/L的CrO3和一些添加剂(如Na2SiF6、H2SO4等)。两步法是

第一步将钢基板置于高浓度铬酸溶液(150g/L  CrO3和Na2SiF6、H2SO4等添加剂)中，使其表面

镀上一层金属铬，然后进行水漂洗；第二步将镀有一层金属铬的钢板置于较低浓度铬酸溶

液(65g/L  CrO3和Na2SiF6、H2SO4等添加剂)中，使其表面形成一层铬氧化膜，第二步主要起到

生成均匀氧化膜和均化铬层的作用。

[0004] 在镀铬槽液中，无论是哪种镀液体系，都具有较强的腐蚀性，进而导致镀液腐蚀冷

轧基板，形成铁离子。此外，由于原料的纯度、生产设备的腐蚀，镀液还包括铝、钛、铜、锌等

杂质离子。杂质离子含量少时，对铬镀层并无太大影响，但当杂质含量高时，镀层就会出现

发花、发黄、变暗、有条纹等一系列问题，并且随着杂质含量的增加，槽电压上升，溶液电阻

增加。因此，急需一种去除镀铬溶液中杂质离子的方法，从而延缓镀铬槽液使用期限，提高

镀铬质量。

[0005] 经检索，乔永莲的发明专利《一种镀铬槽液中杂质铁、铜离子浓度的电化学测量方

法》(专利号CN201410103211.8)通过测定镀铬槽液的方波伏安曲线，并利用还原反应峰电

流与离子浓度呈线性的关系测定镀铬槽液成分中杂质铁、铜离子的浓度，大大提高了其测

量精度；郭崇武发明的专利《一种三价铬镀铬液中镍和铜杂质的处理方法》(专利号

CN201810119480.1)通过向三价铬镀铬液中加入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溶液，使其与镍

和铜杂质反应分别生成沉淀物，过滤除去沉淀物，镍的去除率大于97.5％，铜的去除率大于

9 9 .9％ ；胡国辉发明的专利《一种三价铬镀铬杂质容忍剂及电镀液》(专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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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201710783975.X)公开了一种三价铬镀铬电镀液，电镀液成分包括三价铬主盐，导电盐、

润湿剂以及光亮剂，所述光亮剂中添加杂质容忍剂，杂质容忍剂可极大的促进电镀液的抗

杂能力。

[0006]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镀铬溶液中较高含量的杂质离子会影响表面铬镀层的质量，

因此需要控制镀铬液中杂质离子含量。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是基于镀铬溶液中的杂质离子及其浓度，基于热力学耦合原理，分别控制

金属铬镀液及铬氧化物镀液的pH来提高镀铬板表面能，通过对镀液的改进，有效的提高了

含杂质较多的镀铬板的表面能，使镀液中高浓度的杂质离子形成沉淀，通过热力学耦合作

用把低浓度的杂质离子一起沉淀下来，然后将沉淀物过滤，从而净化镀铬溶液，对提高生产

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0008] 把一个不能自发进行的反应和另一个易自发进行的反应耦合，从而构成一个可以

自发进行的反应，其过程称为反应的耦合，该反应称为耦合反应。在一个体系中，若其中一

个或几个组分的吉布斯自由能变化负得多，则可以拉动吉布斯自由能变化为正的组分结

晶。这就使一些未达到饱和的组分也能以杂质的形式进入晶体的原因，即热力学耦合。

[0009] 功能性镀铬时，零件在镀铬槽内进行反拔(即零件在始镀前短时间先成为阳极)会

使铁溶解并掉落在镀铬槽内。一般钢铁在铬酸酐中处于钝化状态，但实际上，镀铬槽液内含

有少量的催化剂游离酸根，钢铁件也会少量溶解于槽液，这将逐渐地聚集大量的铁。铁的浓

度很大时，电解液很难保持电流的稳定性，电流会不间断地震荡，使获得光泽铬镀层的工作

范围缩小，同时由于铬酸铁的产生，游离铬酸减少，电解液电阻增加。另外，镀铬液中铝和钛

两种杂质含量也较高，对铬镀层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本发明主要去除镀铬液中的Fe3+、Al3

+、Ti3+三种杂质离子。

[0010] 在恒温恒压条件下，改变镀液中氢氧根离子浓度，促使氢氧化铁形成过饱和溶液，

导致氢氧化铁晶体从溶液结晶出来，此过程可视为吉布斯自由能降低的过程。考虑到溶液

中共存着Al、Ti离子(主要体现在pH值以及溶度积的差别)，在热力学耦合作用下，则氢氧化

铝和氢氧化钛以杂质的形式进入氢氧化铁晶体，实现除杂。

[0011] 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12] 一种基于耦合作用去除镀铬溶液中杂质离子的方法，镀铬溶液包括金属铬段镀液

和氧化铬段镀液两种，镀铬生产线新配置的金属铬段镀液和氧化铬段镀液，其中金属铬段

镀液包括：CrO3  140～160g/L，NH4F  3～4g/L，各杂质离子分别的浓度均不超过5mg/L；氧化

铬段镀液包括：CrO3  60～70g/L，NH4F  1～2g/L，各杂质离子分别的浓度均不超过5mg/L；

[0013] 随着生产运行，镀液中各杂质离子逐渐聚集增多，当金属铬段镀液中同时满足全

铁离子(Fe3+/Fe2+混合价态)浓度大于0.8g/L，Al3+浓度大于0.5g/L，Ti、Si、Mg杂质离子含量

分别大于0.1g/L时，镀液杂质离子对镀铬板表面金属铬层的质量有明显地影响，判断该金

属铬段镀液需要净化；

[0014] 当氧化铬段镀铬溶液中同时满足全铁离子浓度大于90mg/L，Al3+浓度大于50mg/L，

Ti、Si、Mg杂质离子含量分别大于40mg/L时，镀液杂质离子对镀铬板表面氧化铬层的质量有

明显地影响，判断该氧化铬段镀液需要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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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去除两种镀铬溶液中杂质离子的净化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0016] 1)镀液中低价杂质离子氧化控制

[0017] 溶液中很难区分三价铁和二价铁，目前检测技术只能检测总铁含量，可能存在部

分二价铁，但检测不出来。为了实现沉淀，把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假设，镀液没有二价铁，

加入双氧水对其他也没有影响。

[0018] 在金属铬段和氧化铬段镀液中，包括Fe2+和Fe3+的铁离子均为主要杂质离子。鉴于

Fe2+和Fe3+离沉淀所需pH值不同，将Fe2+氧化成Fe3+以达到更好的沉淀效果。具体将H2O2溶液

以与待净化镀液质量比1～1.2:100加入待净化镀液中，将铬镀液中的Fe2+氧化为Fe3+；发生

反应如下：

[0019] 2Fe2++2H++H2O2＝2Fe3++2H2O

[0020] 2)杂质离子热力学耦合沉降过程

[0021] 对于金属铬段镀液，其溶液pH值为0.9～1.1，利用氨水调节金属铬镀液pH值至3～

5，同时，将二氧化锰以与待净化镀液质量比1～5:100加入到待净化镀液中促进残余二价铁

向三价铁离子的彻底转化；并以300～5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30min，在此过程中三价铁

离子以氢氧化铁的形式完全沉淀；并在热力学耦合作用下(热力学耦合是反应机理，当溶液

中铁离子发生沉淀，就会携带溶液中其他离子进入沉淀物，反应条件即有沉淀反应发生)，

镀液中的铝离子、钛离子分别以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钛的形式进入氢氧化铁晶体内，达到热

力学耦合作用的镀液中杂质离子的共沉淀。

[0022] 对于氧化铬段镀液，其溶液pH值为1.2～1.5，利用氨水调节金属铬镀液pH值至5～

7，同时，将二氧化锰以与待净化镀液质量比1:100～5:100加入到待净化镀液中促进残余二

价铁向三价铁离子的彻底转化；并以300～5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30min，在此过程中三

价铁离子以氢氧化铁的形式完全沉淀；并在热力学耦合作用下，镀液中的铝离子、钛离子分

别以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钛的形式进入氢氧化铁晶体内，达到热力学耦合作用的镀液中杂质

离子的共沉淀；

[0023] 3)液固分离过程

[0024] 将步骤2)金属铬段和氧化铬段镀液分别采用离心沉降，实现固液分离，固相为沉

淀的杂质颗粒，液相为无杂质离子的含铬氟镀液；

[0025] 4)含铬氟滤液的可应用性调控

[0026] 由于步骤3)所得到的无杂质离子含铬氟滤液无法满足应用，需要对其进行可应用

性调控；

[0027] 对于金属铬段镀液，向pH值为3～5的含铬氟滤液中加入氢氟酸和铬酐，调节其pH

值至0.9～1.1，其溶液含铬量达到CrO3  140～160g/L，含氟量达到NH4F3～4g/L；

[0028] 对于氧化铬段镀液，向pH值为5～7的含铬氟滤液中加入氢氟酸和铬酐，调节其pH

值至1.2～1.5，其溶液含铬量达到CrO3  60～70g/L，含氟量达到NH4F  1～2g/L。

[0029] 检测过滤后镀液的杂质离子浓度，并以公式(1)计算杂质离子去除率。

[0030]

[0031] 其中，α为杂质离子去除率，x1为现场镀液中的杂质离子浓度(g/L)，x2为沉淀过滤

后的杂质离子浓度(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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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进一步地，上述3)液固分离过程中：离心沉降参数1000～2000r/min。

[0033] 进一步地，上述1)镀液中低价杂质离子氧化控制：所加入的H2O2溶液的质量浓度为

30％。

[0034] 进一步地，上述2)杂质离子热力学耦合沉降过程：用来调节镀液pH所采用的氨水

的质量浓度为25％～28％。

[0035] 进一步地，上述4)含铬氟滤液的可应用性调控，向滤液中加入的氢氟酸溶液的质

量浓度为30％。

[003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7] 1、开发了一种铬镀液中杂质离子的去除方法，能有效去除镀铬过程中影响铬镀层

的杂质离子，且没有引入其他的杂质离子；

[0038] 2、经杂质离子去除率公式计算，本工艺可实现铁离子去除率达到99％以上，达到

了很好的铁离子去除效果。

[0039] 3、本发明结合热力学耦合作用，实现了镀液中除铁离子之外的铝离子以及钛离子

的高去除率，其中，Al3+、Ti3+的去除率达到90％以上，达到很好的净化镀液的效果。

[0040] 4、是净化铬镀液的一种有效方法，延长了铬镀液的使用寿命，减少了铬镀液的更

换次数；

[0041] 5、本发明可明显提高镀铬板表面镀层质量。

附图说明

[0042] 图1为实施例2中金属铬段镀液中杂质离子浓度变化规律。(a)全铁离子浓度，(b)

Al离子浓度，(c)Ti离子浓度。

[0043] 图2为实施例4中氧化铬段镀液中杂质离子浓度变化规律。(a)全铁离子浓度，(b)

Ti离子浓度，(c)Al离子浓度。

[0044] 图3为实施例2中铬镀液沉淀分离的现场宏观照片及其沉积物的SEM图。(a)待净化

镀铬液沉淀物形成过程，(b)固液分离后的沉淀物，(c)沉淀物SEM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实施例1金属铬段镀液杂质沉降及再利用

[0046] 将30％(质量比)的H2O2溶液以与镀液质量比1.1:100加入镀液中，将10m3待净化铬

镀液(CrO3  155g/L，NH4F  3.2g/L，全铁离子浓度0.85g/L，Al3+离子浓度0.62g/L，Ti4+离子浓

度0.12g/L，Si4+离子浓度0.11g/L，Mg2+离子浓度0.15g/L)中的Fe2+氧化为Fe3+。利用氨水调

节金属铬镀液pH值至3，同时，将二氧化锰以与待净化镀液质量比3:100加入到待净化镀液

中促进残余二价铁向三价铁离子的彻底转化。并以4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30min，在此过

程中三价铁离子以氢氧化铁的形式完全沉淀。并在热力学耦合作用下，镀液中的铝离子、钛

离子分别以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钛的形式进入氢氧化铁晶体内，达到热力学耦合作用的镀液

中杂质离子的共沉淀。

[0047] 采用离心沉降，以1500r/min的离心速率实现沉淀的杂质颗粒与液相含铬氟镀液

的分离。并向含铬氟滤液中加入10L的氢氟酸和15g铬酐，调节其pH值至1，其金属铬溶液

CrO3  155g/L，NH4F  3.2g/L。杂质离子浓度：全铁离子浓度0.50mg/L，Al3+离子浓度0.2mg/L，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11364091 A

7



Ti4+离子浓度0.03mg/L，Si4+离子浓度0.02mg/L，Mg2+离子浓度0.05mg/L，杂质离子浓度去除

效率大于85％，达到镀液再生及循环利用。

[0048] 实施例2金属铬段镀液杂质沉降及再利用

[0049] 将30％(质量比)的H2O2溶液以与镀液质量比1.1:100加入镀液中，将12m3待净化铬

镀液(CrO3  150g/L，NH4F  3.5g/L，全铁离子浓度0.91g/L，Al3+离子浓度0.72g/L，Ti4+离子

浓度0.15g/L，Si4+离子浓度0.13g/L，Mg2+离子浓度0.21g/L)中的Fe2+氧化为Fe3+。利用氨

水调节金属铬镀液pH值至4，同时，将二氧化锰以与镀液质量比3:100加入到镀液中促进残

余二价铁向三价铁离子的彻底转化。并以4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30min，在此过程中三价

铁离子以氢氧化铁的形式完全沉淀。并在热力学耦合作用下，镀液中的铝离子、钛离子分别

以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钛的形式进入氢氧化铁晶体内，达到热力学耦合作用的镀液中杂质离

子的共沉淀。

[0050] 采用离心沉降，以1500r/min的离心速率实现沉淀的杂质颗粒与液相含铬氟镀液

的分离。并向含铬氟滤液中加入15L的氢氟酸和21g铬酐，调节其pH值至1，其溶液含铬量达

到CrO3  150g/L，含氟量达到NH4F  3.5g/L。杂质离子浓度：全铁离子浓度0.41mg/L，Al3+离子

浓度0.25mg/L，Ti4+离子浓度0.03mg/L，Si4+离子浓度0.02mg/L，Mg2+离子浓度0.05mg/L，达

到镀液再生及循环利用。

[0051] 如图1所示，实施例2中工艺可实现镀液中铁离子去除率达到99％以上，以及钛离

子去除率达到92％以上，铝离子去除率达85％以上。说明本工艺在对金属铬段镀液中杂质

离子进行沉降时，具有很好的杂质去除效果。

[0052] 实施例3金属铬段镀液杂质沉降及再利用

[0053] 将30％(质量比)的H2O2溶液以与镀液质量比1.1:100加入镀液中，将15m3待净化铬

镀液(CrO3  145g/L，NH4F  3.1g/L，全铁离子浓度0.85g/L，Al3+离子浓度0.55g/L，Ti4+离子浓

度0.17g/L，Si4+离子浓度0.15g/L，Mg2+离子浓度0.24g/L)中的Fe2+氧化为Fe3+。利用氨水调

节金属铬镀液pH值至5，同时，将二氧化锰以与镀液质量比3:100加入到镀液中促进残余二

价铁向三价铁离子的彻底转化。并以4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30min，在此过程中三价铁离

子以氢氧化铁的形式完全沉淀。并在热力学耦合作用下，镀液中的铝离子、钛离子分别以氢

氧化铝和氢氧化钛的形式进入氢氧化铁晶体内，达到热力学耦合作用的镀液中杂质离子的

共沉淀。

[0054] 采用离心沉降，以1500r/min的离心速率实现沉淀的杂质颗粒与液相含铬氟镀液

的分离。并向含铬氟滤液中加入19L的氢氟酸和27g铬酐，调节其pH值至1，其溶液含铬量达

到CrO3  145g/L，含氟量达到NH4F  3.1g/L。杂质离子浓度：全铁离子浓度0.35mg/L，Al3+离子

浓度0.17mg/L，Ti4+离子浓度0.05mg/L，Si4+离子浓度0.03mg/L，Mg2+离子浓度0.06mg/L，杂

质离子浓度去除效率大于90％，达到镀液再生及循环利用。

[0055] 实施例4氧化铬段镀液杂质沉降及再利用

[0056] 将30％(质量比)的H2O2溶液以与镀液质量比1.1:100加入镀液中，将10m3铬镀液

(CrO3  65g/L，NH4F  1 .5g/L，全铁离子浓度151mg/L，Al3+离子浓度53mg/L，Ti4+离子浓度

45mg/L，Si4+离子浓度47mg/L，Mg2+离子浓度51mg/L)中的Fe2+氧化为Fe3+。利用氨水调节金属

铬镀液pH值至5，同时，将二氧化锰以与镀液质量比3:100加入到镀液中促进残余二价铁向

三价铁离子的彻底转化。并以4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30min，在此过程中三价铁离子以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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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铁的形式完全沉淀。并在热力学耦合作用下，镀液中的铝离子、钛离子分别以氢氧化铝

和氢氧化钛的形式进入氢氧化铁晶体内，达到热力学耦合作用的镀液中杂质离子的共沉

淀。

[0057] 采用离心沉降，以1500r/min的离心速率实现沉淀的杂质颗粒与液相含铬氟镀液

的分离。并向含铬氟滤液中加入7L的氢氟酸和11g铬酐，调节其pH值至1.3，其溶液含铬量达

到CrO3  65g/L，含氟量达到NH4F  1.5g/L。达到镀液再生及循环利用。

[0058] 如图2所示，实施例4中工艺可实现镀液中铁离子去除率达到99％以上，以及钛离

子去除率达到90％以上，铝离子去除率达87％以上。说明本工艺在对氧化铬段镀液中杂质

离子进行沉降时，具有很好的杂质去除效果。

[0059] 实施例5氧化铬段镀液杂质沉降及再利用

[0060] 将30％(质量比)的H2O2溶液以与镀液质量比1.1:100加入镀液中，将12m3待净化铬

镀液(CrO3  67g/L，NH4F  1.7g/L，全铁离子浓度121mg/L，Al3+离子浓度56mg/L，Ti4+离子浓度

42mg/L，Si4+离子浓度43mg/L，Mg2+离子浓度41mg/L)中的Fe2+氧化为Fe3+。利用氨水调节金属

铬镀液pH值至6，同时，将二氧化锰以与镀液质量比3:100加入到镀液中促进残余二价铁向

三价铁离子的彻底转化。并以4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30min，在此过程中三价铁离子以氢

氧化铁的形式完全沉淀。并在热力学耦合作用下，镀液中的铝离子、钛离子分别以氢氧化铝

和氢氧化钛的形式进入氢氧化铁晶体内，达到热力学耦合作用的镀液中杂质离子的共沉

淀。

[0061] 采用离心沉降，以1500r/min的离心速率实现沉淀的杂质颗粒与液相含铬氟镀液

的分离。并向含铬氟滤液中加入9L的氢氟酸和14g铬酐，调节其pH值至1.3，其溶液含铬量达

到CrO3  67g/L，含氟量达到NH4F  1.7g/L。杂质离子浓度均降低到(如Fe，Al，Ti，Si，Mg等离

子)0～5mg/L，离子去除效率大于85％以上，达到镀液再生及循环利用。

[0062] 实施例6氧化铬段镀液杂质沉降及再利用

[0063] 将30％(质量比)的H2O2溶液以与镀液质量比1.1:100加入镀液中，将15m3待净化铬

镀液(CrO3  70g/L，NH4F  1.7g/L，全铁离子浓度171mg/L，Al3+离子浓度62mg/L，Ti4+离子浓度

49mg/L，Si4+离子浓度51mg/L，Mg2+离子浓度48mg/L)中的Fe2+氧化为Fe3+。利用氨水调节金属

铬镀液pH值至7，同时，将二氧化锰以与镀液质量比3:100加入到镀液中促进残余二价铁向

三价铁离子的彻底转化。并以4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30min，在此过程中三价铁离子以氢

氧化铁的形式完全沉淀。并在热力学耦合作用下，镀液中的铝离子、钛离子分别以氢氧化铝

和氢氧化钛的形式进入氢氧化铁晶体内，达到热力学耦合作用的镀液中杂质离子的共沉

淀。

[0064] 采用离心沉降，以1500r/min的离心速率实现沉淀的杂质颗粒与液相含铬氟镀液

的分离。并向含铬氟滤液中加入11L的氢氟酸和17g铬酐，调节其pH值至1.3，其溶液含铬量

达到CrO3  70g/L，含氟量达到NH4F  1.7g/L。杂质离子浓度均降低到(如Fe，Al，Ti，Si，Mg等离

子)0～5mg/L，离子去除效率大于85％以上，达到镀液再生及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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