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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

阳极氧化成膜方法，包括：以镁锂合金工件作为

阳极，以不锈钢或铅板作为阴极，在硅酸钠电解

液体系中加入离子液体，采用恒流模式或恒压模

式进行阳极氧化，阳极与阴极的间距控制在1～

10cm，阳极氧化时间为10min～1h，温度为5～25

℃，阳极氧化结束后进行清洗和干燥，从而制得

阳极氧化处理后的镁锂合金；其中，所述离子液

体为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1‑已基‑2,

3‑二甲基咪唑氟磷酸盐或N‑乙基吡啶四氟硼酸

盐。本发明实施例不仅成膜性能好，可制得均匀

致密的白色氧化膜，而且膜层与基体结合力良

好，耐蚀性好、耐磨性优异，制备工艺简单、能耗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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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镁锂合金工件作为阳极，以不锈钢或铅板作为阴极，在硅酸钠电解液体系中加入离

子液体，采用恒流模式或恒压模式进行阳极氧化，阳极与阴极的间距控制在1～10cm，阳极

氧化时间为10min～1h，温度为5～25℃，阳极氧化结束后进行清洗和干燥，从而制得阳极氧

化处理后的镁锂合金；

其中，所述离子液体为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或N-乙基吡啶四氟硼酸盐；

在加入离子液体后的硅酸钠电解液体系中，离子液体的体积浓度为1％～5％；

所述的硅酸钠电解液体系为50g/L的氢氧化钠、40g/L的硅酸钠、30g/L的四硼酸钠、

40g/L的二水柠檬酸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采

用恒流模式进行阳极氧化时，恒流模式电流密度为0.5～2A/dm2；

当采用恒压模式进行阳极氧化时，恒压模式电压为60～150V。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镁锂合金工件先进行前处理，再进行阳极氧化；所述的前处理包括：机械打磨→脱脂→

热水洗→冷水洗→碱洗→热水洗→冷水洗→酸洗→自来水冲洗→去离子水冲洗→冷风吹

干。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脱脂是指将机械打磨后的镁锂合金工件浸泡在脱脂液中，以60℃浸泡5min；其中，所述的

脱脂液由50wt％NaOH、30wt％Na2SiO3、15wt％Na2CO3、5wt％表面活性剂混合而成。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碱洗是指将冷水洗后的镁锂合金工件浸泡在浓度为5wt％的NaOH中，以60℃浸泡3min。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酸洗是指将冷水洗后的镁锂合金工件浸泡在酸性液体中，以室温浸泡30s；其中，所述的酸

性液体由195ml/L冰醋酸和50g/L  NaNO3混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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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镁锂合金表面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

极氧化成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镁锂合金是目前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具有高的比强度、比刚度，优异的导电、导

热及阻尼性，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由于镁和锂都是极为活泼的金属元素，高锂含量的镁

锂合金在潮湿和腐蚀环境中会发生强烈的均匀腐蚀，因此这限制了镁锂合金的实际应用。

为改善镁锂合金的耐腐蚀性，对其进行表面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0003] 目前，镁锂合金主要的表面处理方法为微弧氧化技术，可以得到致密的陶瓷氧化

膜，能够显著改善镁锂合金的耐腐蚀性和耐磨性，但微弧氧化技术能耗高、成本高，这限制

了镁锂合金的广泛应用，因此研发低能耗、低成本的阳极氧化技术成为镁锂合金表面处理

技术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由于镁锂合金在溶液中非常活泼，常通过在碱性电解液体系

中添加剂(如植酸、氨基乙酸、溶胶粒子等)来抑制镁锂合金在溶液中的快速溶解，提高阳极

氧化膜层的致密性、孔洞的均匀性和厚度，从而提高镁锂合金阳极氧化膜层的耐蚀性、耐磨

性。离子液体是一种低毒性、高化学稳定性的绿色溶剂，目前已有研究报道了关于离子液体

作为缓蚀剂抑制金属的腐蚀和溶解。但通过在镁锂合金电解液中添加离子液体提高阳极氧

化膜层的耐蚀性及耐磨性，目前尚无此类报道。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

氧化成膜方法，不仅成膜性能好，可制得均匀致密的白色氧化膜，而且膜层与基体结合力良

好，耐蚀性好、耐磨性优异，制备工艺简单、能耗低。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包括：以镁锂合金工件作为阳极，

以不锈钢或铅板作为阴极，在硅酸钠电解液体系中加入离子液体，采用恒流模式或恒压模

式进行阳极氧化，阳极与阴极的间距控制在1～10cm，阳极氧化时间为10min～1h，温度为5

～25℃，阳极氧化结束后进行清洗和干燥，从而制得阳极氧化处理后的镁锂合金；其中，所

述离子液体为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1-已基-2,3-二甲基咪唑氟磷酸盐或N-乙基

吡啶四氟硼酸盐。

[0007] 优选地，在加入离子液体后的硅酸钠电解液体系中，离子液体的体积浓度为1％～

5％。

[0008] 优选地，所述的硅酸钠电解液体系为50g/L的氢氧化钠、40g/L的硅酸钠、30g/L的

四硼酸钠、40g/L的二水柠檬酸钠。

[0009] 优选地，当采用恒流模式进行阳极氧化时，恒流模式电流密度为0.5～2A/dm2；当

采用恒压模式进行阳极氧化时，恒压模式电压为60～15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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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地，所述镁锂合金工件先进行前处理，再进行阳极氧化；所述的前处理包括：

机械打磨→脱脂→热水洗→冷水洗→碱洗→热水洗→冷水洗→酸洗→自来水冲洗→去离

子水冲洗→冷风吹干。

[0011] 优选地，所述的脱脂是指将机械打磨后的镁锂合金工件浸泡在脱脂液中，以60℃

浸泡5min；其中，所述的脱脂液由50wt％NaOH、30wt％Na2SiO3、15wt％Na2CO3、5wt％表面活

性剂混合而成。

[0012] 优选地，所述的碱洗是指将冷水洗后的镁锂合金工件浸泡在浓度为5wt％的NaOH

中，以60℃浸泡3min。

[0013] 优选地，所述酸洗是指将冷水洗后的镁锂合金工件浸泡在酸性液体中，以室温浸

泡30s；其中，所述的酸性液体由195ml/L冰醋酸和50g/L  NaNO3混合而成。

[0014] 由上述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可以看出，本发明所提供的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

阳极氧化成膜方法中，通过向硅酸钠电解液体系中加入离子液体，有效改善了镁锂合金阳

极氧化电解过程及氧化膜层生长行为，从而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性

差、能耗高的难题，可以在镁锂合金表面制得一层均匀致密、与基体结合力良好的白色阳极

氧化膜层，不仅耐腐蚀性好、耐磨性优异，而且制备工艺简单、能耗低。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附图。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的阳极氧化前后镁锂合金工件的宏观数码照片。

[001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提供的添加离子液体进行阳极氧化和未添加离子液体进行

阳极氧化的镁锂合金工件的表面扫描电镜形貌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3提供的镁锂合金阳极氧化膜在3.5wt％NaCl溶液中的极化曲

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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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0] 下面对本发明所提供的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进行详细描述。

本发明实施例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0021] 一种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可以包括：以镁锂合金工件作为

阳极，以不锈钢或铅板作为阴极，在硅酸钠电解液体系中加入离子液体，采用恒流模式或恒

压模式进行阳极氧化，阳极与阴极的间距控制在1～10cm，阳极氧化时间为10min～1h，温度

为5～25℃(最好为10～15℃)，阳极氧化结束后，用无水乙醇、丙酮进行超声清洗，吹干，从

而制得阳极氧化处理后的镁锂合金。阳极氧化处理后的镁锂合金表面有一层均匀致密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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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阳极氧化膜层，厚度为10～50μm，与基体结合力良好。

[0022] 具体地，该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可以包括以下实施方案：

[0023] (1)所述离子液体为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1-已基-2,3-二甲基咪唑氟磷

酸盐或N-乙基吡啶四氟硼酸盐。在加入离子液体后的硅酸钠电解液体系中，离子液体的体

积浓度为1％～5％(最好为2％～4％)。

[0024] (2)所述的硅酸钠电解液体系为50g/L的氢氧化钠、40g/L的硅酸钠、30g/L的四硼

酸钠、40g/L的二水柠檬酸钠。

[0025] (3)当采用恒流模式进行阳极氧化时，恒流模式电流密度为0.5～2A/dm2(最好为

1A/dm2)；当采用恒压模式进行阳极氧化时，恒压模式电压为60～150V(最好为120～130V)。

[0026] (4)所述镁锂合金工件先进行前处理，再进行阳极氧化；所述的前处理包括：机械

打磨→脱脂→热水洗→冷水洗→碱洗→热水洗→冷水洗→酸洗→自来水冲洗→去离子水

冲洗→冷风吹干。所述的脱脂是指将机械打磨后的镁锂合金工件浸泡在脱脂液中，以60℃

浸泡5min；所述的脱脂液由50wt％NaOH、30wt％Na2SiO3、15wt％Na2CO3、5wt％表面活性剂混

合而成。所述的碱洗是指将冷水洗后的镁锂合金工件浸泡在浓度为5wt％的NaOH中，以60℃

浸泡3min。所述酸洗是指将冷水洗后的镁锂合金工件浸泡在酸性液体中，以室温浸泡30s；

所述的酸性液体由195ml/L冰醋酸和50g/L  NaNO3混合而成。

[0027] 进一步地，本发明所提供的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中，通过向

硅酸钠电解液体系中加入离子液体，有效改善了镁锂合金阳极氧化电解过程及氧化膜层生

长行为，从而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性差、能耗高的难题，可以在镁锂合

金表面制得一层均匀致密、与基体结合力好的白色阳极氧化膜层，不仅耐腐蚀性好、耐磨性

优异，而且制备工艺简单、能耗低。由于离子液体是一种绿色环保的有机溶剂，因此本发明

是一种绿色高效的镁锂合金表面处理方法。

[0028] 综上可见，本发明实施例不仅成膜性能好，可制得均匀致密的白色氧化膜，而且膜

层与基体结合力良好，耐蚀性好、耐磨性优异，制备工艺简单、能耗低。

[0029]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及所产生的技术效果，下面以具

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所提供的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进行详细描述。

[0030] 以下实施例均采用前处理后的镁锂合金工件，即镁锂合金工件依次用300目、800

目、1500目砂纸手工打磨去除氧化皮，然后进行脱脂(50wt％NaOH+30wt％Na2SiO3+15wt％

Na2CO3+5wt％表面活性剂，60℃，5min)→热水洗→冷水洗→碱洗(5wt％NaOH，60℃，3min)→

热水洗→冷水洗→酸洗(195ml/L冰醋酸+50g/L  NaNO3，室温，30s)→自来水冲洗→去离子

水冲洗→冷风吹干，即制得前处理后的镁锂合金工件。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种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可以包括：将50g/L的氢氧化钠、

40g/L的硅酸钠、30g/L的四硼酸钠、40g/L的二水柠檬酸钠混合在一起，制得硅酸钠电解液

体系；然后加入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使加入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后的

硅酸钠电解液体系中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的体积浓度为4％，混合均匀，从而得到

镁锂合金阳极氧化电解液。以镁锂合金工件作为阳极，以不锈钢或铅板作为阴极，采用恒流

模式进行阳极氧化，恒流模式电流密度为1A/dm2，阳极与阴极的间距控制在10cm，阳极氧化

时间为30min，温度为15℃，阳极氧化结束后，用无水乙醇、丙酮进行超声清洗，吹干，从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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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阳极氧化处理后的镁锂合金。

[0033] 具体地，对阳极氧化前的镁锂合金工件以及本发明实施例1阳极氧化处理后的镁

锂合金进行拍照，从而得到如图1所示的宏观数码照片。图1a为阳极氧化前的镁锂合金工件

的宏观数码照片，图1b为本发明实施例1阳极氧化处理后的镁锂合金的宏观数码照片。由图

1a和图1b可以看出：白色的阳极氧化膜层在镁锂合金表面生长均匀致密，经涡流测厚仪检

测膜层厚度为20.5±0.6μm。

[0034] 实施例2

[0035] 一种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可以包括：将50g/L的氢氧化钠、

40g/L的硅酸钠、30g/L的四硼酸钠、40g/L的二水柠檬酸钠混合在一起，制得硅酸钠电解液

体系；然后加入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使加入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后的

硅酸钠电解液体系中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的体积浓度为2％，混合均匀，从而得到

镁锂合金阳极氧化电解液。以镁锂合金工件作为阳极，以不锈钢或铅板作为阴极，采用恒压

模式进行阳极氧化，恒压模式电压为125V，阳极与阴极的间距控制在10cm，阳极氧化时间为

30min，温度为15℃，阳极氧化结束后，用无水乙醇、丙酮进行超声清洗，吹干，从而制得阳极

氧化处理后的镁锂合金。

[0036] 具体地，对未添加离子液体进行阳极氧化的镁锂合金工件以及本发明实施例2中

添加离子液体进行阳极氧化的镁锂合金工件进行观测，从而得到如图2所示的扫描电镜形

貌图(5000倍放大)。图2a为未添加离子液体进行阳极氧化的镁锂合金工件的扫描电镜形貌

图；图2b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添加离子液体进行阳极氧化的镁锂合金工件的扫描电镜形貌

图。由图2a和图2b可以看出：添加离子液体后进行阳极氧化的镁锂合金工件，膜层表面的孔

隙、微裂纹等缺陷明显减少，表面趋于平滑。

[0037] 实施例3

[0038] 一种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可以包括：将50g/L的氢氧化钠、

40g/L的硅酸钠、30g/L的四硼酸钠、40g/L的二水柠檬酸钠混合在一起，制得硅酸钠电解液

体系；将硅酸钠电解液体系分成三份，然后分别加入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使加入

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后的硅酸钠电解液体系中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的

体积浓度分别为0、1％、2％，从而得到三种镁锂合金阳极氧化电解液。分别以这三种镁锂合

金阳极氧化电解液进行阳极氧化，以镁锂合金工件作为阳极，以不锈钢或铅板作为阴极，采

用恒流模式进行阳极氧化，恒流模式电流密度为1A/dm2，阳极与阴极的间距控制在10cm，阳

极氧化时间为30min，温度为15℃，阳极氧化结束后，用无水乙醇、丙酮进行超声清洗，吹干，

从而制得三种阳极氧化处理后的镁锂合金。

[0039] 具体地，显微硬度测试结果显示添加离子液体后阳极氧化膜层的硬度提高了2倍，

磨损量降低了2/3。将本发明实施例3中的三种阳极氧化处理后的镁锂合金置于3.5wt％

NaCl溶液中进行极化测试，从而可以得到如图3所示的极化曲线。由图3可以看出：与未添加

离子液体进行阳极氧化处理的镁锂合金相比，添加离子液体后进行阳极氧化处理的镁锂合

金的自腐蚀电位正移，腐蚀电流密度降低了1个数量级，因此添加离子液体后进行阳极氧化

处理的镁锂合金的硬度、耐磨性、耐蚀性均有明显改善。

[0040] 实施例4

[0041] 一种离子液体辅助镁锂合金阳极氧化成膜方法，可以包括：将50g/L的氢氧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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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g/L的硅酸钠、30g/L的四硼酸钠、40g/L的二水柠檬酸钠混合在一起，制得硅酸钠电解液

体系；然后加入N-乙基吡啶四氟硼酸盐，使加入N-乙基吡啶四氟硼酸盐后的硅酸钠电解液

体系中N-乙基吡啶四氟硼酸盐的体积浓度为5％，混合均匀，从而得到镁锂合金阳极氧化电

解液。以镁锂合金工件作为阳极，以不锈钢或铅板作为阴极，采用恒流模式进行阳极氧化，

恒流模式电流密度为1A/dm2，阳极与阴极的间距控制在10cm，阳极氧化时间为20min，温度

为10℃，阳极氧化结束后，用无水乙醇、丙酮进行超声清洗，吹干，从而制得阳极氧化处理后

的镁锂合金。

[0042] 综上可见，本发明实施例不仅成膜性能好，可制得均匀致密的白色氧化膜，而且膜

层与基体结合力良好，耐蚀性好、耐磨性优异，制备工艺简单、能耗低。

[004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

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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