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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先将粗糙度小于6微米的金属件与具有导电

性的橡胶硫化为带橡胶金属件，再对带橡胶金属

件进行漆前处理，然后对带橡胶金属件进行电泳

涂装，以在金属件表面和橡胶表面形成均匀连续

的涂层，涂层的固化温度低于橡胶的硫化温度10

℃～20℃，涂层的固化温度为120℃～160℃，涂

层的固化时间为30min～50min，该涂层经低温固

化后，其耐盐雾性能大于等于600小时，涂层的厚

度为15微米～30微米，膜厚均匀，涂层的摩擦系

数为0.08～0.18。本设计不仅防腐方法简单、生

产成本低、环保，而且提高了带橡胶金属件的防

腐性能、提高了橡胶的耐久性能、解决了紧固件

的松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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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其特征在于，该防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先将粗糙度小于6微米的金属件与具有导电性的橡胶硫化为带橡胶金属件，再对带橡

胶金属件进行漆前处理，然后对带橡胶金属件进行电泳涂装，以在金属件表面和橡胶表面

形成均匀连续的涂层，该涂层经低温固化后，其耐盐雾性能大于等于600小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低温固化是

指：根据电泳涂装所采用电泳涂料的烘干规范，选择涂层的固化温度和固化时间，涂层的固

化温度低于橡胶的硫化温度10℃～2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涂层的固化

温度为120℃～160℃，涂层的固化时间为30min～50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涂层的厚度

为15微米～30微米，涂层的摩擦系数为0.08～0.18。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为天然

橡胶，天然橡胶的硫化温度为140℃～160℃。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为氯丁

橡胶，氯丁橡胶的硫化温度为150℃～170℃。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含

有碳黑，碳黑的质量百分比浓度为5wt﹪～40wt﹪，橡胶的表面电阻为103欧姆～106欧姆。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泳涂装为

阴极电泳涂装。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泳涂料为

环氧电泳涂料或丙烯酸电泳涂料，电泳涂料固化剂的解封温度为110℃～130℃。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泳涂料

的烘干规范是指：固化温度为120℃～200℃，固化时间为10min～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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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涂装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主要适

用于汽车及其它交通工具中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及其它交通工具制造过程中，有大量的带橡胶的金属零件，如推力杆橡胶衬

套总成、导向臂橡胶衬套等，这些零件均在金属零件成型后的部分位置进行橡胶硫化成型，

硫化的橡胶主要是起增强、减震等作用。零件处理工艺为橡胶硫化后再对零件的金属部分

进行表面防腐处理，由于橡胶不耐高温烘烤，现有防腐处理方法有电镀、喷漆等。由于喷漆

涂装工艺使零件涂层不易喷涂均匀，且部分零件如V型推力杆销轴，需通过紧固件连接而进

行装配，涂层不均匀，且涂层低温固化后硬度不高，易造成紧固件在装配时出现假象扭矩，

造成使用时紧固件松脱，另外，喷涂涂层厚度不均匀，涂层过厚易造成装配质量问题；涂层

薄，那么涂层耐腐蚀性能较差。电镀工艺是传统的防腐工艺，其厚度较薄且较均匀，因此对

紧固件的拧紧力矩影响较小，常应用于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但电镀工艺一方面受环保制

约因素越来越大、成本较高、镀层防腐性能较差；另一方面，由于橡胶硫化时边缘不太致密，

易造成电镀时电镀液从边缘渗入到硫化橡胶与金属层的接触部位，并发生化学反应，对硫

化橡胶与金属件的结合力造成影响，降低其结合力，造成硫化橡胶和金属层撕裂、脱离、脱

落、开裂。

[0003] 中国专利，申请公布号为CN106003705A，申请公布日为2016年10月12日的发明公

开了一种电镀锌镍合金层的金属工件与橡胶的粘接方法，该方法包括化学除油、电解除油、

浸蚀、活化、电镀锌镍合金、活化、钝化、烘干、涂底胶、固化、涂第一遍面胶、涂第二遍面胶、

硫化和冷却处理13个步骤。虽然该方法能够有效提高镀锌镍合金层的金属工件与橡胶之间

的粘接强度，从而避免脱胶甚至过早损坏失效问题的产生，有效保证橡胶减震件的使用寿

命，但是其仍然存在以下缺陷：采用电镀工艺不仅造成环境污染，而且电镀层防腐性能较

差、电镀层对橡胶无保护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污染环境、镀层防腐性能差、橡胶耐久性

差的缺陷与问题，提供一种环保、节能、涂层防腐性能好、橡胶耐久性能好的带橡胶金属件

的防腐方法。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该防

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先将粗糙度小于6微米的金属件与具有导电性的橡胶硫化为带橡胶金属件，再对

带橡胶金属件进行漆前处理，然后对带橡胶金属件进行电泳涂装，以在金属件表面和橡胶

表面形成均匀连续的涂层，该涂层经低温固化后，其耐盐雾性能大于等于600小时。

[0007] 所述低温固化是指：根据电泳涂装所采用电泳涂料的烘干规范，选择涂层的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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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固化时间，涂层的固化温度低于橡胶的硫化温度10℃～20℃。

[0008] 所述涂层的固化温度为120℃～160℃，涂层的固化时间为30min～50min。

[0009] 所述涂层的厚度为15微米～30微米，涂层的摩擦系数为0.08～0.18。

[0010] 所述橡胶为天然橡胶，天然橡胶的硫化温度为140℃～160℃。

[0011] 所述橡胶为氯丁橡胶，氯丁橡胶的硫化温度为150℃～170℃。

[0012] 所述橡胶含有碳黑，碳黑的质量百分比浓度为5wt﹪～40wt﹪，橡胶的表面电阻为

103欧姆～106欧姆。

[0013] 所述电泳涂装为阴极电泳涂装。

[0014] 所述电泳涂料为环氧电泳涂料或丙烯酸电泳涂料，电泳涂料固化剂的解封温度为

110℃～130℃。

[0015] 所述电泳涂料的烘干规范是指：固化温度为120℃～200℃，固化时间为10min～

60min。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7] 1、本发明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中将粗糙度小于6微米的金属件与具有导

电性的橡胶硫化为带橡胶金属件，然后对带橡胶金属件进行电泳涂装，以在金属件表面和

橡胶表面形成均匀连续的涂层，该涂层经低温固化后，其耐盐雾性能大于等于600小时；采

用上述电泳涂装工艺，不仅避免了电镀工艺造成的环境污染，而且涂层固化温度低、涂层厚

度均匀，提高了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性能，另外，橡胶表面电泳一层涂层，极大的提高了橡

胶的耐久性能。因此，本发明不仅环保、节能，而且提高了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性能、提高了

橡胶的耐久性能。

[0018] 2、本发明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中根据电泳涂装所采用电泳涂料的烘干

规范(固化温度为120℃～200℃，固化时间为10min～60min)，选择涂层的固化温度和固化

时间，涂层的固化温度低于橡胶的硫化温度10℃～20℃，涂层的固化温度为120℃～160℃，

涂层的固化时间为30min～50min；上述设计根据橡胶硫化温度的不同，选择较低的温度进

行固化，不仅使得防腐方法简单，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本发明防腐方法简单、生产成

本低。

[0019] 3、本发明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中涂层的厚度为15微米～30微米，膜厚均

匀，涂层的摩擦系数在0.08～0.18之间，防止了紧固连接时出现假扭矩，从而解决了紧固件

的松动问题。因此，本发明解决了紧固件的松动问题。

[0020] 4、本发明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中橡胶含有碳黑，碳黑的质量百分比浓度

为5wt﹪～40wt﹪，橡胶的表面电阻为103欧姆～106欧姆，碳黑不仅可以使橡胶的强度提高，

而且可以保证橡胶的导电性。因此，本发明不仅使得橡胶可以采用电泳涂装保护，而且提高

了橡胶的强度与导电性。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实施例1中的一种带橡胶金属件(V型推力杆橡胶衬套总成)的结构

示意图。

[0022] 图中：橡胶1、螺栓安装孔2、销轴3、端头4、挡圈5、卡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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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4] 一种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方法，该防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先将粗糙度小于6微米的金属件与具有导电性的橡胶硫化为带橡胶金属件，再对

带橡胶金属件进行漆前处理，然后对带橡胶金属件进行电泳涂装，以在金属件表面和橡胶

表面形成均匀连续的涂层，该涂层经低温固化后，其耐盐雾性能大于等于600小时。

[0026] 所述低温固化是指：根据电泳涂装所采用电泳涂料的烘干规范，选择涂层的固化

温度和固化时间，涂层的固化温度低于橡胶的硫化温度10℃～20℃。

[0027] 所述涂层的固化温度为120℃～160℃，涂层的固化时间为30min～50min。

[0028] 所述涂层的厚度为15微米～30微米，涂层的摩擦系数为0.08～0.18。

[0029] 所述橡胶为天然橡胶，天然橡胶的硫化温度为140℃～160℃。

[0030] 所述橡胶为氯丁橡胶，氯丁橡胶的硫化温度为150℃～170℃。

[0031] 所述橡胶含有碳黑，碳黑的质量百分比浓度为5wt﹪～40wt﹪，橡胶的表面电阻为

103欧姆～106欧姆。

[0032] 所述电泳涂装为阴极电泳涂装。

[0033] 所述电泳涂料为环氧电泳涂料或丙烯酸电泳涂料，电泳涂料固化剂的解封温度为

110℃～130℃。

[0034] 所述电泳涂料的烘干规范是指：固化温度为120℃～200℃，固化时间为10min～

60min。

[0035] 本发明的原理说明如下：

[0036] 本设计提供一种对橡胶性能无影响且对橡胶有保护作用，并对其连接的金属件防

腐性能优良的低温固化电泳涂装防腐方法。涂层固化温度低，膜厚均匀，在橡胶表面和金属

件表面可以形成均匀连续涂层，可以提高带橡胶金属件的防腐性能，使金属件的防腐性能

达到或大于600小时。防腐工艺简单，能够避免现有技术中的缺陷，如电镀工艺造成的环境

污染、电镀层对橡胶无保护作用等。因此，相对于现有技术，本设计防腐方法简单、烘干温度

低、减少了废气排放量、生产成本较低、节能、环保。

[0037] 本设计采用的电泳涂装的低温固化工艺，适用于所有电泳涂料的应用；同时，适用

于所有带橡胶的金属零件防腐，根据橡胶硫化温度的不同，可以选择电泳漆对应，可以是较

高的温度和对应时间固化，也可以选择较低的温度和对应时间固化。电泳涂料固化剂的解

封温度即为电泳涂料的最低烘干温度。

[0038] 由于橡胶硫化温度比电泳涂装低得多，若采用常规的电泳涂装工艺，则影响橡胶

零件的性能，如橡胶的机械性能、耐久性能等。而本设计中橡胶具有导电性，电泳涂装可以

在橡胶及金属件上同时涂上一层均匀的电泳漆膜，橡胶与金属件结合处的漆膜连续平整，

具有漆膜的延续性，对结合部位有封闭作用，有助于防止橡胶的松脱、开裂，降低了橡胶从

金属件上脱落的概率。因此，本设计采用的低温固化的电泳涂装防腐工艺使橡胶表面有一

层电泳的防护涂层，可以对橡胶进行保护，并且提高橡胶的耐久性。

[0039] 实施例1：

[0040] 参见图1，一种V型推力杆橡胶衬套总成的防腐方法，该防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先

将金属件(销轴3)与具有导电性的橡胶1硫化为带橡胶金属件，所述金属件(螺栓安装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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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轴3)的粗糙度小于6微米，所述橡胶1为天然橡胶，天然橡胶的硫化温度为140℃～160℃，

所述橡胶1含有碳黑，碳黑的质量百分比浓度为5wt﹪～40wt﹪，橡胶的表面电阻为103欧姆

～106欧姆，再对带橡胶金属件进行漆前处理(清洗，磷化等)，然后对带橡胶金属件进行阴

极电泳涂装，以在端头4表面和橡胶1表面形成均匀连续的涂层，根据电泳涂装所采用电泳

涂料的烘干规范(电泳涂料为环氧电泳涂料或丙烯酸电泳涂料，电泳涂料固化剂的解封温

度为110℃～130℃，电泳涂料的固化温度为120℃～200℃，固化时间为10min～60min)，选

择涂层的固化温度和固化时间，涂层的固化温度低于橡胶1的硫化温度10℃～20℃，涂层的

固化温度为120℃，涂层的固化时间为50min，涂层经低温固化后，涂层的耐盐雾性能大于等

于600小时，涂层的厚度为15微米～30微米，涂层的摩擦系数为0.08～0.18，零件外观质量

良好，能满足一种V型推力杆橡胶衬套总成的防腐要求。

[0041] 实施例2：

[0042] 基本内容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

[0043] 涂层的固化温度为130℃，涂层的固化时间为45min，涂层经低温固化后，涂层的耐

盐雾性能大于等于600小时，涂层的厚度为15微米～30微米，涂层的摩擦系数为0.08～

0.18，零件外观质量良好，能满足一种V型推力杆橡胶衬套总成的防腐要求。

[0044] 实施例3：

[0045] 基本内容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

[0046] 涂层的固化温度为140℃，涂层的固化时间为40min，涂层经低温固化后，涂层的耐

盐雾性能大于等于600小时，涂层的厚度为15微米～30微米，涂层的摩擦系数为0.08～

0.18，零件外观质量良好，能满足一种V型推力杆橡胶衬套总成的防腐要求。

[0047] 实施例4：

[0048] 基本内容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

[0049] 所述橡胶1为氯丁橡胶，氯丁橡胶的硫化温度为150℃～170℃，涂层的固化温度为

150℃，涂层的固化时间为35min，涂层经低温固化后，涂层的耐盐雾性能大于等于600小时，

涂层的厚度为15微米～30微米，涂层的摩擦系数为0.08～0.18，零件外观质量良好，能满足

一种V型推力杆橡胶衬套总成的防腐要求。

[0050] 实施例5：

[0051] 基本内容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

[0052] 所述橡胶1为氯丁橡胶，氯丁橡胶的硫化温度为150℃～170℃，涂层的固化温度为

160℃，涂层的固化时间为30min，涂层经低温固化后，涂层的耐盐雾性能大于等于600小时，

涂层的厚度为15微米～30微米，涂层的摩擦系数为0.08～0.18，零件外观质量良好，能满足

一种V型推力杆橡胶衬套总成的防腐要求。

[0053] 由以上五个实施例的防腐工艺及其零件经耐盐雾性能测试可知，对带橡胶金属件

进行电泳涂装的低温固化工艺，涂层的耐盐雾达到或大于600小时，满足涂层的防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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