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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强度铝合金被广泛用于飞机结构中，然而，这一系列铝合金抗腐蚀和耐磨性差，限制了其应用。而Ni—P合金镀层 

具有高的硬度和抗腐蚀性能等优异特点，成为增强表面性能的常用手段。采用化学镀镍工艺在铝合金(6061)表面进行化学镀镍处 

理，研究了pH值、沉积温度和沉积时间对沉积速率的影响。分析了化学镀镍层的成分和组织形貌，同时对镀层的硬度、抗腐蚀性进 

行了表征。试验表明，在铝合金表面化学镀镍可以显著提高铝合金表面的硬度 ，并改善其在 5％NaC1溶液中的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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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irect Electroless Ni-P Plating on Aluminum Alloy for Aircraf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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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strength aluminium alloys are widely used in airframe construction．However，this series of al- 

loys are susceptible to corrosion and wear to limit their usefulness．As is well known，nickel-phosphorous(Ni-P)plating 

exhibits high hardness and corrosion—resistant and usually is applied to improve the properties of surface．In this study， 

electroless Ni—P alloy plating on aluminum alloy and the effects of pH value，temperature and deposition time on deposi- 

tion rate were investigated．Deposits composition and surface morphology were studied．Hardness and corrosion-resistant 

of the electroless Ni—P deposits were evaluated．The results showed the hardness and the corrosion—resistant in 5％ NaC1 

solutions obviously enhance compared with original aluminum alloy using electroless Ni—P deposi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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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铝合金密度小、延性好、易加工、价格便宜，长期以来就是飞 

机的主要结构材料，被广泛用于飞机的承力构件和零件中⋯。 

然而，铝合金具有质软、摩擦因数高、耐磨性差、容易拉伤且难以 

润滑等缺点，限制了其应用。为了克服铝合金表面性能方面的 

缺点，扩大应用范围，延长使用寿命 ，表面处理技术是非常重要 

的一环，用以解决或提高防护性、装饰性和功能性。 

多种表面处理方法可以提高铝合金的耐蚀性和耐磨性能。 

其中化学镀 Ni—P合金是研究较多的表面处理方法之一，化学镀 

镍磷合金具有高硬度、高耐蚀性 、良好的可焊性和装饰性，是铝 

合金表面处理的重要途径 。国内外学者针对铝合金化学镀 

镍进行了研究，如镀液成分、工艺和前处理等 ，而对于飞机 

用铝合金作为基体材料的化学镀镍的研究报道很少。本文针对 

飞机上常用的铝合金，对其表面进行了Ni—P化学镀，以提高合 

金材料的耐蚀性与硬度，并对化学镀的工艺条件进行了研究， 

为飞机制造和维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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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 验 

1．1 镀液组成及工艺流程 

50ram×25mm×3mm铝合金(6061)为基材。 

本试验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首先将铝合金在5％的中性 

清洗剂中洗涤 20min；然后经过硝酸溶液(1：1)浸洗和水洗后， 

再用 10％NaOH溶液浸洗，水洗，最后进行化学镀镍。镀液组成 

及工艺条件为：硫酸镍 15g／L；次亚磷酸钠 30g／L；硼酸 30g／L； 

柠檬酸钠45g／L；pH为 6—10；温度 60～90~(2，时间 20～80min。 

具体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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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化学镀镍流程 

Figure 1 Flow chart of electroless plating process 

1．2 性能测试及表征 

1)镀层沉积速度的测定 采用分析天平称量试样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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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并依据施镀时间和施镀面积计算沉积速度 (mg·em～·h )。 

2)镀层表面形态观察 用 JSM一6335F场发射扫描电子显 

微镜观察镀层表面形貌和晶粒，并用该仪器配备的x射线能谱 

仪对镀层进行元素分析。 

3)腐蚀性能 在 5％NaC1溶液中浸泡后测试腐蚀失重数 

据，浸泡时间为 12h。 

4)硬度 采用 HX一1型显微硬度计进行测量，测3组数据， 

计算平均值。本试验加载时间为 10s，载荷245N。 

2 化学镀镍工艺参数对沉积速率的影响 

2．1 pH值对沉积速率的影响 

从 Ni—P化学镀反应的机理上来看 ，Ni—P化学镀的反应就是 

H，PO2-与 H，O生成 H，PO3-和 H 以及 Ni“还原成镍原子的过 

程。它们的电极电势都要受到溶液中 H 浓度的影响，即 pH值 

的影响。由图2可见，在其他条件恒定时(温度 80~C，沉积时间 

40rain)，当 pH值小于9时，化学镀的镀速会随 pH值的升高而 

增加。当 pH值在 9左右时，镀速出现极限值，此时的镀层光 

滑、致密，这是由于随着 pH值的上升，M“被还原的速度加快。 

当pH值大于 9时，则 Ni2t就要发生水解生成氢氧化镍沉淀， 

Ni“将以Ni(OH)，形式存在，此时镀层比较粗糙，而且致密性 

较差，从而大大地降低了镀层的抗腐蚀性能和耐磨性能。实验 

表明，镍磷化学镀镀液的pH值控制在8．5～9．0之间时，可以获 

得较高的化学镀镀速。 

图 2 pH值对沉 积速率 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 of pH on deposition rate 

2．2 温度对沉积速率的影响 

温度是影响化学反应动力学的重要参数，因为随着温度增 

加，离子的扩散速度加快、反应活性加强 ，所以它对化学镀镍速 

度影响非常大。图3为在其他条件恒定时(pH为9，沉积时间 

40min)，沉积温度与沉积速率的关系图，当温度低于60℃时，几 

乎镀不上，当温度超过60~C时，沉积速率逐渐增加，当温度超过 

80％时，镀速虽然很快 ，但镀液极不稳定，施镀 10min即分解。 

为了保证镀速，又要使镀液稳定，化学镀镍选择温度为 80℃左 

右较为适宜。 

2．3 施镀时间对沉积速率的影响 

在其他条件恒定时(温度 80~C，pH为 9)，随着施镀时间的 

延长，镍金属沉积速率如图4所示，施镀时间40min时，镍沉积 

速率的增加比较明显，在 60min时达到最大值，而后沉积速率缓 

慢减小。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化学镀的进行 ，镀液中 Ni2T浓度下 

图3 温度对沉积速率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deposition rate 

降和亚磷酸根离子在溶液中不断积累造成的，当亚磷酸根离子 

达到一定浓度时使沉积速率降低。 

图4 施镀时问对沉积速率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 of deposition time on deposition rate 

3 Ni—P合金镀层性能分析 

采用较佳工艺条件(温度 80％，pH为9，施镀时间60min)在 

铝合金上制备了 Ni—P合金镀层。 

3．1 镀层的显微形貌 

对铝合金基体上沉积的化学镀镍层表面形貌进行观察分 

析，结果如图5所示，由图 5可见镀层均匀、致密、无缺陷，已完 

全覆盖铝合金基体，镀层具有典型的胞状镍磷形态。以硫酸镍 

为主盐的镀液体系得到的镀层是由大小比较均匀的胞状微凸体 

c 10000× 

h 3000× 

d 3O000 

图5 化学镀 Ni—P合金镀层的SEM照片 

Figure 5 SEM miemgraphs of electroless Ni—P plating 



颗粒组成，镀层表面平整度和光滑度高，在组织结构上保证了镀 

层具有良好的耐蚀性。 

对 Ni—P镀层表面进行 EDX分析结果如图6所示，可见 Ni— 

P镀层主要由 Ni、P元素组成，无其它元素。由图6可知 Ni、P 

的质量分数别为 86．45％、13．55％ ，说明镀层是完整的 Ni—P镀 

层，对基材起到很好的防腐效果。 

元素 质量分数，％ 原子数分数／％ 

0 l 2 3 4 5 6 7 8 9 10 

结合~／keV 

图6 化学镀层能谱分析 

Figure 6 EDX analysis of electroless Ni-P plating 

3．2 硬度 

利用 HX．1型显微硬度计测试铝合金基体和镀 Ni—P层的显 

微硬度，结果见表 1，由表 1可见化学镀 M—P样品的显微硬度与 

基体相比有显著提高，因此采用化学镀处理是有效提高其镀层 

硬度的一种方法。 

表1 样品的硬度 

Table 1 Hardness of the samples 

样品 显微硬度 

铝合金基体 

镀Ni—P铝合金 

121 

585 

3．3 耐腐蚀性能 

样品在5％NaC1溶液中浸泡后的腐蚀失重数据如表 2所 

示。可看出，不同的样品浸泡后，腐蚀失重不一样，没有施镀 

p  ≯  ≯  p  ≯  、 ≯  

(上接第43页) 

位在试样的中部区域，这一区域温度为 1 700~C，因此失效时的 

涂层寿命是实际使用寿命。 

图5 涂层在 1 700~C氧化后的失效 

Figure 5 Failure of the coatings during oxidation at 1 700％ 

3 结 论 

1)涂层与基体之间通过扩散形成过渡层，达到了冶金结 

合，涂层的复合结构有利于提高抗氧化性能。 

2)在氧化环境下，涂层表面生成一层玻璃层，有效封填了 

熔烧后涂层表面存在的部分微／J,~L洞，阻止氧的进一步扩散。 

3)硅化物涂层试样在 I 700~C下氧化 3—4h后 ，涂层元素 

的材料腐蚀速度明显较大，而有镀层的材料腐蚀速度明显降 

低 ，这是铝合金表面生成了致密的 Ni—P的缘故。 

表2 在5％NaC!溶液中浸泡后的腐蚀失重数据 

Table 2 The mllss loss data after corrosion in 5％NaCI solution 

样品 腐蚀失重／(×10一 g·h～·mm。) 

铝合金基体 

镀 Ni．P铝合金 

24．63 

11．43 

4 结 论 

采用化学镀在铝合金上制备了致密均匀的 Ni—P合金薄膜。 

化学镀 Ni—P合金硬度获得很大提高，薄膜抗腐蚀性能也得到明 

显改善。在铝合金表面进行化学镀 Ni—P合金薄膜的方法，为改 

善铝合金的力学性能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 ，对飞机制造和修 

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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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体发生互扩散 ，导致在界面处形成大量集中孑L洞，使涂层从 

其主体与过渡层接触的界面处发生断裂，导致涂层失效。 

4)涂层可在 1 70o℃下短时间使用，用于保护铌、钽等难熔 

金属及其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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