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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化学镀镍表面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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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目的摇 在碳纤维表面进行化学镀镍,对碳纤维化学镀镍的表面改性进行研究。 方法摇 通过 X 射
线衍射仪、扫描电子显微镜等测试手段研究 pH 值、热处理温度及超声波对镀层的形貌、组织结构及镀速
的影响。 结果摇 pH 值在 8. 0 ~ 10. 0 时,随 pH 值增大,沉积速率逐渐变大,镀层表面均匀致密,与基体结
合良好,厚度约为 0. 5 滋m;pH 值在 10. 0 ~ 11. 0 时,碳纤维发生团聚。 热处理温度为 400 益 时,保温 10

min,镀层重结晶析出 Ni3 P 相;随温度升高,镀层发生开裂,且开裂部位间隔变小。 结论摇 pH 值对镀层沉
积影响较大,超过极限值会导致碳纤维团聚。 热处理温度过高会导致镀层重结晶,且发生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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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lectroless Nickel Plating for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Carbon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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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erform nickel coating on the surface of carbon fiber using chemical deposition under ultrasonic condi鄄

tion so as to study nickel plating for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carbon fiber. Method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microstructure and
plating rate were changed by the pH value of plating bath and temperature of heat treatment as well as ultrasound, which were in鄄
vestigated through XRD and SEM analysis. Results When the pH value was between 8. 0 and 10. 0, the deposition rate was in鄄

creased with the pH value, the coating was uniform, dense and well bonded with the matrix and the coating thickness was about

0. 5 滋m. The carbon fiber had a reunion phenomenon, when the pH value was between 10. 0 ~ 11. 0. The plating layer was recrys鄄
tallized to generate Ni3 P phase after being kept for 10 min at the heat treatment temperature of 400 益 . With increasing of the tem鄄

perature, the plating layer crazed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crazed parts decreased. Conclusion The pH value had great influence on
deposition and would lead to carbon fiber reunion when exceeding the limit value. Too high temperature for heat treatment would
lead to recrystallization and crack of the plating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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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碳纤维增强的金属基复合材料具有高比强度、高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镀层表面的微观组织形貌。

比模量、较小的热膨胀系数和密度,同时兼有良好的

镀速为试样在化学镀镍前后的质量差与施镀时间的

导电能力,在航天、航空及一些民用工业领域具有广

比值。

阔的应用前景

[1—4]

。

碳纤维 / 金属复合材料中,碳纤维与基体金属间

2摇 结果与讨论

的润湿性及化学相容性相对较差,并且表面未处理的
碳纤维表面能相对较低,惰性大,表面光滑,反应活性
低,能够与金属进行有损基体的化学反应,在复合材
料中应用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通常对碳纤维
表面进行金属化处理以改善碳纤维与基体金属间的
润湿性及化学相容性。 碳纤维表面金属化最常用的
方法主要有电镀、气相沉积及化学镀。
镍具有很强的导电性,研究表明,对碳纤维进行
表面镀镍,能够保持碳纤维良好的导电性,但是镀镍
过程经常出现“ 黑心冶 现象。 文献

[5—10]

中对于解决碳

2. 1摇 pH 值对镀速的影响
摇 摇 以次亚磷酸氢钠为还原剂,在碱性镀液的化学沉
积反应中,pH 值对施镀过程有较大影响。 图 1 为镀
速与镀液 pH 值的关系曲线。 当镀液 pH 值在 8. 0 ~

10. 0 时,随着镀液 pH 值的增大,镀速逐渐变大;pH

值在 10. 0 ~ 11. 0 时,镀液变化明显,有大量的气体生
成,碳纤维有团聚现象,出现了细小的白色镍片及海
绵状的镍,此时镀速明显变小。

纤维镀镍过程中出现的“ 黑心冶 现象尚无较好的方法,
仅是一些简单的工艺研究与探索。 文中在原有化学
镀镍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工艺研究分析 [11—13] 。 对

碳纤维化学镀前的敏化及活化方法进行了部分改进,
并引入超声波及分散剂对碳纤维进行松散,研究镀液
的 pH 值及热处理对镀层的影响。

1摇 实验
实验所用碳纤维是市售的聚丙烯腈基碳纤维,每

束 12 000 根,平均密度为 1. 77 g / cm3 。 实验用化学试
剂主要为六水硫酸镍、次亚磷酸氢钠、氯化铵、柠檬酸
三钠及十二烷基硫酸钠等,所用药品均为分析纯。

图 1摇 pH 值对镀速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pH value on deposition rate

2. 2摇 pH 值对镀层表面形貌的影响
图 2 为不同 pH 值条件下碳纤维镀层及断面的

将碳纤维放入 400 益 的真空炉中加热 30 min 后,

SEM 照片。 可以看出,当 pH 值为 8. 0 时,碳纤维裸

8 ~ 10 min,再置入 35 益 的敏化液中处理 3 ~ 5 min,在

观察相一致,沉积反应未发生。 pH 值为 9. 0,9. 5 时,

的稀盐酸溶液中解胶 1 min,清洗至中性待用。

均匀,镀层表面出现有少量的球状镍,主要是由于部

十二烷基硫酸钠及亚磷酸氢钠的镀液,用氢氧化钠溶

直沉积速率大于横向沉积速率 [14] 。 pH = 9. 5 时,镀层

将镀 液 放 入 超 声 波 容 器 中, 所 施 加 功 率 为 200

值,化学镀过程中由于引入超声波,没有发现所谓“ 黑

放入 80 益 的 20% ( 质量分数,后同) 硝酸溶液中粗化

35 益 活化液中浸泡 5 ~ 7 min,去离子水清洗后于 5%

配制含一定浓度六水硫酸镍、氯化铵、柠檬酸钠、

液调节 pH 值,加入分散剂待用。

露,表面光滑,没有被金属镍覆盖,与镀速测试及镀液
可以明显看出碳纤维表面被镀覆一层致密的镍,镀层
分碳纤维在氧化或活化时分散性不均匀,导致镀层垂
与基体结合良好,镀层厚度大约为 0. 5 滋m,在此 pH

W,频率为 15 kHz。 当镀液温度升至 60 益 时,按 2 g /

心冶 现象。 pH 值为 10. 0,10. 5 时,可以明显看出镀层

后,将包覆后的碳纤维用蒸馏水清洗,在真空干燥箱

粗大,镀层存在少量体积较大的球状镍粒子。 主要原

L 的加载量 加 入 碳 纤 维, 施 镀 时 间 为 15 min。 结 束
中烘干。

利用德 国 BRUX 的 D8ADVANCE 型 X 射 线 衍

射仪检 测 镀 层 的 组 织 结 构, 利 用 日 本 JSM鄄5610LV

均匀性保持较好,但是镀层晶粒随 pH 值的增加明显
因是随 pH 值的增大,镀液中反应自由能较高,镀速较
快,镀层镍粒子的增长速率较大,导致在相同的时间
内,镀层粒子整体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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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10 min,XRD 曲线没有变化,仅仅有 1 个 Ni 的衍射
峰;随着温度的增加,到达 400 益 左右时,镀层中 Ni

基发生了重结晶,析出了 Ni3 P 相。 从图 4 中镀层形

貌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对镀后碳纤维进行热处理后,
碳纤维镀层发生了开裂,随温度升高,开裂部位的间
隔变小。 这主要是由于镀后碳纤维在加热过程中,镀
层出现重结晶以及碳纤维与镀层的热膨胀系数不同
所致。

图 4摇 不同热处理温度下镀层的 SEM 照片

Fig. 4 SEM micrographs of coating at different annealed tempera鄄
tures

图 2摇 不同 pH 值下镀层的 SEM 照片

2. 4摇 超声波对化学镀镍的影响

Fig. 2 SEM micrographs of coated powder at different pH values

与普通化学镀相比,引入超声波能够提高镀速和

2. 3摇 热处理温度对组织结构和表面形貌的影响

均匀化镀层。 同时,超声波通过对镀液的空化及搅

图 3 为不同热处理温度下镀层的 XRD 谱图。 在

氮气气氛保护下,对镀层进行热处理, 350 益 加热保

拌,能够使最初所形成的非晶 Ni—P 分子团分裂成小

的分子团,并以这些分裂的次级小分子团为催化中心
生长为一个个的小晶胞。 所有 Ni—P 分子团会按照
沿金属表面及垂直于金属表面两种方式进行生长,分
子团沿金属表面进行生长能够使基体表面镀覆一层
完整的镀层,而垂直于基体表面生长的分子团会使镀
层的厚度增加,超声波加速分子团分裂的功能具有一
定的晶粒细化作用,从而使镀层晶胞细小而致密。 超
声波的引入,还能够很好地对束状碳纤维进行分散,
克服表面张力,避免碳纤维细丝粘接在一起,使碳纤
维在高度分散的情况下参与反应,避免出现“ 黑心冶 现
象。

3摇 结论
1) 当镀液 pH 值在 8. 0 ~ 10. 0 时,随着 pH 值的

图 3摇 不同热处理温度下镀层的 XRD 谱图

Fig. 3 X鄄ray diffraction patterns of coating at different annealed
temperatures

增加,沉积速率逐渐变大;pH 值在 10. 0 ~ 11. 0 时,镀
液中有大量的气体生成,碳纤维有团聚现象,并有一
定量的细小白色镍片及海绵状的镍生成。

2) pH 值为 9. 0 和 9. 5 时,碳纤维表面被镀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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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致密的镍,镀层均匀,镀层表面出现有少量的小球
状的镍粒子。 镀层与基体结合良好,镀层厚度大约为

0. 5 滋m,无“ 黑心冶 现象发生。

3) 热处理温度达到 400 益 时,镀层中 Ni 基发生

重结晶,析出 Ni3 P 相,碳纤维镀层发生开裂,且随温
度的升高,开裂部位的间隔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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