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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空比对氨基磺酸盐制备 Ni鄄TiN 纳米
复合镀层性能的影响
吴敬明, 贾卫平, 吴蒙华
( 大连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大连 116622)
摘摇 要: 目的摇 进一步提高电沉积制备 Ni鄄TiN 纳米复合镀层的性能。 方法摇 选用氨基磺酸盐镀液体系,
利用超声脉冲方法在 3Cr13 基体上电沉积 Ni鄄TiN 纳米复合镀层,研究占空比对纳米复合镀层 TiN 含量、

表面形貌、显微硬度、微观结构的影响。 结果摇 随着占空比增加,镀层的硬度和纳米 TiN 含量先增加,后

降低,镀层织构衍射强度增加,结晶度提高,衍射峰变窄。 在占空比为 0. 2 时,镀层 TiN 含量和硬度达到

最大值,TiN 质量分数为 3. 85% ,硬度为 580HV0. 1,且镀层表面平整、致密。 结论摇 在一定的平均电流密

度下,采用合适的占空比可以获得表面平整、致密的 Ni鄄TiN 纳米复合镀层。 纳米 TiN 的共沉积影响了镍

的结晶过程,不同占空比下制备的镀层中纳米 TiN 含量不同,引起了镀层晶格畸变,织构发生明显变化,

性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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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uty Cycle on Performance of
Nano Ni鄄TiN Composite Coatings Electroplated by Sulphamate Bath
WU Jing鄄ming, JIA Wei鄄ping, WU Meng鄄hua
(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electrodeposited Ni鄄TiN nano鄄composite coatings. Methods Sul鄄

phamate bath was chosen to prepare Ni鄄TiN nano鄄composite coatings on the 3Cr13 substrate using the pulse power in ultrasound en鄄

vironment. The effects of the duty cycle on the nano鄄 composite coatings TiN content, the surface morphology, microstructure and

the micro鄄hardness were studied. Results With the increase of duty cycle, the hardness and nano鄄TiN content of the coating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the diffraction intensity and crystallinity increased while the diffraction peak width of coating texture

was narrowed. When the duty cycle was 0. 2, the TiN content reached the maximum of 3. 85% , the hardness of the coating reached
a maximum of 580HV0. 1 and the surface of the coating became smooth and dense. Conclusion Smooth, dense Ni鄄TiN nano鄄com鄄

posite coating surface could be obtained at certain average current density using the appropriate duty cycle. Co鄄deposition of nano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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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 affecte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nickel. The nano TiN contents of coatings prepared under different duty cycles were different,

leading to lattice distortio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texture and altered properties of the coating.

KEY WORDS: sulphamate bath; duty cycle; nano鄄composite coating; Ni鄄TiN

摇 摇 3Cr13 不锈钢具有较高的强度、硬度、耐磨性,在

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

的耐蚀性不是很高,因此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

源。 采用 JU鄄2424 型超声发生器施加超声场,在电沉

阀座、汽轮机叶片、医疗器械中获得广泛应用,但本身
制。 纳米复合镀技术作为一种材料表面强化工艺,由
于以纳米颗粒为增强相,因而与一般金属材料相比,
制备的复合镀层硬度更高,耐磨性和耐腐蚀性更优
良,综合性能优异

[1—4]

,使得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展,得

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纳米 TiN 具有化学性质稳定、

抗氧化、强度高、导热性好等特性,在 3Cr13 基体上电

沉积纳米 TiN 复合镀层可解决其本身耐蚀性低的问

题。 但纳米颗粒的表面能高,处于高度活化状态,容
易团聚,若在电沉积过程中施加超声波,超声空化效

应有助于纳米颗粒的均匀分散,可减少团聚

[5—8]

积过程中,将电解槽置于超声场中。 电沉积的基本工

艺参数为:阴极平均电流密度 4 A / dm2 ,脉冲频率 1

kHz,超声频率 28 kHz,功率 300 W,镀液温度 50 益 ,
pH 值 3. 9 ~ 4. 2。

1. 2摇 表征及检测
1) 采用 EVO鄄MA鄄18 型扫描电镜( SEM) 观察镀层

的表面形貌。

2) 采用扫描电镜附带的能谱仪( EDS) 测定镀层

。 此

中 Ti 的质量分数及 TiN 的分布,通过换算得到镀层

。

3) 采用 DX鄄2700 型 X 射线衍射仪( XRD) 对镀层

外,脉冲电流比直流电流制备的镀层更加光滑平整,
适当设置脉冲参数可使晶粒得到进一步细化

电沉积采用 SMD鄄10 型数控双脉冲方波电镀电

[9—11]

因此,文中选择脉冲电沉积方法在 3Cr13 基材上制备

中 TiN 纳米颗粒的含量。

织构进行分析,条件为:Cu 靶,管电压 40 kV,管电流

纳米 TiN 复合镀层。

30 mA,步长 0. 03毅。

上添加各种纳米颗粒,使用的电流密度通常小于 10

度,执行标准为 GB / T 4340—2012《金属材料维氏硬度

纳米复合电镀 主 要 是 在 瓦 特 镀 液 体 系 的 基 础

4) 采用 TH763 型显微硬度仪测定镀层的显微硬

A / dm ,采用大的电流密度时会造成镀层烧焦,且制

试验》。 测量时,加载载荷为 100 g,保持时间为 5 s。

酸盐镀液常作为电铸基础镀液,具有沉积速度快、镀

2摇 结果及讨论

2

备的镀层有较大内应力,结合力会受到影响。 氨基磺
层内应力小、可采用高极限电流密度等优点,能获得
比传统瓦特镀液机械性能更优良的金属镀层,因此以
氨基磺酸盐镀液体系制备纳米复合镀层具有优越性,

2. 1摇 EDS 能谱分析

但相关研究较少。 文中主要探究氨基磺酸镍镀液制

摇 摇 镀液中只有纳米 TiN 含有 Ti 元素,可以通过 Ti

纳米复合镀层微观表面形貌、TiN 含量、显微硬度、组

镀液添加纳米 TiN 后的镀层能谱图,镀层中检测到了

备的纳米复合镀层的性能, 研究了占空比对 Ni鄄TiN
织结构的影响。

元素的测定确定镀层中是否沉积了纳米 TiN。 图 1 为
Ti 元素,说明纳米 TiN 成功地沉积在镀层中。

1摇 试验
1. 1摇 试样制备
摇 摇 所用阳极材料为纯度大于 99. 9% 的电解镍板,阴

极材料为 3Cr13 不锈钢片。 阴、阳极面积比为 2 颐 3,
极间距为 35 mm。 采用的镀液成分为:氨基磺酸镍

300 g / L,硼 酸 40 g / L, 氯 化 镍 12 g / L, 糖 精 钠 0. 25

g / L,纳米 TiN 6 g / L。 选用的 TiN 纳米颗粒平均粒径

为 40 nm,纯度大于 99. 99% 。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图 1摇 镀层能谱图

Fig. 1 The energy spectrum of the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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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占空比对镀层中纳米 TiN 含量的影响
采用脉冲方式的电沉积,在关断时间内,阴极附
近的镍离子得以扩散、补充,当下一个导通时间到来
时,可以使用较高的电流密度。 占空比为电流导通时
间与脉冲通断周期的比值,阴极平均电流密度一定
时,不同占空比可以获得不同的峰值电流密度,从而

影响 TiN 的共沉积速率。 图 2 为占空比对镀层中纳

米 TiN 含量的影响。 可以看出,随着占空比的增加,

镀层中 TiN 的含量具有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当占

空比为 0. 2 时,镀层中纳米 TiN 的质量分数达到最大
值 3. 85% 。

图 2摇 不同占空比下镀层的纳米 TiN 含量

Fig. 2 The nano TiN content of the coating at different duty cycles

当占空比大于 0. 2 时,由于随着占空比增加,镍

图 3摇 不同占空比时的镀层表面形貌

Fig. 3 Surface topography of the coating at different duty cycles

瓦特镀液制备的镀层出现裂纹和高的孔隙率是

由于,占空比为 0. 1 时,峰值电流最大,镍沉积速率大

沉积速率降低,而纳米 TiN 在阴极表面产生弱吸附的

于极限电流密度,阴极表面镍离子空缺、析氢严重,同

的数量减少。 当占空比过小(0. 1) 时,峰值电流过大,

镀层内应力变大;电流过大还会造成大量添加剂被还

速率是一定的,因此单位时间内纳米 TiN 被嵌入镀层

时大量的 H 原子扩散到镀层缺陷处变成氢分子,使

此时镍沉积速度过大,引起传质过程不充分,不能补

原,产生碳、硫杂质,与基质金属一同沉积在镀层中而

充阴极表面的镍离子消耗,阴极表面电子过剩,析氢

产生内应力;当镀层内应力大于材料的屈服强度时,

加剧,纳米 TiN 与基质金属共沉积环境变差,严重阻
碍了纳米 TiN 与基质的共沉积过程,使复合镀层中纳

就会产生裂纹。 而相同条件下氨基磺酸镍镀液制备
的镀层却没有出现裂纹,此时峰值电流密度没有超过

米 TiN 含量急剧下降。 所以,镀层中 TiN 的含量随着

极限电流密度,但是过大的电流也会引起析氢加剧,

占空比的增加,具有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使镍离子不容易在镀层凹陷处沉积,造成了凸凹不平

2. 3摇 占空比对镀层表面形貌的影响

的形貌。
高电势下的电化学极化规律符合塔菲尔关系。

图 3 为不同占空比下的镀层表面形貌。 如图 3a

塔菲尔公式表明,在一定电流密度范围内,过电位与

面粗 糙, 有 很 高 的 孔 隙 率, 并 且 出 现 了 裂 纹 带。 图

极过电位增加。 而晶核形成几率( W) 与过电位( 浊)

所示,占空比为 0. 1 时,采用瓦特镀液制备的镀层表

3b—e 为采用氨基磺酸镍镀液制备的镀层。 占空比
为 0. 1 时,镀层晶粒呈现“ 金字塔冶 形态,凹凸不平;占
空比为 0. 2 时,镀层晶粒细小、致密,表面平整。 随着

占空比从 0. 2 到 0. 4 递增,镀层晶粒尺寸逐渐变大,
表面平整度、致密度逐渐降低。 占空比为 0. 4 时,镀

层晶粒粗大且大小不均。

电流密度对数呈直线关系,随着电流密度的增加,阴
的关系为:
æ K2 ö
(1)
W = K1 exp ç - 2 ÷
è 浊 ø
式中:K1 ,K2 为常数。 平均电流一定时,占空比

降低,阴极峰值电流增加,从而引起阴极过电位升高。
根据(1) 式可知,阴极过电位升高使晶核形成几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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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又因为沉积速率一定时,相对镍生长速率降低,镍

形核速率大于生长速率,镍晶粒细化 [12] ,所以占空比

从 0. 4 降到 0. 2,镀层晶粒逐渐细化。 此外,镀层中纳

米 TiN 的存在阻碍了镍结晶过程,同时给镍结晶提供
了更多的形核点,也使得晶粒得到细化。

2. 4摇 占空比对镀层硬度的影响
如图 4 所示,占空比小于 0. 2 时,镀层硬度随着

占空比的增加而变大,在占空比为 0. 2 时达到最大值

580HV0. 1;当占空比大于 0. 2 时, 随 着 占 空 比 的 增
大,镀层硬度降低。

图 5摇 不同占空比时的镀层 XRD 衍射图

Fig. 5 XRD diffraction pattern of the coating at different duty
cycles

属表面自由能发生变化,造成基体生长方向发生改
变,产生择优取向的现象。 占空比增加使金属表面能
量状态有利于晶粒在晶面(200) 方向优先生长,所以

占空比从 0. 1 增加到 0. 4 时,晶面在(200) 择优取向。
镀层晶粒细化会引起衍射峰变宽,占空比增加使得镀
层晶粒变大,因此衍射峰随之变窄。 各晶面衍射强度

降低并且衍射位置出现微量左右偏移是由于,不同占

图 4摇 不同占空比时镀层的硬度变化

Fig. 4 Hardness of the coating at different duty cycles

根据 Hall鄄Pech 原理,镀层的强度与其晶粒尺寸

的平方根呈反比关系,可知晶粒细化能够提高镀层硬
度。 镀层硬度表征镀层受到外界力时,抵抗变形的能

力大小。 占空比为 0. 1 时,镀层析氢加剧,结晶不平

衡,镀层抵抗变形的能力变弱,硬度变小。 占空比为

0. 2 时,晶粒细小,同时镀层中纳米 TiN 含量最高,纳

米 TiN 本身硬度高,与镍离子共沉积均匀分布在镀层
中产生的弥散强化作用提高了镀层硬度

[13—15]

,因而

此时镀层硬度最高。 当占空比大于 0. 2 时,随着占空
比的增加,镀层晶粒尺寸变大,纳米 TiN 含量降低,镀

层硬度随之降低。

2. 5摇 占空比对镀层织构的影响

空比下沉积到镀层中的纳米 TiN 含量不同,共沉积的

纳米 TiN 对基体晶界的“ 钉扎冶 作用破坏了镀层的连

续生长,阻碍了镍的生长, 使镍结晶受阻, 当镀层中

TiN 含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引起镍晶格畸变,导致
各晶面衍射位置出现左右偏移及衍射强度降低。

3摇 结论
1) 采用氨基磺酸盐镀液体系附加超声脉冲的方

法,成功制备了纳米 TiN 复合镀层。 随着占空比增

加,镀层的硬度和纳米 TiN 含量均出现先增加、后减

小的趋势。 在占空比为 0. 2 时,复合镀层的硬度和纳

米 TiN 含量达到最大值,其中显微硬度为 580HV0. 1,
TiN 质量分数为 3. 85% 。

2) 氨基磺酸镀液相比瓦特镀液,允许使用较高

的极限电流密度。 在一定的平均电流密度下,采用合

图 5 为不同占空比下制备的纳米复合镀层的

适的占空比可以获得表面平整、致密的 Ni鄄TiN 纳米

(200) 和(220) ,可以看到不同占空比下的镀层衍射

3) 纳米 TiN 的共沉积影响了镍的结晶过程,不

XRD 衍射图谱。 镍 的 三 个 强 衍 射 峰 晶 面 为 ( 111 ) ,
峰位基本相同,衍射位置出现左右微量偏移,衍射强

复合镀层。

同占空比下制备的镀层中纳米 TiN 含量不同,引起了

度不同。 随着占空比从 0. 1 增加到 0. 4, 晶 面 发 生

镀层晶格畸变,织构发生明显变化,性能改变。

结晶度增大。 当占空比为 0. 4 时,衍射图出现高而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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