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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表面精饰既可以赋予金属及非金属材料良好的耐腐蚀性能和美丽的装饰性外观!又能
使其表面获得多种特殊的功能!使之成为一种新的功能性材料!因此!表面精饰技术在信息"
电子"航空"航天"能源"机械及核工业等高新技术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当
前!表面精饰行业受到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全球经济相互融合的影响!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表面精饰行业存在较多的环境污染和排放问题!需要受到环境保护
方面的严格限制与监管$另一方面!经济要转型并持续发展!需要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产品
质量和性能的进一步提升#

为了提高表面精饰行业技术人才的质量!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编著者根据自己多年
的教学和科研经验!基于应用型技术大学应用化学%表面精饰&专业建设的内涵要求和本科
教学的培养目标!经过不断地总结"修改和补充!组织编写了适合于表面精饰%电镀工艺与涂
装工艺&专业本科生学习的关于表面精饰方面的基础电化学理论一书#

鉴于表面精饰%电镀工艺与涂装工艺&生产的特点!本书在选材和内容的编写上既重视
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又注重阐述电化学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尽量避免烦琐的数学公式
的推导#全书共分$#章'第$章对电镀电化学的基本概念"溶液电导及法拉第定律进行了阐
述$第"&-章对电极与溶液界面的性质"电极反应过程"电解液中物质的传递方式及规律"电
化学反应动力学进行了讨论$第%&&章是将电沉积中的析氢过程和机理"金属的电沉积"金
属阳极溶解过程及影响因素作了较详细的阐述$最后两章介绍了金属的腐蚀与防护内容#
第$&&章由郭国才编写!第+&$#章由郭国才"蒋继波编写#为强化文中所介绍的概念!加
深对知识的理解!每章后有一定数量的思考题和习题#

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应用化学%表面精饰&专业的本科生!同时也可供从事电镀"涂
装"金属腐蚀与防护"化学电源"电解"电分析化学的科研人员"工程及技术管理人员等参考
和学习#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有关的著作和资料#另外!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化学与
环境工程学院相关专业的同事提出了许多建议!还有我的家人也给予了大力的理解和支持!
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尽管经过仔细编写和校对!但限于编著者水平!本书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不胜感激#

编著者

"#$%年1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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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绪论

!!!!电化学科学的研究对象

!!!!!!!!电解池回路电流流通的机理

电镀是将直流电通过一定组成的电解质溶液后!应用电化学原理!使金属或合金沉积在
零件表面!形成均匀"致密"结合力良好的沉积层!从而赋予零件良好的装饰性"防护性和功
能性的过程#那么电镀槽接通直流电源以后!电镀槽回路电流流通的机理是怎样的呢$ 图

图! !!电镀镍电流回路示意图

" "为电镀镍时电流回路示意图#由图" "可见!电流从
直流电源的正极流出!经过金属导线而流入镀镍槽中的镍阳
极!再从镍阳极流入镀镍溶液!然后从溶液流到被镀的零件
%即阴极&!最后经过金属导线返回电源的负极!完成一个回
路的流通#我们知道在金属导体中!电流的流动是靠自由电
子的定向移动来实现的!而且电流的方向与电子的流动方向
相反#我们把依靠自由电子的定向移动完成导电过程的导
体!叫作第一类导体#在电镀过程中!属于第一类导体的物
质包括金属导线"汇流排"导电棒"阳极及阳极钛篮"阴极"挂
具等#需要指出的是!当电流通过第一类导体时!其本身不
发生化学变化!也不发生物质的迁移#

在电镀镍溶液中!电流的传递是靠溶液中正"负离子的定向移动实现的#从图" "中可
以看出!当镀镍槽的阴"阳两极与直流电源接通后!与电源正极相连的镍阳极带正电荷!与电
源负极相连的阴极零件带负电荷!这时!在电场作用下!溶液中带正电荷的镍离子%#$%&&"钠
离子%#'&&"氢离子%(&&向阴极定向移动!而带负电荷的硫酸根离子%)*%+

, &"氯离子%-.+&"
硼酸根离子%(%/*+

0 &"氢氧根离子%*(+&则向阳极定向移动!正是由于正"负离子的定向移
动!从而实现了电流在镀镍溶液中的流动#尽管在电场作用下!镀镍溶液中正"负离子的移
动方向相反!但它们所传递电流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通过电镀镍溶液的电流应为正离子
和负离子所传递电流的总和#我们把这类依靠正"负离子的定向移动完成导电过程的导体!
叫作第二类导体#所有的电镀溶液和其他的电解质溶液都是第二类导体#当电流通过镀镍
溶液时!溶液内部有物质的迁移!同时在电极和溶液接触的界面上发生化学变化!若溶液温
度升高!镀镍溶液的导电能力将会增加#

'!'



电镀电化学基础

!!!!!!"!电化学科学的研究对象

为了使电流通过镀镍溶液!需将两个第一类导体%镍阳极"阴极零件&作为电极浸入溶液
中!从而形成电极与溶液之间的直接接触!在溶液内是离子导电的第二类导电体!在溶液以
外%包括电极本身&则是电子导电的第一类导电体#也就是说!必须有第一类导体与第二类
导体相连接才能使电流通过第二类导体#但是当电流通过两类导体的界面时!电荷载体将
发生变化!即电子导电转化成离子导电!或离子导电转化成电子导电#

这两类导体的导电方式又是怎样相互转化的呢$ 仔细观察镀镍电镀槽通电时的现象容
易发现!在导电的同时!电镀槽的两个电极上有气体析出或金属沉积!也就是说在电极上有
化学反应发生#当镀镍槽与直流电源接通之后!第一类导体将电子输送给阴极零件!但在阴
极零件上的电子不能进入溶液!因此!电子将在阴极和溶液的界面上消失!即在界面上与溶
液内定向迁移过来的物质发生如下电子结合的还原反应(

#$%&& """%1 #$
%(&& """%1 (%#

随后依靠镀镍溶液中负离子的定向移动!得以将负电荷输送到溶液与镍阳极的界面#
而在镍阳极上导电的又是电子!因此!在镍阳极与溶液接触的界面上必然有一个产生电子的
过程!即发生如下物质失去电子的氧化反应(

,*(++ """,1 %(%*&*%#
#$+ """%1 #$%&

氧化反应中释放出的电子通过第一类导体流向电源的正极#可以说!为了使电流通过
第二类导体!在两类导体的界面上必然会有得电子或失电子的化学反应发生#我们把在两
类导体界面间进行的有电子参加的化学反应称为电极反应或电化学反应#

综上可知!电化学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三部分(
%"&第一类导体!包括阳极"阴极零件以及连接它们并保证电流在两极间通过的金属

导体#
%%&第二类导体!即电解质溶液!它们提供了电流的流通通路#
%0&两类导体的界面及界面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
第一类导体属于物理学研究的范围!电化学中不再过多地讨论#电解质溶液理论则是

第二类导体研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经典电化学的重要领域#至于两类导体相接
触的界面性质及电极材料"电极表面状态对界面上所发生的化学变化的影响!则更是电化学
研究的重点内容#

!!!!!!#!电化学科学的相关概念

化学能和电能的相互转变只有在电化学体系中才是可能的!在电化学科学的研究中!涉
及一些基本概念#

%"&电化学体系!电化学体系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电解池!在电解池中!电能转变为化

'"'



第!章!绪论

学能)第二类是原电池!在原电池中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第三类是腐蚀电池!在腐蚀电池中!
体系自发进行电化学反应!但不对外做功!只起到破坏金属的作用#

%%&电极!与电解质溶液相接触的第一类导体称为电极#在电化学体系中!电极和反应
物产生电子交换!并把电子转移到外电路或从外电路转移电子进来!这个体系称为电极体
系!简称为电极#如我们常常讲到的*铂电极+*铁电极+*铜电极+*石墨电极+等就是这方面
的例子#

%0&正极和负极!在电化学体系中!正极和负极是按照电势的高低来区分的!电势高的
电极为正极!电势低的电极为负极#

%,&阳极和阴极!电极除了正极和负极的区分以外!在电化学体系中!还常常应用阳极
和阴极的概念#我们知道!电化学反应的本质是发生在电极和溶液的界面且有电子参加的
氧化还原反应!那么!从反应物那里接受电子的电极被称为阳极!而把电子给予反应物的电
极称为阴极#因为失去电子是氧化作用!接受电子是还原作用!所以!也可以说!阳极是发生
氧化反应的电极!阴极是发生还原反应的电极#

对于图" "所示的镀镍槽!因为金属镍电极和电源的正极相连接!电势高为正极!同时!
镍电极与溶液接触的界面发生失去电子的氧化反应!所以镍电极也被称为阳极#零件通过
金属导线与电源的负极连接!电势低为负极!而零件与溶液接触的界面同时发生得到电子的
还原反应!故零件也被称为阴极#

!!"!电镀溶液的电导

电镀生产中!电镀槽内的电解质溶液必须有较低的电阻%即有足够高的导电性&!电镀溶
液的导电性好!即电导率高!不仅可以降低电镀槽的电压!节省电能!而且可以提高电镀液的
分散能力!改善镀层质量#如前所述!电镀溶液的导电是靠在电场力的作用下!正离子和负
离子分别向阴极和阳极定向移动传导电流的结果#因此!电镀溶液的导电性或电导率主要
与溶液中能导电离子的数量"离子所带电荷数以及离子运动的速度有关#下面我们就从电
解质的性质"电解质的浓度"溶液温度等几个方面分析和讨论它们对电镀溶液电导率的影响#

!!!!"!!!电解质的性质

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性!首先依赖于电解质和溶剂的性质!绝大多数电镀溶液均以水为溶
剂!因此可以忽略不同溶剂对电导率的影响#首先!强电解质的电导率比弱电解质的电导率
大得多!这是因为强电解质在水中的解离度比弱电解质的解离度大!即强电解质参与导电的
离子数量多!从而导致强电解质的电导率较高#如镀镍溶液中的硫酸钠和钾盐镀锌溶液
中的氯化钾!电解法处理电镀污水时添加的碳酸钠或氢氧化钠!它们都是强电解质!因而
主要起增加溶液导电性的作用)而镀镍溶液中的硼酸是弱电解质!它只起到调节溶液2(
值的作用!因此不能增加溶液的电导率#其次!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无限稀释的水溶液中测
得的一些强电解质的摩尔电导率!可以发现!酸类的值最高!碱和盐的电导率依次降低%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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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在"$%时无限稀释的水溶液中不同电解质的摩尔电导率
单位()'34%'45.+"

电解质 !6 电解质 !6 电解质 !6

(%)*, 789!: ;*( %<"!" ;-. ",9!9
(-. ,%:!% #(,*( %<"!= ;#*0 ",8!=

(#*0 ,%"!% #'*( %,<!7 #'-. "%:!,

!!再次!电解质解离的正离子和负离子在相同的电场力作用下运动速度也是不同的!如果
考查无限稀释时一系列离子的摩尔电导率!则电解质本性对溶液电导的影响将变得更为显
著#从表" %中可以看出!在一系列等价离子中!各种离子的极限摩尔电导率差别不大!但
*(+!特别是(&则具有非常高的摩尔电导率#此外!;&"-.+"/>+"?+"#*+

0 离子的极限

摩尔电导率也相对较高!因此!含有这些离子的电镀液有较高的电导率#

表! "!在"$%时无限稀释的水溶液中离子的摩尔电导率 单位()'34%'45.+"

正离子 !5
6 负离子 !5

6

(& 0,9!= *(+ "9<!:
;& <0!8 -.+ <:!0
#'& 8=!" />+ <7!0
@A& :"!9 ?+ <:!7
#(& <0!< #*+

0 <"!,

!!!!"!"!电解质的浓度

当电解质的浓度保持在较低范围时!随着其浓度的增加!单位体积中的离子数目增多!
故溶液的电导率增加#但当电解质的浓度较高时!若再继续增加浓度!由于离子之间存在的
静电作用增强!即每个离子的运动都要受到周围其他离子的吸引或排斥作用的牵制!使离子
的运动速度变慢!此时随着溶液浓度的增大!电导率反而下降#表" 0为标准镀铬电解液在
不同铬酐%->*0&浓度下的溶液电导率!从表" 0中可知!随着铬酐浓度的增加!镀铬电解液
的电导率上升!当铬酐浓度增加到%8=A,B时!溶液电导率最大!但若继续增大铬酐的浓度!
则电解液的电导率开始下降#

表! #!标准镀铬电解液的电导率

组分,%A'B+"&

->*0 )*%+
% ->0&

电导率,%4)'34+"&

%08 %!08 "%!: ,=7!0
%,= %!"< ""!" ,:0!=
%8= %!:8 "%!7 ,<7!<
%88 %!,9 ""!8 ,87!%
%8< %!8<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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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温度

溶液温度升高会降低离子在溶液中的水化作用!并能降低溶液的黏度!可以使离子的运
动速度增加!提高溶液的电导率#表" ,为几种离子在不同温度下的极限摩尔电导率!可以
看到!温度升高!离子的运动速度增加!电导率上升#

表! &!几种离子的摩尔电导率与温度的关系

离子
!5

6,%)'34%'45.+"&

=C "7C "==C

;& ,=!0 :,!8 %==
#'& %8!8 ,0!8 "8=
-.+ ,"!% :8!8 %=<
/>+ - :<!< -

(& - 0"8!= :0<
*(+ - "<8!, ,,:

!!总而言之!溶液的电导在电化学过程中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根据它我们可以合理地选
择电镀溶液的组成!从而使电镀层的质量"生产效率提高!使非生产性的电能消耗降到最低#

!!#!电镀生产中的双性电极现象

图! "!双性电极示意图

当一个金属电极的两端同时存在阴极还原反应和阳极氧

化反应这两种性质时!这个金属电极就被称为双性电极#双
性电极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产生的#在电镀过程中!如果有
一种既不与阳极相连"又不与阴极相连的金属存在于电镀溶
液中%如挂具工件在出入电镀槽的瞬间&时!由于金属工件占
有溶液一定的截面积!当电流在溶液内传导的过程中!有时会
有一部分电流从金属上直接通过%图" %&!这种特殊情况被
称作电流的*借道+#正是这种电流*借道+的特殊情况产生了
双性电极的现象#如前所述!在电流通过两类导体的界面时!
必然会发生电化学反应#当存在于镀液中既不与阳极相连"又不与阴极相连的金属上有电
流通过时!那么该金属上电流流入的一端和流出的一端!也一定有电化学反应的发生!即产
生了双性电极的现象#图" %所示的双性电极的两端发生的电化学反应的类型可以从电流
出入的方向来判断#我们知道!在电镀溶液中电流总是从阳极流出而进入阴极的!因此!该
双性金属电极电流流入的右端表面上会有还原反应发生!而电流流出的左端表面上会有氧
化反应发生#很显然!在双性金属电极发生氧化反应的一端!可能引起金属的溶解或钝化!
而在发生还原反应的一端!有可能出现电镀溶液中金属离子的沉积#

双性电极现象的出现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而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生#正如图"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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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当电流遇到电镀溶液中既不与阳极相连"又不与阴极相连的金属时!一种是直接借道金
属通过!而另一种是绕道金属通过!很显然!只有当借道而过的电阻小于绕道电阻时!借道电
流才较大!双性电极现象也明显#因为金属属于第一类导体!金属的电阻都很小!所以借道
电阻主要取决于界面发生电化学反应时的阻力!而绕道电阻取决于电镀液的导电性#因此!
在电镀过程中!当电镀槽通过的电流一定时!电镀液温度的高低"电镀液的电导率"金属的形
状"表面状态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双性电极现象的强弱#

双性电极现象在电镀生产过程中比较常见!不仅对镀层质量造成直接的危害!而且造成
的危害常常不易被人们认识和发现!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在双层镀镍工艺中!有时会产
生光亮镍层与暗镍层之间结合力不良或脱皮的质量问题!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双性电极造
成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当镀了暗镍层的零件随着挂具进入电镀槽但尚未与阴极导电棒
接触时!因电流的借道而产生双性电极的现象!致使电流流出一边的暗镍镀层表面发生阳极
反应从而使镍镀层钝化!显然!在已经钝化了的暗镍层表面再电沉积第二层光亮镍!结合力
就较弱#同理!当镀件脱离阴极导电棒准备出槽而尚未离开电镀溶液时!也会产生双性电极
现象而直接影响电镀层的质量!如光亮镀镍电镀槽的工作电流密度和镀液温度都较高!容易
造成镀件出槽时的双性电极现象!假如在由于双性电极作用下而发生钝化的光亮镍镀层上
镀铬!会产生镀铬层单一边发雾或棕色斑迹的质量事故#

发生双性电极现象时!还会引起电镀溶液污染!加速电镀溶液的老化!造成电镀质量潜
在的危害#如电镀槽中的不锈钢加热管!有时会因为双性电极的现象而局部腐蚀溶解!而溶
解产物对于电镀溶液来讲往往是有害杂质金属离子!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些杂质金属离子在
镀液中的积累增多!对电镀液的污染加重!会对镀层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再比如!活塞环
镀硬铬时!活塞环的内圆表面常出现锈蚀现象!使内圆加工的活塞环的径向尺寸发生变化并
造成石墨游离!最终导致产品报废#更为严重的是使镀铬溶液中->0&"D10&迅速上升!加速
溶液老化!严重影响产品质量!使槽电压上升!能耗增加!出现该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接
触不良导致双性电极现象的发生!此时!活塞环内圆表面作为双性电极的阳极发生氧化反应
生成D1%&!并被镀铬溶液中的->%*%+

< 氧化成D10&且产生->0&#
为防止双性电极的危害!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在镀件进"出槽时!将工作电流调小或采取镀件带电入槽#
%%&保持金属导电部位%包括挂具&的良好导电!防止金属接触点因接触不良而导致电阻

过大#
%0&适时检测和控制电镀溶液的温度以及电镀液中组分的浓度!保持电镀溶液的良好导

电性!降低电镀槽的槽电压#
%,&设计电镀槽时!保持槽体与阳极"阳极与阴极"阳极与槽底相对合适的距离#

!!&!法拉第定律

当电流通过电解质溶液时!在电极和溶液界面上必然会发生化学反应!所以通过电解池
的电量和化学反应物质的量之间必然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由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
米卡尔'法拉第%E$3F'1.D'>'G'H&于"700年"经过多次精心的实验所发现!并总结出两个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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