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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摇 言

达克罗涂层被称作是野绿色电镀冶 咱员暂 袁因其良好

的耐腐蚀尧耐热腐蚀性能袁无氢脆袁生产过程清洁无

污染等突出优点袁从一开始就被视作是电镀锌尧热
浸镀锌尧电镀镉尧锌基合金镀层以及磷化等污染严

重的传统金属防腐蚀技术的替代产品遥 该涂层在

汽车产业尧国防工业尧海洋工程尧通信尧电力尧家用电

器尧小五金及标准件尧建筑尧铁路尧隧道尧桥梁尧公路

护栏等各行业都有所应用遥
近年来袁传统达克罗涂层中含 悦则远 垣 尧固化温度

高尧涂层耐酸碱性能尧硬度尧抗划伤能力等方面的缺

陷或不足越来越受到重视渊砸燥杂匀 指令咱圆暂 的颁布袁
灾韵悦 法规咱猿暂的执行冤袁限制了传统达克罗涂层的进

一步推广使用袁故研究者不断开展新型涂层的开

发遥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袁出现了较多新型的达克罗

涂层院无铬达克罗尧纳米微粒性能改进达克罗尧新型

固化达克罗等遥
员摇 特摇 点

员援 员摇 发展历程及现状

达克罗是英文单词野阅葬糟则燥皂藻贼冶的音译袁在国内

按其成分本质又常将其命名为锌铬涂层遥 它是一

种由一定配比锌铝粉尧铬酸尧还原剂尧去离子水和一

些特定添加剂组成的新型水性金属防腐蚀涂料遥
员怨远猿 年袁美国大洋公司 渊阅蚤葬皂燥灶凿 杂澡葬皂则责糟噪 悦燥则责援
哉援 杂援 粤冤为解决日益严重的汽车耐盐水尧耐酸雨腐

蚀性能不足问题袁研发推出了达克罗涂层并取得了

相应专利渊员怨苑圆冤遥 在 员怨苑远 前后袁大洋公司又将其

同时转让给了美国 酝悦陨陨 公司尧日本 晕阅杂 公司还有

法国的 阅粤悦砸粤蕴 公司袁直到 员怨怨猿 年我国才从日本

的 晕阅杂 公司引进了达克罗生产线咱源暂 遥 当前袁达克罗

产业主要被划分为 源 个区域袁如图 员 所示遥
员援 圆摇 达克罗涂层性能特点

达克罗处理是直接将工件浸入到处理液中袁或
利用高压空气喷涂渊圆 耀 猿援 缘 酝孕葬冤尧刷涂的方式使处

理液粘附在工件表面上袁然后经烧结固化获得含

锌尧铝及复杂铬合物的无机转化膜的表面处理方

法遥 该工艺过程不同于传统电镀防腐蚀技术袁需要

利用电沉积的方法将金属镀层沉积于工件表面上袁
这也决定了其特异的性能遥 达克罗涂层很适合应

用于高强度零件的高腐蚀环境袁其优点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院
员冤耐腐蚀性能好遥
达克罗涂层跟其它涂渊镀冤层在厚度相同的情

况下其耐腐蚀性更好遥 在涂层厚度 啄 达到 愿 滋皂
时袁其中性盐雾试验渊郧月 辕 栽 员园员圆缘要员怨怨苑叶人造气氛

的腐蚀试验曳 咱远暂 冤时间可达 员 园园园 澡袁这是电镀锌无法

达到的袁性能对比如表 员 所示遥

图 员摇 达克罗产业的全球格局

注院图中所标注的数据咱缘暂圆仅代表该国的生产线条数袁不
代表该地区遥

表 员摇 达克罗涂层与镀锌层盐雾试验对比

涂渊镀冤层 试验时间 辕 澡 实验结果

达克罗涂层 员 园园园 涂层微变化渊发灰冤
无红锈出现

镀锌彩色钝化

咱悦则远 垣 钝化暂
员园园 严重白锈

圆园园 出现红锈

镀锌白色钝化 员园园 出现红锈

圆冤耐热蚀性能高遥
达克罗涂层是在 猿园园 益条件下烧结形成的袁能

够满足较高温环境下长期使用且保持外观基本不

变袁并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遥 经钝化处理后的镀

锌层袁在较高的温度下钝化膜渊 曾悦则圆韵猿 窑赠悦则韵猿 窑

窑源源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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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匀圆韵冤失去结晶水袁在 苑园 益时钝化层会产生网状龟

裂袁圆园园 耀 猿园园 益时表面颜色变灰白袁并开始产生锈

蚀袁耐腐蚀性能严重降低遥 耐热蚀性对比如图 圆
所示咱员暂 遥

图 圆摇 镀锌与达克罗涂层耐热腐蚀性对比咱员暂

猿冤无氢脆遥
氢脆是传统电镀防腐技术存在的问题袁而达克

罗处理过程中无需经过酸洗袁也不存在任何电解过

程袁并且要在 猿园园 益的高温条件下固化袁杜绝了所有

可能的 匀 垣 侵蚀钢铁基体的路径袁所以在达克罗涂

层中不会有氢脆的产生遥 因此特别适用于对氢敏

感的高强度受力件袁如螺栓和弹簧等遥
源冤高渗透性遥
达克罗处理液因其水溶性的特质袁形状复杂的

零件也能够浸渍上涂料袁经烧结后形成完整均匀的

达克罗涂层遥 而传统电镀技术往往会受到因零件

复杂的形状造成的电力线分布不均或是镀液分散

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袁在零件的死角处常有漏镀

或是镀层厚度不足的缺陷渊这也是很多有机涂料静

电喷涂处理的不足之处冤遥

缘冤与其他涂层良好的结合力遥
达克罗涂层因其特殊的涂层表面状态袁与其他

涂层具有良好的结合力非常适合表面再涂覆遥 再

涂覆后的复合涂层体系不仅能解决传统达克罗涂

层表面硬度尧抗刮耐磨尧耐候尧耐酸碱性能的不足袁
还能进一步提高其耐腐蚀性能袁并提升装饰效果袁
拓宽应用领域渊如院黑色达克罗的应用冤遥 有研究人

员得出咱缘暂怨院在达克罗涂层上可采用电泳涂装和静电

粉末喷涂的方法袁再涂覆氨基树脂漆尧醇酸树脂漆尧
环氧树脂漆尧丙烯酸树脂漆等多种有机涂层袁而这

些树脂漆跟电镀锌层的结合力却不是很好遥
远冤配合精度好遥
达克罗涂层可通过不同工艺手段控制厚度咱苑暂 袁

其配合精度可达到商品紧固件的中等精度要求渊远
早 辕 远 澡冤 咱愿暂 遥

苑冤相对好的环保性遥
达克罗处理技术相较于传统电镀技术袁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对环境的污染程度袁特别是在推广

采用不含 悦则远 垣 的达克罗涂液配方后袁其环保优越性

更为明显遥
员援 猿摇 达克罗涂层防腐蚀机理

达克罗膜层具有优异的防腐蚀性能是由其特

殊的结构所决定袁其膜层结构如图 猿 所示咱怨鄄员园暂 遥
员冤屏蔽保护作用遥
达克罗涂层由几十层超细鳞片状渊厚度 圆园园 灶皂

左右袁直径 约 圆园 滋皂冤在灶 辕 粤造 粉和铬酸钝化物层叠而

成渊图 猿冤袁具有物理屏蔽作用袁能够有效阻挡腐蚀

介质的侵入咱员园暂 遥 同时涂液中 悦则韵猿 能够在金属粉和

钢表面形成致密的氧化膜袁减缓锌和基体的腐蚀反

应达到钝化屏蔽保护作用咱员员暂 遥 另外腐蚀过程中难

溶性腐蚀产物在涂层内部及表面的不断沉积袁也会

产生很好的封闭保护作用咱员圆暂 遥
圆冤阴极保护作用遥
圆 种存在电位差的金属可作为阴阳极形成腐蚀

原电池袁其中片状 在灶 作为阳极被逐渐消耗袁而作为

阴极的基材金属则受到阴极保护作用遥 同时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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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有的片状 粤造 作为阳极率先腐蚀袁能够有效抑

制涂层中 在灶 片的腐蚀袁为金属基材提供双金属保

护作用达到更好的腐蚀防护效果遥 需要指出的是

达克罗涂层的阴极保护作用与传统镀锌层有所不

同袁电镀锌是单层金属锌袁腐蚀路线很短袁而达克罗

涂层是由极薄的鳞片锌尧铝和复杂铬酸盐重叠叠加

而成且铬酸对每一片鳞片锌包裹钝化袁其腐蚀路线

相对曲折很多咱缘暂员缘遥 腐蚀路线对比如图 源 所示遥

图 猿摇 达克罗膜层的结构示意图

图 源摇 达克罗涂层与电镀锌层腐蚀路线对比图咱缘暂

猿冤自修复作用遥
虽然铬酸在固化过程中基本已被还原成不溶

性三价铬化合物的形式存在于达克罗涂层中袁但其

中还会残留有少量未被还原的可溶性六价铬化合

物铬酸盐遥 当膜层划伤后袁空气中的水分能使膜层

中的六价铬溶出并对露出的锌片尧铝片或钢基体重

新钝化袁构建新的屏障保护膜袁 终能使划伤后的

膜层达到自修复尧野自愈合冶的防腐效果咱员猿暂 遥 这也

是为什么达克罗涂层较软易被划伤袁却仍具有很强

的防腐蚀能力遥
圆摇 新型达克罗涂层的研究开发

圆援 员摇 无铬达克罗

相较于传统的含铬达克罗涂料袁无铬达克罗是

在其涂料成分上不含有铬酸根袁涂层中不存在

悦则远 垣 遥 在传统达克罗涂料中铬酐有钝化尧络合的功

效袁且非晶态无定形的还原产物 灶悦则韵猿窑皂悦则圆韵猿 能

够起到粘结剂的作用袁将锌铝片牢牢粘附在基体表

面遥 无铬达克罗涂料的研发袁无疑就是找到能够替

代传统达克罗涂料中铬酸的物质袁可以总结以下

要点院

其中无机钝化剂的替代要兼顾到选用的无机

盐能代替铬酐在固化过程中起到粘接作用 终形

成无机涂层曰有机聚合物在涂层组成中作为成膜物

质袁可以采用不同的树脂进行互相补充尧改性袁另外

亦可使用有机树脂跟无机物共同组成袁可起到将金

属粉体牢固附着于基体表面并形成连续固体涂膜

的作用袁是决定涂层性能的主要因素遥
员冤有机聚合物替代类遥
在 圆园园远 年袁徐关庆等咱员缘暂 采用多种水性树脂和

助剂制得了适用于镁合金防腐涂覆的无铬达克罗

涂料遥 圆园园苑 年袁陈丽娇咱员远暂 通过对比研究几种增稠

剂尧缓蚀剂尧稀土及硅烷偶联剂对无铬达克罗涂层

性能的影响袁优化了涂液的配方组成袁改进了工艺

条件袁 终获得具有较高耐蚀性和良好附着力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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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涂层遥 圆园员园 年袁江曼等咱员苑暂 采用环氧树脂作为

达克罗涂膜的成膜物质袁将 酝灶韵圆 作为代替铬酸盐

的氧化剂曰经试验对比袁确定拥有较好防腐性能的新

型无铬达克罗涂液配比是院棕渊在灶冤 越 缘豫尧棕渊粤造冤 越
员园豫尧棕渊酝灶韵圆冤 越 圆园豫 尧皂渊环氧树脂冤院皂渊聚酰胺冤
越 员园援 愿遥 王全全等咱员愿暂用聚氨酯改性环氧树脂作

为胶黏剂袁并通过大量试验对比确定出 佳的涂液

配方和工艺参数袁 终制备出一种具有良好附着力

渊员 级冤和优异耐蚀性渊中性盐雾试验 员 圆园园 澡冤的无

铬达克罗涂层遥
圆冤无铬钝化剂替代类遥
圆园园愿 年袁王再德等咱员怨暂 通过对各种无铬钝化剂

的研究袁发现钼酸盐的钝化效果 好袁 适合作为

铬酸的替代物遥 圆园园怨 年袁王典等咱圆园暂 通过研究发现

植酸的加入能够有效减少锌粉表面的析氢量袁从而

提高涂料的稳定性袁经试验对比得出 优添加量为

缘 早 辕 蕴遥 圆园员员 年袁鲁俊等咱圆员暂 将磷酸作为铬酸钝化作

用的替代物袁并加入适量稀土铈盐助剂袁获得具有

优良耐蚀性的无铬达克罗涂层袁其中铈盐的加入能

够明显降低涂层的腐蚀电流遥 李庆鹏等咱圆圆暂 研究了

单独水杨醛尧水杨酸及其复配三体系对达克罗涂液

稳定性的影响袁结果表明二者协同使用能够在不改

变涂料耐盐雾性能的同时提高涂料的稳定性遥
目前已经实现系列化生产应用的有 郧藻燥皂藻贼 涂

层尧阅藻造贼葬 涂层尧酝葬早灶蚤 涂层以及北京永泰和 月晕悦野水
性无铬锌铝涂层冶袁这几种无铬达克罗涂料在全球

无铬达克罗市场占比超过 怨缘豫 遥
圆援 圆摇 纳米改性

近年来袁纳米微粒用于达克罗涂层的改性是一

个研究热点院王旭东等咱圆猿暂将 粤造圆韵猿 纳米粒子添加到

达克罗涂层中对其进行改性袁显著提高了涂层的硬

度和耐蚀性曰郑秋红等咱圆源暂 将 杂蚤韵圆 纳米微粒加入到

达克罗涂层中袁制备出耐蚀性和硬度均有所提高的

涂层曰季利亚等咱圆缘暂 研究了 杂蚤韵圆尧栽蚤韵圆尧粤造圆韵猿 及 在灶韵
纳米微粒对无铬达克罗涂层硬度的影响袁所得结果

见表 圆遥

表 圆摇 含不同纳米微粒的涂层的显微硬度

微粒种类 未加 杂蚤韵圆 栽蚤韵圆 粤造圆韵猿 在灶韵
硬度 辕 酝孕葬 员 圆猿缘 员 猿员猿 员 源缘源 员 缘苑远 员 猿源员

涂液配方院金属粉 猿园豫 袁润湿分散剂 圆园豫 袁黏结

剂 愿豫 袁缓释剂 远豫 袁增稠剂 员豫 袁消泡剂 猿 耀 缘 滴袁纳
米微粒 员豫 袁余量为去离子水遥

朱俊谋等咱圆远暂 研究了 在灶韵尧栽蚤韵圆 和 杂蚤韵圆 这 猿 种

纳米微粒对无铬达克罗涂层耐蚀性能的影响遥 研

究证实院猿 种无铬纳米复合涂层的耐蚀性均会优于

不含纳米微粒的无铬锌铝涂层袁其耐盐水浸泡时间

渊以出现红锈为衡量点冤分别为 杂蚤韵圆 渊愿源 凿冤 跃 栽蚤韵圆
渊愿猿 凿冤 跃 在灶韵渊苑愿 凿冤 跃 不含纳米微粒无铬达克罗

涂层渊苑缘 凿冤遥 含纳米微粒的无铬达克罗涂层对基体

的保护作用主要表现在 圆 个方面院淤纳米微粒的加

入能够起到细晶强化的作用袁可使膜层组织均匀而

致密袁且可提高 粤造 的活度袁使其在局部区域能够生

成单一的氧化铝膜袁从而能很大程度地提高其抗腐

蚀性能袁 终达到能使涂层在腐蚀环境中长时间工

作的效果曰于涂层中的纳米微粒不仅会分散在锌铝

粉的缝隙中袁还会覆盖在片状锌铝粉的表面上袁这
能够有效抑制电极表面上去极化剂的去极化作用袁
从而降低腐蚀电流密度袁在这种阴极保护作用下袁
锌铝粉在腐蚀介质中的腐蚀消耗速率被降低袁 终

达到延缓基体腐蚀的目的遥 其极化曲线尧电化学参

数分别见图 缘尧表 猿遥
对于这 圆 个试验小组实验结果不一致的情况袁

很难去品评孰对孰错袁因为在这 圆 组试验中无铬达

克罗涂料的基础配方不同袁而这到底会不会影响纳

米微粒对无铬达克罗涂层耐蚀性的作用效果不得

而知袁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遥 但从中可认识

到在研究思路上应该多方面尧多角度去考虑问题袁
尽可能去完成更多的试验数据测量袁从而提供更充

分的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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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缘摇 添加不同纳米颗粒后涂层在 猿援 缘豫晕葬悦造 溶液中的

极化曲线咱圆远暂

表 猿摇 添加不同纳米颗粒后涂层的电化学参数

添加的纳米颗粒种类 耘糟燥则则 辕 灾 陨糟燥则则 辕 渊粤窑糟皂 原圆冤
未加 原 园援 怨远怨 缘援 园员怨 伊 员园 原缘

杂蚤韵圆 原 园援 怨怨缘 员援 远圆怨 伊 员园 原远

栽蚤韵圆 原 员援 园园怨 远援 缘猿愿 伊 员园 原远

在灶韵 原 园援 怨苑怨 圆援 源愿苑 伊 员园 原远

圆援 猿摇 达克罗 辕有机涂层复合体系

传统达克罗涂层在耐磨抗刮尧耐酸碱等性能方

面的不足袁直接影响到它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咱圆苑暂 遥 将

达克罗作为底涂层袁在其表面上再涂覆一层有机涂

层咱圆愿暂 袁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遥 这样不仅能够解

决原有涂层抗刮尧耐碱性差的问题袁还能够获得不

同颜色的涂层袁从而拓宽其应用领域遥 在达克罗涂

层上可以采用电泳涂漆尧静电喷涂等多种手段进行

再涂覆咱缘暂怨袁与其具有良好配套性的有机涂料包括有

氨基树脂漆尧醇酸树脂漆尧环氧树脂漆尧丙烯酸树脂

漆等多种有机面漆涂料遥
圆援 源摇 新型固化技术

达克罗涂膜需要在 圆愿园 耀 猿猿园 益袁处理时间为

圆缘 耀 猿园 皂蚤灶 条件下烧结固化袁能耗很大袁所以研究

者致力于开发一种或多种能野在不改变性能的前提

下袁尽量降低固化温度尧固化时间袁节约能耗冶的涂

层遥 如院在涂液中加入小分子有机酸袁能够有效降

低固化温度咱圆怨暂 袁通过改变涂液成分达到降低固化温

度是一种节能方式袁而通过新型的固化方式达到减

少固化时间袁 终节约能耗又是另一种途径遥 刘建

国等咱猿园暂将辐射固化技术研究应用到达克罗涂层固

化工艺上袁发现辐射固化技术在保证得到跟普通烘

烤固化渊热风循环冤具有相同耐蚀性能涂层的同时袁
成功的实现了将固化时间缩短为原来的 员 辕 猿 左右袁
大幅度降低了能耗曰确定了一种 佳的辐射固化工

艺院固化温度 圆怨园 耀 猿员园 益袁固化时间 苑 耀 愿 皂蚤灶遥
猿摇 结束语

介绍了达克罗涂层的特点袁概述了近年来达克

罗技术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创新型的达克罗涂层袁为
解决传统达克罗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了可供借

鉴的研究思路遥
员冤含 悦则远 垣 问题遥 现有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袁通

过对达克罗涂料中铬酐的替代来解决含铬的问题

是可行的袁替代物的选择也是多样的院无机替代物

方面有钼酸盐尧硅酸盐尧磷酸盐等袁有机替代物硅烷

偶联剂和树脂等遥
圆冤达克罗涂层硬度尧抗刮耐磨能力不足遥 可将

杂蚤韵圆 等纳米微粒添加到涂料中改善涂层的硬度曰通
过加入润滑剂聚四氟乙烯来改善涂层的耐磨抗刮

能力等遥
猿冤涂层耐酸碱性能不足遥 可利用达克罗涂层

表面良好的附着力袁在其表面再涂覆一层有机涂层

以达到较强的耐酸碱尧耐溶剂性能遥
源冤涂层烧结固化温度高尧耗能大问题遥 将有机

涂料中多样的固化技术研究应用到达克罗涂层固

化当中袁是很好的研究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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