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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orrosion and Conductivity of 2024
Aluminum Treated by Electroless Nickel Plating
and Brush Nickel P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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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āࢋ
2024 鋁合金為空用軍事裝備常用材料之一，惟其耐蝕性較差，一般需作適當之防蝕處
理。此外，為配合某些特殊需要，表面處理必須兼具導電功能。本研究即探討 2024 鋁合金
表面分別經刷鍍鎳與無電鍍鎳兩種方法處理後之耐蝕及導電性能，並對兩種不同方法所得
的結果予以比較分析。文中利用孔隙度測試、附著力測試、導電度測試、鹽霧試驗及 SEM
表面觀察等進行鋁合金表面性質之分析與性能評估。由研究結果顯示，2024 鋁合金使用刷
鍍鎳/銅或無電鍍鎳予以表面改質，其附著力均佳，電阻值亦皆小於 2.5 mΩ，符合 XX 計畫
需求規格。而其主要差異為鋁合金試片經無電鍍鎳處理，鍍層較為緻密，孔隙度較小，耐
蝕性能較佳；反之，鋁合金試片表面刷鍍鎳/銅，鍍層之孔隙度較大，因此其耐蝕性能較差，
惟其鹽霧試驗仍能通過 48 小時。
關鍵詞：刷鍍；無電電鍍；表面改質；防蝕；2024 鋁合金。

ABSTRACT
2024 aluminum is a popular material for the use of military equipment and need proper
surface modification to improve its corrosion resistance. For specific requirement, the surface
modification must have goo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s well. This paper studied on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an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nickel deposition by different surface modification
methods-brush plating and electroless plating. By compar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nickel deposition
by the tests of porosity, adhesion, electricity, salt spra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ectroless nickel
plating deposition on 2024 aluminum alloy have better adhesion and the conductivity is less than
2.5 mΩ, conform to the specification of XX project;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position by brush
plating have bad corrosion resistance because of its porosity. However the time of salt spray test
for brush plating specimens are still over 48 hours.
Keywords: Brush plating; Electroless plating; Surface modification; Anti-corrosion; 2024
aluminum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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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產品)進行 5 cm × 5 cm 試片之無電鍍。以下為參
考相關文獻再經實驗室多次試驗而篩選的最佳製程
條件[5~11]。

1. ݈֏
2024 T851 鋁合金為一高強度合金，並具有機
械性能優良、密度小和易於壓力加工等特性，其廣
泛應用於航空產業及軍事裝備之上。然由於鋁合金
的耐蝕性較差，所以若欲符合兼具耐蝕和導電之需
求，則需進行適當之表面處理。刷鍍法為一具有可
移動性的電化學製程，可應用於電鍍、陽極處理及
電化學拋光等。其工作原理為將欲鍍工件接於負極，
鍍筆接於陽極。鍍筆沾上鍍液後與連接負極的工件
接觸並施以相對運動，經由電化學的氧化還原反應
能於工件接觸表面形成鍍層。有許多金屬或合金均
可在鋼鐵材、鋁材與銅材上進行刷鍍，其中在軍品
再生或特殊功能表面改質方面之應用最多 [1~2] 。例
如：在鋼鐵材表面刷鍍軟質錫金屬，可達到導電、
防蝕及緊密結合之目的；在鋼鐵材表面刷鍍較堅硬
的鎳鎢合金，可提昇其耐磨與防蝕性能。無電鍍法
在表面處理技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是利用適
當的還原劑使溶液中的金屬離子有選擇性地在經催
化劑活化過的表面還原析出成金屬鍍層的一種化學
處理方法。無電鍍鎳廣泛應用於電子元件之表面處
理，因其具有可焊接、導電及防蝕等功能 [3] 。採用
無電鍍方法製備複合金屬粉末，能提昇其燒結程度，
在冶金工業上亦是一個重要的研發方向 [4] 。本研究
即在探討 2024 鋁合金表面分別經刷鍍鎳/銅與無電
鍍鎳兩種方法處理後之耐蝕及導電性能，並對兩種
不同方法所得的試片利用孔隙度測試、附著力測試、
導電度測試、鹽霧試驗及 SEM 表面觀察等進行鋁合
金表面性質之分析與性能評估，期能藉由兩種不同
表處結果之比較，獲得較佳的處理方案，達到 XX
計畫之需求。

2.1 הᔠᔠᆸᄦү
(1) 電淨脫脂作業(使用 1010 鍍液)：電壓：18 ~ 20 V；
正電壓處理：使用電量 0.5 Amp-hr/cm2。
(2) 水洗：以去離子水清洗。
(3) 表面去污作業(使用 1022 鍍液)：電壓：18 ~ 20 V；
正電壓處理：30 秒。
(4) 水洗：以去離子水清洗。
(5) 活化與預鍍(使用 1078 鍍液)：電壓：18 ~ 20 V；
正電壓處理：30 秒。
(6) 水洗：以去離子水清洗。
(7) 除去預鍍(使用 1031 鍍液)：電壓：18 ~ 20 V；
負電壓處理：30 秒。
(8) 水洗：以去離子水清洗。
(9) 活化與預鍍(使用 1078 鍍液)：電壓：18 ~ 20 V；
正電壓處理：30 秒。
(10) 預鍍(使用 1078 鍍液)：電壓：3.5 V；正電壓處
理：使用電量 0.0006 Amp-hr/cm2。
(11) 水洗：以去離子水清洗。
(12) 鍍銅(使用 9250 鍍液)：電壓：5 V；正電壓處
理：使用電量 0.018 Amp-hr/cm2。
(13) 水洗：以去離子水清洗。
(14) 鍍鎳(使用 2080 鍍液)：電壓：8 ~ 25 V；操作
溫度：43 ~ 65 °C。

2.2 ᔠᗈᔠᆸᄦү
(1) 丙酮清洗試片表面
(2) 水洗：以去離子水清洗。
(3) 脫脂：NaOH 50 g/L；溫度：60 °C；時間：3 ~ 5
min。
(4) 水洗：以去離子水清洗。
(5) 蝕刻活化： HNO3 50 ~ 100%；溫度：室溫；時
間：1 min。

2. ၁រ
本實驗以商用藥品 SIFCO(美國 SIFCO 公司產
品)進行 5 cm × 5 cm 2024 鋁合金(成分如表 1 所示)
之刷鍍；以商用藥品 NICHEM 2200(台灣仕達爾公

表 1.
2024 鋁合金成分。
Table 1 Composition of 2024 aluminum alloy.
Element
Si
Fe
Cu
Composition (wt%)
<0.05
<0.5
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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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
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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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1.2-1.8

Cr
<0.1

Zn
<0.25

Ti
<0.15

Al
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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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洗：以去離子水清洗。
(7) 鋅置換：macdermid 商用鋅置換劑；溫度：室溫；
時間：20 ~ 30sec。
(8) 無電鍍鎳：鍍液組成：[Ni2+]：5.5 ~ 6.5 g/L；
[H2PO2-]：24 ~ 34 g/L；溫度：82 ~ 93 °C；pH：
4.4 ~ 5.0；承載率：0.24 ~ 2.4 dm2/L。
以上無電鍍鎳進行時配合連續機械或溶液攪拌
循環，並輔以 3 ~ 5 µm 以下濾芯，每小時過濾循環
6 ~ 10 次以確保鍍液維持在無懸浮粒子的狀態。實
驗時間 2 小時，鍍層厚度約 20 ~ 30 µm，實驗期間
每隔 30 分鐘進行鍍液的補充。

本實驗分別以刮痕試驗法、彎曲試驗法和直線
牽拉試驗法測量鍍層的附著力。在刮痕試驗法中，
以 ASTM B-571 中之 scrib-grit 方式測試鍍層的附著
力，在鍍層上以刮刀在垂直的方向劃格，再以膠帶
黏貼，並施於膠帶面平行之力，然後迅速撕去膠帶，
結果顯示刷鍍層與無電鍍鎳層皆無脫落產生。在彎
曲試驗法中，將刷鍍製作和無電鍍鎳製作之試片敲
打及彎曲 90°，可以發現刷鍍鍍層會產生鍍層剝離的
現象，而無電鍍鎳鍍層則無此現象。而在直線牽拉
試驗法中可得到以刷鍍法及無電鍍鎳法所製作之鍍
層附著力均大於 3000 psi。由以上結果顯示，無電鍍
鎳鍍層之附著力較佳。

3. ඕڍᄃኢ
3.1 ͋ᅩޘീྏ

3.3 ጱޘീྏ

在鍍層孔隙度方面，將刷鍍法和無電鍍鎳法完
成之試片放入 5%的 NaCl 溶液中，並以電化學量測
儀(EG&G 273，U.S.A.)紀錄電位隨時間的變化，藉
由其結果判定鍍層是否緻密。由圖 1 實驗結果可知，
鋁合金試片經無電鍍鎳表處之腐蝕電位在 1 小時
內，均可保持平穩狀態，而經刷鍍表處試片之腐蝕
電位，則會有隨時間增加往下滑之現象(往鎳鍍層之
腐蝕電位趨近)。比較上述結果，無電鍍鎳鍍層應較
為緻密，孔隙度較小；刷鍍層之孔隙度較大，因此
其防蝕性較差。

以自行設計之電阻量測儀(電阻指示計為
HP34220A，搭接感測計為一可調式壓力裝備)分別
在 50、100、150 psig 壓力下量測由刷鍍法和無電鍍
鎳法所製作的試片之搭接阻抗，測量結果如表 2 所
示，其電阻值皆小於 2.5 mΩ，符合 XX 計畫系統規
格[12]。

3.4 ៃᙳീྏ
依據 ASTM B117 規範[13]，針對兩種表處方法
所製作之試片進行鹽霧測試。實驗結果顯示以刷鍍
法所製作之試片，在 48 小時後表面會出現紅銹且表
面鍍層有脫落現象(如圖 2 所示)；而以無電鍍法所製
作之試片，經過 240 小時之鹽霧測試，其表面仍完
好無缺，無鍍層脫落現象(如圖 3 所示)。

表 2.

不同表處方式於 2024 鋁合金表面製作鎳
鍍層之電阻量測值。
Table 2 Electrical resistance of nickel deposition on
2024 aluminum alloy by different surface
modification.
量測壓力
表面處方式
(psig)
刷鍍
無電鍍
50
2.3 mΩ
2.2 mΩ
100
2.1 mΩ
2.0 mΩ
150
1.9 mΩ
1.8 mΩ

圖1

不同表處方法應用於 2024 鋁合金在 5%
NaCl 水溶液中之腐蝕電位圖。
Figure 1 Corrosion test chart of nickel deposition on
2024 aluminum alloy by different surface
modification in 5% NaC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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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凹洞也比較少。另外以較大倍率來觀察整個鍍
層的結晶形態，亦可發現刷鍍法製作之鍍層會有碎
裂的情形，此應為其孔隙度和鹽霧測試結果均較無
電鍍鎳法製作試片較差的原因。

3.5 SEM ܑࢬ៍၅
將 完 成 的 試 片 以 SEM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進行鍍層的表面結構觀察，比較圖 4(a)
刷鍍法製作的試片和圖 4(b)無電鍍法製作的試片，
可以發現以無電鍍法所製作的試片鍍層表面較為平

圖2

刷鍍法應用於 2024 鋁合金製作鍍層之鹽
霧試驗 48 小時之結果。
Figure 2 Result of spray salt of 2024 aluminum alloy
by brush nickel plating (48hr).

圖3

無電鍍鎳法應用於 2024 鋁合金製作鍍層
之鹽霧試驗結果 240 小時之結果。
Figure 3 Result of spray salt of 2024 aluminum alloy
by electroless nickel plating (240 hr).

(a)
(b)
圖 4 於 2024 鋁合金鍍製作之鎳鍍層 SEM 圖，經由(a) 刷鍍法，(b) 無電鍍鎳法。
Figure 4 SEM photograph of nickel deposition of 2024 aluminum alloy by (a) brush plating, (b) electroless p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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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嘗試在 2024 T851 鋁合金上以刷鍍法和
無電鍍鎳法進行表面改質，配合附著力、鹽霧試驗、
導電度及 SEM 表面觀察等鍍層功能測試，期能找出
一兼具良好耐蝕性和符合 XX 計畫所需之導電度表
處方式。實驗結果顯示，經由無電鍍鎳法所製作之
鍍層，不論在耐蝕性、附著力和鍍層形態上均較刷
鍍法所製作之鍍層為佳，且其導電度量測值低於 2.5
mΩ，符合 XX 計畫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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