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Feb. 2021

Plating and Finishing

Vol. 43 No. 2 Serial No. 335

doi：10.3969/j.issn.1001-3849.2021.02.005

稀土硝酸铈对油管锌钙系磷化膜形貌和性能的影响
师 辉 1*，王树臣 2
（1.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高职部，江苏 徐州 221700；2. 徐州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摘要：以油管常用的材料 45#钢作为基体，在添加了稀土硝酸铈的磷化液中制备锌钙系磷化膜。研究了硝酸铈质
量浓度对磷化膜的元素组成、膜重、厚度和耐蚀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硝酸铈不会改变磷化膜的元素组成，但是会
改变磷化膜的形貌、膜重和厚度，从而显著影响其耐蚀性。随着硝酸铈质量浓度增加到 100 mg/L，磷化膜中 Zn 和
Ca 质量分数均先升高后降低，P 质量分数基本呈降低的趋势，磷化膜的晶粒形态及晶粒间隙有所不同，膜重先增加
后下降，厚度先增加后减薄，与之对应的磷化膜耐蚀性先逐渐提高随后变差。当硝酸铈质量浓度为 50 mg/L 时，制
备的磷化膜晶粒细小、均匀且致密度较高，膜重最高，达到 12.45 g/m2，厚度达到 8.1 μm，该磷化膜表现出良好的耐
蚀性，明显优于其他磷化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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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Rare Earth Cerium Nitrate on Morphology and Properties
of Zinc-Calcium Phosphating Film on Tubing
SHI Hui1*，WANG Shuchen2
（1. Department of Higher Vocation，Jiangsu Fengxian Secondary Specialized School，Xuzhou
221700，China； 2. Xu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uzhou 221008，China）
Abstract：The zinc-calcium phosphating film was prepared by adding rare earth cerium nitrate into the
phosphating solution using 45# steel as the matrix. And the influence of cerium nitrate mass concentration
on the elemental composition，weight，thickness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phosphating film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erium nitrate did not change the elemental composition of phosphating
film，but it can change the morphology，weight and thickness，thus significantly affecting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phosphating film. As the mass concentration of cerium nitrate increased to 100 mg/L，
the mass fraction of Zn and Ca in phosphating film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while the mass
fraction of P showed a trend of decrease. The grain morphology and grain gap of phosphating film
were different. The weight and thickness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which lead to a gradual
improvement in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followed by deterioration. When the cerium nitrate mass
concentration was 50 mg/L ，the phosphating film with uniform grain size and high density had the
highest weight up to 12.45 g/m2 and thickness up to 8.1 μ m. The phosphating film showed good
corrosion resistance，obvious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phosphating film.
Keywords：zinc-calcium phosphating film；cerium nitrate mass concentration；morphology；thickness；
corrosion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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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钙系磷化膜在工程机械零部件（如油管、法

80、100 mg/L 的 条 件 下 制 备 4 种 磷 化 膜 作 为 实 验

兰、油箱等）上应用比较广泛，既可作为其他覆盖层

组，分别命名为磷化膜 P1、磷化膜 P2、磷化膜 P3、磷

的 底 层 ，也 可 用 作 精 饰 层 ，起 到 较 好 的 防 腐 蚀 作

化膜 P4。未加硝酸铈制备的磷化膜作为对照组，命

用 。工程机械的使用环境差异较大，要求零部件

名为磷化膜 P0。

在满足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等要求的前提下，还应

1.3

［1］

［2］

具有良好的耐蚀性 。为了适应不同的使用环境，

磷化膜表征与测试
形貌观察和成分分析

1.3.1

采用 MERLIN Compact 型扫描电镜观察磷化

进一步提高锌钙系磷化膜的耐蚀性具有重要的现

膜形貌，采用 Oxford 型能谱仪进行成分分析，得到

实意义。
研究表明，在磷化液中添加稀土化合物可以促
进磷化成膜，使磷化结晶均匀细致，从而有效提高

磷化膜的元素组成。
参照 GB/T 9792-2003 配制退膜液，溶液温度

［4］

［5］

等 研究发现，稀土硝酸盐的添加有效提高了铝合

膜重和厚度测试

1.3.2

磷化膜的耐蚀性。Zhang S L 、郭国才 、张海峰
［3］

控制在（75±0.5）℃，试样浸泡 15 min。试样原始质

金表面锌系磷化膜的耐蚀性。王晓华 研究发现，

量记为 m1，退膜后试样质量记为 m2，两者之差与试

稀土硝酸盐与铜盐复合使用能有效提高钢材表面

样表面积 S 的比值为磷化膜的质量。

［6］

采用 MiniTest600 型测厚仪 3 点取样测量磷化

［7］

锌-锰系磷化膜的耐蚀性。张瑜等 研究发现，适量
的稀土硝酸盐能有效提高镁合金表面锰系磷化膜

膜厚度，取 3 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的耐蚀性。目前，关于稀土能提高磷化膜耐蚀性的

1.3.3

报道大多是以锌系磷化膜作为研究对象，而很少以

耐蚀性测试

（1）点滴实验
参照 GB/T 6807-2001 配制点滴液，用秒表记录

锌钙系磷化膜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以工程机械油管常用的材料 45 钢作为基

磷化膜表面的液滴从天蓝色变成浅红色持续的时

体，在添加了稀土硝酸铈的磷化液中制备锌钙系磷

间（以下称为变色时间），作为评价磷化膜耐蚀性的

化膜。通过研究硝酸铈对锌钙系磷化膜形貌和性

指标。

#

能的影响，旨在为进一步提高锌钙系磷化膜的性能

（2）电化学腐蚀实验

提供参考。

1

采用由参比电极、辅助电极和工作电极组成的
三电极体系，在 PARSTAT 2273 型电化学工作站上

实验

进行电化学腐蚀实验。配制 3.5 %（质量分数）氯化

材料

1.1

钠溶液作为腐蚀介质，测试磷化膜的极化曲线，扫

45 钢试样的尺寸为 40 mm×18 mm×2 mm。经
#

800 、1500 、2000 砂纸逐级打磨至表面平滑后，在
#

#

#

描速率为 1 mV/s。采用 Power Suite 软件对极化曲
线进行拟合。

碱性脱脂剂中浸泡 10 min。取出试样再经酒精超

（3）浸泡实验
配制 3.5 %（质量分数）氯化钠溶液作为腐蚀介

声清洗、去离子清洗、10 %盐酸活化后，浸泡在去离
子水中。

质，溶液温度控制在（25±0.5）℃。实验完成后，采

磷 化 液 组 成 为 ：Zn 5~8 g/L、Ca 5~10 g/L、
2+

2+

PO4 8~12 g/L、NO3 12~15 g/L，磷化液充分搅拌后
3-

添加硝酸铈（Ce（NO3）3·6H2O），质量浓度分别为 20、
50、80、100 mg/L。
1.2

用扫描电镜观察磷化膜的腐蚀形貌。

-

2
2.1

磷化膜制备

结果与讨论
硝酸铈对磷化膜元素组成的影响
硝酸铈质量浓度为 20~100 mg/L 的条件下制备

将预处理后的 45 钢试样浸在磷化液中，磷化
#

的不同磷化膜元素组成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

液温度控制在（60±0.5）℃，磷化时间为 20 min。为

所有磷化膜的元素组成均为 Zn、Ca、P 和 O，不含

了保证硝酸铈在磷化液中分散均匀，实验过程中持

Ce。这表明稀土元素未参与结晶形核过程而进入

续搅拌磷化液。在硝酸铈质量浓度分别为 20、50、

磷化膜中，与相关文献报道的结果一致［8］。尽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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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并不意味着稀土元素在磷化膜结晶形核过程

用 。 可 以 认 为 Ca 质 量 分 数 越 高 ，促 进 作 用 越 显

中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著［9-10］。由表 2可知，
当硝酸铈质量浓度在 0~50 mg/L

不同磷化膜的元素组成

范围内，随着硝酸铈质量浓度增加，Ca 质量分数从

Elemental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7.62 %升高到 8.37 %，表明其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phosphating films

有利于形成晶粒细小、结构致密的磷化膜。但是当

表1
Tab.1

硝酸铈质量浓度在 50~100 mg/L 范围内，随着硝酸

元素质量分数/%

种类

铈质量浓度继续增加，Ca 质量分数从 8.37 %下降到

Zn

Ca

P

O

磷化膜 P0

40.95

7.62

18.05

33.38

8.01 %，表明其促进作用减弱。

磷化膜 P1

41.23

7.95

18.13

32.69

磷化膜 P2

41.56

8.37

18.19

31.88

2.2

磷化膜 P3

41.09

8.14

18.08

32.69

磷化膜 P4

40.92

8.01

17.97

33.10

硝酸铈对磷化膜形貌的影响
硝酸铈质量浓度为 0~100 mg/L 的条件下制备

的不同磷化膜形貌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所有
磷化膜的晶粒都呈堆积式排布，但晶粒形态及晶粒

随着硝酸铈质量浓度从 0 增加到 50 mg/L，磷

间隙有所不同。磷化膜 P0 的晶粒呈块状，间隙也

化膜中 Zn、Ca 和 P 质量分数均呈升高的趋势。其

较大，局部存在明显空缺现象。而磷化膜 P1、磷化

原因在于：稀土元素具有独特的性质，容易吸附于

膜 P2、磷化膜 P3 和磷化膜 P4 的晶粒都呈胞状且紧

预处理后的 45 钢试样表面，起到类似于促进剂的

密堆积，间隙很小。硝酸铈质量浓度对磷化膜的晶

作用，驱使可溶性磷酸盐向不溶性磷酸盐转化，并

粒大小及均一性有一定影响，随着硝酸铈质量浓度

沉积在 45 钢试样表面形成磷化膜，从而使 Zn、Ca

从 0 增 加 到 50 mg/L，晶 粒 明 显 细 化 ，大 小 趋 于 均

和 P 质量分数均呈升高的趋势。但是随着硝酸铈

匀，磷化膜致密性提高。这表明适量的硝酸铈起到

质 量 浓 度 从 50 mg/L 增 加 到 100 mg/L，磷 化 膜 中

促进形核、细化晶粒的作用，其原因在于［11］：一方

Zn、Ca 和 P 质量分数均呈降低的趋势，原因是硝酸

面，硝酸铈属于稀土元素化合物，具有很强的吸附

铈过量时稀土元素大量吸附会造成屏蔽效应，在一

性，优先吸附在基体表面的缺陷处，会衍生出很多

定程度上抑制了不溶性磷酸盐在 45#钢试样表面的

活性点并成为结晶形核中心，提高了形核速率，有

沉 积 ，从 而 使 Zn、Ca 和 P 质 量 分 数 均 呈 降 低 的

利于形成晶粒细小、尺寸较均匀、结构致密的磷化

趋势。

膜。另一方面，Ca 质量分数升高，也能起到促进形

#

#

研究表明，Ca 能起到促进形核、细化晶粒的作

核、细化晶粒的作用。

(c)

(b)

(a)

10 μm

10 μm
（a）0 mg/L

10 μm

（b）20 mg/L

(d)

（c）50 mg/L

(e)

10 μm
（d）80 mg/L

图1
Fig.1

10 μm
（e）100 mg/L

不同磷化膜的形貌

Morphology of different phosphating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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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硝酸铈质量浓度从 50 mg/L 继续增加

酸铈对结晶形核过程造成不利影响，降低了成膜速

到 100 mg/L，磷化膜 P3 和磷化膜 P4 的晶粒尺寸和

率，导致形成的磷化膜膜重下降，厚度减薄。研究

分布出现显著差异，较小的晶粒局部聚集成结瘤

表明，磷化膜膜重和厚度与耐蚀性之间都有一定关

状，较大的晶粒分布杂乱，使磷化膜表面显得粗糙。

联性，一般来说，膜重和厚度增加，有利于提高磷化

这表明过量的硝酸铈对结晶形核过程造成不利影

膜的耐蚀性［12-13］。

响，原因是过量的硝酸铈吸附在基体表面形成屏蔽

8.4
P2

效应，抑制了形核速率，从而形成表面粗糙、致密性
硝酸铈对磷化膜膜重和厚度的影响

2.3

硝酸铈质量浓度为 0~100 mg/L 的条件下制备
的不同磷化膜膜重如图 2 所示。随着硝酸铈质量
浓度从 0 增加到 50 mg/L，磷化膜 P1 和磷化膜 P2 的

磷化膜厚度/m

8.0

较差的磷化膜。

P1

7.6

P3

7.2

P0

6.8
P4

膜 重 明 显 高 于 磷 化 膜 P0，分 别 达 到 11.83 g/m 、
2

6.4

12.45 g/m2。当硝酸铈质量浓度增加到 80 mg/L 时，

0

磷化膜 P3 的膜重稍高于磷化膜 P0，
约为 11.20 g/m2。

20

40

60

80

硝酸铈质量浓度/(mg.L

100

)

-1

但是当硝酸铈质量浓度继续增加到 100 mg/L 时，磷
图3

化膜 P4 的膜重低于磷化膜 P0。

Fig.3

13.2

)
-2

磷化膜膜重/(g.m

硝酸铈质量浓度为 0~100 mg/L 的条件下制备

P1

12.0

的不同磷化膜变色时间如图 4 所示。随着硝酸铈

11.4

P3

质量浓度从 0 增加到 50 mg/L，磷化膜 P1 和磷化膜

10.8
10.2

P2 的变色时间与磷化膜 P0 相比明显延长，分别达
P0
P4

到 303 s、340 s，这是磷化膜耐蚀性逐渐提高的表
现。当硝酸铈质量浓度增加到 80 mg/L 时，磷化膜

9.6
0

20

40

60

硝酸铈质量浓度/(mg.L

图2
Fig.2

Thickness of different phosphating films

硝酸铈对磷化膜耐蚀性的影响

2.4

P2

12.6

不同磷化膜的厚度

80

100

)

-1

P3 的 变 色 时 间 与 磷 化 膜 P0 相 比 稍 有 延 长 ，约 为
280 s，可以认为这两种磷化膜的耐蚀性相差不大。

不同磷化膜的膜重

但是当硝酸铈质量浓度继续增加到 100 mg/L 时，磷

Weight of different phosphating films

化膜 P4 的变色时间与磷化膜 P0 相比缩短了将近

硝酸铈质量浓度为 0~100 mg/L 的条件下制备

20 s，表明磷化膜 P4 的耐蚀性比磷化膜 P0 差。

的不同磷化膜厚度如图 3 所示。随着硝酸铈质量

360

浓度从 0 mg/L 增加到 50 mg/L，磷化膜 P1 和磷化膜

330

7.8 μm、8.1 μm。当硝酸铈质量浓度增加到 80 mg/L
时，磷化膜 P3 的厚度与磷化膜 P0 差别不大。但是
当硝酸铈质量浓度继续增加到 100 mg/L 时，磷化膜

磷化膜变色时间/s

P2 与 磷 化 膜 P0 相 比 明 显 增 厚 ，厚 度 分 别 达 到

P2

P3

270
240

P0
P4

210

P4 与磷化膜 P0 相比减薄，其厚度约为 6.8 μm。
分析认为，硝酸铈质量浓度越高，其吸附性越

180
0

强，对结晶形核过程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形成了

20

40

60

硝酸铈质量浓度/(mg.L

晶粒细小、结构致密的磷化膜，故膜重和厚度增加。
但是当硝酸铈质量浓度超过一定限度后，过量的硝

P1

300

图4
Fig.4

80

100

)

-1

不同磷化膜的变色时间

Color-change time of different phosphating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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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铈质量浓度继续增加到 100 mg/L 时，磷化膜 P4

的不同磷化膜极化曲线如图 5 所示。由图 5 可知，

的极化电阻小于磷化膜 P0。极化电阻用来表征研

所有极化曲线的特征相似，阳极极化曲线和阴极极

究的体系对腐蚀过程的阻力，一般极化电阻越大，

化曲线都较平滑。表 2 所示为极化曲线拟合得到

磷化膜的耐蚀性越好。

的电化学参数，其中，Ecorr 为腐蚀电位，Jcorr 为腐蚀电

表2

流密度，ba 为阳极塔菲尔斜率，bc 为阴极塔菲尔斜

Tab.2

极化曲线拟合得到的电化学参数

Electrochemical parameters obtained by

率。由表 2 可知，随着硝酸铈质量浓度从 0 增加到

fitting the polarization curve

50 mg/L，磷化膜 P1 和磷化膜 P2 的腐蚀电位与磷化

Jcorr/

ba /

bc /

种类

Ecorr/ V

密 度 分 别 降 至 8.60×10-6 A/cm2、4.11×10-6 A/cm2，这

磷化膜 P0

-0.53

2.28×10-5

3.21

0.11

是由于适量的硝酸铈起到促进形核、细化晶粒的作

磷化膜 P1

-0.38

8.60×10-6

0.68

0.21

磷化膜 P2

-0.26

4.11×10-6

0.19

0.26

磷化膜 P3

-0.43

1.06×10-5

0.29

0.16

-0.57

3.05×10

0.31

0.19

膜 P0 相比分别正移了 150 mV、270 mV，腐蚀电流

用，使磷化膜致密性提高，膜重和厚度增加，有效阻
碍 Cl- 侵入磷化膜内部。因此，磷化膜在 NaCl 溶液

磷化膜 P4

中的腐蚀倾向性减弱，不容易发生腐蚀。当硝酸铈

2.28×10-5 A/cm2 降至 1.06×10-5 A/cm2。但是当硝酸
铈质量浓度继续增加到 100 mg/L 时，磷化膜 P4 的
腐蚀电位较磷化膜 P0 负移，腐蚀电流密度增大至
3.05×10-5 A/cm2。
-0.12
-0.24
-0.36

)
2

较 磷 化 膜 P0 正 移 了 100 mV ，腐 蚀 电 流 密 度 从

6
P3

4
2
0

P0

P4

20

40

60

硝酸铈质量浓度/(mg.L

80

100

)

-1

P3

Ecorr/mV

图6

P0

Fig.6

P4

不同磷化膜的极化电阻

Polarization resistance of different phosphating
films

P00 mg/L

P120 mg/L

P250 mg/L

P380 mg/L

综上所述，硝酸铈质量浓度对磷化膜耐蚀性有
比较显著的影响，随着硝酸铈质量浓度从 0 增加到

P4100 mg/L
-7

10

图5
Fig.5

P1

8

0

-0.72

-1.08

10

P1

-0.60

-0.96

P2

12

P2

-0.48

-0.84

-5

14

磷化膜极化电阻/(k.cm

质量浓度增加到 80 mg/L 时，磷化膜 P3 的腐蚀电位

（A·cm-2） （V·dec-1） （V·dec-1）

-6

10

Jcorr/(A.cm

-5

10

-2

)

-4

10

不同磷化膜的极化曲线

Polarization curve of different phosphating films

硝酸铈质量浓度为 0~100 mg/L 的条件下制备
的不同磷化膜极化电阻如图 6 所示。随着硝酸铈
质量浓度从 0 增加到 50 mg/L，磷化膜 P1 和磷化膜

100 mg/L，磷化膜变色时间先延长后缩短，腐蚀电
位先正移后负移，腐蚀电流密度先减小后增大，极
化电阻先增大后减小。因此，硝酸铈质量浓度为 0~
100 mg/L 的条件下制备的不同磷化膜耐蚀性排序
为：磷化膜 P2>磷化膜 P1>磷化膜 P3>磷化膜 P0>磷
化膜 P4。

3

结论

P2 的极化电阻与磷化膜 P0 相比明显增大，分别达

（1）硝酸铈不会改变磷化膜的元素组成，所有

到 8.10 kΩ·cm2、11.60 kΩ·cm2。当硝酸铈质量浓度

磷化膜的元素组成均为 Zn、Ca、P 和 O，不含 Ce。但

增加到 80 mg/L 时，磷化膜 P3 的极化电阻与磷化膜

是会改变磷化膜的形貌、膜重和厚度，从而显著影

P0 相比虽然有所增大，但幅度相对较小。但是当硝

响其耐蚀性。随着硝酸铈质量浓度从 0 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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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g/L，磷化膜的形貌发生明显变化，晶粒形态

Zhang H F, Liu S Z, Wang F, et al. Effect of rare earth

及晶粒间隙有所不同，膜重先增加后下降，厚度先

lanthanum nitrate on corrosion resistance and surface

增加后减薄，与之对应的磷化膜耐蚀性先逐渐提高

morphology of in-situ phosphatizing organic coatings
on 6061 aluminum alloy[J]. Materials Protection, 2017,

随后变差。
（2）适量的硝酸铈起到促进形核、细化晶粒的
作用，有利于形成晶粒细小、结构致密的磷化膜，从
而使磷化膜膜重和厚度增加，耐蚀性提高。当硝酸

50(1): 49-52 (in Chinese).
[6]

王晓华 . 钢铁黑膜磷化的研究[D]. 大连: 辽宁师范大
学, 2010.

[7]

张瑜, 赵佳新, 代永祺 . 硝酸铈对镁合金锌、锰系磷酸

铈质量浓度为 50 mg/L 时，制备的磷化膜晶粒细小、

盐 转 化 膜 性 能 的 影 响 [J]. 电 镀 与 环 保 , 2019, 39(4):

均匀且致密度较高，膜重达到 12.45 g/m ，厚度达到

58-61.

8.1 μm，该磷化膜的耐蚀性较好。

Zhang Y, Zhao J X, Dai Y Q,et al. Effect of cerium ni‐

2

trate on properties of zinc and manganese phosphate

参考文献
[1]

conversion coatings on magnesium alloy[J]. Electroplat‐
ing & Pollution Control, 2019, 39(4): 58-61 (in Chi‐

温翠玲, 张磊 . 工艺参数对 Q345 钢表面锌-钙系磷化

nese).

膜耐蚀性的影响[J]. 电镀与环保, 2020, 40(2): 31-33.
Wen C L, Zhang L. Influence of process parameters on

[8]

green process of phosphating[J]. Advanced Materials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Zn-Ca phosphating film on Q345

Research, 2013, (838-841): 2802-2805.

steel[J]. Electroplating & Pollution Control, 2020, 40(2):
31-33 (in Chinese).
[2]

械 零 部 件 再 制 造 领 域 中 的 应 用 现 状 [J]. 表 面 技 术 ,

doped Ni-Zn ferrites[J]. Modern Physics Letters B,

high velocity arc spraying technology in remanufactur‐
ing construction machinery parts[J]. Surface Technolo‐
gy, 2013, 42(3): 99-102 (in Chinese).
Zhang S L, Zhang X L, Chen H H, et al.The role of rare
earth nitrate (REN) in phosphating of aluminum alloy[J].

2019, 33(12): 145-152.
[10] 王鹏飞 . AZ91D 镁合金环保型钙系磷化膜的制备与耐
腐蚀性能研究[D]. 青岛: 青岛科技大学, 2014.
[11] Kuang J C, Huang Y. Effect of rare earth on the coatingforming and mechanism of phosphatization[J]. Journal
of Rare Earths, 2010, (S1): 132-135.
[12] Koclega D, Radziszewska A, Dymek S, et al. Improve‐

Metal Finishing, 2017, 105(6): 39-45.

ment of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13CrMo4-5 steel by Ni-

郭国才, 莫振宇, 吴清源, 等 . 稀土铈对中温锌系磷化

based laser cladding coatings[J]. Journal of Materials

的影响[J]. 电镀与环保, 2018, 38(4): 37-41.

[5]

Nooman M A, Khan M N, Hossain S D, et al. Study the
physical, electrical and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calcium

Tian H L,Wei S C,Chen Y X, et al. Application status of

[4]

[9]

田浩亮, 魏世丞, 陈永雄, 等 . 高速电弧喷涂在工程机
2013, 42(3): 99-102.

[3]

Kuang J C. Advance effect of rare earth nitrates on

Engineering and Performance, 2020, (29): 3702-3713.

Guo G C, Mo Z Y, Wu Q Y, et al. Effect of rare earth ele‐

[13] 朱红梅, 胡际鹏, 李柏春, 等 . 铁基材料表面激光熔覆

ment cerium on zinc phosphating process at middle tem‐

不 锈 钢 涂 层 的 研 究 进 展 [J]. 表 面 技 术 , 2020, 49(3):

perature[J]. Electroplating & Pollution Control, 2018, 38

74-84.

(4): 37-41 (in Chinese).

Zhu H M, Hu J P, Li B C,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la‐

张海峰, 刘双枝, 王芳, 等 . 稀土硝酸镧对 6061 铝合金

ser cladding stainless steel coating on iron-based materi‐

原位磷化涂层性能和表面形貌的影响[J]. 材料保护,

als[J]. Surface Technology, 2020, 49(3): 74-84 (in Chi‐

2017, 50(1): 49-52.

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