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Feb. 2021

Plating and Finishing

Vol. 43 No. 2 Serial No. 335

doi：10.3969/j.issn.1001-3849.2021.02.007

5052 铝合金草酸阳极氧化和铬酸阳极氧化工艺研究
周艳丽*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机电工程系，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为改善 5052 铝合金的耐腐蚀性能，对其进行阳极氧化处理。分别采用草酸阳极氧化和铬酸阳极氧化工艺，
在 5052 铝合金试样表面制备了两种阳极氧化膜。比较了草酸阳极氧化膜和铬酸阳极氧化膜的厚度、形貌和耐腐
蚀性能。结果表明：两种阳极氧化膜的厚度比较接近，都是 20 μm 左右；草酸阳极氧化膜呈浅灰色，表面粗糙度约
为 0.170 μm，铬酸阳极氧化膜呈银白色，表面粗糙度约为 0.185 μm。两种阳极氧化膜的耐腐蚀性能都优于 5052 铝
合金试样，耐腐蚀性能排序为：草酸阳极氧化膜>铬酸阳极氧化膜>5052 铝合金试样。
关键词：5052 铝合金；草酸阳极氧化；铬酸阳极氧化；形貌；耐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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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Oxalic Acid Anodic Oxidation and Chromic Acid
Anodic Oxidation of 5052 Aluminium Alloy
ZHOU Yanli*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enan Industry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Zhengzhou 451191，China）
Abstract：Anodic oxidation was conducted to improve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5052 aluminum
alloy. Two kinds of anodic oxidation films were prepared on the surface of 5052 aluminum alloy by
oxalic acid anodic oxidation and chromic acid anodic oxidation，respectively. The thickness，morphol‐
ogy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oxalic acid anodic oxidation film and chromic acid anodic oxidation
film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hickness of two kinds of anodic oxidation films was
very close（about 20 μm）. Oxalic acid anodic oxidation film was light gray with a surface roughness
of about 0.170 μ m ，while chromic acid anodic oxidation film was silver-white with a surface
roughness of about 0.185 μ m.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wo kinds of anodic oxidation film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5052 aluminum alloy samples ，and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ranked as follows ：
oxalic acid anodic oxidation film > chromic acid anodic oxidation film >5052 aluminum alloy sample.
Keywords：5052 aluminium alloy ；oxalic acid anodic oxidation ；chromic acid anodic oxidation ；
morphology；corrosion resistance
阳极氧化是铝合金最常用的表面处理工艺之

理性能和化学性能，如高硬度、耐磨损、耐腐蚀和电

一，目的是赋予铝合金在工程应用中所需的优良物

绝缘等［1］。根据使用的电解液性质和工艺条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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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铝合金阳极氧化工艺主要有硫酸、草酸、铬酸、

解液成分和工艺条件为：草酸 50 g/L、电压 45 V、电

磷酸阳极氧化工艺，硬质阳极氧化工艺和瓷质阳极

流密度 1.4 A/dm2、电解液温度 25 ℃、时间 55 min。

氧化工艺等［2］。每种阳极氧化工艺都有其优缺点，

铬酸阳极氧化的电解液成分和工艺条件为：铬酸

在铝合金表面处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0 g/L、电压 40 V、电流密度 0.75 A/dm2、电解液温

5052 铝合金属于 5×××系列铝合金，中等强度，

度 35 ℃、时间 55 min。

易于加工成型且具有良好的焊接性，但其存在着强
度与耐腐蚀性能不能兼顾的问题。因此，在保证

表2
Tab.2

Solution composition and process conditions of oil

5052 铝合金强度的同时改善其耐腐蚀性能，进行阳

removal and pickling

［3］

极氧化处理是一种有效的途径。陈梁等 采用硬

项目

质阳极氧化工艺对 5052 铝合金进行处理，通过单

除油

因素实验优选出最佳工艺参数，并研究了最佳工艺
参数下制备的阳极氧化膜性能。杨笠等［4］采用硫

酸洗

溶液成分
磷酸钠 45 g/L、碳酸钠
30 g/L、乳化剂 5 mL/L
硝酸 35 mL/L、氢氟酸

酸阳极氧化工艺对 5052 铝合金进行处理，重点研

5 mL/L

工艺条件
温度 65 ℃、时间 10 min
温度 60 ℃、时间 2 min

草酸阳极氧化膜和铬酸阳极氧化膜的形貌表

究了多孔层微孔的形状对阳极氧化膜耐腐蚀性能

1.3

的影响。穆伟 采用草酸阳极氧化工艺对 5052 铝

征与性能测试

［5］

除油和酸洗溶液成分及工艺条件

合金进行处理，并研究了阳极氧化处理后 5052 铝

采用日立 S-480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对草酸阳

合金的耐腐蚀性能。本文重点研究 5052 铝合金草

极氧化膜和铬酸阳极氧化膜进行形貌表征。采用

酸阳极氧化工艺和铬酸阳极氧化工艺，比较了草酸

SJ-210 型粗糙度仪对草酸阳极氧化膜和铬酸阳极

阳极氧化膜和铬酸阳极氧化膜的厚度、形貌和耐腐

氧化膜进行表面粗糙度测量，都取 4 个位置，分别

蚀性能。

记录测量结果。采用美国普林斯顿 PARSTAT 2273

实验

型电化学工作站对草酸阳极氧化膜和铬酸阳极氧

1
1.1

化膜的极化曲线和阻抗谱进行测试，电极系统为三

实验材料及其预处理
实验材料为 5052 铝合金试样，其化学成分见

表 1 所示。
表1
Tab.1

Mg

含量/

2.20~

（wt.%）

2.80

Si

Zn

Fe

0.25

0.10

0.40

Cr
0.15~
0.35

比电 极 、草 酸 阳 极 氧 化 膜 试 样 和 铬 酸 阳 极 氧 化
膜 试 样 分 别 作 为 工 作 电 极 ，都 在 氯 化 钠 溶 液

5052 铝合金化学成分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5052 aluminum alloy

化学成分

电极体系：铂电极为辅助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为参

Cu

Mn

Al

0.10

0.10 余量

实验前，用 1200 目砂纸打磨去除试样暴露在
空气中时表面自然形成的氧化膜，然后在碱性溶液
中浸泡 10 min 左右。除油后再进行酸洗，利用酸的
浸蚀作用彻底清除试样表面的油污、灰尘和氧化

（3.5 wt.%）中进 行 测 试 。 极 化 曲 线 测 试 时 扫 描
速 率 为 0.5 mV/s，阻抗谱测试从高频区的 105 Hz 扫
描到低频区的 10-2 Hz。

2
2.1

结果与讨论
草酸阳极氧化膜和铬酸阳极氧化膜的厚度
阳极氧化膜的厚度是指阳极氧化膜的外表面

到内表面（即阳极氧化膜与基体分界面）的距离，厚

膜。酸洗后试样的表面状况满足要求，清洗并干燥

度对阳极氧化膜的性能（如耐腐蚀性能、抗弯曲性

后即可进行草酸阳极氧化和铬酸阳极氧化。表 2

能等）有很大影响［6］。

为除油和酸洗溶液成分及工艺条件。

图 1（a）和图 1（b）分别为 5052 铝合金试样草酸

草酸阳极氧化和铬酸阳极氧化

阳极氧化后和铬酸阳极氧化后的截面形貌。

采用直流阳极氧化电源，将处理后的 5052 铝

图 1（a）显示草酸阳极氧化膜的厚度约为 20 μm，图

合金试样作为阳极置于电解液中，通电后基于电解

1（b）显示铬酸阳极氧化膜的厚度约为 18 μm，可以

原理在试样表面形成氧化膜。草酸阳极氧化的电

说两种阳极氧化膜的厚度比较接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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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膜形成和阳极氧化膜溶解两个对立的反应，由
于阳极氧化膜外表面与电解液直接接触，极易受到
电解液的腐蚀。

（a）草酸阳极氧化

图1
Fig.1

（b）铬酸阳极氧化

5052 铝合金试样阳极氧化后的截面形貌

Section morphology of 5052 aluminum alloy sam‐
（a）草酸阳极氧化

ples after anodic oxidation

图3

草酸阳极氧化膜和铬酸阳极氧化膜的形貌

2.2

Fig.3

来说，阳极氧化膜的形貌质量主要包括颜色、表面
粗糙度和表面缺陷情况。用肉眼观察草酸阳极氧
化膜和铬酸阳极氧化膜的外观，前者呈浅灰色，后
者呈银白色，两种阳极氧化膜在宏观尺度下都不存
在表面缺陷。
图 2 为两种阳极氧化膜的表面粗糙度测量结
果。从图 2 中看出，草酸阳极氧化膜的表面粗糙度
约为 0.170 μm，铬酸阳极氧化膜的表面粗糙度约为
0.185 μm。草酸阳极氧化膜的表面粗糙度较低，说
明其表面平整度较好。
草酸阳极氧化膜

Ra/m

2.3

草酸阳极氧化膜和铬酸阳极氧化膜的耐腐蚀

性能
图 4 为 5052 铝合金试样、草酸阳极氧化膜和铬
酸阳极氧化膜的极化曲线。从图 4 中看出，草酸阳
极氧化 膜 和 铬 酸 阳 极 氧 化 膜 的 腐 蚀 电 位 分 别
为 -412.6 mV、-645.7 mV，都高于 5052 铝合金试样
的腐蚀电位（-750.4 mV）。采用塔菲尔曲线外推法
对极化曲线进行拟合，结果见表 3。草酸阳极氧化
膜和 铬 酸 阳 极 氧 化 膜 的 腐 蚀 电 流 密 度 分 别 为
1.31×10-5 A/cm2、1.70×10-5 A/cm2，较 5052 铝合金试
样的腐蚀电流密度明显降低。腐蚀电流密度在理
论上可以表征被测材料的腐蚀速率，二者之间存在

0.24
铬酸阳极氧化膜

0.20

换算关系，一般来说，腐蚀电流密度越小，被测材料

0.16

腐蚀越慢。因此，耐腐蚀性能排序为：草酸阳极氧
化膜>铬酸阳极氧化膜>5052 铝合金试样。

0.12

表3

0.08

Tab.3

0.04
0

图2
Fig.2

Surface morphology of two kinds of anodic
oxidation films

阳极氧化膜对铝合金主要起装饰效果和保护
作用，因此阳极氧化膜的形貌质量尤其重要。一般

（b）铬酸阳极氧化

两种阳极氧化膜的表面形貌

1

2

测量位置

3

4

两种阳极氧化膜的表面粗糙度测量结果

Surface roughness measurements of two kinds of
anodic oxidation films

极化曲线拟合结果

Polarization curve fitting results

试样

Ecorr/mV

Jcorr（
/ A·cm-2）

5052 铝合金

-750.4

3.67×10-5

草酸阳极氧化膜

-412.6

1.31×10-5

铬酸阳极氧化膜

-645.7

1.70×10-5

图 5 为 5052 铝合金试样、草酸阳极氧化膜和铬
酸阳极氧化膜的 Nyquist 图。5052 铝合金试样的

图 3 为两种阳极氧化膜的表面形貌。从图 3 中

Nyquist 图表现为一个曲率半径很小的容抗弧，铬

看出，两种阳极氧化膜表面都分布着很多细小的

酸阳极氧化膜的 Nyquist 图表现为一个曲率半径稍

孔，这是由于铝合金阳极氧化过程中同时发生阳极

大的容抗弧，草酸阳极氧化膜的 Nyquist 图则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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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曲率半径更大的容抗弧。容抗弧曲率半径
可以表征腐蚀体系中被测材料发生腐蚀的难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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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度，草酸阳极氧化膜和铬酸阳极氧化膜的容抗弧曲

（1）草酸阳极氧化膜和铬酸阳极氧化膜的耐腐

率半径明显大于 5052 铝合金试样的容抗弧曲率半

蚀性能都优于 5052 铝合金试样，耐腐蚀性能排序

径，说明两种阳极氧化膜的耐腐蚀性能都优于 5052

为：草酸阳极氧化膜>铬酸阳极氧化膜>5052 铝合

铝合金试样，其中，草酸阳极氧化膜的耐腐蚀性能

金试样。

更好。这与极化曲线的分析结果相吻合。

（2）草酸阳极氧化膜的形貌质量相对于铬酸阳
极氧化膜来说更好，腐蚀电流密度更低，因此表现
出更好的耐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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