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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588 

超强耐腐蚀，高磷无电解化学镀镍（无铅型） 

l 一致的高磷含量 

l 出色的 耐腐蚀性能 

l 高压缩力沉积层 

l 镀层抗污染 

 

镀层特性： 

镍含量         ：87 –89.5% w/w 

磷含量         ：10– 13% w/w 

硬度          ：46 - 47 Rc as plated；66 - 68 Rc  750 
oF/1hr. 

电阻         ：70– 100 micro-ohm/cm 

中性盐水喷雾实验  ：1,000 小时；厚度 1 mil (ASTM B-117) 

磁性         ：无磁性 ；无磁性 290 ℃/hr 

熔点              ：880 ℃ 

密度              ：7.75 g/cc 

电导度         ：通过 (ASTM B-489) 

 

 

 

 

镀液成份： 

HAS-588A 充当绿色建浴剂及补充剂 

HAS-588B 充当无色建浴剂 

HAS-588C 充当无色补充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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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条件： 

控件目 操作范围 最佳操作值 

镍金属含量 4.8 – 6.4 (g/ L) 6.0 (g/L) 

次亚磷酸钠含量 30 – 40 (g/L) 35  (g/L) 

温度 85  –94(℃) 88 ℃ 

PH值 4.0 –4.8  4.4 

承载率 0.25 –2.5dm2/L 1.5 dm2/L 

沈积速度 7.5  –10ums/hr 10ums/hr 

搅拌循环 连续机械或溶液搅拌循环 

过滤 5 micron 或以下滤心，每一小时过滤循环六个槽液 

镀液寿命 铁材镀件：8 – 10 MTO； 

铝材镀件：5 – 7 MTO 

 

设备规格： 

槽体材质  ：高密度PP塑料；PVC塑料；钛合金；阳极钝化不锈钢 

加热器材质  ：316不锈钢；PTFE 材质披覆 

帮浦材质  ：CPVC材质；不锈钢材质 

排风设备  ：蒸气排风设备 

镀液建浴组成： 

 

HAS-588 A 6 % V / V 

HAS-588 B 15 % V / V 

去离子水 79 % V/ V 

建浴步骤：  

1. 装设清洁的化学镍槽体，将槽壁进行钝化，然后添加一半槽积的去离

子水 

2. 添加 6 % 体积比的588AM 

3. 添加15% 体积比的588 B 

4. 然后添加去离子水进入槽体中，直到操作位置 

5. 进行分析槽液的镍金属含量，如果有需要调整浓度，再行添加建浴剂 

6. 进行调整槽液的酸碱值至pH=4.8 

7. 过滤槽液并且加热至88 ℃ 

8. 此时既可使用化学镍槽液进行沈积电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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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液维持： 

1. 添加补充剂588A 与588C 以维持控制槽液的镍金属最佳含量为 6 g/L

与次亚磷酸根最佳浓度为35 g/L 

2. 槽液的镍金属含量与次亚磷酸根浓度的分析方法如下： 

镍金属浓度分析： 

试药： 浓氨水；1% 紫尿酸铵 指示剂(1g紫尿酸铵混合于

100g 氯化钠；     0.1 M EDTA (O.1 M = 37.235 g/L) 

分析步骤： 

1. 取得10 ml的化学镍槽液，放置于250 ml 的三角锥形瓶中 

2. 添加去离子水于三角锥形瓶中，稀释溶液至100 ml 

3. 添加10 ml的浓氨水 

4. 添加少许紫尿酸铵指示剂 

5. 使用0.1 M EDTA（或0.0575M）标准滴定液，进行滴定溶液至紫色滴定

终点，记录已消耗EDTA滴定  液的体积 

6. 计算化学镍槽液的镍金属浓度 (g/L) =   ml 0.1 M EDTA × 0.587 

                                                                     

mL  0.0575M  EDTA   x 0.338  

 

次亚磷酸根浓度分析： 

试药： 6 N 盐酸水溶液；0.1 N 碘溶液；0.1 N 硫代硫酸钠溶液 

分析步骤： 

1. 取得5 ml的化学镍槽液，放置于250 ml 的三角锥形瓶中 

2. 添加40 ml 去离子水于三角锥形瓶中 

3. 添加30 ml的 6 N盐酸水溶液 

4. 添加50 ml的0.1 N 碘溶液 

5. 放置三角锥形瓶于黑暗处；温度为21 °C 约30分钟 

6. 添加少许淀粉指示剂 

7. 使用0.1 N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液，进行滴定溶液至无色滴定终点，记

录已消耗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体积 

8. 计算化学镍槽液的次亚磷酸根浓度 (g/L) = ﹝(ml 0.1 N 碘溶液)－(ml 

0.1 N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液)﹞×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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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升工作液为例： 

活度（%） ［Ni］浓度样（g/l） EDTA的量(ml) A的补加量(ml) C的补加量(ml) 

100 6．0 10 0 0 

95 5.7 9.5 3 3 

90 5.4 9.0 6 6 

85 5.1 8.5 9 9 

 

注意事项： 

每次添加补充剂最好不要超过原始工作槽液镍金属含量的15%以上，如果需要大

量添加补充剂，请少量多次添加所需要的补充剂数量。 

 

 pH 控制 

 

一般添加补充剂588A与588C即可控制槽液的酸碱值在操作范围内，另外如有需

要调整槽液的酸碱值，可以添加50% v/v氨水或经过稀释的碳酸钾调高槽液的酸

碱值，相反地添加10% v/v 硫酸水 

溶液降低槽液的酸碱值。添加时务必缓慢添加并且搅拌循环槽液。 

 

存放 & 搬运 

 

   在移动桶之前, 要确定安全口封闭牢固. 应远离氰化物, 水化和原料, 水源

及排水沟. 保持桶竖直. 避免吸入蒸汽. 不要拿在手中. 保持容器密封. 避免

接触皮肤和眼睛. 保证适当的通风. 搬运后应彻底洗手. 吸入有害 / 吞咽有害 

/ 对皮肤及眼睛有刺激性。 

 

废水处理 

 

  HAS-588无电解液包含有镍金属必须经过废水处理才能排放（达到相关规定）, 

严格按照国家或当地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