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25.200 
J36 

备案号：    JB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机 械 行 业 标 准 

JB/T XXXXX—XXXX 
      

余热利用钢铁发黑技术要求 

Requirements of waste heat utilization on steel-blackening technology 

点击此处添加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的标识 

（征求意见稿） 

(本稿完成日期：2017-05-27) 

XXXX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XX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 布  



JB/T XXXXX—XXXX 

I 

目  次 

前  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发黑剂 ............................................................................ 2 

5 发黑工艺 .......................................................................... 3 

6 试验方法 .......................................................................... 4 

7 检验规则 .......................................................................... 7 

8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 8 

 



JB/T XXXXX—XXXX 

II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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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热利用钢铁发黑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余热利用钢铁发黑的术语定义、发黑剂、发黑工艺、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依据热反应聚合机理成膜的余热利用钢铁发黑技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84-2000  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密度计法)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6462  金属和氧化物覆盖层 厚度测量 显微镜法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0125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8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余热利用钢铁发黑技术   waste heat utilization on steel-blackening technology 

依据热反应聚合机理，将热处理后的钢铁零件浸入发黑剂溶液中，利用自身的余热局部加热发黑剂

溶液，使钢铁零件表面凝聚沉积形成黑色高分子保护膜的一种工艺。 

3.2  

蒸发剩余量    amount after evaporation residue 

将定量样品在一定温度条件下加热烘烤到规定的时间后所剩余物质重量与样品初始重量的比值，以

质量百分数表示。 

3.3  

视密度   apparent density 

由于密度计的准确读数是在规定的温度下标定的，在其他温度下刻度读数仅是密度计的读数，称为

视密度，而不是在该温度下的读数。 

4 发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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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型号 

发黑剂型号按热反应聚合温度和零件最低回火温度选取，产品分为160型、200型、300型和350型，

相对应的最低回火温度为160℃、200℃、300℃和350℃。 

4.2 发黑剂配制 

根据零件规格和热处理实际回火温度，选取相对应的发黑剂型号，发黑剂的配比见表1或产品说明

书。 

表1 发黑剂配比 

发黑剂型号 发黑剂浓度（质量分数，%） 水（质量分数，%） 
350 型 10 90 
300 型 10 90 

200 型 15 85 
160 型 20 80 

4.3 发黑剂维护 

由于发黑过程中发黑剂不断消耗，水分不断蒸发，因此应定期检查发黑剂的蒸发剩余量，并及时补

充新的发黑剂，使发黑剂保持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也可根据发黑件的数量，按表2经验公式补充新的

发黑剂；当水分蒸发较多时，应及时补水至发黑槽原始液面位置。 

表2 发黑剂添加量经验公式 

发黑件规格/mm 发黑件重量/kg 发黑剂原液添加量/kg 

＜Ф10 6000～10000 20 

Ф10～Ф16 8000～12000 20 
＞Ф16 120000～20000 20 

4.4 发黑剂的技术要求 

发黑剂的主要性能指标应满足表 3 的要求。 

表3 发黑剂技术要求 

项目 
型号 

350 型 300 型 200 型 160 型 
外观 黑色乳化液 

密度（20±1）℃，g/cm3 0.98±0.01 1.04±0.01 1.03±0.01 1.03±0.01 

pH 值（质量分数为 10%水溶液） 8.0～9.5 

蒸发剩余量，%  ≥18.5 ≥21.4 ≥13.6 ≥12.5 

乳液稳定性（质量分数为 2%水溶液，

15～35℃，4 h） 无相分离 

限用物质 

铬（Cr6+），% 不应检出 

镉（Cd），% 不应检出 
汞（Hg），% 不应检出 
铅（Pb），% 不应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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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黑工艺 

5.1 发黑槽 

5.1.1 发黑槽的大小、形状应根据零件的大小、形状和批量确定；材料应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板，厚度

≥6 mm，焊缝无渗漏。 
5.1.2 发黑槽四周应布置冷却水，采用热电偶测量槽液温度，PID 调节实时控制，控温精度±5℃，数

字显示。 

5.2 发黑处理 

将热处理回火后的零件浸入发黑液中，保持零件表面和发黑液充分接触，零件出液温度不超过

90 ℃，具体工艺见表4。 

表4 发黑工艺 

发黑剂型号  发黑槽液温度/℃ 零件热处理温度/℃ 零件发黑时间/s 

350 型 45±5 350～650 >60 
300 型 45±5 300～560 >60 

200 型 45±5 200～450 >60 
160 型 45±5 160～450 >70 

5.3 后处理 

将已发黑的零件从发黑液中取出烘干，烘干温度为120℃～180℃，烘干时间2 min～5 min，零件表

面干燥即可；冷却到室温后上20号机械油或防锈油。 

5.4 发黑处理操作要求 

5.4.1 发黑过程中应经常观察产品的发黑效果，定期检查并及时添加发黑剂。 
5.4.2 当回火温度高于 600 ℃时，注意可能会影响发黑效果和氧化膜的附着力。 
5.4.3 发黑过程中应对发黑液的温度进行监控，最低不低于 10 ℃，最高不超过 60 ℃。 
5.4.4 发黑过程中，零件应避免相互挤压影响表面发黑效果。 
5.4.5 发黑过程中应避免酸、碱、盐及油等有害物质带入发黑液中。 

5.5 发黑膜的技术要求 

5.5.1 发黑膜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5 发黑膜技术要求 

项目 要求 

外观 表面色泽均匀一致，呈黑色，不应出现未发黑的斑点、沉淀物或在发黑过程中引起的机械损伤等缺陷。 

厚度/μm ≥3 

致密性 室温下经氧化铜中和过的 3%（质量分数）硫酸铜（CuSO4·5H2O）溶液点滴保持 60 min 后，应无红色
置换铜色。 

耐蚀性 膜层表面经 5%（质量分数）草酸（C2H2O4•2H2O）溶液点滴 8 min 后，应无锈蚀斑点。 

盐雾腐蚀性 经 4 h 中性盐雾试验后，应无锈蚀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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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规定 

本标准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GB/T 6682中规定的三级水。 

6.2 发黑剂试验方法 

6.2.1 外观检查 

6.2.1.1 采用的仪器： 

a) 玻璃量筒：500 mL； 
b) 水银温度计：（0～50）℃（或 0～100）℃，分度为 1℃； 
c) 烧杯：大于 500 mL（盛试验样品）。 

6.2.1.2 测定步骤 

将烧杯中盛放的样品缓缓倒入干燥洁净的玻璃量筒内至300 mL，待液体静止后，在日光灯下目测，

样品应均匀一致、无混杂物出现。 

6.2.2 密度测定 

6.2.2.1 采用的仪器 

a） 精密密度计（精密比重计）：分度值为 0.01； 
b） 水银温度计：（0～100）℃，分度为 1 ℃； 
c） 烧杯：大于 500 mL； 
d） 恒温水浴：控制温度计分度为 1 ℃。 

6.2.2.2 分析步骤 

a) 将样品温度调整至 20 ±1℃  ℃； 
b） 将约 500 mL 的样品溶液沿玻璃棒注入干燥洁净的玻璃量筒中； 
c） 握住干燥洁净的密度计（比重计）的上端，然后缓慢地放入无气泡的样品中，密度计（比重计）

不应接触量筒内壁； 
d） 待静止后，按 GB/T 1884-2000 标准中 10.12 条测定不透明液方法，使眼睛稍高于液面的位置观

察（见图 1），密度计读数为液体上弯月面与密度计刻度相切的那一点； 
e） 记录测试时的液温，如果这个温度与开始试验温度相差大于 1 ℃，应重新读取密度计和温度计

读数，直到温度变化稳定在 1℃以内； 
f） 密度结果精确读至 0.01 g/cm3，20℃。 

6.2.3 pH 值测定 

6.2.3.1 溶液配置 

将样品用蒸馏水配制成10%（质量分数）的发黑剂水溶液50 mL。 

6.2.3.2 分析步骤 

a) 将精密试纸（分度为 0.5）放置于干燥洁净的表面皿上； 



JB/T XXXXX—XXXX 

5 

b) 用干燥洁净的玻璃棒沾取欲测定样品溶液，并点滴到试纸一条的三分之一部分，0.5s 后与标准

色板比较，即得 pH 值； 
c）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差值不大于 0.5。 

 

 

图1 不透明液体的密度计刻度读数 

6.2.4 蒸发剩余量的测定 

6.2.4.1 仪器设备 

a) 电子天平：精确到 0.001g； 
b) 水银温度计：（0～200）℃，分度为 1℃； 
c)  称量瓶：直径 40 mm、高 25 mm；或近似本规格的称量瓶； 
d)  鼓风恒温烘箱。 

6.2.4.2 分析步骤 

a) 先将洁净的称量瓶在 150 ℃±5 ℃的烘箱内烘 30 min，取出放入玻璃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

在天平上称重，记录容器重量为 w； 
b) 将 1.000 g～2.000 g 样品倒入称量瓶中，使样品均匀地覆盖容器的底部，盖严瓶盖，再放在天

平上称量，记录试样和容器重量为 w2。 
c) 打开瓶盖，将称重瓶放入恒温干燥箱内，在 150 ℃±5 ℃温度下保持 90 min 后，将称量瓶取出

盖严瓶盖，放入玻璃干燥器内，待冷却至室温后，再放在天平上称重，记录试样和容器重量为

w1。 

6.2.4.3 计算方法 

蒸发剩余量x（%）按式（1）计算： 

 100%
ww
wwx

2

1 



  ........................................................................ (1) 

式中： 
w —容器重量，单位为克（g）； 

w1—烘干前试样和容器的重量，单位为克（g）； 

w2—烘干后试样和容器的重量，单位为克（g）。 

6.2.4.4 结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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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两个平行样品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为试验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两个样品的结果相对误差应

不大于3%；否则应重新进行测试。 

6.2.5 乳液稳定性的测定 

6.2.5.1 仪器与试剂 

a) 具塞量筒：100 mL； 
b) 烧杯：200 mL； 
c) 移液管：1 mL； 
d) 氯化钠：化学纯，配制饱和溶液。 

6.2.5.2 分析步骤 

将发黑剂用水稀释至质量分数为2%的乳化液，装入100 mL具塞量筒中，加入用移液管吸取的氯化

钠饱和溶液0.5 mL，充分摇匀，于15 ℃～35 ℃下静置4 h后，观察乳液状态，合格的乳化液应无相分离。 

6.2.6 限用物质的测定 

将样品在40 ±2℃  ℃条件下烘干后按GB/T 26125规定的方法对发黑剂中六价铬、镉、汞、铅含量进

行测定。 

6.3 发黑膜试验方法 

6.3.1.1 发黑膜外观检验 

将擦拭干净的发黑零件置于在天然散射光或无反射光的白色透明光线下，目视距离为500 mm，观

察零件表面膜层是否色泽均匀一致，是否呈深黑色，是否有明显的沉淀物和机械损伤等缺陷。 

6.3.1.2 发黑膜厚度测定方法 

用滤纸吸干发黑膜表面油污，然后取发黑膜层的横断面，经镶嵌、磨、抛光后按GB/T 6462方法进

行测定。 

6.3.1.3 致密性试验方法 

配制用氧化铜中和过的3%（质量分数）中性硫酸铜（CuSO4•5H2O）溶液作为检验溶液，将发黑处

理好的零件或试片用沾有酒精的脱脂棉擦去表面的油污，待试样表面干燥后，滴2～3（滴）检验溶液于

发黑膜平面上，在室温下保持60 min后用30℃以下的自来水清洗，目视表面有无红色置换铜色出现。 

6.3.1.4 耐蚀性试验方法 

配制5%（质量分数）草酸（C2H2O4·2H2O）溶液作为检验溶液，将发黑处理好的零件或试片用沾

酒精的脱脂棉擦去表面的油污，待试样表面干燥后，滴2～3（滴）检验溶液于发黑膜平面上，在室温下

保持8min后用自来水清洗，目视有无锈蚀斑点。 

6.3.1.5 盐雾试验方法 

用滤纸吸干发黑膜表面油污后，清洗并揩拭干净，悬挂于盐雾试验箱中，按照GB/T 10125规定的中

性盐雾试验（NSS试验）进行试验，4 h后目视观察零件发黑表面有无锈蚀斑点。 

7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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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取样方法 

7.1.1 发黑剂取样方法 

生产好的发黑剂在装桶前，应于反应釜中搅拌均匀方可取样。即用干净的采样管吸取发黑液置于干

净的量筒中，数量为500 mL。装桶后停放时间较长的产品，取样前必须把原包装中溶液搅拌均匀后，

在容器的上、中、下三个部位用干净的采样管吸取相同数量的混合样品置于干净的量筒中，采样数量应

不少于总桶数的3/10，所取试样总量不得少于1 L。 
将取好的试样充分混合均匀后，装入清洁、干燥的专用瓶中，贴上标签并注明生产厂名称、产品名

称、批号和取样日期，留存样品，以备查验。 

7.1.2 发黑零件取样方法 

7.1.2.1 由于数量、尺寸及形状等原因不能对整个发黑零件检验时，应按下列方法之一制作试样： 

a) 从实际零件中截取一部分； 
b) 用与零件相同材质制备尺寸小于 30 mm×30 mm×5 mm 的试样，与零件同时进行处理。 

7.1.2.2 外观检验按下列规定： 

a) 大零件和重要零件应 100%进行检验并逐一验收。 
b) 一般零件（包括小零件）可按 GB/T 2828.1 抽样检验验收，合格质量水平（AQL）为 0.25，检

查水平为Ⅱ。 

7.1.3 出厂检验 

发黑剂产品应做出厂检验，并附检验合格证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有外观、pH值和乳液稳定

性。 
发黑零件质量检验由热处理企业的技术检验部门负责进行，发黑零件的直接使用企业有权要求对零

件发黑质量进行复验。发黑产品应做出厂检验，并附检验合格证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有外观、致

密性和耐蚀性。 

7.1.4 型式检验 

7.1.4.1 发黑剂型式检验为全项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设计投产的产品； 
b) 企业规定的周期检验； 
c) 正式生产后，设备、工艺或槽液配方改变； 
d) 客户有要求时； 
e) 对产品质量有争议时； 
f) 其它认为必要时的检验。 

7.1.4.2 发黑产品型式检验为全项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式生产后，如原料工艺较大改变时； 
b) 对产品质量有异议时； 
c) 用户有要求时； 
d) 正常情况下，每年进行全面检查一次；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JB/T XXXXX—XXXX 

8 

7.1.5 判定规则 

7.1.5.1 发黑剂检验中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加倍采样，复验全部项目均达指标为合格，如仍有不合格

指标时，则整批产品以不合格。 

7.1.5.2 发黑膜的致密性、耐蚀性和盐雾腐蚀性检验应按下列规定： 

a) 从每批零件中抽取三件试样进行检验，只要其中有一项不合格，则再取双倍试样进行复验。复

验结果只要仍有一项不合格，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b) 检查腐蚀斑点应看检验溶液覆盖的表面，滴珠边缘或棱角部位不做验收依据。 

7.1.5.3 测定发黑膜厚度时，若受试的 3 个平行试样的平均值不合格，则再取双倍试样进行复验，若

其平均值仍不合格，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8.1 标志  

发黑剂出厂包装上应有合格证，内容包括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和地址、型号、批号、生产日期、有

效期、净重、商标、产品执行标准，必要时附检验报告。 
发黑产品检验合格后，应附有热处理企业的技术检验部门所出具的合格证书。内容包括：图号、零

件号、零件材料牌号、质量检验结果。 

8.2 包装  

发黑剂应使用完整、密封、干净的容器包装，每大桶净重200 kg，小桶20 kg。 
发黑产品外用包装箱包装，以防止钢铁发黑件与运输工具相摩擦。   

8.3 运输  

发黑剂运输、装卸工作中按水剂产品规定进行，轻搬轻放，防止破损污染。 
发黑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雨淋，并要求远离有腐蚀性的介质。 

8.4 贮存  

发黑剂应存放于阴凉干燥处，保存温度应不低于5 ℃。 
发黑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性介质的场所。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