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后镍铁电池
重获新生
含镍不锈钢的海滨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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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钛合金让人工手变
得更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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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年海岸步道重建

宏伟壮观的建筑工程
对于一个拥有海面下隧道的半岛项目而
言，总承包商McLaughlin & Harvey非常
成功地应对了其中的各种难题，以至于

1902年，北爱尔兰的Gobbins海岸步道开放，被

Gobbins海岸步道重建项目进入了英国

誉为“欧洲最佳海滨步道”。一个世纪之后的

首相“优秀公共建筑奖”的入围名单。

今天，随着投资750万英镑（1150万美元）重建
项目的完成，这条步道重新开放。
步道的名称来自爱尔兰语中的“Gobain”，意
为“岩石之角”。在全盛时期，海岸步道因地底

这条一公里长的步道有18座桥和4条楼
梯，全都采用经过喷砂磨光处理的316L
型（UNS S31603）不锈钢制成。

洞穴、溪谷和峭壁而风头盖过巨人堤道――北爱尔兰另一处有名的海滨地质奇观。多年

之所以选择这个等级的不锈钢是因为它

来，在爱尔兰海海浪的不断冲击下，一部分结构发生了崩塌，步道也于1954年不得不关

与碳钢相比更加耐用、维护工作量较少

闭。

而且不采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影响原

如今，艾仑德马基半岛上的新海岸步道重新成为北爱尔兰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步道从一

始环境的涂层。所有结构的设计使用寿

个陡降坡开始，经过一公里步行后需要耗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爬回顶部。如果步行者感觉

命都达到50年，而且在几个位置上用螺

自己无法征服狭窄的小路和通道，那么可以选择崖顶路线行走。
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海岸线的迷人景色并在天气晴朗时远眺苏格兰，这里的另一个吸
引人之处是与海鹦、三趾鸥和刀嘴雀等海鸟零距离接触。新海岸步道的开发合同（包括
22个含镍不锈钢结构和步行桥，其中有标志性的管状桥）授予之时，条件之一是建筑工

栓对岩石进行了加固以保证游客安全和
桥梁基础的牢固性。

选择哑光处理工艺是因为它与景观完美

程不得干扰鸟类繁殖期。由于这个场所是北爱尔兰唯一海鹦群落的栖息地，因此工程期

融合，而且减少了对这个“具特殊科学价

间聘用了一位全职鸟类学家。

值地点”
（ASSI）内筑巢海鸟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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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中的镍
本期杂志中各篇文章的共同主题是各种形态及合金类型中的镍是怎样成为各种应用中

本杂志所含资料供读者一般参考之用，未取得专
业意见之前不应针对特定应用采用或作为依据。
虽然本杂志所含资料据信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
国际镍协会及其会员、工作人员和顾问并不声明
或保证其适合任何一般或特殊用途，也概不承担
与这些资料有关的任何责任。

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基础的。本期杂志中，我们从“解决方案”开始考察镍的一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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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精美图案的能力。

封面设计：Constructive Communications公司

当然，各国政府及其造币厂知道采用镀镍钢能节省材料，但他们肯定更倾向于以较低成

封面图片：背景／加拿大皇家造币厂
从顶部开始沿顺时针方向展示的硬
币：iStockphoto.com©irobynmac；iStockphoto.
com©asafta；苏黎世Sunflower基金会；皇家造币
厂；iStockphoto.com©Mark Kostich

镍作为一种造币材料已使用一个多世纪，包括纯镍及镍合金。现在，各种电镀工艺越来
越多地被用来把镍的优点赋予硬币，例如耐用性、美观性、电磁特性以及制作和维持细

本制造精美的硬币，而这又意味着政府能获得更多利润。如本期杂志封面和第6、7页所
示，适当地使用镍能让这个双重目标付诸实现。
作为电镀主题的延续，第9页提到每一部手机（以及每一台其他相似的电子平板设备）中

全世界90％的人拥有手机，而100％的手机都含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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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各种形态的镍――电镀、电池化学成分或合金。
考虑到2014年全球手机产量超过10亿部，因此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设备使用寿命终
结之时，其中的镍还可回收利用。
镍化学品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且其贡献多多。虽然它们通常一般无法看到，但正
如本期杂志提到的那样，造币业是一个显著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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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SlipNOT® 防滑不锈钢地面
在食品加工厂内容易发生泼溅和泄漏的区域，防滑地面有助于
减少滑倒、绊倒和跌落事件。

工人安全有保障
食品加工业中的不锈钢地面减少跌倒
事件并保证卫生

工人滑倒、绊倒和跌落是工作场所事故的主要原因，也是企业主们关心的大事。在食品生产等行业中，由于地面必须保持干净
甚至需要消毒，因此有待解决的难题更多。美国近期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要求各工厂详细记录所有食品接触
面的卫生状况。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定义，食品接触面是指食品可能“流出、滴落或泼溅”的表面。很多工厂中，食品接
触面包括各种有害细菌可能聚集的地面。
大拖力地面

用。不锈钢在多种防滑应用中使用，包括高架平台、立体交

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的SlipNOT®金属安全地板为应对这些

叉、楼梯踏板、人行通道、夹层和地漏盖。

难题提供了一种创新解决方案。只要通过热喷涂工艺在含镍
不锈钢板表面喷涂一层细小的不锈钢颗粒，就能获得有高摩

当大型食品生产商A&B Process Systems公司（美国威斯康星

擦系数的大拖力防滑地面。一般指定使用中粗糙度（峰谷深

州斯塔福）需要在混合罐平台周围设置防滑地面时（地面上

度为0.5-0.63毫米）的地面。形成防滑地面的颗粒具有良好的

有 泼 溅 和 溢 出 的 液 体，因 此 工 人 处 于 危 险 的 工作 条 件

基 材粘合强度而且极为坚硬（在洛氏C硬度计上一 般大于

下），SlipNOT作为整套混合罐系统的一部分提供了地板和楼

55 ）。它们还能经受化学消毒剂反复清洗。最常用的是含镍
304型（UNS

S30400），但在需要较高耐腐蚀性时也可以用

316L型（S31603）等其他不锈钢材料制成。这些等级的含镍不
锈钢很容易保持食品工业尤其关注的卫生状态。

梯踏板。整个工厂的防滑地板由6.35毫米厚的304型不锈钢制
成，这家食品生产商2012年的滑倒、绊倒和跌落事件比上一
年减少了30％。

S l i p N O T 地 面已 通 过 公 共 卫生 标 准 和 认 证 机 构 N S F

防滑含镍不锈钢地板也适合制药厂及其他有着类似卫生要

International的认证，并被美国的几家大型食品加工企业采

求的行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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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造币厂

钱币良伴
镍在造币业中继续发挥作用

很长时间以来，镍作为一种金属在造币业和商业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

磨而且不会变暗，因此能保持 精美的外

金银对海盗来说多多益善，而更加现实的各国政府一直在寻找能让硬币具备良好的外

观。同时，硬币能在重量与面值之间达到

观和触感但又不超过面值的材料。无论是过去的一个多世纪还是将来，镍都以非常耐

理想的平衡。

用的形式实现了这种价值。

镍的存在同时实现了极高的设计精度和

使用者的诉求

税”――是指硬币面值与其生产成本之间

口袋中装满零钱的公民希望硬币很容易

的差额，而生产成本主要是构成材料的成

根据形状和颜色加以识别，硬币应具有一

本。铸币税由政府收取，而政府为此敦促

定 的 分 量 但 不 要 太 重 而 且 外观 应 当 精

造币厂在保持国家货币正面形象的同时降

美。

低成本。

因此，必须在硬币的面值与其感知价值之

从造币厂的角度来看，他们努力应对或预

间达到平衡。如果尺寸与重量之间的关系

期所用材料成本的变化。作为竞争激烈市

失去平衡，或者硬币在使用中磨损过快，

场中从事出口销售并生产成套纪念币和收

那么使用者就会投诉，而且在心理上会失

藏币的专业机构，他们必须采用能以合理

去对硬币的信任。

成本生产精美耐用产品的材料。

各国政府和造币厂的诉求

镍发挥的作用

各国政府和造币厂密切关注公民对硬币外

如果不考虑成本，就能在硬币中使用多得

对很多产品而言都存在成本与性能的平

观、可用性和安全性的感知。同时，他们需

多的镍。含镍合金最常见的形态是与铜形

衡问题。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镍和含镍

要 赚 取 利 润 。利 润 ― ― 即“ 铸 币

成的合金（铜镍合金）。这类合金极为耐

合金的美观和性能都会赋予货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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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变化。其随合金含镍量而变，但含镍
造币坯板被压制（冲压）时，任何设计样
式都会极为精准地进行复制。这种合金的
延展性减小了铸造硬币所需的能量而且减
少了铸模磨损。然而，这种合金的韧性意
味着硬币能使用数十年之久而不会发生明
显的磨损。
镀镍和镍合金化还能形成独特的电磁特
征，从而自动售货机能 通 过识别拒收伪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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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而不贵
镀镍钢硬币

过去二十年内，造币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高面值硬币引入了新型合金、新
的合金组合及新的安全功能。这类高品质硬币大多含有不同形态和数量的镍，其中
就包括镍电镀这个古老工艺的新应用。
为什么选择镀镍钢

厂，一枚典型硬币（例如25分）采用钢基

每一种材料和设计的选择都涉及到折

材上镀铜和镍的多层结构。由此制成的

中。铜和镍等贱金属的成本发生波动并

硬币由94％钢、3.8％铜和2.2％镍组成。

周期性地攀升到高价位时，铸币经济性
（以及政府获得的铸币税）可能会受到

这样生产出来的造币坯板在压制时其延

不利影响。这个因素推动了硬币设计和

展性足以形成鲜明的图案，其韧性足以

材料上的极大创新。

保证数十年使用，而且具有美观的“银

在经济和美观上明显更胜一筹的方案是

色”。它还具有易于辨认的电磁特征，因

对钢硬币进行镀镍。在加拿大皇家造币

此难以伪造而且适合自动售货机使用。
w 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加拿大皇家造币
厂内的电镀生产线。

加拿大皇家造币厂

w 温尼伯工厂的这条镀镍生产
线中的镀镍槽。
r 5分、10分和25分硬币：均为“银色”
并由镀镍钢制成

w 成袋镍珠（含镍量99.94％）
即将加入电镀槽中。

v 加拿大25分镀镍钢硬币的压模。

英国皇家造币厂
的电镀工艺
出口硬币铸造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当，镀镍硬
币 也 不 例 外。虽 然 英 国 皇 家 造币厂历史 悠
久――成立于公元886年，但仍保持着创新传
统，而且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开发电镀
工艺。与加拿大的多层工艺不同，英国皇家
造币厂采用钢基材上的单镍镀层――最大厚
度25微米，而加拿大皇家造币厂铸造的多重
镀层的最终一层的厚度为6微米。
虽然各造币厂在成本和性能方面针对潜在使用
者有不同的考量，但他们都用镍生产美观、耐用
w 英国皇家造币厂铸造的镀镍钢10便士硬币。第一年

（2012年）生产了3.2亿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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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济的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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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

成分

硬币

成分

澳大利亚

92％铜；
6％铝；
2％镍

日本

镍黄铜合金

500日元

成分：

镀镍钢

俄罗斯

1元

中国

1角

欧盟

1欧元

72％铜；
20％锌；
8％镍

外圈：镍黄铜合金
内部：

瑞士

铜镍合金

5法郎

成分：

多层铜镍合金；
镍；
铜镍合金（表面）
欧盟

2欧元

铜镍合金

5卢布

外圈：铜镍合金
内部：
多层镍黄铜合金；
镍；
镍黄铜合金（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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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镍；
其余为铜
美国

铜镍合金

25美分

成分：
8.33％镍
其余为铜

硬币图片与实物不成比例

美国铸币局、瑞士造币厂、©俄罗斯银行、维基共享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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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几乎每个国家的硬币体系都采用某种形态的镍，而且每种情形下镍都能提升价值、耐用性和品质。

《镍杂志》专题报道 7

无“痒”之乐：
消费品中镍释放的预防

使 用 适 当
并非镍的所有用途都是适当的
镍过敏最早是约90年前发现的，当时电镀

ISTOCK PHOTO.COM © NICOLETAIONESCU

车间内的工人抱怨自己患上了皮疹，而且
推测是与含镍化学品接触引起的。这种症
状称作“镍痒症”，这是个听起来无关紧
要的名称，但其后果（因人而异）可能比单
纯的瘙痒严重得多。
随着镀镍物品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更重
要的是随着穿耳洞和身体穿孔的日益流
行，镍过敏现象也越来越普遍。

对电镀消费品而言，镍是工艺最简
便、最经济、最耐用的底镀层。但这
类镀层有可能释放镍离子并引起镍过
敏。
欧盟已经制定了相关法规来解决这个
问题。镍释放试验有相关标准可遵循
（EN 12472和EN 1811），只有合规的

本文阐述了让电
镀镍安全地结合
到消费品中的表
面处理工艺。

电镀产品才能投放市场。

身体穿孔本身主要是一种时尚和文化选
择。但佩戴的镀镍（或带有柔软、多孔金
覆层的镍）的穿孔首饰和时尚饰品与皮肤
长时间直接接触时，镍会沉积在皮肤上，
镍过敏问题就更常见了。
长时间直接接触
对这种症状的社会反响各有不同，但欧
盟早 在十年多以前 就率先 颁布了《镍 指

二十年来，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一直对出口到欧洲的产品进行检验和鉴定。该局
每年检验500多种消费品是否符合欧盟法规。

令》 。在欧盟境内投放市场、与皮肤长时
间直接接触的产品必须遵守严格的镍释放

在近期发表的论文中，该局研究者对相关镀层进行了试验，包括先进电沉积、

限值。

新型有机镀层和常规铬镀层，以保证明亮镍铬表面在（采用欧盟法规的表

国际 镍协 会 健 康 和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部门

述）“正常操作和使用”期间不会释放镍。

（NiPERA――镍生产商环境研究协会）

性能最突出的是镍基层上的常规铬镀层。这种镀层是最便宜、最简单而且最容

的镍过敏专家Kate Heim博士说道，
“国际

易获取的镍防护镀层，为预防底镀层镍释放提供了一种实用的工业方法。

镍协会出于很多原因支持在适当应用中使

意义
虽然该试验计划以明亮镍铬作为重点，但结果可供其他镀层的进一步考察提供
指引，包括将拉丝镍和黑镍铬饰面用于汽车零件、消费品和电子设备，以及服

用适当的材料，包括避免对健康造成不良
影响。如果使用涉及到长时间直接皮肤接
触（包括身体穿孔），那么只能使用适当的

饰珠宝中电镀镍垫层的金喷镀层。对于需要滚镀的小物品，可以按类似的方式

材料以避免镍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

对锡合金进行评价。但在所有情形下，表面处理必须能具备足够的耐磨性和耐

国际镍协会通过NACD发表出版物并与研

腐蚀性才能符合欧盟镍释放试验要求。

究者和监管机构积极合作以丰富科学知识

该局研究者称，按照ISO规范在塑料或金属基材上涂装的常规铬镀层可以防止

并提高对镍过敏的认识。

装饰性电镀物品中的镍底层释放镍，并让制造商生产的产品符合旨在保护消费
者的严格欧盟法规。

关 于 镍 过 敏 的 更 多 知 识，请 参 考 下 面

摘自“与过敏性接触皮炎有关的装饰性镍铬电镀物品镍释放的预防”，

镍 协 会 网 站“ 镍 过 敏 性 接 触 性 皮 炎”

C.M. Whittington等，《材料精整协会学报》，第93／4卷，2015年。

（NACD）部分。

《镀镍手册》可从www.nickelinstitute.org下载。

www.nickel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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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镍”不可：电子设备
一个没有电子设备的世界乍一听令人神往，但从现实的角度
来看并非如此。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都是现代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就像各种形态的镍对电子设备而言不可或缺一样。

电池等）的必需组成部分。它使无铅焊接成为可能，同时能屏

化合物或合金形态的镍是电池（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镍镉

的，也是有利的。

蔽辐射或反之防止外界电磁干扰。镀层――很多都含镍――
使划屏浏览或压敏触摸成为可能。对镍的这种依赖是必需

1

锂离子电池阳极LiCo1/3Ni1/3Mn1/3O2

7

路板、SIM卡铜基材上的镍镀层，用于防氧化

2

天线镍钛形状记忆合金（早期型号）

8

陶瓷电容器电极和互连部件上的镍

3

电磁干扰屏蔽镍涂层或带有镍覆层的铜镀层，或由包含镀
镍碳纤维塑料制成的复合壳体

9

电子设备几乎完全由掺杂了硅、二氧化硅、铜、金、镍、铬、
镍／钯／金的复杂镀层组合制成

4

线焊中每个芯片的镍／钯／金镀层

10 装饰性涂层漆、阳极处理、塑料上的化学镀镍，铬饰处理

5

如果没有化学镀镍浸金涂层（ENIG）工艺，扩散阻挡层中每
个芯片和电路板的无铅焊接无法实现

11 保形聚合物镀层，用于防水并防止无铅焊接中的锡须发生

6

MYLAR®话筒上的化学镀镍／电镀镍

ISTOCK PHOTO.COM © ADVENTTR

10
11
2

3
5

9

5

4

7
6

8
1

改编自美国表面精饰协会（www.nasf.org）发布的资料单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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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网型系统赋予镍铁电池新生
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发展促进了镍铁电池的回归。镍铁电池
最初由托马斯·爱迪生于上世纪00年代初发明，用于驱动

s高
 效匹配：用带有镍铁电池的太阳能电池板在生产高峰和需求低
谷期储能

电动汽车（详见下图），但随着汽油发动机的普及而日益
淘汰。之后，其应用仅限于采矿、远程通信和铁路扳道和
信号等特定领域。
如今，镍铁电池在独立太阳能系统的拥有者当中重获人
气，因为其预期寿命约为25年，至少是铅酸电池使用寿命
的三倍。镍铁电池的价格是铅酸电池的两倍但更加耐用。
镍铁电池的功能极为强大，对温度变化不敏感，而且在任
何充电程度下储藏时都不会影响性能，但其他电池化学成
分都可能受这些问题困扰。
“短时间内更换一到两套铅酸电池后，系统拥有者开始寻
求新的解决方案，”Iron Edison电池公司（总部设在丹佛，
为离网型应用生产电池）的首席执行官Brandon

Williams说

道。“在执行关键性任务的应用中，电池故障有可能造成
严重后果，因此很多拥有者因其具有极高的耐用性而选择
镍铁电池。”
每一种电池化学组成都是折中的结果，而对镍铁电池而言
这个代价是能量密度较低。这个缺点通过设计改进得以缓
IRON EDISON电池公司

解：“烧结极板”实现了更大的能量密度和更快充电，而
且采用了强大的冲孔钢“袋形极板”电极。经过技术改进
后，镍铁电池的内在能力极大地满足了日益增长的静态储
能需求。

镍的早期动力应用
爱迪生于20世纪之交引入镍铁电池替代铅酸电池。他用
了多年时间来完善汽车应用技术。1907年，第一辆采用
铅酸电池的“底特律电动汽车”制造成功。1911-1916
年间，推出了价格较高的一款镍铁电池车型――比铅酸
电池轻盈且腐蚀性较低。
底特律电动汽车以女性作为目标群体，因为与需要手摇
起动的汽油动力车型相比，女性更喜欢可以立即起动的
车型。有几位女性名人都拥有这辆车，包括艾森豪威尔
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和亨利·福特的妻子。
这款汽车鼎盛时期的年销量超过1000辆。上世纪20年
代，随着福特内燃机价格的降低和效率的提升，销量开
场，但爱迪生蓄电池公司及其后任继续生产爱迪生发明
的镍铁电池直至1975年。
v托
 马斯·爱迪生和底特律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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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始下滑。最后13,000辆底特律电动汽车于1939年投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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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的开采1

可完全回收 4

1,900,000公吨

镍是一种不会被消费掉的天然资源。
它能反复完全回收利用而不发生质量
下降，从而有助于循环经济（CE）模
式。

镍矿年开采量

应用

回收量

25,000,000公吨

100,000,000公吨

Ni

产量

Nickel

迄今镍的使用量（估计）

储量2

28

使用量

Ni

循环
经济

18%
未回收量

全球探明镍储量

资源量2
199,000,000公吨
全球潜在可用镍资源量

版权所有：国际镍协会 NICKEL INSTITUTE

290,000,000公吨3

ISTOCKPHOTO.COM © 4FR

全球潜在可用近海镍资源量

镍一种面向未来的丰富资源
1972年为了《增长的极限》的出版，全球公认的智囊组织罗

但这并不能说明一切。仍有海洋底部镍矿床等潜在资源有待

马俱乐部委托进行了一项关于原料枯竭的研究。这份报告

勘探，这些资源将显著增加未来镍的供应。由于镍具有高可

断定，人类社会将很快耗尽铀、碳基能源和金属原料。虽然

回收性，因此含镍制品一旦使用寿命终结将有助于可持续开

报告中关于1972-2100期间资源枯竭的预测被证明是不准确

发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相关数据还表明过往开采的镍有一

的，但这个概念得到了广泛认可。

半以上仍在使用而且可被回收利用，从而保证了现有的镍资

PHOTO © SIEMENS AG

各相关方将资源枯竭作为政策行动的中心，包括里约热内卢

源可供子孙后代使用。

201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WSSD）上的联合国。标准

资料和术语：所采用的术语与国际认可的经济地质学定义一致。

化机构等非政府相关方也加强了与资源枯竭有关的研究活

1．Heinz H. Pariser，合金金属和钢――市场研究（2014年）—《镍――一

动。如果从供应风险或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这个情景下的
镍产品可被视为“稀缺”。

种表面技术材料》，INGS

2．Mudd和Jowitt（2014年）—全球镍资源趋势和禀赋的详细评估。
《经济

地质学》，第109卷，1813-1841页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国际镍协会收集了与镍储量和资源量有
关的具体新近数据。由此编制的信息图明确显示，如果只考
虑已知储量和资源量而且假设镍产量不断增长，那么现有的
镍资源够使用100年。
《镍杂志》，第30卷第3期，2015年12月号

3．英国地质勘探局（2008年）—镍的商品特征（https://www.bgs.ac.uk/
downloads/start.cfm?id=1411）
《科学》，第
4．Reck B.和Graedel T.（2012年）—金属回收利用中的难题。

337期，690（2012年）；DOI：10.1126／science。121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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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手

镍钛合金制成的灵活、轻盈人工手
人手是最完美的工具。经过数百万年的发展，可以说其“设计”已经相当完善了。人

就会改变晶格结构，从而像肌肉一样收

手的活动性和适应性极强，而且肌肉、韧带、肌腱、骨头和神经之间的神奇互动驱使

缩，”Seelecke说道。

人们在此基础上设计灵活的装置。现在，镍的属性正在人类和工业应用中推广这个
工具。
萨尔大学以及机电一体化和自动化技术
中心（ZeMA，均位于德国萨尔布吕肯）
的Stefan Seelecke教授领导的一个研究团
队凭借一种镍钛合金（UNS N01555）的
形状记忆属性对一种新技术加以利用。
工程师为一只人工手配备了由超细镍钛

工程师将极细但高强度的合金丝分成像
肌肉纤维一样的束管，从而模仿人肌肉

由超 细镍 钛合 金
形状记忆合金
（ S M A ）丝 组
成 的“ 肌 肉 ”

的结构。束管可以快速收缩和松弛，同
时施加较大的拉力，因为很多合金丝具
有较大的表面积可供散热，使快速冷却
成为可能。与一根粗合金丝不同，一束
极细的合金丝可以快速收缩和延长，与
人肌肉中观察到的情形类似。因此，研

形 状 记忆合 金（S M A）丝 组 成的“肌

究者能实现快速而平稳的手指运动。

量密度，因此能在有限空间内执行高难

差不多。与肌肉一样，合金丝能收缩和

度的动作，”Seelecke解释道。
“形状记

研究者希望继续开发原型并改进其对人

松弛。

忆”是指合金丝能在变形后“记住”并恢

手的模拟方式。其中涉及到人运动方式

用SMA丝人工肌肉制成的工具具有轻

复原先确定的形状。
“镍钛合金的这种

的模型建立和镍钛合金SMA丝传感特

盈、灵活和高适应性的特征。这些合金

属性是材料内部相位变化的结果。如果

性的利用。这项含镍技术最终可用于制

丝“具有所有已知驱动机构中最高的能

合金丝变热，例如在导电时，那么材料

作功能和感觉更自然的假肢。

BETTINA FASOLT

PHOTOS: GUDRUN BERGDAHL – PASCAL TOURNAIRE

OLIVER DIETZE

肉”，而这些合金丝的直径与人的头发

r 一束 极 细的合 金 丝可以快 速 收 缩 和 延
长。
r 极细但高强度的合金丝分成像肌肉纤维
一样的束管。
w 人工手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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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米歇尔山重回大海
2015年10月，法国总统奥朗德启动了
挽救UNESCO世界遗产地圣米歇尔山
的二十年项目，以免被陆地完全包
围。含镍不锈钢在这个工程壮举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圣米歇尔山由花岗岩构成，距离法国
西北海岸约600米阿夫朗什镇附近的库
埃农河口处。几个世纪以来，朝圣者
都必须在低潮期穿过沙地来到公元8世
纪建造的修道院。
多年来，潮汐和沿海的库埃农
河、Sée河及Sélune河不断将淤泥带
入圣米歇尔山海湾。到上世纪90年
代，山脚下积聚的泥沙上已经长满了
植被，人们担心这座山不久就会与大
陆连为一体。法国国家和地方主管机
关联合实施了大型整治工程，将在库
埃农河上建造一座大坝、一座新步行
桥、新停车设施并开通穿梭巴士，以
便为每年造访这个古迹的300万游客服
务。

新大坝控制着水流，从而限制海湾中
的淤泥积聚并将泥沙冲刷到大海中。

八套含镍双相不
锈钢闸门面朝圣
米歇尔山正对大
海，优美风景一
览无余。
用36吨含镍双相2205型（UNS
S32205 ）不锈钢（选择这种材料因为
它具有优良的耐腐蚀性和耐磨性）制
成的八套闸门面朝圣米歇尔山正对大
海，优美风景一览无余。陆地一侧的
南部可以看到用机械设备有效地通过
开通的河流形成稳定的水流。

拦河坝还在水上形成了新的公共空
间，而且在散步平台和滨海露台上设
置了观景点。取代旧堤道的新步行桥
可以让海水及库埃农河的河水如以前
一样在圣米歇尔山周围自由流动。
根据过去朝圣者的意愿，一座几乎看
不见的桥将水资源管理的技术功能与
观光游览的公共空间功能结合，使得
从大陆前往圣米歇尔山成为一次愉悦
的经历。
正如大坝设计师Luc Weizmann所
说，“在这个海水汹涌、蕴含能量的
环境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齐聚于
此并共同探索这一浸润于历史和文化
的圣地；在静谧海湾的环抱中，这些
空间吸引着人们发掘或重新发掘圣米
歇尔山与自然、水体、陆地和天空的
关联。”
s水
 资源管理工程采用的36吨双相2205
不锈钢板是由ArcelorMittal的子公司
Industeel供应的。

THOMAS JOUANNEAU／签名

s选
 择双相不锈钢是因为它在高盐分沿海
条件下的耐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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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版物

新报告确认不
锈钢可安全用
于食品加工

WHAT DO YOU NEED TO KNOW
ABOUT NICKEL ALLERGY ?
WHAT IS NACD ?
Nickel allergic contact dermatitis (NACD) is a rash or eczema on the skin of people
who are nickel-allergic. NACD is not a life threatening allergy and symptoms can be
managed by limiting contact with items that release a lot of nickel.
Nickel allergy is not inherited but acquired by some people who are in direct and
prolonged skin contact with items releasing high levels of nickel. Once a person
is allergic to nickel, it takes less nickel release to the skin to cause NACD than the
amount initially needed to make the person nickel-allergic.

NACD affects more women than men. On average 12% to 15%
of women and 1% to 2% of men are allergic to nickel. A very small
proportion of the nickel-allergic population are hyper-sensitive.
Hyper-sensitive people react to lower amounts of nickel released
than is typical for the nickel-allergic population as a whole.
These individuals need to take additional precautions
beyond those described here.

12-15%

1-2%

Items can contain nickel and be used without making people
allergic to nickel or triggering NACD in those already nickel-allergic.
For example, nickel-containing stainless steels are used by high
quality watch manufacturers. Such high quality stainless steels
contain 9% to 28% nickel but do not release sufficient amounts of
nickel to cause a nickel allergy.

NOT

根据在欧洲引入的新的试验标准确认不锈
钢可安全用于食品加工，。

9-28%
Nickel

欧洲理事会（CoE）于2013年发布了关于

NACD can cause discomfort such as itching and rash. But it is NOT
life-threatening and CANNOT cause anaphylactic shock, unlike
some other common allergens.

life-threatening

Team Stainless委托编制的一份新独立报告

食品接 触 材 料中金 属及合 金的准则，确
定了铁、铬、镍、锰和钼的特定释放限值

Three simultaneous conditions must
occur to trigger NACD:

关于 镍 过 敏 需 要 知 道
1.
+ 3.
+ 2.
什么？
Direct skin contact with
nickel-releasing item

Prolonged skin contact with
nickel-releasing item

A sufficient amount of nickel is
released and absorbed into the
skin to cause a NACD reaction

（SRL），而且纳入了一项更严苛的新试验
方法来模拟食品加工应用。

国际镍协会发布的信息图深入浅出地说

Team Stainless委托国际知名的瑞典皇家理

明了什么是镍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是

工学院按照新规程对7个等级的不锈钢进

对主题相同但内容更为详细的NiPERA

行独立试验。

Items that potentially release high amounts
of nickel such as some types of jewellery,
items worn in piercings or clothing fasteners,
may cause NACD in nickel-allergic people
when the three simultaneous conditions
occur.

Nickel-allergic people can effectively manage NACD by avoiding
direct and prolonged skin contact with items that could release
enough nickel to cause a reaction. Once the contact stops, NACD
symptoms will start to disappear. Consult a dermatologist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managing NACD symptoms and avoiding
NACD reactions.

人类健康情况说明书的另一说明。
NO
REACTION

DO YOU WANT TO KNOW MORE ?
信息图和NiPERA情况说明书可从国际

镍协 会网站下载 。信息图的印刷版可
Ni
28

1

Nickel

在communications@nickelinstitute.org
Get in touch with the Nickel Institute.
The Nickel Institute fosters open
communication towards preven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NACD.

索取。

Check our website for practical
and useful information on
NACD and the appropriate uses
of nickel.

Ask an Expert, through
our free online Technical
Inquiry Service via our
website.

被测等级包括两种最常用的合金――304型（UNS S30400）和316L型（S31603）。
作者证明所有被测等级都能安全地用于食品加工，因为金属释放量低于CoE准则规定
的特定释放限值（SRL）。研究还证明初次接触和反复使用后释放速率会显著下降。

报告概要可从www.nickelinstitute.org下载。

For more information check our website
www.nickelinstitute.org

金属未来展望

@NickelInstitute

欧洲有色金属协会建立了一个新网站“金属未来展望”。新网站

各种金属对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新网站上有一个动态博客，

对2050年欧洲金属工业的可持续性前景进行了展望，而且说明了

对可持续性主题进行持续更新。详见www.ourmetalsfuture.eu。

UNS 详情 本期《镍杂志》提到的合金和不锈钢的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
UNS

碳

钴

铬

铜

铁

氢

锰

钼

氮

铌

镍

氧

磷

硫

硅

钛

N01555
第12 页

0.07
最大值

0.05
最大值

0.01
最大值

0.01
最大值

0.05
最大值

0.005
最大值

-

-

-

0.025
最大值

54.057.0

0.05

-

-

-

差值

S30400
第 4, 14 页

0.08
最大值

-

18.0020.00

-

差值

-

2.00
最大值

-

-

-

8.0010.50

-

0.045
最大值

0.030
最大值

1.00
最大值

-

S31603
第2, 4, 14, 15, 16 页

0.030
最大值

-

16.0018.00

-

差值

-

2.00
最大值

2.003.00

-

-

10.0014.00

-

0.045
最大值

0.030
最大值

1.00
最大值

-

S32205
第13 页

0.030
最大值

-

22.023.0

-

差值

-

2.00
最大值

3.003.50

0.140.20

-

4.506.50

-

0.030
最大值

0.020
最大值

1.00
最大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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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焊接毫不费力

多年来，铜、金和银无需使用强酸就能实现软钎焊。现在，
随着一系列新焊剂的推出，镍和钢也实现了软钎焊。这些非
酸性新焊剂是由莱切斯特大学的离子液体小组与焊料制造
商Qualitek欧洲公司密切合作开发的。
离子液体实际上是极性很强的室温盐熔体。由于这类液体
具有极性而且能与离子络合，因此它们也能溶解一般仅在高
腐蚀性或碱性水溶液中溶解的化合物及盐类。
它们应用于电镀、电抛光、电化学、浸镀领域，现在还在电子
和工程应用中作为焊剂使用。
新焊剂不再需要惰性或还原性气氛、专业设备和特殊预处
理。残留物可以在温水中快速清除。在利用扫描电子显微术

照片：QUALITEK

（SEM）进行的金属间化合物层微截面评价的支持下，试验
表明它们能在160-400℃温度下作用于铜、黄铜、银、金、镍、
铸铁和不锈钢，比以前的温度低得多。
v 左上图：铜基材上焊接化学镍镀层的横截面
v 右上图：不锈钢钎焊
v 下图：镍和铜钎焊

层叠不锈钢电线保护电网
镍在作为电网浪涌保护器的故障限流器中发挥着不大但重要的作用。电网故障限
流器失效时后果很严重，而含镍不锈钢可以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由两层HTS（高
温超导体）
（分别带有75微米（0.003英寸）Ni 5W基材，夹在两层100微米（0.004英
寸）厚含镍316L型（UNS

S31603）不锈钢叠片之间）组成的层叠电线能传导的电流

相当 于类 似 尺寸 铜 丝 的10 0 多 倍。能 源 解 决 方 案 公司 A M S C 生 产 的 8 61 2 型
Amperium®不锈钢层叠电线用于限流超导线圈或超导棒，其中可靠性和限流能力
对于电网的稳定性至关重要。不锈钢叠层在限流器应用中实现了高“常态”电阻，
并使低热漏电流导线具备低导热性。77K（目前的超导上限）至4K区间内的热漏泄
一般是其他HTS丝的一半或以下。

详见http://www.amsc.com/library/SSAMP8612_DS_A4_0614_WEB.pdf。
s AMSC的Amperium®不锈钢层叠线能传导的电流相当于类似尺寸铜线的100多倍

《镍杂志》网络版
www.nickelinstitute.org

您可以免费订阅《镍杂志》，新一期在线
发布时您就能收到印刷本或电子邮件通
知（www.nickelinstitute.org/Nickel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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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www.nickelinstitute.org/Nickel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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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AMSC

请在LinkedIn上加入我们――请访问
国际镍协会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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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国际镍协会YouTube频道
www.youtube.com/user/NickelInstitute
观看与镍有关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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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莱中心
不锈钢艺术博物
馆银光闪闪
雷恩·莱中心是新西兰唯一的艺术博物馆，项目建筑师事务

© PATRICK REYNOLDS

所Patterson

Associates称其设计受雷恩·莱（1901-1980年）生

平、思想、文章和作品影响很大。2015年7月在新普利茅斯开
放的新艺术博物馆采用壮观的镜面不锈钢包覆板，专门收藏
这位出生于新西兰的雕塑家、活动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的作
品。
选择不锈钢出于几个原因。它本身十分引人注目，而且雷恩·
莱经常将它作为大型雕塑的材料。建筑物的起伏表面通过一
座新的城市广场反射光线，照亮较为阴暗的空间。而且，这种
材料能在海滨地区经受时间的考验。
不锈钢立面笼罩在雕刻而成的混凝土立柱外面。不锈钢板内
的凹槽通过与两侧槽口吻合的销钉固定在混凝土上，这样面
板就能由销钉支撑了。复杂的固定方式考虑了一天内冷热引
起的移动。
Patterson Associates与新普利茅斯不锈钢加工商Rivet密切合
作找出制作和连接面板以形成无缝立面的最佳方式。本地供
应商Steel & Tube Stainless面临的挑战是采购32吨8号光洁度
（高反光性）316L型（UNS S31603）不锈钢。带有光亮退火表
面的大尺寸镜面不锈钢制成540多块板，在混凝土结构之外
进行装配。按尺寸进行激光切割后与槽口配合形成悬吊系
统。不锈钢板随后折叠90°形成凹槽边缘并最终放入成型机
中制作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曲线。
雷恩·莱中心 给本国和国际游客 带来了深 刻而难 忘的体
验――包括雷恩·莱的艺术作品和思想，当然也包括宏伟的

r 在新普利茅斯的海滨环境中，新博物馆立面的使用寿命预计超
过100年而且几乎无需维护。镜面几乎不会沾染污垢或盐沉积
物，而且很容易清洗。

外观。

摘自原载于《新西兰不锈钢》的文章，第30期，2015年冬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