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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材料物理是介于物理学和材料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它旨在利用物理学中的一些成果
来阐明材料学中的种种现象和规律。随着物理学与材料学的迅猛发展，材料物理学的范围也
在不断扩大。材料物理性能是材料研究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材料物理性能参数更是材料
应用的主要技术指标。因此，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材料向着复合化、多功能化甚至智能化的
方向发展，材料物理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材料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主的学科，材料物理实验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材料物理实
验涉及内容广泛，它旨在利用材料学和物理学的原理来阐明材料的合成、结构、性能和应用领
域。近年来，国内许多高校增设了材料物理专业，然而很多材料物理专业的学生仍沿用材料学
科的以材料工程为基础内容的实验教材，或者使用各学校老师自编的讲义。根据国家教育部
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建设的精神，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调查研究，笔者结合所
在学校“工科院校理科专业———材料物理专业”的特色，编写了本书。

本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材料的组织形貌、结构及其测试分析，主要包括常用的材料形貌、
粒度、结构的相关测试实验；第二章材料的力学性能及其测试分析，主要包括关于金属材料拉
伸、疲劳、磨损、断裂韧性等的测定实验；第三章材料的物理性能及其测试分析，主要是材料的
热学、光学、电学、磁学性能的相关测试实验；第四章材料的物理制备技术，主要包括镀膜和等
离子体烧结等技术制备实验。

本书的主要特色是：注重基本概念的准确描述，有利于夯实学生材料物理基础知识；结合
材料物理实验技术最新的动态，使学生掌握最新的实验技术；以实用性为主要原则，有利于学
生掌握实验操作和相关数据处理的方法。

本书由盐城工学院张霞副教授担任主编，温永春（实验６，１５，２１，２２，２７，３４～３６），顾大
国（实验７，２４～２６，２８，３０～３３）和侯海军（实验１～５，８）等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其他实验
由张霞编写并由其负责全书的统稿。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其他院校的实验教材以及相
应的著作、期刊文献等，并受到盐城工学院材料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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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材料的组织形貌、结构及其测试分析

实验１　铸铁的显微组织分析（金相显微镜）

一、实验目的和要求
（１）了解灰口铸铁、磨口铸铁、可锻铸铁和球墨铸铁的显微组织特征。
（２）了解和掌握金相显微镜的工作原理、结构和操作方法。
二、实验原理
利用光学金相显微镜观察研究金相试样的组织或缺陷的方法称为金相显微分析。它是表

征材料微观结构特性的最基本的实验。了解和掌握金相显微镜的工作原理、结构和操作方法，
并利用金相显微镜观察和分析材料的显微组织特性是本实验的基础。

（一） 金相显微镜的成像原理
显微镜不像放大镜那样由单个透镜组成，而是由两级特定透镜所组成的。靠近被观察物

体的透镜叫作物镜，而靠近眼睛的透镜叫作目镜。借助物镜与目镜的两次放大，就能将物体放
大到很高的倍数（约２０００倍）。图１１所示是在显微镜中得到放大物像的光学原理图。

图１１　显微镜光学原理图

被观察的物体犃犅放在物镜之前距其焦距略
远一些的位置，由物体反射的光线穿过物镜，经折
射后得到一个放大的倒立实像犃′犅′，目镜再将实
像犃′犅′放大成倒立虚像犃″犅″，这就是我们在显微
镜下研究实物时所观察到的经过二次放大后的
物像。

在设计显微镜时，让物镜放大后形成的实像
犃′犅′位于目镜的焦距犳目之内，并使最终的倒立虚
像犃″犅″在距眼睛２５０ｍｍ处成像，这时观察者看
得最清晰。

（二） 金相显微镜的性能参数
１．金相显微镜的鉴别率
平面鉴别能力即物镜的分辨率是指物镜所具有的将显微组织中两物点清晰区分的最小距

离犱的能力。两物点间最小距离犱愈小，物镜的分辨能力愈高。



材料物理实验

２　　　　

２．显微镜的放大倍数与数值孔径犖犃
显微镜包括两组透镜———物镜和目镜。显微镜的放大倍数主要通过物镜来保证，物镜的

最高放大倍数可达１００倍，目镜的放大倍数可达２５倍。
物镜的放大倍数可由下式得出：

犕物＝犔／犉１ （１１）
式中　犔———显微镜的光学筒长度（即物镜后焦点与目镜前焦点的距离）；

犉１———物镜焦距。
而犃′犅′再经目镜放大后的放大倍数则可由以下公式计算：

犕目＝犇／犉２ （１２）
式中　犇———人眼明视距离（２５０ｍｍ）；

犉２———目镜焦距。
显微镜的总放大倍数应为物镜与目镜放大倍数的乘积，即

犕总＝犕物×犕目＝２５０犔／（犉１×犉２）
在使用中如选用另一台显微镜的物镜时，其机械镜筒长度必须相同，这时倍数才有效。否

则，显微镜的放大倍数应予以修正，应为
犕＝犕物×犕目×犆 （１３）

式中，犆为修正系数。修正系数可用物镜测微尺和目镜测微尺测量出来。
放大倍数用符号“”表示，例如物镜的放大倍数为２５，目镜的放大倍数为１０，

则显微镜的放大倍数为２５×１０＝２５０。放大倍数均分别标注在物镜与目镜的镜
筒上。

在使用显微镜观察物体时，应根据其组织的粗细情况，选择适当的放大倍数。以细节部分
观察得清晰为准，盲目追求过高的放大倍数，会带来许多缺陷。因为放大倍数与透镜的焦距有
关，放大倍数越大，焦距必须越小，同时所看到物体的区域也越小。

需要注意的是有效放大倍数问题。物镜的数值孔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ＮＡ）决定了显
微镜的有效放大倍数。有效放大倍数，就是人眼能够分辨的人眼鉴别率犱′与物镜的鉴别率犱
间的比值，即不使人眼看到假的像的最小放大倍数：

犕＝犱′／犱＝２犱′（ＮＡ）／λ （１４）
人眼鉴别率犱′一般在０．１５～０．３０ｍｍ之间，若分别用犱′＝０．１５ｍｍ和犱′＝０．３０ｍｍ代

入式（１４），则有
犕ｍｉｎ＝２×０．１５（ＮＡ）／（５５００×１０－７）＝５４５．４５（ＮＡ） （１５）
犕ｍａｘ＝２×０．３０（ＮＡ）／（５５００×１０－７）＝１０９０．９１（ＮＡ） （１６）

犕ｍｉｎ～犕ｍａｘ之间的放大倍数范围就是显微镜的有效放大倍数。
对于显微照相时的有效放大倍数的估算，应将人眼的分辨能力犱′用底片的分辨能力犱″代

替。一般底片的分辨能力犱″约为０．０３０ｍｍ，所以照相时的有效放大倍数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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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犕′＝犱″／犱＝２犱″（ＮＡ）／λ＝２×０．０３０（ＮＡ）／（５５００×１０－７）＝１０９．０９（ＮＡ） （１７）
如果考虑到由底片印出相片，人眼观察相片时的分辨能力为０．１５ｍｍ，则犕′应改为犕″：

犕″＝２×０．１５（ＮＡ）／（５５００×１０－７）＝５４５．４５（ＮＡ） （１８）
所以照相时的有效放大倍数在犕′～犕″之间，它比观察时的有效放大倍数小。这就是说，

如果用４５／０．６３的物镜照相，那么它的最大有效放大倍数为５００×０．６３（约３００倍），所选用
的照相目镜应为３００／４５（约６～７倍），放大倍数应在３００倍以下。
三、实验仪器和材料
（１）实验仪器：光学金相显微镜（见图１２）。

图１２　光学金相显微镜

（２）实验材料：普通灰口铸铁样品、变质灰口铸铁样品、可锻铸铁样品、球墨铸铁样品、麻
口铸铁样品。
四、实验内容和步骤
（一） 样品准备
（１）将普通灰口铸铁样品、变质灰口铸铁样品、可锻铸铁样品、球墨铸铁样品、麻口铸铁样

品按照要求切割、打磨、精磨、抛光后，在金相显微镜下观察试样表面有无粗磨痕。假如有较粗
的磨痕应该重新精磨、抛光，直至表面光滑无磨痕。

（２）选择合适的浸蚀剂来浸蚀上述试样。
（３）在显微镜下观察试样的显微组织。
（二） 金相显微镜的操作方法
（１）将光源插头接上电源变压器，然后将变压器接上户内２２０Ｖ电源即可使用。照明系

统在出厂前已经经过校正。
（２）每次更换灯泡时，必须将灯座反复调校。灯泡插上灯座后，在孔径光阑上面放上滤色

玻璃，然后将灯座转动及前后调节，以使光源均匀明亮地照射于滤色玻璃上，这样，灯泡已调节
正确，这时则将灯座的偏心环转动一个角度，以便将灯座紧固于底盘内。灯座及偏心环上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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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樗，如卸出时，只要将红点相对即可。
（３）原则上观察前要装上各个物镜。在装上或拆下物镜时，须把载物台升起，以免碰触透

镜。如选用某种放大倍率，可参照总倍率表来选择目镜和物镜。
（４）试样放上载物台时，使被观察表面覆置在载物台当中，如果是小试样，可用弹簧压片

把它压紧。
（５）使用低倍物镜观察调焦时，注意避免镜头与试样撞击，可从侧面注视着物镜，将载物

台尽量下移，直至镜头几乎与试样接触（但切不可接触），再从目镜中观察。此时应先用粗动调
焦手轮调节至初见物像，再改用微动调焦手轮调节至物像十分清楚为止。切不可用力过猛，以
免损坏镜头，影响物像观察。当使用高倍物镜观察，或使用油浸系物镜时，必须先注意极限标
线，务必使支架上的标线保持在齿轮箱外面两标线的中间，使微动留有适当的升降余量。当转
动粗动调焦手轮时，要小心地将载物台缓缓下降，在目镜视野里刚出现了物像轮廓后，立即改
用微动调焦手轮做正确调焦至物像最清晰为止。

（６）使用油浸系物镜前，将载物台升起，用一支光滑洁净的小棒蘸上一滴杉木油，滴在物
镜的前透镜上，这时要避免小棒碰压透镜，且不宜滴过多的油，以免损伤或弄脏透镜。

（７）为配合各种不同数值孔径的物镜，设置了大小可调的孔径光阑和视场光阑，其目的是
为了获得良好的物像和显微摄影衬度。当使用某一数值孔径的物镜时，先对试样正确调焦，之
后可调节视场光阑，这时从目镜视场里看到的视野逐渐被遮蔽，然后再缓缓调节使光阑孔张
开，至遮蔽部分恰到视场出现时为止。视场光阑的作用是把试样的视野范围之外的光源遮去，
以消除表面反射的漫射散光。为配合使用不同的物镜和适应不同类型试样的亮度要求设置了
大小可调的孔径光阑。转动孔径光阑套圈，使物像清晰明亮、轮廓分明。在光阑上刻有分度，
表示孔径尺寸。

（三） 金相试样分析
（１）用金相显微镜的明、暗场照明方式观察普通灰口铸铁样品、变质灰口铸铁样品、可锻

铸铁样品、球墨铸铁样品、麻口铸铁样品的组织形态。
（２）用金相显微镜摄影装置拍摄出明、暗场及偏光下的各种试样的金相组织，并在照片下

注明试样的各项要素：①试样名称；②照明方式；③加工过程；④浸剂；⑤组织名称；⑥放大
倍数。
五、实验注意事项
（１）操作时必须特别谨慎，不能有任何剧烈的动作。不允许自行拆卸光学系统。
（２）严禁用手指直接接触显微镜镜头的玻璃部分和试样磨面。若镜头上落有灰尘，会影

响显微镜的清晰度与分辨率。此时，应先用洗耳球吹去灰尘和沙粒，再用镜头纸或毛刷轻轻擦
拭，以免直接擦拭时划花镜头玻璃，影响使用效果。

（３）切勿将显微镜的灯泡（６～８Ｖ）插头直接插在２２０Ｖ的电源插座上，应当插在变压器
上，否则会立即烧坏灯泡。观察结束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４）在旋转粗调（或微调）手轮时动作要慢，碰到某种阻碍时应立即停止操作，报告指导教
师并查找原因，不得用力强行转动，否则会损坏机件。
六、实验报告
（１）简述金相显微镜明、暗场及偏光照明方式的基本原理和金相显微镜的操作要领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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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事项。
（２）指出各金相试样在明、暗场及偏光照明方式下的显微组织特性，并分析实验结果。
七、思考题
谈谈你对金相显微实验的体会和实验中你觉得存在的问题，并思考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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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２　玻璃微珠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形貌分析

一、实验目的和要求
（１）掌握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ＥＭ，又可简称为扫描电镜）的

基本结构、成像原理、主要功能以及一般操作步骤。
（２）能利用二次电子成像观察分析玻璃微珠的形貌特征。
（３）能利用成分衬度（背散射电子像和吸收电子像）观察玻璃微珠的形貌特征。
二、实验原理
（一） 扫描电镜的结构
扫描电镜的工作原理是由电子枪发射并经过聚焦的电子束在样品表面扫描，激发样品产

生各种物理信号，经过检测、视频放大和信号处理，在荧光屏上获得能反映样品表面各种特征
的扫描图像。扫描电镜由电子光学系统，扫描系统，信号检测、放大与显示系统，试样微动与更
换系统，真空系统，电源系统六部分组成，如图２１（ａ）所示。

图２１　扫描电子显微镜的构造及成像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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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主要作用简介如下：
１．电子光学系统
电子光学系统由电子枪、电磁透镜、光阑、样品室等部件组成，如图２１（ｂ）所示。为了获

得较高的信号强度和扫描像，由电子枪发射的扫描电子束应具有较高的亮度和尽可能小的束
斑直径。常用的电子枪有三种形式：普通热阴极三极电子枪、六硼化镧阴极电子枪和场发射电
子枪（ＦＥＧ），其性能如表２１所示。前两种属于热发射电子枪，后一种则属于冷发射电子枪。
由表２１可以看出场发射电子枪的亮度最高、电子源直径最小，是高分辨本领扫描电镜的理想
电子源。热电子在高压电场作用下，被加速通过栅极和阳极轴心孔进入电磁透镜系统。该系
统由多组会聚型电磁透镜系统组成。透镜的励磁电流可以自动调整，以此来调整对电子束的
压缩程度。

电磁透镜的功能是把电子枪的束斑逐级聚焦缩小，因照射到样品上的电子束斑越小，其分
辨率就越高。扫描电镜通常有三个磁透镜，前两个是强透镜，缩小束斑；第三个透镜是弱透镜，
焦距长，便于在样品室和聚光镜之间装入各种信号探测器。为了降低电子束的发散程度，每级
磁透镜都装有光阑。为了消除像散，装有消像散器。

表２１　几种类型电子枪性能
　　　　　性　能
电子枪类型　　　　

亮　度
／［Ａ／（ｃｍ２·ｓｒ）］

电子源直径
／μｍ

寿　命
／ｈ

真空度
／Ｐａ

普通热阴极三极电子枪 １０４～１０５ ２０～５０ ≈５０ １０－２

六硼化镧阴极电子枪 １０５～１０６ １～１０ ≈５００ １０－４

场发射电子枪（ＦＥＧ） １０７～１０８ ０．０１～０．１ ≈５０００ １０－８～１０－７

　　样品室中有样品台和信号探测器，样品台还能使样品做平移、倾斜、转动等运动。
２．扫描系统
扫描系统主要包括扫描发生器、扫描线圈和放大倍率变换器。扫描发生器产生一种随时

间线性变化的电压锯齿波。锯齿波信号同步地送入镜筒中的扫描线圈和显示系统的显像管
（ＣＲＴ）的扫描线圈上。镜筒的扫描线圈分上、下双偏转扫描装置，其作用是使电子束正好落
在物镜光阑孔中心，并且在试样上进行光栅扫描。Ｓｉｒｉｏｎ扫描电镜的扫描方式分为线扫描、面
扫描、点扫描和Ｙ调制扫描。各种扫描方式和扫描速度的选择，可以用显示单元上的一系列
按键来控制。

扫描电镜的放大倍率是通过改变电子束偏转角度来调节的。放大倍率等于ＣＲＴ显示屏
上的宽度与电子束在试样上扫描的宽度之比。Ｓｉｒｉｏｎ扫描电镜放大倍数为３０～８０００００倍，连
续可调放大倍数调节的粗调和细调旋钮均通过软件控制；放大倍数及标尺可直接在荧光屏上
读出。
３．信号检测、放大与显示系统
信号检测、放大与显示系统主要包括静电聚焦电极（收集极）、闪烁体探头、光导管、光电倍

增管和前置放大器等。样品在入射电子作用下会产生各种物理信号，有二次电子、背散射电
子、特征Ｘ射线、阴极荧光和透射电子。不同的物理信号要用不同类型的检测系统。检测器
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电子检测器、阴极荧光检测器和Ｘ射线检测器。以二次电子为例，二次
电子在收集栅的作用下（＋３００Ｖ）被引导到探测器打在闪烁体探头上，探头表面喷涂厚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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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埃①金属铝膜及荧光物质。在铝膜上加＋１０ｋＶ高压，以保证静电聚焦极收集到的绝大部分
电子落到闪烁体探头顶部。在二次电子轰击下闪烁体释放出光子束，它沿着光导管传到光电
倍增管的阴极上。

光电倍增管通常采用１３级百叶窗式倍增极，总增益为１０７～１０８。光电阴极把光信号转变
成电信号并加以放大输出，再经过前置放大后进入视频放大器直至ＣＲＴ的栅极上。

显示屏上的信号波形的幅度和电压受输入二次电子信号强度调制，从而改变图像的反差
和亮度。因此，电子束在试样表面上扫描时产生的二次电子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二次电子像
的反差与亮度。Ｓｉｒｉｏｎ型ＳＥＭ显示单元为双显示器，单独用一个显示器进行图像显示，所有
图像存为ＴＩＦＦ格式。
４．试样微动与更换系统（又称测角仪）
Ｓｉｒｉｏｎ型ＳＥＭ样品台是拉出型的，操作时通过计算机控制使样品台沿着犡、犢、犣三个方

向位移。同时还可以让样品绕轴倾斜（Ｔ）以及在水平面上旋转（Ｒ）。试样更换盘上样品尺寸
为３０ｍｍ，观察时移动面积为２０ｍｍ×２０ｍｍ。
５．真空系统
镜筒和样品室处于高真空下，一般不得高于１×１０－２Ｐａ，它由机械泵和分子涡轮泵来实

现。开机后先由机械泵抽低真空，约２０ｍｉｎ后由分子涡轮泵抽真空，约几分钟后就能达到高
真空度。此时才能放试样进行测试，在放试样或更换灯丝时，阀门会将镜筒部分、电子枪室和
样品室分别分隔开，这样保持镜筒部分真空不被破坏。
６．电源系统
电源系统由稳压、稳流及相应的安全保护电路所组成，提供扫描电镜各部分所需要的

电源。
（二） 形貌衬度———二次电子像
１．二次电子像衬度原理
表面形貌衬度是以对样品表面形貌变化敏感的物理信号作为调制信号而得到的一种像衬

度。因为二次电子信号主要来自样品表层５～１０ｎｍ深度范围，它的强度与原子序数没有明
确关系，但对微区刻面相对于入射电子束的位向却十分敏感。二次电子像分辨率比较高，一般
在３～６ｎｍ，其分辨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竖斑直径，而实际上真正能达到的分辨率与样品本身
的性质、制备方法，以及电镜的操作条件如扫描速度、光强度、工作距离、样品的倾斜角等因素
有关，在最理想的状态下，目前可达到的最佳分辨率为１ｎｍ。

扫描电镜图像表面形貌衬度几乎可以用于显示任何样品表面的超微信息，其应用已渗透
到许多科学研究领域，在失效分析、刑事案件侦破、病理诊断等技术部门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材料科学研究领域，表面形貌衬度在断口分析等方面有突出的优越性，因此它适用于显示形
貌衬度。
２．样品的制备
扫描电镜的样品必须具有导电性，否则会因为静电效应而影响分析，所以对于导电性差的

材料必须进行表面喷镀。喷镀一般在真空镀膜机或离子溅射仪上进行，喷镀的金属有金、铂、
银等重金属。为改善金属的分散覆盖能力，有时先喷镀一层碳。表面喷镀不要太厚，太厚会掩

①埃：?，长度单位，１?＝１０－１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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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细节；也不能太薄，太薄会不均匀；一般控制在５～１０ｎｍ为宜。厚度可通过喷镀颜色来
判断。

（三） 原子序数衬度———背散射电子像
１．原子序数衬度的形成机理
原子序数衬度是以对样品微区原子序数或化学成分变化敏感的物理信号作为调制信号而

得到的一种能显示微区化学成分差别的像衬度。背散射电子、吸收电子和特征Ｘ射线等信号
对微区原子序数或化学成分的敏感变化，都可以作为原子序数衬度或化学成分衬度。

背散射电子是被样品原子反射回来的入射电子，样品背散射系数η随元素原子序数犣的
增大而增大。即样品表面平均原子序数越大的区域，产生的背散射电子信号越强，在背散射电
子像上显示的衬度越亮；反之则越暗。因此可以根据背散射电子像（成分像）的明暗衬度来判
断相应区域原子序数的相对大小。

背散射电子能量较高，离开样品表面后沿直线轨迹运动，检测到的背散射电子信号强度要
比二次电子小得多，且有阴影效应。由于背散射电子产生的区域较大，因此分辨率低。
２．观察背散射电子像
把试样放入样品室，接通背散射电子像检测器，就可以对样品进行ｓｈａｄｏｗ像、ｔｏｐｏ像和

ｃｏｍｐ像的观察。
三、实验仪器和材料
（１）实验仪器：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一体化能谱仪（ＥＤＳ）、电子背散射衍射分析

（ＥＢＳＤ）系统附件以及ＣＣＤ数码照相装置。
（２）实验材料：玻璃微珠。
四、实验内容和步骤
（一） 样品制备
将分散好的样品滴于铜片上，干燥后将载有样品的铜片粘在样品座上的导电胶带上（对于

大颗粒样品可直接将样品粘在导电胶带上）。
对于导电性不好的样品必须蒸镀导电层，通常为蒸金：将样品座置于蒸金室中，合上盖子，

打开通气阀门，对蒸金室进行抽真空。选择好适当的蒸金时间，达到真空度定好时间后加电压
并开始计时，保持电流值，时间到后关闭电压，关闭仪器。取出样品。（注意：打开蒸金室前必
须先关闭通气阀门，以防液体倒流。）

（二） 扫描电镜的操作
１．安装样品
（１）按“Ｖｅｎｔ”直至灯闪，对样品交换室放氮气，直至灯亮。
（２）松开样品交换室锁扣，打开样品交换室，取下原有的样品台，将已固定好样品的样品

台放到送样杆末端的卡爪内。（注意：样品高度不能超过样品台高度，且样品台下面的螺丝不
能超过样品台下部凹槽的平面。）

（３）关闭样品交换室门，扣好锁扣。
（４）按“ＥＶＡＣ”按钮，开始抽真空；“ＥＶＡＣ”闪烁；待真空达到一定程度，“ＥＶＡＣ”点亮。
（５）将送样杆放下至水平，向前轻推至送样杆完全进入样品室，直至无法再推动为止。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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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Ｈｏｌｄ”灯点亮，将送样杆向后轻轻拉回至末端台阶露出导板外，将送样杆竖起卡好。（注
意：推拉送样杆时用力必须沿送样杆轴线方向，以防损坏送样杆。）
２．试样的观察
（１）观察样品室的真空“ＰＶＧ”值，当真空达到９．０×１０－５Ｐａ时，打开“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加高

压５ｋＶ，软件上扫描的发射电流为１０μＡ，工作距离“ＷＤ”为８ｍｍ，扫描模式为“Ｌｅｉ”。（注
意：为减少干扰，有磁性样品时，工作距离一般为１５ｍｍ左右。）

（２）在操作键盘上按下“ＬｏｗＭａｇ”“ＱｕｉｃｋＶｉｅｗ”，将放大倍率调至最低，点击“Ｓｔａｇｅ
Ｍａｐ”，对样品进行标记，按顺序对样品进行观察。

（３）取消“ＬｏｗＭａｇ”，看图像是否清楚，不清楚则调节聚焦旋钮和放大倍率旋钮，直至图
像清楚。

（４）聚焦到图像的边界一致，如果边界清晰，说明图像已选好。如果边界模糊，调节操作
键盘上的“Ｘ”“Ｙ”两个消像散旋钮，直至图像边界清晰。如果图像太亮或太暗，可以调节对比
度和亮度，旋钮分别为“Ｃｏｎｔｒａｓｔ”和“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也可以按“ＡＣＢ”按钮，自动调整图像的亮度
和对比度。

（５）按“ＦｉｎｅＶｉｅｗ”键，进行慢扫描，同时按“Ｆｒｅｅｚｅ”键，锁定扫描图像。
（６）扫描完图像后，打开软件上的“Ｓａｖｅ”窗口，按“Ｓａｖｅ”键，填好图像名称，选择图像保存

格式，然后确定，保存图像。
（７）按“Ｆｒｅｅｚｅ”解除锁定后，继续进行样品下一个部位或者下一个样品的观察。
注意：软件控制面板上的背散射按钮千万不能碰，以防损坏仪器。
３．取出样品
（１）检查高压是否处于关闭状态（如“ＨＴ”键为绿色，点击“ＨＴ”键，关闭高压，“ＨＴ”键为

蓝色或灰色）。
（２）检查样品台是否归位，工作距离为８ｍｍ，点击样品台按钮，按“Ｅｘｃｈａｎｇ”键，

“Ｅｘｃｈａｎｇ”灯亮。
（３）将送样杆放至水平，轻推送样杆到样品室，停顿１ｓ后，抽出送样杆并将送样杆竖起卡

好，注意观察“Ｈｏｌｄ”关闭。
五、实验注意事项
（１）为了使电镜样品室不受污染，样品在放入样品室前一定要清洗干净，样品表面可以使

用洗耳球吹几下，去除样品表面的灰尘等。
（２）为了获得高质量的图像，实验样品一定要做导电处理，如：表面喷碳或喷金，底座用导

电胶或碳胶粘等。
（３）为了防止实验样品在高倍下的抖动和图像漂移，要求实验样品高度要低，还有样品与

底座之间要粘牢。
六、实验报告
（１）试描述扫描电镜的基本组成，并简述各部分的功能。
（２）扫描电镜显微分析有哪些特点？
（３）获得高质量图像与哪些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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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扫描电镜（二次电子）图像衬度是怎样形成的？
七、思考题
（１）根据成像原理，对比材料的光学金相图像与ＳＥＭ的二次电子图像的异同。
（２）在ＳＥＭ实验中为什么要特别注意样品的导电问题？
（３）在高倍观察纳米材料的微结构时，如何解决样品的漂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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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３　奥氏体不锈钢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分析

一、实验目的和要求
（１）掌握透射电子显微镜（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ＴＥＭ，又可简称为透射电

镜）的基本结构和常规操作步骤。
（２）掌握选区电子衍射原理及其标准操作步骤。
（３）掌握衍射衬度明暗场像的成像原理和操作步骤。
二、实验原理
（一） 透射电镜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透射电子显微镜是一种具有高分辨率、高放大倍数的电子光学仪器，被广泛应用于材料科

学等研究领域。透射电镜以波长极短的电子束作为光源，电子束经由聚光镜系统的电磁透镜
将其聚焦成一束近似平行的光线而穿透样品，再经成像系统的电磁透镜成像和放大，然后电子
束投射到主镜筒最下方的荧光屏上而形成所观察物体的图像。在材料科学研究领域，透射电
镜主要可用于材料微区的组织形貌观察、晶体缺陷分析和晶体结构测定。

透射电子显微镜按加速电压分类，通常可分为常规电镜（１００ｋＶ）、高压电镜（３００ｋＶ）和
超高压电镜（５００ｋＶ以上）。提高加速电压，可缩短入射电子的波长。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电镜
的分辨率；同时又可以提高对试样的穿透能力，这不仅可以放宽对试样减薄的要求，而且厚试
样与近二维状态的薄试样相比，更接近三维的实际情况。就当前各研究领域使用的透射电镜
来看，其主要性能指标有如下三个：

（１）加速电压：８０ｋＶ～３０００ｋＶ。
（２）分辨率：点分辨率为０．２～０．３５ｎｍ、线分辨率为０．１～０．２ｎｍ。
（３）最高放大倍数：３０万～１００万倍。
透射电镜一般由电子光学系统、真空系统、电源及控制系统三大部分组成。此外，还包括

一些附加的仪器和部件、软件等。下面对透射电镜的基本结构作简单介绍。
１．电子光学系统
电子光学系统通常又称为镜筒，是电镜的最基本组成部分，是用于提供照明、成像、显像和

记录的装置。整个镜筒自上而下顺序排列着电子枪、双聚光镜、样品室、物镜、中间镜、投影镜、
观察室、荧光屏及照相室等。通常又把电子光学系统分为照明、成像和观察记录部分。
２．真空系统
为保证电镜正常工作，要求电子光学系统应处于真空状态。电镜的真空度一般应保持在

１０－５Ｔｏｒｒ①，这需要机械泵和油扩散泵两级串联才能得到保证。目前的透射电镜增加一个离
子泵以提高真空度，真空度可高达１３３．３２２×１０－８Ｐａ或更高。如果电镜的真空度达不到要

①Ｔｏｒｒ：托，压强单位，１Ｔｏｒｒ＝１７６０ａｔｍ（准确值）＝１３３．３２２４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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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会出现以下问题：
（１）电子与空气分子碰撞而改变运动轨迹，影响成像质量。
（２）栅极与阳极间空气分子电离，导致极间放电。
（３）阴极炽热的灯丝迅速氧化烧损，缩短使用寿命甚至无法正常工作。
（４）试样易被氧化污染，产生假象。
３．供电控制系统
供电系统主要提供两部分电源，一是用于电子枪加速电子的小电流高压电源；二是用于各

透镜激磁的大电流低压电源。目前先进的透射电镜多已采用自动控制系统，其中包括真空系
统操作的自动控制，从低真空到高真空的自动转换、真空与高压启闭的连锁控制，以及用微机
控制参数选择和镜筒合轴对中等。

（二） 明 暗场成像原理及操作
１．明暗场成像原理
晶体薄膜样品明暗场像的衬度（即不同区域的明暗差别），是由于样品相应的不同部位结

构或取向的差别导致衍射强度的差异而形成的，因此称其为衍射衬度，以衍射衬度机制为主而
形成的图像称为衍衬像。如果只允许透射束通过物镜光阑成像，称其为明场像；如果只允许某
支衍射束通过物镜光阑成像，则称为暗场像。有关明暗场成像的光路原理参见图３１。就衍
射衬度而言，样品中不同部位结构或取向的差别，实际上表现在满足或偏离布拉格条件程度上
的差别。满足布拉格条件的区域，衍射束强度较高，而透射束强度相对较弱，用透射束成明场
像该区域呈暗衬度；反之，偏离布拉格条件的区域，衍射束强度较弱，透射束强度相对较高，该
区域在明场像中显示亮衬度。而暗场像中的衬度则与选择哪支衍射束成像有关。如果在一个
晶粒内，在双光束衍射条件下，明场像与暗场像的衬度恰好相反。
２．明场像和暗场像
明暗场成像是透射电镜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技术方法，其操作比较容易，这里仅对暗场

像操作及其要点简单介绍如下：
（１）在明场像下寻找感兴趣的视场。
（２）插入选区光阑围住所选择的视场。
（３）按“衍射”按钮转入衍射操作方式，取出物镜光阑，此时荧光屏上将显示所选区域内晶

体产生的衍射花样。为获得较强的衍射束，可适当地倾转样品调整其取向。
（４）倾斜入射电子束方向，使得用于成像的衍射束与电镜光铀平行，此时该衍射斑点应位

于荧光屏中心。
（５）插入物镜光阑套住荧光屏中心的衍射斑点，转入成像操作方式，取出选区光阑。此

时，荧光屏上显示的图像即为该衍射束形成的暗场像。
通过倾斜入射束方向，把成像的衍射束调整至光轴方向，这样可以减小球差，获得高质量

的图像。用这种方式形成的暗场像称为中心暗场像。在倾斜入射束时，应将透射斑移至原强
衍射斑（犺犽犾）位置，而（犺犽犾）弱衍射斑相应地移至荧光屏中心，而变成强衍射斑点，这一点应该
在操作时引起注意。

图３１所示是相邻两个钨晶粒的明场和暗场像。由于Ａ晶粒的某晶面满足布拉格条件，
衍射束强度较高，因此在明场像中显示暗衬度。图３１（ｂ）所示是Ａ晶粒的衍射束形成的暗场
像，因此Ａ晶粒显示亮衬度，而Ｂ晶粒则为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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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　明暗场成像的光路原理示意图
（ａ）明场成像；（ｂ）中心暗场成像

三、实验仪器和材料

图３２　透射电子显微镜

（１）实验仪器：透射电子显微镜
（ＴＥＭ）（图３２）。

（２）实验材料：奥氏体不锈钢。
四、实验内容和步骤
（一） 实验内容
（１）实验室工作人员介绍ＴＥＭ各部

分结构和功能。
（２）观摩实验室工作人员操作ＴＥＭ，

了解从开机、加高压、合轴对中、消像散、
装试样、倍率调整、聚焦图像、选择成像、
照相和图形处理等整个操作过程。

（３）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选区电子衍射（ＳＡＤ）和明暗场成像
操作。

（４）观察奥氏体不锈钢样品的衬度
明暗场像。

（二）ＴＥＭ基本操作
（１）检查电镜冷却水循环水箱及空气

压缩机是否正常工作。
（２）检查电镜各部分真空指标是否适

于实验，打开透射电镜电源，观察左控制
台上“ＨＶ”指示灯是否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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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确认ＣＲＴ上显示样品位置为“０”，样品台处显示“Ｘ”“Ｙ”两轴倾转为“０”，按照要求装
入样品。

（４）将各透镜开关逐一置于“ＯＮ”。
（５）装样后约３０ｍｉｎ，加高压至１２０ｋＶ停２ｍｉｎ，１６０ｋＶ停３ｍｉｎ，然后加压到２００ｋＶ

停５ｍｉｎ。待高压稳定后，操作ＬａＢ６灯丝，缓慢增加灯丝电流至饱和位置。
（６）观察灯丝像，调节电子枪倾斜，使灯丝像对称，确定饱和位置。
（７）照明系统对中（“ｓｐｏｔｓｉｚｅ”置“１”时，用“ＧＵＮ”平移将光斑调至中心；“ｓｐｏｔｓｉｚｅ”置“３”

时，用“Ｂｒｉｇｈｔ”平移将光斑调至中心，反复几次）。
（８）２万倍时，调照明系统补偿。
（９）１０万倍时，调电压中心。
（１０）调整样品取向。
（１２）消像散，拍照。
（１２）工作完毕后，缓慢退灯丝电流，退高压。各透镜开关必须全部置于“ＯＦＦ”。
（１３）取出样品（换样品时倾转台和样品台必须回零）。
（四）ＴＥＭ选区电子衍射的操作步骤
（１）在成像的操作方式下，使物镜精确聚焦，获得精确的形貌像。
（２）转到“选区放大”模式，调整倍率到适当值，把准备研究的样品区域移到荧光屏

中央。
（３）放入孔径合适的选区光阑，使它正好可以把要研究的样品套住，开始按动衍射斑，且

要使选区光阑轮廓变得最清楚。
（４）放入物镜光阑，提高衬度，用“聚焦”键对所测样品聚焦，要求得到正焦状态。此时物

镜平面与选区光阑面、中间镜物平面重合。
（５）转到“衍射”模式，拿出物镜光阑，就可以得到选区电子衍射花样。用“放大”镜改变相

机长度，最后得到合适的斑点图。
（６）右旋“亮度”钮，调节聚光镜，使照明光散开得到平行的照明，并调节“衍射停止”键，使

花样中心斑点变细。
（７）用照相机照相得到衍射花样。
五、实验注意事项
（１）只有晶体样品形成的衍射衬度像才存在明场像与暗场像之分，其亮度互补，即在明场

下是亮线，在暗场下则为暗线，条件是此暗线确实是所操作反射斑引起的。
（２）透射电镜分析不是表面形貌的直接反映，是入射电子束与晶体样品之间相互作用后

的反映。
（３）为了使衍射衬度像与晶体内部结构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能够根据图像来分析晶体

内部的结构和缺陷，必须建立一套理论，这就是衍衬运动学理论和动力学理论。
六、实验报告
（１）简述ＴＥＭ的结构原理及各部分的作用，并思考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２）绘图说明选区电子衍射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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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思考题
（１）在ＴＥＭ正式开始观察样品之前，必须进行电子束的合轴对中操作，它有什么意义？

对图像的质量有什么影响？
（２）为什么要进行消像散操作？ＴＥＭ中有哪些消像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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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４　犡射线衍射物相分析

一、实验目的和要求
（１）了解Ｘ射线衍射（Ｘｒａｙ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ＸＲＤ）及Ｘ射线衍射仪的结构。
（２）掌握Ｘ射线物相分析的原理、方法与步骤。
二、实验原理
对某物质的性质进行研究时，不仅需要知道它的元素组成，更为重要的是要了解它的物相

组成。Ｘ射线衍射方法是对晶态物质进行物相分析的最权威的方法。
每一种结晶物质都有其独特的化学组成和晶体结构。没有任何两种物质的晶胞大小、质

点种类及其在晶胞中的排列方式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当Ｘ射线被晶体衍射时，每一种结晶
物质都有其独特的衍射花样，它们的特征可以用各个衍射晶面间距犱和衍射线的相对强度
犐／犐０来表征。其中晶面间距犱与晶胞的形状和大小有关，相对强度则与质点的种类及其在晶
胞中的位置有关。所以任何一种结晶物质的衍射数据犱和犐／犐０是其晶体结构的必然反映，因
而可以根据它们来鉴别结晶物质的物相。晶体的Ｘ射线衍射图谱是对晶体微观结构精细的
形象变换，每种晶体结构与其Ｘ射线衍射图之间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任何一种晶态物质都
有其独特的Ｘ射线衍射图，而且不会因为与其他物质混合而发生变化，这就是Ｘ射线衍射法
进行物相分析的依据。

根据晶体对Ｘ射线的衍射特征———衍射线的位置、强度及数量来鉴定结晶物质之物相的
方法，就是Ｘ射线物相分析法。

（一）Ｘ射线衍射仪
本实验使用的仪器是Ｘ射线衍射仪。Ｘ射线多晶衍射仪（又称Ｘ射线粉末衍射仪）由Ｘ

射线发生器、测角仪、Ｘ射线强度测量系统以及衍射仪控制与衍射数据采集、处理系统四大部
分组成。图４１所示是Ｘ射线多晶衍射仪的构造示意图。

图４１　犡射线多晶衍射仪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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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Ｘ射线发生器
Ｘ射线多晶衍射仪的Ｘ射线发生器是高稳定度的，它由Ｘ射线管、高压发生器、管压管流

稳定电路和各种保护电路等部分组成。
衍射用的Ｘ射线管实际上都属于热电子二极管，有密封式和转靶式两种。前者最大

功率不超过２．５ｋＷ，视靶材料的不同而异；后者是为获得高强度的Ｘ射线而设计的，一
般功率在１０ｋＷ以上。密封式Ｘ射线管的工作原理如图４２所示。Ｘ射线管工作时阴
极接负高压，阳极接地。灯丝附近装有控制栅，使灯丝发出的热电子在电场的作用下聚
焦轰击到靶面上。阳极靶面上受电子束轰击的焦点便成为Ｘ射线源，向四周发射Ｘ射
线。在阳极一端的金属管壁上一般开有四个射线出射窗口，实验利用的Ｘ射线就从这些
窗口得到。密封式Ｘ射线管除了阳极一端外，其余部分都是玻璃制成的。管内真空度达
１０－６～１０－５Ｔｏｒｒ，高真空可以延长发射热电子的钨质灯的寿命，防止阳极表面受到污染。
早期生产的Ｘ射线管一般用云母片做窗口材料，而现在的衍射用射线管窗口材料都用Ｂｅ
片（厚０．２５～０．３ｍｍ），Ｂｅ片对ＭｏＫα，ＣｕＫα，ＣｒＫα分别具有９９％，９３％，８０％左右的
透过率。

图４２　密封式犡射线管的工作原理

Ｘ射线管主要分密闭式和可拆卸式两种。广泛使用的是密闭式，由阴极灯丝、阳极、聚焦
罩等组成，功率大部分为１ｋＷ～２ｋＷ。可拆卸式Ｘ射线管又称为旋转阳极靶，其功率比密
闭式大许多倍，一般为１２ｋＷ～６０ｋＷ。常用的Ｘ射线靶材有Ｗ，Ａｇ，Ｍｏ，Ｎｉ，Ｃｏ，Ｆｅ，
Ｃｒ，Ｃｕ等。Ｘ射线管线焦点为１×１０ｍｍ２，取出角为３°～６°。

选择阳极靶的基本要求是要尽可能避免靶材产生的特征Ｘ射线激发样品的荧光辐射，以
降低衍射花样的背底，使图样清晰。
２．测角仪
测角仪是粉末Ｘ射线衍射仪的核心部件，主要由索拉光阑、发散狭缝、接收狭缝、防

散射狭缝、样品座及闪烁探测器等组成。测角仪一般有卧式和立式之分，图４３所示是
卧式测角仪的光路系统，扫描圆平行水平面。立式测角仪的光路与此类似，不同的是其
扫描圆垂直于水平面。Ｘ射线源使用线焦点光源，线焦点与测角仪轴平行。测角仪的中
央是样品台，样品台上有一个作为放置样品时使样品平面定位的基准面，用以保证样品
平面与样品台转轴重合。样品台与检测器的支臂围绕同一转轴旋转，如图４３所示的
犗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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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３　卧式测角仪的光路系统

（１）衍射仪一般利用线焦点作为Ｘ射线源犛。如果采用焦斑尺寸为１０ｍｍ２的常规Ｘ射
线管，当出射角为６°时，实际有效焦宽为０．１ｍｍ，成为０．１×１０ｍｍ２的线状Ｘ射线源。

（２）从犛发射的Ｘ射线，其水平方向的发散角被第一个狭缝限制之后，照射试样。这个狭
缝称为发散狭缝（ＤＳ），生产厂供给（１／６）°，（１／２）°，１°，２°，４°的发散狭缝和测角仪调整用
０．０５ｍｍ宽的狭缝。

（３）从试样上衍射的Ｘ射线束，在犉处聚焦，放在这个位置的第二个狭缝，称为接收狭缝
（ＲＳ）。生产厂供给０．１５ｍｍ，０．３ｍｍ，０．６ｍｍ宽的接收狭缝。

（４）第三个狭缝是防止空气散射等非试样散射Ｘ射线进入计数管，称为防散射狭缝
（ＳＳ）。ＳＳ和ＤＳ配对，生产厂供给与发散狭缝的发射角相同的防散射狭缝。

（５）犛１，犛２称为索拉狭缝，是由一组等间距且相互平行的薄金属片组成的，它限制入射Ｘ
射线和衍射线的垂直方向发散。索拉狭缝装在叫作索拉狭缝盒的框架里。这个框架兼作其他
狭缝插座用，即插入ＤＳ，ＲＳ和ＳＳ。
３．Ｘ射线探测记录装置
衍射仪中常用的探测器是闪烁计数管（ＳＣ），它是利用Ｘ射线能在某些固体物质（磷光体）

中产生波长在可见光范围内的荧光，这种荧光再转换为能够测量的电流。由于输出的电流和
计数管吸收的Ｘ光子能量成正比，因此可以用来测量衍射线的强度。

闪烁计数管的发光体一般是用微量铊活化的碘化钠（ＮａＩ）单晶体。这种晶体经Ｘ射线激
发后发出蓝紫色的光。将这种微弱的光用光电倍增管来放大。发光体的蓝紫色光激发光电倍
增管的光电面（光阴极）而发出光电子（一次电子）。光电倍增管电极由１０个左右的联极构成，
由于一次电子在联极表面上激发二次电子，经联极放大后电子数目按几何级数剧增（约１０６
倍），最后输出像正比计数管那样高（几个毫伏）的脉冲。闪烁计数管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如
图４４所示。



材料物理实验

２０　　　

图４４　闪烁计数管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４．计算机控制、处理装置
ＸＲＤ—２衍射仪的主要操作都由计算机控制自动完成，扫描操作完成后，衍射原始数据自

动存入计算机硬盘中以供数据分析处理。数据分析处理包括平滑点的选择、背底扣除、自动寻
峰、犱值计算、衍射峰强度计算等。

（二）ＸＲＤ实验参数的选择
１．阳极靶的选择
选择阳极靶的基本要求：尽可能避免靶材产生的特征Ｘ射线激发样品的荧光辐射，以降

低衍射花样的背底，使图样清晰。
必须根据试样所含元素的种类来选择最适宜的特征Ｘ射线波长（靶）。当Ｘ射线的波长

稍短于试样成分元素的吸收限时，试样强烈地吸收Ｘ射线，并激发产生成分元素的荧光Ｘ射
线，背底增高。其结果是峰背比（信噪比）犘／犅低（犘为峰强度，犅为背底强度），衍射图谱难以
分清。
Ｘ射线衍射所能测定的犱值范围，取决于所使用的特征Ｘ射线的波长。Ｘ射线衍射所需

测定的犱值范围大都在１～１０?之间。为了使这一范围内的衍射峰易于分离而被检测，需要
选择合适波长的特征Ｘ射线。一般测试使用铜靶，但因Ｘ射线的波长与试样的吸收有关，可
根据试样物质的种类分别选用Ｃｏ，Ｆｅ或Ｃｒ靶。此外还可选用钼靶，这是由于钼靶的特征Ｘ
射线波长较短，穿透能力强，如果希望在低角处得到高指数晶面衍射峰，或为了减少吸收的影
响等，均可选用钼靶。

该实验选择Ｃｕ靶。
２．管电压和管电流的选择
工作电压设定为靶材临界激发电压的３～５倍。选择管电流时功率不能超过Ｘ射线管的

额定功率，较低的管电流可以延长Ｘ射线管的寿命。
Ｘ射线管经常使用的负荷（管压和管流的乘积）选为最大允许负荷的８０％左右。但是，当

管压超过激发电压的５倍以上时，强度的增加率将下降。因此，在相同负荷下产生Ｘ射线时，
在管压为激发电压的约５倍以内时要优先考虑管压，在更高的管压下其负荷可用管流来调节。
靶元素的原子序数越大，激发电压就越高。由于连续Ｘ射线的强度与管压的平方成正比，特
征Ｘ射线与连续Ｘ射线的强度之比随着管压的增加接近一个常数，当管压超过激发电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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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倍时反而变小，因此，管压过高，信噪比犘／犅将降低，这是不可取的。
３．发散狭缝的选择（ＤＳ）
发散狭缝（ＤＳ）决定了Ｘ射线水平方向的发散角，限制试样被Ｘ射线照射的面积。如果

使用较宽的发散狭缝，Ｘ射线强度增加，但在低角处入射Ｘ射线超出试样范围，照射到边上的
试样架，出现试样架物质的衍射峰或漫散峰，给定量物相分析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按
测定目的选择合适的发散狭缝宽度。

生产厂家提供（１／６）°，（１／２）°，１°，２°，４°的发散狭缝，通常定性物相分析选用１°发散狭
缝，当低角度衍射特别重要时，可以选用（１／２）°（或（１／６）°）发散狭缝。
４．防散射狭缝的选择（ＳＳ）
防散射狭缝用来防止空气等物质引起的散射Ｘ射线进入探测器，一般选用与ＤＳ角度相

同的ＳＳ。
５．接收狭缝的选择（ＲＳ）
生产厂家提供０．１５ｍｍ，０．３ｍｍ，０．６ｍｍ的接收狭缝，接收狭缝的大小影响衍射线的

分辨率。接收狭缝越小，分辨率越高，衍射强度越低。通常定性物相分析时使用０．３ｍｍ的接
收狭缝，精确测定可使用０．１５ｍｍ的接收狭缝。
６．滤波片的选择
该实验中选择Ｎｉ滤波片。
７．扫描范围的确定
不同的测定目的，其扫描范围也不同。当选用Ｃｕ靶进行无机化合物的相分析时，扫描范

围一般为２°～９０°（２θ）；对于高分子、有机化合物的相分析，其扫描范围一般为２°～６０°；在定量
分析、点阵参数测定时，一般只对欲测衍射峰扫描几度。
８．扫描速度的确定
常规定性物相分析常采用２°／ｍｉｎ或４°／ｍｉｎ的扫描速度。在进行点阵参数测定、微量分

析或定量物相分析时，常采用（１／２）°／ｍｉｎ或（１／４）°／ｍｉｎ的扫描速度。
三、实验仪器和材料
（１）实验仪器：Ｘ射线衍射仪（ＸＲＤ）。
（２）实验材料：多晶硅片。
四、实验内容和步骤
（一） 样品制备
Ｘ射线衍射分析的样品主要有粉末样品、块状样品、薄膜样品、纤维样品等。样品不同，分

析目的不同（定性分析或定量分析），样品的制备方法就不同。
１．粉末样品
Ｘ射线衍射仪的粉末试样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晶粒要细小，试样无择优取向（取向排列混

乱）。因此，通常将试样研细后使用。可用玛瑙研钵研细。定性分析时粒度应小于４４μｍ（３５０
目），定量分析时应将试样研细至１０μｍ左右。较方便地确定１０μｍ粒度的方法是，用拇指和
中指捏住少量粉末，并碾动，两手指间没有颗粒感觉的粒度大致为１０μｍ。

常用的粉末样品架为玻璃试样架，在玻璃板上蚀刻出试样填充区为２０ｍｍ×１８ｍｍ。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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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样品架主要用于粉末试样较少（约少于５００ｍｍ３）时。填充时，将试样粉末一点一点地放进
试样填充区，重复这种操作，使粉末试样在试样架里均匀分布并用玻璃板压平实，要求试样面
与玻璃表面齐平。如果试样的量少到不能充分填满试样填充区，可在玻璃试样架凹槽里先滴
一薄层用醋酸戊酯稀释的火棉胶溶液，然后将粉末试样撒在上面，待干燥后测试。
２．块状样品
先将块状样品表面研磨抛光，大小不超过２０ｍｍ×１８ｍｍ，然后用橡皮泥将样品粘在铝样

品支架上，要求样品表面与铝样品支架表面齐平。
３．微量样品
取微量样品放入玛瑙研钵中将其研细，然后将研细的样品放在单晶硅样品支架上（切割单

晶硅样品支架时使其表面不满足衍射条件），滴数滴无水乙醇使微量样品在单晶硅片上分散均
匀，待乙醇完全挥发后即可测试。
４．薄膜样品制备
将薄膜样品剪成合适大小，用胶带粘在玻璃样品支架上即可。
（二） 样品测量
１．开机前准备
（１）设备开机前必须接通冷却水，接通增压泵电源，水泵开始工作。设备背面板的压力表

用于显示冷却水压力，水压指示应不低于２００ｋＰａ（正常值为３００～４００ｋＰａ）。
（２）打开高压控制面板上的开关，此时Ｘ射线发生器控制系统低压电路接通，面板上的

ｋＶ，ｍＡ显示为“００”“００”，总电源灯、水冷正常灯、准备就绪灯亮起。
（３）打开计算机，等待计算机启动进入Ｗｉｎｄｏｗｓ桌面。
２．开启Ｘ射线管高压
开启高压后，Ｘ光管将产生射线，请注意射线防护。
点击计算机桌面“ＬＪ５１”图标。“ＬＪ５１”启动后，测角仪将自动执行一次“校读”，计算机“校

读”完成后，应检查测角仪刻度盘刻度线所指示的位置是否正确。
将ｋＶ设定为“１５ｋＶ”，ｍＡ设定为“６ｍＡ”，按下“Ｘ射线开”按键，等待电压、管流缓慢升

高到１５ｋＶ、６ｍＡ。稳定３０ｓ。
将ｋＶ设定为“２０ｋＶ”，ｍＡ设定为“１０ｍＡ”，按下“Ｘ射线开”按键，等待电压、管流缓慢升

高到２０ｋＶ，１０ｍＡ。稳定３０ｓ。
将ｋＶ设定为“３６ｋＶ”，ｍＡ设定为“２０ｍＡ”，按下“Ｘ射线开”按键，等待电压、管流缓慢升

高到３６ｋＶ，２０ｍＡ。稳定５ｍｉｎ。
注意：通常情况在ｋＶ，ｍＡ表显示１５ｋＶ，６ｍＡ约３０ｓ后，才可以调节ｋＶ，ｍＡ挡。如

设备长期未用（一周以上）或新更换Ｘ射线管，这一时间应相应延长（３０ｍｉｎ）。
根据样品制备规范，制好样品，将其插入样品台。
利用“叠扫”菜单采集衍射图数据。
３．关闭电源
（１）关闭高压电源时，应先按下“Ｘ射线降”等待电压、电流降至１５ｋＶ，６ｍＡ后，再按下

“Ｘ射线停”，关闭高压。
（２）进行一遍测角仪“校读”，等待测角仪转至１０°位置，然后关闭计算机软件。
（３）关闭高压后，关断“电源通断”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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