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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相显微镜主要技术参数和操作规程 

 

  一、主要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DM2500M 

2. 设备产地：德国徕卡仪器公司 

3. 目镜倍数：10X 

4. 物镜倍数：2.5X、5X、10X、20X、50X、100X 

5. 中间变倍器：1X、1.5X 

6. 宏观器：1~11X 

7. 图像处理：Q55IW 图像分析仪 

  二、操作规程： 

1. 开机前，检查电源连线及设备开关状态； 

2. 打开金相显微镜主机电源； 

3. 打开 Q55IW 软件； 

4. 将试样放入载物台； 

5. 选择适当的物镜倍数； 

6. 调节螺旋进行对焦并选择适当的光亮度； 

7. 对金相图片进行保存； 

  三、注意事项： 

1. 严禁不干净试样放入载物台； 

2. 更换镜头轻拿轻放，不能用手直接接触镜头表面； 

3. 操纵样品台时注意升降高度，以免撞击探头； 

4. 实验完毕将灯丝调节到最弱再关闭灯源； 

5. 做好房间的防尘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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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硬度计技术（安全）操作规程 

 

    一、本设备由专人负责，未经许可，不许擅自操作。 

    二、操作前，应检查周围环境是否有震动，以免影响测试结果。 

    三、插好电源，打开主电源开关和副电源开关，当硬度计接通后，测试模式

菜单将出现在显示屏上。 

    四、确认塔台和升降丝杠可以光滑平稳地动作。 

    五、根据被测试样品，选择合适的载荷和保压时间，调整视域亮度。 

    六、被测试样品放到 X-Y 物台或夹到夹具上之后放到 X-Y 物台上。 

    七、通过目镜观察，转动目镜两边的螺旋，按 reset 键调零点。 

    八、升降 X-Y 物台，聚焦，选择测试点。 

    九、确认无误后，按 start 键开始自动加载、保载、卸载，测量 D1、D2，计

算硬度值。 

    十、试验完毕先关副电源，再关主电源，清理卫生，盖好防尘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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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万能硬度计主要技术参数和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一、主要参数： 

1. 设备型号：KB3000BVRZ-SA 

2. 设备产地：德国 KB 仪器公司 

3. 载荷：5-3000Kg 无级调节 

4. 光学系统：300 万像素摄像头 

5. 放大倍数：1-10 倍的光学变焦 

6. 载物台尺寸：可移动 300*200mm 载物台 

7. 物镜：2.5 倍、4 倍的物镜 

8. 补光：配备 LED 照明 

二、操作规程： 

1. 本设备由专人负责，未经许可，不许擅自操作； 

2. 试样表面光滑平坦，不应有氧化皮、脱碳层、渗碳层、电镀层及其它污

物，尤其不应有油脂； 

3. 试样压痕边缘应足够清晰，必要时应进行抛光处理，方便准确读出压痕

直径； 

4. 试样下表面应该倒角，防止因为实验力过大损伤样品台； 

5. 在实验开始之前进行《硬度计实验人员登记表》登记。先登记后使用； 

6. 检查程序：接通总电源，再接通控制器电源，此时电源指示灯（绿灯）

亮。启动软件，进行设备自动校准工作； 

7. 将被测试件置于工作台上，并将其支撑面擦拭干净； 

8. 旋转手轮使工作台缓慢上升至试样至与压头有微小空间后停止，升降

X-Y 物台，聚焦，选择测试点。通过操作软件观察样品，直至图像清晰； 

9. 根据被测试样品，选择合适的载荷和保压时间，调整视域亮度。输入实

验程序，开始实验； 

10. 确认无误后，按 start 键开始自动加载、保载、卸载，测量 D1、D2，计

算硬度值； 

11. 实验完毕后 转动手轮，取下被测试样。 

12. 试验完毕先关副电源，再关主电源，清理卫生。 

三、注意事项 

1. 硬度计要注意保养，不用时要盖上防尘罩。丝杆应依情况加少许机油； 

2. 硬度计使用前应将丝杠顶面和工作台上端面擦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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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期用标准硬块检查硬度计精度； 

4. 决不允许在支撑面试验； 

5. 硬度计由专业人员使用、维护、保管，定期用标准块进行校对并按规定

对硬度计进行周期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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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度仪主要技术参数和操作规程 

 

一、主要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TR300 

2. 设备产地：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3.  X 向： ±12.5 mm ；  

4.  Y 向： ±12.5 mm ； 

5. 旋转：粗调： 360°；微调： ±5°；  

6. 俯仰： 0° ~ 5°； 

7. 高分辨率 0.000125μm/8μm； 

8. 大测量范围 800μm。 

 

二、操作规程 

1. 测量前准备 

2. 开机检查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3. 擦净工件被测表面； 

4. 测量 

5. 将传感器插入仪器底部的传感器连接套中，然后轻推到底。 

6. 将仪器正确、平稳、可靠地放置在工件被测表面上。 

7. 传感器的滑行轨迹必须垂直于工件被测表面的加工纹理方向。 

8. 按回车键设置所需的测量条件。 

9. 按开始测量键，开始采样并进行滤波处理，然后等待进行参数计算。 

10. 测量完毕，返回到基本测量状态，显示测量结果并记录数据。 

11. 测量结束用手拿住传感器的主体部分或保护套的根部，慢慢向外拉出。 

12. 将传感器、传感器的主体部分及其它配件放回专用盒子。 

13. 测量工件。 

14. 实验完成后，关闭电源。 

三、注意事项 

1. 完成测量工作后，请及时将传感器放入包装盒内； 

2. 完成无导头测量后，请及时将传感器的导头托架装到传感器上； 

3. 请时刻注意保护传感器的测针部分； 

4. 注意保持主机表面的清洁，经常用柔软的干布清除其表面上的灰尘； 

5. 仪器为精密测量仪器，应始终保持轻拿轻放，避免使其受到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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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压痕仪操作规程 

 

一、仪器操作人员注意事项 

1. 仪器操作人员必须熟知操作规程、注意事项后，方可上机使用。每次操

作仪器管理者都要事先检查仪器状态，对仪器给予预热。 

2. 建立严格的操作登记制度，对于实验内容、样品、使用时间、仪器状况、

操作人员都要进行登记在册，并由专人负责保存管理。 

 

二、操作规程 

1. 开机，首先开启电脑、然后开启光纤灯、防震台等，最后开启马达样品台、

PZT 控制器、Triboscope 控制器开关。 

2. 定义样品台上的所有样品，第一个样品即铝标样，需在 X-Y Safety Disabled

情况下进行，因为此时 Optics 聚焦下移的范围会超出软件初始规定的 Safety 

Height，切记 Z Safety Disabled 千万不能勾上。铝标样的聚焦位置 Z＝27.17

左右，FQ 标样的聚焦位置 Z＝27.83 左右)。 

3. 进行 H-Pattern 校准时，会有手动下移至 1mm 的提示，千万小心，不能碰

撞到针尖(Al 标样约 Z＝28.9 即可)。 

4. 注意对标样以外的样品进行 Quick Approach。 

5. Optics-Stage Offset 一经校准，不可再用光学控制器调整显微镜的聚焦，否

则会改变软件中的参数，导致针尖损坏。 

6. 一般在具体实验前进行 Air indent(约开机 30 分钟后)，此时系统处于稳定

工作状态。 

7. 样品表面起伏稍大时，应在 Imaging 下选择小的扫描范围进行实验，此时

整个扫描范围内样品的表面相对要平些。 

8. 划痕及摩擦磨损实验应在 Imaging窗口下进行，划痕长度设定需小于 20um，

摩擦磨损的载荷力 Setpoint 需小于 98uN。 

9. 在自动压痕实验中，例如做点阵压痕，可以把光纤灯关闭。 

 

三、实验中仪器会自动提示针尖或样品表面被污染，需要清洗。清洗规则如

下： 

1. Al 标样使用吸耳球，用空气吹表面。不能使用酒精或丙酮擦拭表面，会

对表面产生划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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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Q 标样，可以用酒精或丙酮擦拭表面； 

3. 针尖，一般先用吸耳球吹针尖。如不能达到清洁效果，可以手持针尖在酒

精或丙酮中蘸洗并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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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 805A/D 变形热膨胀相变仪 

一、主要技术参数 

DIL805A/D 变形热膨胀相变仪主要分为静态模块和动态模块。其中静态模

块包括淬火、低温淬火和热膨胀三部分；动态模块包括压缩和拉伸两部分。 

静态模块： 

1. 加热方式为感应加热，冷却方式为气体冷却。 

2. 最大加热速率 4000K/s，最大冷却速率 2500K/s。 

3. 测量系统分为石英和刚玉两种材质，温度范围分别是-150~1300℃和

20~1500℃。 

4. 精度为 0.05μm/0.05℃。 

5. 工作气氛为；保护气体，真空 

6. 动态模块: 

7. 动态模块分为压缩部分和拉伸部分。 

8. 加热方式为感应加热，冷却方式为气体冷却。最大加热速率 100K/s，最

大冷却速率 100K/s。 

9. 测量系统分为石英和刚玉两种材质，温度范围分别是 20~1300℃和

20~1500℃。 

10. 精度为 0.05μm/0.05℃；工作气氛为；保护气体，真空。 

11. 压缩部分的最大力是 20KN，压缩变形速率 0.0~200mm/s，真应变速率

0.001~20/s，压缩部分的最大压缩量是 70%， 

12. 压缩道次为任意道次，最小压缩间隔 40ms。 

13. 拉伸部分的最大力是 10KN，拉伸变形速率 0.0~10mm/s，真应变速率

0.001~2/s。 

14. 拉伸部分的最大拉伸量为 9mm。 

 

二、技术（安全）操作规程 

1. 操作前先依次打开总电源阀门，主仪器电源和电脑。 

2. 打开气瓶阀门，点击设备控制面板上“Flood”按钮，使操作腔内充满气

体后打开主操作腔。 

3. 长按控制面板“Config”按钮，选择需要进行的实验模块。 

4. 打开电脑主机对应的模块控制软件。 

5. 检查确定循环水位达到水位限制标准之上，检查真空泵油窗并使之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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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状态。 

6. 确定循环水处于关闭状态，根据模块安装对应的感应加热线圈，安装结

束后一人打开循环水，另一人检查是否漏水，如有漏水必须立刻关闭循环水。 

7. 根据实验模块安装相对应的实验配件（包括焊接热电偶、安装试样）。 

8. 配件及实验样品安装结束后，调整试样位置处于感应线圈中心，关闭主

操作腔，打开循环水，抽真空。 

9. 利用软件调整实验参数并制定热处理工艺，开启实验，待设备自检功能

全部显示正常后开始试验。 

10. 实验结束后保存实验数据，并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整理。 

11. 实验结束后，关闭主操作腔并抽真空 5 秒，保证主操作腔室处于真空状

态，依次关闭循环水、保护气阀门、电脑、仪器主电源和总电源，实验结束。 

12. 实验和操作人员进行登记。 

三、实验安全注意事项 

1. 本设备由专人负责，未经许可，其他人员不允许擅自操作设备。 

2. 进入仪器室必须穿戴白大褂和鞋套，非特殊情况下室内人数不超过三人。 

3. 严禁在设备室内饮食，严禁在实验区域内饮水等。 

4. 实验开放时间：上午：8:00~12:00, 下午：2:00~5:00；非上述实验开放时

间原则上不进行实验安排，严禁私自进行实验，有实验需求必须提出书面申

请，由申请人导师同意，并经过主管设备的老师批准后方可进行实验。 

5. 实验试样必须严格按照对应实验模块进行加工，试样表面保持光亮整洁。 

6. 实验过程中操作人员不能离开仪器室，需随时观察仪器各项功能是否正

常。 

7. 实验操作过程中操作人员需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小心谨慎，切勿急躁。 

8. 特别注意：因设备需要使用高频电，因此有心脏病的同学严禁靠近设备

标示高频电区域位置！ 

9. 内部零件不完全拆卸情况下，需检查零件并使其处于最佳状态，以免组

件出现疲劳效应。 

10. 主仪器盖上防尘罩，打扫室内卫生，操作人员进行登记。 

 

 

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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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仪操作规程 

 

一、 按键功能及操作 

1. A键长按 2秒不放，可以在手动操作和自动 1及自动 2三种操作模式下切换，

主要作用是对热图的画面效果（亮度和色彩）进行调节，对温度没有影响 

2. C 键的作用是取消，即取消键 

3. S 为定格键，如果要存储，再按一次 S 键即可，简单说就是：S+S 就是定格

后存储。如果需要语音记录现场情况，即要使热图带有语音录音，那就先按 S

键定格热图，再垂直按导航键调出菜单栏进行录音操作即可 

4. 导航键的功能：左右拔动为放大和缩小，上下拔动为调节远近焦距（热图的

清晰度），垂直按表示调出所需程序，完成程序设定好剖再垂直按一次表示对程

序修改的确定 

5. 4 个快捷按键的作用如下：F1 为省电模式，F2 为画中画（红外光与可见光

同时显现），F3 为激光调出键，F4 为自动调焦键； 

6. 如果哪一次感到所拍热图的温度很失真，首先就要看是否是没有选好测温档

位，一般我们电力上测温时多选用 F1 档进行工作，（带有长焦镜头的需选用 F3

挡工作）F1 档测-20 到 250 度的温度段，F2 档测 100 到 800 度的温度段，如果

档位不对，测温不能保证准确 

7. 在拍热图时一定要使所拍热图清晰，这样才能确保测温准确 

 

二、 操作步骤 

1、 按 POWER 键开机 

2、 开机后等待半分钟，让设备稳定，然后取下红外镜头盖（确定挡位正确）对

好要拍的物体，调好焦距致清晰，保持稳定后按 S 键定格 

3、 录制完成后再按一次 S 键保存，若需录音需按照设备开机提示打开录音键。 

4、 保存完毕后按 C 键退出。 

5、 关闭电源，将设备存放如工具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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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测定仪技术参数和操作规程 

 

一、主要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ON736 

2. 设备产地：美国力可公司 

3. 工作模式：惰性气体环境 

4. 测量精度：氧：0.5ppm-0.2% 

              氮：0.5ppm-3.0% 

二、操作规程 

1. 开启动力气、制冷机、配电电源和仪器主机，预热至少 1h。  

2. 检查确认试剂及过滤器均处于有效状态。 

3. 根据样品的气体释放特性连理对应的分析方法并保存。 

4. 进入“设置”、“标样”，点击“添加”，输入样品名称及氧、氮、氢认证值。 

5. 空白分析 

6. 标样分析 

7. 样品分析 

8. 关闭仪器：关闭制冷机、气体、 Cornerstone 分析软件， ON736 电源开关及

氦气总阀。 

三、注意事项 

1. 仪器主机、稳压源、外接制冷机四周应始终保持至少 15cm 的距离，顶部不

要覆盖，以保证仪器运行过程中可以正常散热。 

2. 入气催化剂为铜丝或铜屑，检查如果 1/3 变黑，则需要更换，通常半年检查

一次。 

3. 测量气为氧化铜，如果 1/3 变黄，则需要更换，通常半年检查一次。 

4. 电极炉出口净化剂及圆盘过滤器 100 次试验更换一次。 

5. 如果电极片表面光洁度下降导致分析功率波动较大，则更换下电极片。 

6. 下电极密封圈若有破损，则及时更换，通常每周检查和维护一次。 

7. 吸尘器过滤网每月维护一次。 

8. 干锅桶装满了则及时清理。 

9. 定期检查过滤网是否污染，若灰尘较多，清洗并晒干后装回，通常每周检查

一次。 

10. 定期检查内循环水液位，必要时添加内循环水。 

11. 定期检查自动清洁钢刷，必要时更换。 

12. 定期清洁触摸屏，保持清晰图像及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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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拉伸压缩的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一、操作规程 

1. 开机。开启变压器开关（总电源开关），打开电脑主机和显示器。 

2. 用钥匙打开激光控制器，打开 XY 机械工作台操作装置。 

3. 打开温度控制器，务必同时打开专用控制电源和拉伸压缩控制器。 

4. 打开水冷循环装置和加热光源气冷泵。 

5. 装样。装载高温观察样品时，确认高温炉非真空状态后，开启炉盖，将试样

放置到坩埚内后，水平放置到试样托架上，盖上炉盖，抽真空，通入保护气氛；

装载高温拉伸/压缩样品时，将热电偶用铁丝固定在试样中间下方，通过拉伸压

缩控制器将加载力和位移归零，并且输入实验需要的加载力量程，通过滑轨移动

显微镜观察试样是否水平，盖上炉盖，抽真空，通入保护气氛。 

6. 在 PC 端设置实验程序，将转换开关调至 17SP 位置，确保温度控制器“ON”

绿色按钮亮起后启动软件程序。 

7. 实验结束后，等待炉内温度降低到室温后，将试样取出，并且对炉内壁进行

简单清洁。 

8. 导出实验数据后，关闭设备，并打扫设备室卫生。 

 

二、注意事项 

1. 所以设备均使用 110V 电压，使用前，请务必确认。 

2. 水冷循环器的水和乙二醇的混合比为 1:1，其中乙二醇的用量为 13 瓶 500 毫

升的瓶装，以淹没水冷螺旋管为主，需要定期更换。 

3. 拉伸压缩炉左侧配有压力传感器，请勿操作。 

4. 力学加载时，请注意拉伸力加载为 5KN，压缩加载为 2KN，超出量程可能

损坏设备。 

5. 请确认试样冷却至室温后，再取出，防止烫伤。 

6. 进行熔融凝固实验时，样品体积要小于坩埚体积，防止液体溢出，损坏炉壁

和加热用卤素灯。 

7. 进行熔融凝固实验时，一定要如实告知实验人员样品是否具有挥发性，其元

素是否会与刚玉坩埚和铂金坩埚发生物理化学反应。 

8. 移动物镜前，一定要注意样品台上是否有尖锐凸出等物品，防止撞伤刮伤物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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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热分析仪主要技术参数和操作规程 

 

一、主要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S60/58507 

2. 设备产地：法国 SETARAM 公司 

3. 真空模式：两级真空泵 

4. 分辨率：0.4μW（DSC）；0.03μg（TGA） 

5. 加热速率：0-99℃/min 

6. 最大装样量：35g 

二、操作规程 

1. 本仪器为精密仪器，可以测试样品高温下的 TG、DSC、DTA，不同的测试

需要更换不同的套件，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更换。 

2. 测试前，要保证循环水的流量在 4 个灯以上，5～6 个为宜，必须通入保护气，

保持压强在 1150～1350mBar，否则测试将会被强制终止。 

3. 根据测试要求，选择不同容量及材质的坩埚，样品以不超过坩埚 2/3 容量为

宜。 

4. 做 TG 时，根据所选的坩埚，选择相适应的挂丝；上升天平，换上天平及挂

丝，松开各个锁紧螺丝，测试前进行配重，使得配后重量控制在±50mg 为宜。 

5. 调整仪器四角的螺丝，使得小坩埚位于样品室的中心。 

6. 做真空测试时，先打开机械泵及 Purge（一级真空泵），当测试室的压强在

100mBar 左右再打开 Vacuum（二级真空泵）。真空情况下，最高温度只能达到

800℃。可以打开炉体室，抽取其中的保护气，在测试室及炉体都在真空状态下，

最高温度可以达到 1300℃。 

7. 测试时必须有人员在场监测；尽量保持实验室安静，防止出现不必要的振动，

以免影响实验结果。 

8. 测试结束后等样品室温度降到 70℃后上升天平，取走样品及挂丝，锁死天平，

下降天平，关掉循环水，切断保护及各种载气，最后关掉电源。 

三、注意事项 

1. 每次开机前都要检查循环冷却水水位，确保在安全水位再开机； 

2. 确保在实验前保护气和实验气体是打开状态； 

3. 样品应尽可能干净，实验前应用丙酮或酒精进行清洗； 

4. 安放样品时，注意轻拿轻放，切勿用力拉断铂金挂钩； 

5. 做好房间的防尘维护，进入屋内要换实验服和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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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镶嵌主要技术参数和操作规程 

 

一、主要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Simplimet300 

2. 设备产地：美国标乐仪器公司 

3. 成型加载：80-300bar,增量为 5bar 

4. 温度控制区间：50-180 摄氏度，增量为 10 摄氏度 

5. 成型尺寸：25mm、30mm 

二、操作规程： 

1. 开机前，检查电源连线及设备开关状态； 

2. 打开主机电源； 

3. 打开模块边缘检查是否有异物并清理干净； 

4. 在载物台上放入试样，调整载物台高度，放入镶样粉； 

5. 点击向下按钮直到听见设备发出提示声音； 

6. 合上盖板，顺时针转动水平扳手锁紧设备并点击 start 键； 

7. 经正常设定温度及压力下，计时 4min 后镶样完毕，设备发出报警声音； 

8. 逆时针打开盒盖，点击向上按键，取出试样； 

三、注意事项： 

1. 每次使用设备前，打开冷却阀门； 

2. 在设备运行时，严禁打开设备； 

3. 取试样时，需带防护手套以防烫伤； 

4. 每次用完设备都要关闭冷却阀门； 

5. 做好房间的防尘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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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恒湿试验箱 

一、主要技术参数 

1． 设备编号：20073468 

2． 设备型号：PR—2KT 

3． 设备产地：日本塔巴依爱斯佩克株式会社 

4． 温度范围及调节幅度：－20～100℃±0.3℃ 

5． 湿度范围及调节幅度：20～98%R.H. ±2.5%R.H 

6． 温度上升时间：20～－10℃在 35 分钟内 

7． 温度下降时间：20～－10℃在 25 分钟内 

8． 功能：通过温度、湿度的改变测试材料的抗腐蚀性能 

二、技术（安全）操作规程 

1． 使用仪器设备时,要认真阅读技术说明书,熟悉技术指标,工作性能,使用

方法,注意事项,严格遵照仪器设备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步骤进行操作。 

2． 本设备由专人负责，未经许可，他人不准擅自操作。初次使用仪器设备

人员,必须在负责人指导下进行操作,熟练掌握后方可进行独立操作。 

3． 操作前，先在箱体内传感器水瓶装满清水，然后打开加湿开关。 

4． 插好电源，检查接线是否可靠，在电源电压显示正常之后，接通主电源

开关，当仪器操作面板上的电压显示复位后，进入工作状态。 

5． 干湿温显示： 

仪器正常工作状况下，湿度窗显示当时环境湿度，温度窗显示实

际工作环境温度。 

6． 试验完毕关闭仪器电源，清理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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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抛光腐蚀机主要技术参数和操作规程 

 

一、主要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ElectroMetTM4 Plisher Etcher 

2. 设备产地：美国 ITW 公司 

3. 点解腐蚀单元尺寸规格：W×D×H（127mm×152mm×203mm） 

4. 电源部分：70-1831-220: 220-240 Volt /50Hz/1ph 

5. 电解抛光单元： 

尺寸规格：W×D×H（203mm×203mm×406mm） 

抛光泵单元：1/20hp(37W) 

电解液水槽：1liter 

总重：60 lbs(27.3kg) 

 

二、操作规程 

1. 接通电源 

2. 调整适当的电压参数及电解抛光时间。 

3. 将电解液缓慢倒入电解槽中，注意不要溅到身体上。 

4. 将试样放在电解挡板孔口上，注意要选择合适的电解档孔，以防挡板孔太大

样品掉落。试样应用镊子放、取，或戴上防酸手套。不要直接用手拿。 

5. 运行电解抛光泵，观察从挡板孔溢出的电解液流速与流量，根据情况调节泵

的强度。 

6. 按开始键开始抛光。抛光结束后设备自动停止。关闭电解抛光泵。 

7. 实验结束后倒出电解液时要谨慎，电解液平时要储存在磨口瓶中。 

8.关闭电源，打扫环境卫生。实验结束。 

 

三、注意事项 

1. 操作前应经过相关培训或学习过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程，如果长期未操作应重

新学习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程。 

2. 认真检查劳动保护用品是否适用，穿戴好劳动保护用品后方可上岗。 

3. 注意安全用电，不要用湿手触摸开关、插座等。设备电源应有可靠的接地装

置。 

4. 设备使用完毕及时关闭电源、水龙头、气阀，用抹布将设备擦拭干净。 

5. 盛有溶液的容器必须贴上标签，标明成分、配制人姓名、保存起止日期。 

6. 配置电解液、萃取液等应在通风橱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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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废弃的电解液、萃取液等要按规定排放，不能随意乱倒。 

8. 使用化学溶液要谨慎。如不慎将化学溶液溅到身上立刻用大量水冲洗；如不

慎进入眼睛里，首先用水冲洗，然后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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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atPro 软件使用技术参数及操作规程 

 

一、 JMatPro 简介  

JMatPro 是英国 Thermotech 公司开发的,一款材料性能模拟软件，可以用来计

算金属材料的多种性能。它是一个基于材料类型的软件，不同的材料类型有不同

的模块。计算各种各样的材料性能。 

二、JMatPro 功能介绍  

1. 稳态和亚稳态的相平衡计算 

（1）随温度变化的相图计算（单相元素组成、元素在各相中的分布、固定

温度下的相组成、各元素平均自由能、粒子活性、热容、焓、吉布斯自由能和熵）    

（2）随成分变化的相图计算    

（3） 铝合金亚稳态相图计算（GP 相）  

2. 凝固性能计算——用于铸造模拟可进行以下计算：    

固相分数、液相分数、摩尔体积、体积变化、热膨胀系数、导热率、电阻率、

导电率、杨氏模量、体积模量、剪切模量、泊松比、液体粘性、液体扩散性、焓、

比热、潜热 

3. 热物理及物理性能计算    

（1）普通性能计算    

（2） 扩充性能计算（线性膨胀）    

（3） 动力学相模拟计算    

（4） Gamma/Gamma' 错配——晶格常数、晶格失配    

（5）堆垛层错能计算  

4. 机械性能计算    

（1） 强度与硬度    

（2） 应力-应变曲线    

（3）高温强度（高温状态下的应力-应变曲线）    

（4） 蠕变计算    

（5）端淬性  

5. 相转变——金属热处理设计    

（1） TTT 曲线    

（2） CCT 曲线    

（3） 铝合金等温转变曲线    

（4）合金能量转变    

（5）普通钢淬火性能（屈服强度、抗拉强度、硬度、淬火过程中的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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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氏体转变    

（7）晶粒长大    

（8）连续冷却模拟  

6. 不锈钢抗孔蚀性  

7. 实用功能    

转换功能、马氏体转变与硬度和应力—应变曲线  

8. 各种合金模块可计算性能 

 

三、JMatPro 软件操作规程 

1、使用软件之前，请先填写“RAL  JMATPRO 软件检测登记表”，按照表

格要求认真填写，先登记后使用。 

2、初次使用软件同学请按照软件使用手册认真学习软件操作指引，熟练后

上机操作。 

3、软件使用完成后，请先将数据保存在 E：盘固定的位置，不可以将实验

模拟结果放置在电脑桌面上。 

4、软件使用介绍后，请先关闭软件，使用光盘将实验数据导出，不予许使

用 U 盘，放置电脑被输入病毒。 

5、完成上述操作后，将电脑关闭，同时关闭显示器指示灯。 

6、清理实验区域卫生，将自己携带的物品、废纸等带走。软件使用完毕，

实验结束。 

 

 

   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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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calc 软件使用技术参数及操作规程 

 

一、Thermo-Calc 简介  

Thermo-Calc 是所有各种热力学和相图计算的通用和柔性的软件包。

Thermo-Calc 软件可使用多种热力学数据库，特别是热力学数据库的国际合作组

织 Scientific Group Thermodata Europe(SGTE)开发的数据库。 

Thermo-Calc 它是仅有的计算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元不均匀系中有多于 5 个

独立变量的任意相图断面的软件，也有计算很多其它类型图的工具，如 CVD 沉

积、Scheil-Gulliver 凝固模拟、Pourbaix 图、气体分压等。 

用 Thermo-Calc 进行的热力学计算和用 DICTRA 进行的动力学模拟可加强制

造过程的设计能力、热处理温度的选择能力、过程收益的优化能力等。 

二、Thermo-Calc 功能介绍  

1.TCC- Thermo-Calc Classic 

用于平衡、热力学属性和相位图计算的灵活工具。 

2.TCW - Thermo-Calc Windows 

用户界面更加友好的 Thermo-Calc 的 Windows 版本。 

3.DICTRA-扩散模拟软件 

在多成分合金系统中模拟扩散控制下的转换的通用工具。 

4.TC-Interfaces－Thermo-Calc 程序界面 

TC 程序界面，可以在自己的软件中调用 Thermo-Calc。 

5.Databases－热力学和扩散学数据库 

Thermo-Calc 软件提供了可选范围很大的热力学和扩散学数据库，可以兼容

Thermo-Calc 和 DICTRA 软件。 

 

三、Thermo-calc 软件操作规程 

1、使用软件之前，请先填写“RAL  Thermo-calc 软件检测登记表”，按照表

格要求认真填写，先登记后使用。 

2、初次使用软件同学请按照软件使用手册认真学习软件操作指引，熟练后

上机操作。 

3、软件使用完成后，请先将数据保存在 E：盘固定的位置，不可以将实验

模拟结果放置在电脑桌面上。 

4、软件使用介绍后，请先关闭软件，使用光盘将实验数据导出，不予许使

用 U 盘，放置电脑被输入病毒。 

5、完成上述操作后，将电脑关闭，同时关闭显示器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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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理实验区域卫生，将自己携带的物品、废纸等带走。软件使用完毕，

实验结束。 

 

 

   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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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巴斯金相显微镜 

 

一、主要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BX53M 

2. 设备产地：日本 OLYMPUS 公司 

3. 目镜倍数：10× 

4. 物镜倍数：2.5×、5×、10×、20×、50×、100× 

5. 功能：明场、暗场、实时景深扩展、图像拼接等 

6. 图像处理：配备 OLYCIA m3 软件，可对图像进行采集和简单分析 

 

二、技术安全操作规程 

1. 打开电脑软件和显微镜电源开关。 

2. 将准备好的金相样品放在载物台上，把灯光旋钮调至较大级别。（一般为

倒数第三格） 

3. 点击软件界面的采图工具，调整粗/微调旋钮进行调焦，直到观察到的图

像清晰为止。 

4. 进行参数设置，选择相应分辨率和放大倍数并设置曝光模式。 

5. 点击抓拍，合并并保存图像。 

6. 切换倍数时，采用自动切换按钮，由低倍往高倍调节，并微调后抓拍保

存。 

7. 切换实时景深扩展功能时，先关闭采图界面。 

8. 待图像较为清晰，点击开始，微调旋钮待图像清晰后停止并加标尺保存

图像。 

9. 拍照结束后，将镜头恢复至低倍并将灯光关闭，取下试样，关闭电源。 

 

三、注意事项 

1. 镜头转换需点击自动切换按钮，请勿手动切换镜头。 

2. 更换镜头时，不能连续切换，需微调聚焦旋钮，防止镜头碰撞。 

3. 错加标尺时，请勿点击标尺框内清除按钮，直接选中标尺后 Delete。 

4. 抓拍结束后，不用关闭采图工具，导致频繁启用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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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KN 拉压试验机操作规程 

 

1. 打开主机、计算机电源。 

2. 点击 P_Main 运行程序。 

3. 点击“试样录用”（填写相关信息）。 

4. 点击“联机”主机与计算机相连。 

5. 点击联机，“参数设置”（填写相关信息）。 

6. 点击所有“清零”。 

7. 点出试样名称及所需要的曲线。 

8. 点击“试验开始”如不运行可按“脱机”再点击“联机”然后再“试验开

始”。 

9. 数据管理：点击“数据管理”选则试样编号。在出现的界面上右健选则（横

向或纵向）输出 Excel 文件，“保存”。 

10. 再界面上右健选则，显示采样数据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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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试验机使用说明 

 

试验机（以拉伸为例）使用说明如下： 

1. 打开油泵（绿色按钮），将油压档位调到 1 档；打开计算机，点击“伺服

式试验机系统”。 

2. 选择“拉伸”选项。 

3. 通过操作盒控制上下夹头及横梁高度，只能调整试样高度，将试样夹好，

防止打滑。 

4. 在“伺服式试验机系统”里面，点击“设置”，“试样类型”选择所需试

样（如圆形等），然后点击“参数设定”，通过“增加记录”（减少记录）对试样

种类及初值进行设定。 

5. 点击“打印”，根据所需设定“试样报告名头”，“样品状态”等等。最后

点击“确定”退出“设置”程序。 

6. 根据试验需要，选择控制方式为“位移控制”并调好数值。 

7. 选择所需曲线类型，如“力—位移曲线”，“力—时间曲线”等。 

8. 将“力值”，“位移”，“变形”三个参数调零。试验准备开始。 

9. 点击“开始”，“加载”，试验开始。 

10. 观察曲线。 

11. 试样被拉断，试验结束，通过操作盒，打开上下夹头，取下试样，量取

断后标距及断后直径。 

12. 计算机中填写试样是否有效，填入断后标距及断后直径等，确定并保存。 

13. 点击“修定曲线”来修复曲线，在“试验报告”中查看并打印试验结果

及曲线。 

14. 点击“开始”，“卸载”，将试验机压力卸载为零，以便开始下一次实验。 

15. 最后，点击“文件”，“退出”来退出系统。 

16. 关闭计算机，关闭油泵(红色按钮)，油压调到 0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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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S-300 热力模拟实验机简介 

 

名称：MMS-300 热力模拟实验机 

制造商：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设备购置时间：2011 年 3 月 

一、主要技术指标： 

最高加热温度：1700℃或试样熔化； 

最大拉压力：196kN / 98kN； 

最大扭矩：100Nm； 

最大行程：100mm； 

最大加载速度：1000mm/s 或 2000mm/s (拉力或压力)； 

稳态温度控制精度：±1℃； 

力的控制精度：10μm； 

采样频率：≤10kHz; 

实际最大应变速率：100s-1； 

恒应变速率变形方式最小变形时间：18ms； 

非恒应变速率变形方式最小变形时间：6ms。 

常用附件：请参考 MMS-200 热力模拟实验机操作规程 

二、主要应用领域： 

热力模拟实验机是一种高精尖的研究设备，在钢铁材料加工成形方面的试验

研究课题，许多都是利用热力模拟实验机来完成的。例如用于研究焊接粗晶区再

热裂纹的敏感性、用于研究碳钢在连铸中的热延展性、用于研究热轧中 Cr 和

Mo 对双相钢相转变行为的影响、新一代钢铁材料的开发研究等。 

三、主要用途： 

MMS-300 热力模拟实验机是一台高精度、高性能的多功能模拟实验机，具

有多功能模拟能力和实验能力。可以模拟温度、应力、应变、位移、力、扭转角

度、扭矩等参数，能进行多种实验。具体的实验种类如下： 

 拉伸实验； 

 单道次压缩实验； 

 平面应变压缩实验； 

 多道次压缩实验； 

 单道次扭转实验； 

 多道次扭转实验； 

 动态 CCT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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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再结晶实验； 

 控轧控冷实验； 

 应变诱导实验； 

 热裂纹敏感性实验（SICO）； 

 应力松弛 PTT 实验； 

 零强温度(NST)的测定试验； 

 零塑性温度（NDT）的测定实验； 

 热处理实验； 

 静态 CCT 实验； 

 铸造实验； 

 静态再结晶实验 

 焊接热循环试验； 

 焊接热影响区连续冷却转变试验（SH-CCT 试验）； 

 扩散焊试验； 

 电阻对焊试验； 

四、一般操作规程 

1． 打开计算机电源； 

2． 打开控制箱电源，预热 30 分钟, 运行程序； 

3． 新建试验记录，设置试验参数，设置保护； 

4． 装夹试样； 

5． 调节静负荷； 

6． 按启动按钮，试验开始； 

7． 试验自动结束后，卸试样； 

8． 关闭控制箱电源，再关闭计算机。 

 

 

设备负责人： 冯莹莹 

联 系 方式： 024-83690365 

Tel：：024-83690363 

E-mail：fengyy@ral.neu.edu.cn 

放 置 地点：实验室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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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W 系列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操作/安全/维护规程 

 

操作试验机一定要熟练掌握操作规程，试验机要有专人负责管理操作，其他

人员禁止使用试验机，以免意外事故发生。 

一、操作规程 

（一）试验前注意： 

1、 检查试验机工作台面、移动横梁、夹具等，如有障碍物、工具、铁屑、

杂质等，必须清理、擦拭干净。 

2、 检查试验机主要部位，如有新的拉、研、碰伤处，应通知班组长或设备

员一起查看，并作好记录。 

3、 检查安全防护、制动（止动）、限位和换向等装置应齐全完好。 

4、 检查电源、各连接线应连接牢靠，电气接地良好。 

（二）试验中注意： 

1. 坚守岗位，精心操作，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因事离开试验机时要停车，

关闭电源、液压源、气源（配有液压或气动夹具时）。 

注：做长时间试验的蠕变持久试验机除外。 

2. 开机步骤： 

第一步：打开空气开关； 

第二步：打开钥匙开关（或 Doli 公司 EDC 控制器）； 

第三步：打开计算机显示器（仅限微机控制）； 

第四步：打开计算机主机开关（仅限微机控制）； 

第五步：运行试验程序（仅限微机控制）。 

第六步：点击联机（仅限微机控制）。 

试验程序中，已连接通道的显示值实时变化，表示已正常连接。 

3. 安装夹具，装夹试样。夹持试样前清零。 

注：一般情况，做拉伸试验，装夹试样时，先操作靠近传感器一边的夹具夹

持试样，然后操作另一边夹具夹持试样。 

4. 装夹变形装置（配有变形装置时）。装夹变形后清零。 

5. 调整试验机上下限位装置的位置。 

6. 在试验程序中，建立新试验组，设置参数。注意参数中停车条件。 

7. 开始试验。 

8. 试验过程中，如发现动作失灵、震动、发热、爬行、噪音、异味等异常现

象，应立即停车检查，排除故障后，方可继续工作。必要时按“紧急停车”按钮。 

（三）试验后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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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试样卸下，保持试验机空载状态。 

2、 停止试验机运转，关闭钥匙开关（或 Doli 公司 EDC 控制器），切断电源、

液压源、气源。 

3、清理工作现场，擦净试验机，定期在裸露的运动部件上涂油。 

4、 认真将试验中发现的试验机问题，做好记录，并报告主管人员。 

二、安全维护规程 

（一）试验机的安装基础一定坚实稳固，安装地点要尽可能避免震动、高温、

无强干扰电磁场。试验室要清洁干燥、温度均恒、不存放有毒品和有腐蚀性物品。 

（二）试验机水平安装。用精度不低于 0.1/1000 的方框水平仪校正水平，其

主机水平度应不超过 0.2/1000。 

（三）试验机使用前一定要检查电源供电情况，在保证电源电压的变化不超

过额定电压的±10%，电源频率应为 50Hz 的条件下，才可以使用。 

（四）试验机的润滑用油和防锈用油不同，应分别进行涂抹。具体用油方法

和用油规定，应按试验机的使用说明严格执行。 

（五）试验机使用后，一定要按操作规程关掉电源，清除断屑等杂物，擦拭

干净，罩上防尘罩，注意防止灰尘侵入。有条件的实验室应使用除尘、除湿装置。 

（六）丝杠上端和下端、中间带轮轴上下端均装有轴承，出厂时轴承上涂有

通用锂基润滑油，使用过程中，每隔 2 年用油枪注入一次油脂。注入方法是，打

开上横梁上部盖板，通过轴承座孔注入，再把台面上的防尘帘打开，往轴承丝套

中注入。 

（七）润滑油最好选择滴点大于 170℃以上的油脂，如锂基油脂或合成复合

钙基润滑脂。滚珠丝杠润滑也可以有锂基润滑脂，机油要每年注一次。 

（八）同步带过松和过紧会影响传动效率和传动准确度，因此一定要使同步

带松紧适度，即用手指轻按时能产生挠曲。调整时可适当旋松带轮座或电机座四

个螺钉，使其前后移动，即可调整松紧。调整后要旋紧螺钉固定。 

（九）传感器固定在移动横梁上，一般情况下，不要拆卸；必须拆卸时要由

专业人员操作，以免由于安装不当，造成传感器的损坏。卸下传感器应安全放置，

防止跌落地面而摔坏；防止被重物撞击。 

（十）电阻应变片式引伸计安装时不得存在扭矩；刀口注意保护好，切勿损

坏刀口，以免影响测量精度；引伸计要妥善保管，避免挤压碰撞，切勿受潮；避

免超过量程，导致破坏；使用引伸计时试验速度选择在 50mm/min 以下。（配有

引伸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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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射线衍射仪操作规程 

 

一、概况 

名称：X 射线衍射仪 

制造商：德国布鲁克 AXS 

设备购置时间：2007 年 12 月  

主要技术指标：最大输出功率：3KW，扫描方式：/ 

常用附件：尤拉环 

主要应用领域：金属材料 

主要用途：材料物相分析，多晶材料的织构分析 

设备负责人： 王佳夫 

联系方式：  

Tel：83673168 

E-mail：wangjiafu@yeah.net 

放置地点：RAL 126 房间 

仪器设备相关链接网址：http://www.instrument.com.cn/netshow/SH100251/ 

 

 

 

二、操作规程 

1. 合上总电源开关，开启稳压电源，接通主机电源。 

2. 启动循环冷却水系统，检查水冷机面板下方各种表，待冷却水运行正常。 

3．打开衍射仪电源开关，等待机器完成自检。 

http://www.instrument.com.cn/netshow/SH10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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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启动控制电脑，打开 D8tools 软件检查机器状态。 

5．打开 XRD commander 软件，对设备进行初始化操作。 

6．顺时针方向扳动 High Voltage 旋钮 3秒钟，对设备加高压。 

7．正确设置仪器的软硬件测试条件。 

8．正确安放待测试样品，关上前防护门，对样品进行测试分析。 

9. 测试完毕，先关高压，待冷却水流降至最低水平，再关掉衍射仪电源。 

10.关闭循环冷却水系统，切断总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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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2350 双单元电化学工作站操作规程 

 

1． 预热——为使仪器工作在温漂最小状态，每次使用前应先打开电源开关，

预热 5～20 分钟。 

2． 打开电脑并打开 Corrtest 软件，选择相应的功能。 

3． 连接电解池——将工作电极、辅助电极插入电解池内，参比电极应放入

开口式琼脂盐桥内，并在琼脂表面加数毫升 KCl 溶液，更好的方式是将参比电

极穿过中间开孔的橡皮塞后再将橡皮塞插入盐桥开口内，以免琼脂干裂。铁架台

用于稳定电解池。 

4． 将电极插头的黑色和绿色护套夹与研究电极，红色护套夹与辅助电极相

连，黄色护套夹与参比电极相连，如果 Corrtest 软件上的开路电位显示值合理，

则表示电解池设置正常。 

5． 对于易受噪声干扰的体系（高阻的涂层体系），需要采用 Farady 屏蔽箱，

并将箱体接在电极电缆线的屏蔽端子上。 

6． 进行不同功能的电化学实验。 

7． 实验结束关闭仪器及电脑，清洗电解池。 

 

 

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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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OL JXA8530 F 场发射电子探针-操作规程 

 

一．开机 

1． 检查室温(< 21℃)，冷却循环水水温(< 20℃)，湿度(< 40%)。 

2． 确认氮气气压为 0.4-0.5MPa，PR（Ar10%-CH490%）气体气压为 0.05MPa。 

3． 检查主机电源按钮 MAIN POWER、真空按钮 VACUUM 及 OPE POWER

按钮均为“ON”状态（正常状态）。 

4． 打开 JEOL-EPMA 软件（电子探针操作程序）。 

5． 确认 Maintenance－GUN/VAC 窗口中 SIP1 的真空度为 10－8Pa 级、SIP2

真空度为 10－6－10－7Pa 级，Gun Chamber 为“Ready”状态，确认 SPEC（样

品室）真空显示为“READY”状态。 

二．取出和放入样品 

1． 取样：确认 Observation 为 OFF，PCD 为关闭，样品台放在交换位置

（Exchange Position 变绿）。把拉杆抬到水平位置，慢慢送到底部，再将其向左

旋转，随后拉出拉杆。按 VENT，开始给样品室放气，等此按钮不闪后方可打开

样品室门，取出样品台，并可以安装样品。 

2． 放样：将装有样品的样品台正确装入样品台架上，关上样品室门。这时

按 EVAC 按钮，等此按钮不闪并常亮时可将样品台拉杆送入样品室底部，方法为

将拉杆慢送到到最里面，并向右旋转，再拉出即完成放入样品，之后再将拉杆放

到垂直地面方向。 

4． 按软件提示选择相应的样品台，并点击 Home Position 使样品台移到默认

位置。 

三. 图像采集 

1． 点击 Observation ON（开启 V1 阀)，点 PCD 开。 

2． 将样品移到合适位置，首先调光学显微镜 OM 使其正焦，调整 WDS 工

作距离为 11mm，调整合适的放大倍数，开始聚焦并消除像散。 

3． 可以拍摄图像及进行定性或定量等分析。 

四．完成实验 

1． 将放大倍数调回到 40×，样品台放到交换位置（点 Exchange Position）。 

2． 点击 ObservationOFF（关 V1 阀），关 PCD。按“取样”步骤将样品取出。 

3． 退出 JEOL-EPMA 软件，之后关闭液晶显示器。 

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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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ssington 208C 高真空镀碳仪-操作规程 

 

1． 连接电源并打开主机（POWER）。 

2． 等绿灯亮后，再等 3~5 分钟再调节电压（4V）和时间（6s）。 

3． 打开主机背面的小开关，调整转速在 3~4 档，并设定电压和时间。 

4． 打开测厚仪并使其归零。 

5． 按 START 键开始喷碳。 

6． 实验结束先停止设备转动，并先关掉设备背面小开关。 

7． 再关 POWER。 

8． 关机后打开玻璃罩上盖，等其降到实温之后再将其盖好。 

 

 

 

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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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FS-1200 周期浸润腐蚀试验箱-操作规程 

 

一．安装试样并加入溶液 

1． 按实验要求依次将试样挂在转盘上，并做好编号。 

2． 将配制好的腐蚀液加入溶液槽，需要溶液 70 升左右。 

3． 将加湿用水箱及冷凝水管加入适量蒸馏水，并将冷凝水排水管接好废水桶。 

4． 设备运行中，除非有相当必要，请不要随便开门或将手探入试验箱内。 

二．参加设置及实验 

1． 打开电源开关，按画面提示进行参数设定。 

2． 可按“程序运行”和“定值运行”进行温度、湿度、转盘转速等相关参加设

定。 

3． 参数设定之后按“运行”键开始实验。实验过程中监控溶液槽、加湿用水箱

及冷凝水管中液体消耗情况，及时补充。 

4． 实验进行到一定周期取样或加溶液时，打开试验箱门迅速取出试样并立即关

好门，开关门时间应小于 2 分钟。 

5． 待实验结束之后关闭电源，取下所有试样，将溶液槽中液体排空，并清洗两

遍溶液槽。 

 

 

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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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操作规程 

 

1. 开机前，检查电源、冷却水及氮气是否正常； 

2. 打开服务器主机电源； 

3. 打开 smartSEM 软件，EM server 进行自检； 

4. 放气后，将干净的试样正确放入样品室，关上样品室； 

5. 点击抽真空按钮抽真空； 

6. 待真空达到要求后，加高压； 

7. 调整电镜参数（加速电压、束斑尺寸、放大倍数及扫描速率等）； 

8. 观察分析之后，先关高压，待灯丝冷却后再放气，更换试样； 

9. 实验完成后，按实际情况，使系统处于合适的状态下（关闭模式、待机模式

和夜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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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相变仪（Formastor-FII）功能与性能指标简介 

 

全自动相变仪（Formastor-FII）是一台可以测试钢、铁等金属材料静态相变

温度的仪器，其测量的温度范围很宽为-150℃～1400℃，采用高频感应加热和气

体喷雾冷却来实现温度的精确控制。 

其实验功能包括： 

（1） 升温、降温过程中相变点的测试，如钢的 Ac1、Ac3 等测定； 

（2） 测试连续冷却相变点，并绘制 CCT 曲线； 

（3） 快冷后恒温冷却过程中相变点的测试，并绘制 TTT 曲线； 

（4） 测试马氏体转变相变点； 

（5） 测定加热冷却过程中的膨胀系数。 

主要技术指标：  

1） 试样尺寸：优化设计标准试样φ3×10mm  

2） 加热方式：高频感应加热  

3） 冷却方式：  

             RT-1400℃ 采用普通铜管喷嘴  

             低温冷却时采用特殊石英喷嘴  

4）进行高温测试时温度控制范围和精度 

4-1）热电偶种类：R 型热电偶 

    4-2）加热温度范围：RT～1400℃  

    4-3）加热速度范围：Max 140℃/sec (非线性控制)  

                        Max 100℃/sec (线性控制)  

    4-4）加热控制精度：±1℃（RT-1400℃静态）  

    4-5）冷却介质：N2、Ar、He  

    4-6）冷却速率：在不可控状态下为 Max 300℃/ sec (He)  

在可控状态下为 Max 50℃/sec(He) 

5）进行低温测试时温度控制范围和精度  

    5-1）热电偶种类：K 型热电偶  

    5-2）加热温度范围：－150℃～1200℃  

    5-3）加热速度范围： Max 50℃/sec (RT～1200℃,线性控制)  

    5-4）冷却速度：  ① 100℃/sec (1200～50℃)  

                     ② 15℃/sec (50～－50℃)  

                     ③ 1.5℃/sec (－50～－100℃)  

                     ④ 0.8℃/sec (－1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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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温度控制精度：①±1℃（室温～1200℃静态）  

                        ②±5℃（室温～－150℃静态）  

    5-6） 冷却介质：①真空，惰性气体(RT～1200℃)  

                    ② He (RT～－150℃)  

6）膨胀测量  

    6-1）检测系统： 差动相变测定系统  

    6-2）测量范围： 4 挡  

                     0.5， 0.2， 0.1， 0.05mm /±5V  

    6-3）测量精度： ±1.0%  

    6-4）输出电压： ±5V  

6-5）稳定性：室温下 1μ/4hours(室温变化小于 5%)  

低温时 5μ/20minutes(室温变化小于 5%)  

7）真空系统性能  

7-1）机械泵： 162 (50Hz) / 197 (60 Hz) l /min.  

7-2）扩散泵： 360 L /sec ( Dia. 3 inches)  

7-3）排气速率： Max. 1.3 x 10-2 Pa / 15 min.  

7-4）可得真空度： Order of 10-3 Pa  

7-5）真空阀门： 气动控制系统  

8）软件要求  

8-1）给出常用设定参数或输入自己想要的测试参数，自动控制测试过程的进

行  

8-2）除了给出纸张记录曲线还能自动给出数字化 CCT 图、TTT 图曲线  

8-3）所有数据和 excel 数据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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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相变仪（Formastor-FII）操作规程 

 

一、开机步骤 

1. 打开总电源； 

2. 打开循环水泵电源； 

3. 打开压缩空气和冷却气体的气阀开关； 

4. 扳动主设备面板上的“MAIN”开关，使其处于“开”状态； 

5. 扳动主设备面板上的“CONTROL”开关，使其处于“开”状态； 

6. 启动操作台上的电脑； 

7. 点击主设备面板上“RP ON/OFF”按钮，启动机械泵； 

8. 点击主设备面板上“DP ON/OFF”按钮，等待 30 分钟后，启动扩散泵； 

 

二、连续冷却转变试验（即 CCT 试验）的操作步骤 

注：一般冷却气体为氮气，热电偶类型为 R 型。 

1. 在点焊机上将热电偶焊在试样凹槽的正中心，并用绝缘管将热电偶套装，

以免试验过程中，两根热电偶接触，影响加热效果； 

2. 旋转操作箱上方的转柱，让玻璃管放试样的窗口露出，此时，操作面板右

上方的“SPECIMEN”红灯量，将焊接有热电偶的试样放入操作箱的玻璃管中，

焊有热电偶的一端朝下，将热电偶分别连接到操作箱内的正、负级接线柱上；相

反的方向旋转操作箱上方的转柱，使装有试样的玻璃管回到导电线圈的中间，具

体指示为，当转柱上的数字 3 出现并且操作面板右上方的“SPECIMEN”红灯灭

掉时，表示试样安装合格； 

3. 旋紧操作箱外的五个螺栓，准备抽真空； 

4. 将主设备面板上的“M.V. ON”扳至中间档位，将“S.V. ON”先扳到“MAN” 

档位，1 秒后迅速扳至“AUTO”档位，以此将管道中的气体排入操作箱，加快

抽真空的速度； 

5. 按下主设备面板上的“AUTO START”按钮，开始抽真空，待真空表的数

值达到 10-2MP 时，方可进行试验； 

6. 在操作台的电脑上，双击“FDCP-F265”图标，输入试验参数后进入“running”

界面，等待采集功能的启动； 

7. 双击“WAVE SETTING”选择与主设备面板上对应的量程范围，设置采

样频率，然后点击该界面上的“start”按钮，启动采集功能； 

8. 根据试验参数中温度的范围确定温度的量程，0~1000℃选择“R105-5”量

程，确定后主设备面板上显示 0-10mv；0~2000℃选择“R205-5”量程，确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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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设备面板上显示 0-20mv；-200℃-1800℃选择“K-218-5”量程，确定后主设备

面板上显示-2-18mv； 

9. 确认主设备面板上“POWER SET”的值在 6、7 之间，右侧旋钮在“AUTO”

档位，“PROPROT”的值在 2、3 之间，“INTEGRAT”的值为 1，“COOL CONTROL”

左面一项扳至“CCT”位置，“TEMP DEVIAT” 扳至“OFF”位置； 

10. 确认好试验参数和采样频率后，点击步骤 6“running”界面上的“START”

按钮，开始试验； 

11. 试验过程中若出现异常，主设备面板上的“HOLD”按钮灯会自动亮起，

试验暂停，此时，需要按下旁边的“CLEAR”按钮，将本次试验完全停止，以

免设备受损；之后检查设备，查找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重新开始试验； 

12. 试验结束后，在“WAVE SETTING”软件中保存试验数据，数据为 excel

格式，可在计算机自带软件中进行数据处理，或拷入光盘自行处理。 

 

三、快冷后恒温冷却过程相变测试试验（即 TTT 试验）的操作步骤 

注：一般冷却气体为氮气和氦气，热电偶类型为 R 型。 

1. 在点焊机上将热电偶焊在试样凹槽的正中心，并用绝缘管将热电偶套装，

以免试验过程中，两根热电偶接触，影响加热效果； 

2. 旋转操作箱上方的转柱，让玻璃管放试样的窗口露出，此时，操作面板右

上方的“SPECIMEN”红灯量，将焊接有热电偶的试样放入操作箱的玻璃管中，

焊有热电偶的一端朝下，将热电偶分别连接到操作箱内的正、负级接线柱上；相

反的方向旋转操作箱上方的转柱，使装有试样的玻璃管回到导电线圈的中间，具

体指示为，当转柱上的数字 3 出现并且操作面板右上方的“SPECIMEN”红灯灭

掉时，表示试样安装合格； 

3. 旋紧操作箱外的五个螺栓，准备抽真空； 

4. 将主设备面板上的“M.V. ON” 先扳到“MAN” 档位，1 秒后迅速扳至

“AUTO”档位，将“S.V. ON”先扳到“MAN” 档位，1 秒后迅速扳至“AUTO”

档位，以此将管道中的气体排入操作箱，加快抽真空的速度； 

5. 按下主设备面板上的“AUTO START”按钮，开始抽真空，待真空表的数

值达到 10-2MP 时，方可进行试验； 

6. 在操作台的电脑上，双击“FDCP-F265”图标，输入试验参数后进入“running”

界面，等待采集功能的启动； 

7. 双击“WAVE SETTING”选择与主设备面板上对应的量程范围，设置采

样频率，然后点击该界面上的“start”按钮，启动采集功能； 

8.  根据试验参数中温度的范围确定温度的量程，0~1000℃选择“R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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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程，确定后主设备面板上显示 0-10mv；0~2000℃选择“R205-5”量程，确定

后主设备面板上显示 0-20mv；-200℃-1800℃选择“K-218-5”量程，确定后主设

备面板上显示-2-18mv； 

9. 确认主设备面板上“POWER SET”的值在 6、7 之间，右侧旋钮在“AUTO”

档位，“PROPROT”的值在 2、3 之间，“INTEGRAT”的值为 1，“COOL CONTROL”

左面一项扳至“TTT”位置，“GAS STOP” 扳至 4 左右，具体值可以参考相关

文献而定，“TEMP DEVIAT” 扳至“OFF”位置； 

10. 确认好试验参数和采样频率后，点击步骤 6“running”界面上的“START”

按钮，开始试验； 

11. 试验过程中若出现异常，主设备面板上的“HOLD”按钮灯会自动亮起，

试验暂停，此时，需要按下旁边的“CLEAR”按钮，将本次试验完全停止，以

免设备受损；之后检查设备，查找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重新开始试验； 

12. 试验结束后，在“WAVE SETTING”软件中保存试验数据，数据为 excel

格式，可在计算机自带软件中进行数据处理，或拷入光盘自行处理。 

 

四、低温连续冷却转变试验（即低温 CCT 试验）的操作步骤 

注：一般冷却气体为氮气和液氮。 

1. 在点焊机上将热电偶焊在试样凹槽的正中心，并用绝缘管将热电偶套装，

以免试验过程中，两根热电偶接触，影响加热效果； 

2. 关闭循环水和“DP ON/OFF”按钮，更换低温专用卡具，同时旋紧新卡具

的两个螺栓，以免卡具倾斜；更换完毕后重新启动循环水和 DP ON/OFF”按钮。 

3. 旋转操作箱上方的转柱，让玻璃管放试样的窗口露出，此时，操作面板右

上方的“SPECIMEN”红灯量，将焊接有热电偶的试样放入操作箱的玻璃管中，

焊有热电偶的一端朝下，将热电偶分别连接到操作箱内的正、负级接线柱上；相

反的方向旋转操作箱上方的转柱，使装有试样的玻璃管回到导电线圈的中间，具

体指示为，当转柱上的数字 3 出现并且操作面板右上方的“SPECIMEN”红灯灭

掉时，表示试样安装合格； 

4. 旋紧操作箱外的五个螺栓，准备抽真空； 

5. 点击主设备面板上的“SUB ZERO”按钮，按钮灯亮； 

6. 启动设备右下方的液氮装置，按下“LN2 ON/OFF”按钮，当液氮腔的温

度达到-170℃时，“LN2 ON/OFF”按钮灯会自动灭。试验过程中液氮腔的温度如

果上升很快，可以继续充入液氮。通常，试验温度为-150℃左右，所以不用急于

补充液氮； 

7. 将主设备面板上的“M.V. ON” 先扳到中间档位，将“S.V. ON”先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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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档位，1 秒后迅速扳至“AUTO”档位，以此将管道中的气体排入操

作箱，加快抽真空的速度； 

8. 按下主设备面板上的“AUTO START”按钮，开始抽真空，待真空表的数

值达到 10-2MP 时，方可进行试验； 

9. 在操作台的电脑上，双击“FDCP-F265”图标，输入试验参数后进入“running”

界面，等待采集功能的启动； 

10. 双击“WAVE SETTING”选择与主设备面板上对应的量程范围，设置采

样频率，然后点击该界面上的“start”按钮，启动采集功能； 

11. 根据试验参数中温度的范围确定温度的量程，选择-200℃-1800℃，即

“K-218-5”量程，确定后主设备面板上显示-2-18mv； 

12. 确认主设备面板上“POWER SET”的值在6、7之间，右侧旋钮在“AUTO”

档位，“PROPROT”的值在 2、3 之间，“INTEGRAT”的值为 1，“COOL CONTROL”

左面一项扳至“CCT”位置，“TEMP DEVIAT” 扳至“OFF”位置； 

13. 确认好试验参数和采样频率后，点击步骤 9“running”界面上的“START”

按钮，开始试验； 

14. 试验过程中若出现异常，主设备面板上的“HOLD”按钮灯会自动亮起，

试验暂停，此时，需要按下旁边的“CLEAR”按钮，将本次试验完全停止，以

免设备受损；之后检查设备，查找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重新开始试验。 

15. 试验结束后，在“WAVE SETTING”软件中保存试验数据，数据为 excel

格式，可在计算机自带软件中进行数据处理，或拷入光盘自行处理。 

 

若试验需要在充保护气（Ar）的情况下完成，需要先停止抽真空，按下

“AUTOSTART”按钮，按钮灯灭；确认当时操作箱内的气压为负值，打开氩气

阀，慢慢调整气压大小，观察气压表的变化，使气压从-0.1 向±0.02 变化，待

“LEAK ON/OFF”灯亮时，关闭氩气旋钮。氩气充满后，点击“AUTO MANUAL”

按钮，将其切换为手动模式，手动启动“HEAT ON/OFF”即加热功能，开始试

验。 

 

五、关机步骤 

1. 点击主设备面板上“DP ON/OFF”按钮，按钮灯灭，关闭扩散泵，等待

30 分钟，使其散热。 

2. 点击主设备面板上“RP ON/OFF”按钮，按钮灯灭，关闭机械泵； 

3. 关闭操作台上的电脑； 

4. 扳动主设备面板上的“CONTROL”开关，使其处于“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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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扳动主设备面板上的“MAIN”开关，使其处于“关”状态； 

6. 关闭压缩空气和冷却气体的气阀开关； 

7. 关闭循环水泵电源； 

8. 关闭总电源。 

 

六、界面操作 

界面参数的设置参见相关文档和测试试验实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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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锤冲击试验机操作规程、保养及注意事项 

 

一、安全注意事项： 

1. 在进行试验之前要确认将机器限位开关调整到适当的位置。 

2. 在拆除电气设备的盖板前或手动旋转机械部件前一定要先断开电源开关。 

3. 拆卸气压管道前需要关闭气压源开关并且释放管道中残留的气体。 

4. 因试样在破断时可能出现碎裂物崩溅，建议戴上有保护功能的防护眼镜。 

5. 防止电源线和信号线发生接触不良或者短路现象，应为地面上的线路设置

保护罩。 

6. 若操作高温(60 度以上)或者低温(0 度以下)试验时,请穿戴保护衣。 

7. 若发现有任何不安全的情况发生，立刻按下急停开关(红色开关,机架保护

门周围共四个，机器控制台一个)。 

8. 确认测试样品正确的安装在夹具上边，否则可能会在试验中对夹具造成伤

害。 

 

二、控制台操作规程： 

1. 打开控制台电源,急停开关的红色指示灯亮，点击 RESET 按钮，急停开关

的红色指示灯熄灭，点击触摸屏上的 FRAME STATUS 按钮查看机器的各个传感

器状态。 

2. 在进行操作前确认机架控制台上的安全指示灯只显示绿色，Frame Status 

显示 Safe to Enter。 

3. 调整落重边的传感器设置零点。 

4. 将横梁升到预设高度。(当横梁升到预设高度时会自动停止) 

5. 打开保护门，将试样放在夹具上。 

6. 打开软件准备好数据采集。(即开始倒计时) 

7. 同时按下 ARM MASS 和 DROP MASS 按钮，等待落锤完全落下后再松

开。 

8. 手动下降横梁，直到接触到落锤,挂钩自动打开将落锤重新挂起。 

 

三、数据采集软件(Impulse DAQ Acquisition)试验操作步骤: 

1. 双击桌面上的 Impulse DAQ Acquisition 图标，进入落锤试验软件。 

2. 点击冲击测试按钮,选择要运行测试的试验方法和标准，选择要试验要存

储的文件夹，点击下一步。 

3. 设定子文件夹名称，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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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定试验样品的形状尺寸，点击下一步。 

5. 出现 30 秒倒计时后，可以去控制台开始试验，释放落锤。 

6. 试验完成后，自动生成曲线图和结果。 

 

四、数据采集软件(Impulse DAQ Acquisition)编制方法操作步骤: 

1. 新建一个试验方法名称，打开方法编制选项窗口。 

2. 试验机类型选择 Other Drop Tester。 

3. 根据试验材料的性能设置落锤重量，若第一次试验不知道材料性能的情

况下选择冲击头最大的量程范围。 

4. 选择冲击头类型，范围和标定因子（参照随机 TUP 标定文件）。 

5. 选择数据采样周期（10ms 以上）。 

 

五、8120 日常维护保养 

1. 落重装置 

落重装置作为日常保养维护应包括以下内容： 

（1）落重 

检查落重系统的螺钉。检查横梁，确保在正常状态和没有损伤。 

（2）挂钩 

检查螺钉紧固。如有需要可以给挂钩的相对摩擦部分添加轻质机械润滑油。 

（3）标志托架 

检查标志托架，确保安全稳固。 

（4）冲击传感器 

冲击传感器是整个机器中最为敏感的部件。在测试过程中如果碰到了试样外

的其他物体，可能会导致传感器损坏。 

（5）提升机构 

提升机构作为每周保养内容应包括以下内容： 

（6）插销闭锁机构 

在插销闭锁机构的主要保养项目有吊钩开关、横梁开关以及他们的连线。观

察并调整开关到正确的位置。 

当提升电机停止提升横梁，横梁开关可以被适当调整，让吊钩充分的挂住横

梁。当横梁完全下落到落重上时，两个横梁开关都必须被触发。当落重被提起时，

MASS A 开关是被触发的，MASS B 开关是在松开位置。 

（7）链条 

检查链条滑轮的紧固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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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提升电机 

使用的是工业级电机，正常情况下免维护。 

（9）高度极限开关 

检查高度极限开关，移动高度极限开关的固定板到横梁标志的上方几厘米。

升高横梁，当标志板到达极限开关时，落重系统会停止。 

（10）冲击塔框架 

导向柱 

清洁导向柱表面，去除导向柱表面的脏油和污垢。 

安全连锁 

打开任意一个保护围栏，确保控制台上会显示“UNSAFE TO ENTER”。检

查连锁开关的连线是否完好。 

（11）挡销安全机构 

日常检查确保正常操作。当横梁提升电机不运行时，安全销必须要完全的进

入到安全的位置在挡销之间。当压下开火键时，安全销必须从安全位置缩回，以

便落重能自由下落。 

（12）减震块 

观察减震块是否有物理性损伤和油垢。 

（13）控制台 

保养控制台包括以下项目： 

电源线和信号连接线 

检查所有的电源线和信号线，确保： 

良好的插接，地线良好，电源线无损伤。 

 

六、空压机日常维护保养 

1. 保持机器清洁，储气罐每天打开一次泄水阀除油水，在湿气较重的地方，

请每 4 小时打开一次。 

2. 润滑油面请每天检查一次，确保空压机的润滑。 

3. 空气滤清器应 15 天清理一次或更换。 

4. 不定期的检查皮带及各部位螺丝的松紧程度。 

5. 润滑油最初运转 50 小时或一周后请换新油，以后每 300 小时时换新油一

次，每运转 3.6 小时加油一次。 

6. 应定期检查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 

详细内容请阅读空压机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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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电子显微镜主要技术参数和操作规程 

 

一、主要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QUANTA 600 

2. 设备产地：美国 FEI 公司 

3. 真空模式：高真空、低真空和 ESEM 环境真空 

4. 分辨率：3.5nm 

5. 加速电压：200V—30KV 

6. 马达台：X=150mm 

           Y=150 mm 

           Z=60 mm 

           T= -10°—+60° 

           R=360°连续旋转 

 

二、操作规程 

1. 开机前，检查电源连线及设备开关状态； 

2. 打开电镜主机电源； 

3. 打开 XT-microscope control 软件； 

4. 将试样放入样品室，关上样品室； 

5. 将手动阀（EB）扳到合适的真空模式下； 

6. 点击抽真空按钮抽真空； 

7. 调整电镜参数（加速电压、束斑、倍数和扫描速度等）； 

8. 观察分析之后，先关高压，再放气，更换试样； 

9. 实验完成后，按实际情况，使系统处于合适的状态下（关闭模式、待机模式

和夜间模式）。 

三、注意事项 

1. 每次开机后都要运行 homestage 程序； 

2. 放气之前一定要关高压； 

3. 操纵样品台时应格外小心，以免撞击各种探头； 

4. 样品应尽可能干净； 

5. 做好房间的防尘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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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nai G2 F20 透射电子显微镜 

 

 

 

名称：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制造商：FEI 公司 

设备购置时间：2008.6.2 

主要技术指标：  

1. 点分辨率：0.24nm；线分辨率：0.14nm 

2. 物镜球差系数：1.2mm； 

3. 物镜色差系数：1.2mm； 

4. 放大倍数：25～100 万倍； 

5. 最大倾角：40。 

常用附件：能谱仪，HAADF 探头，CCD 相机。 

主要应用领域：钢铁材料磁性样品微观组织检测。 

主要用途：Tecnai G2 F20 S-TWIN 是由 FEI 公司新开发的真正多功能、多用

户环境的 200KV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它将各种透射电镜技术（包括 TEM、

SAD、STEM、EDX 频谱成像等）方便灵活地有机组合，形成强大的分析功能。

由于采用高发射电流 Schotty 场发射电子枪，拍摄到的图像具有亮度高，稳定性

好的特点。应用于材料微观结构的观察和分析：形貌像分析；电子衍射图像分

析；HRTEM 高分辨像；扫描透射（STEM）分析；EDX 能谱分析。 

设备负责人： 张维娜 

联 系 方式： Tel：13604028597   024-83686411 

E-mail：zhangwn@ral.neu.edu.cn 

放 置 地 点：RAL 101 

仪器设备相关链接网址：www.f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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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Tecnai G2 F20 透射电子显微镜简明操作规程 

 

一、开机 

1．检查室温(16～22℃)，冷却水水温(<21℃)，湿度(30~50%)， CCD 水压的

浮标正常，EDX 液氮灌指示灯绿 

2．检查主机电源和真空、高压按钮，正常情况如下：On 绿灯暗，Off 红灯

亮，Vac.白灯亮，HT 白灯亮。 

3．确定两个开关， CCD camera power supply, CCD coding power 

4．登录用户, 依次打开软件：a  Tecnai user interface   b  Digital Micorgraph      

                           c  Tecnai IA           d   EDX 

 

二、插入和拔出样品台 

1．物镜光阑和选区光阑应在空挡，样品台位置(holder)坐标 x, y, z, 以及α和

β角值应均为 0． 

2．双倾样品杆安装： 

 先手动连接 cable, 程序选择样品台的型号，并确定 cable 的连接，稍等片刻

到样品台架上的红灯熄灭，在稍杆位于 5 点钟位置直插入镜筒，不能旋转，此时

红灯亮，Turbo 自动启动（呈桔黄色），三分钟后开始工作（浅黄色），等到红灯

熄灭，逆时针旋转样品杆至不动，再随着吸力慢送样品杆入镜筒。 

 样品杆取下：先将样品台位置(holder)坐标 x, y, z, 以及α和β角值归 0，直

接抽出样品杆到不能抽出，然后顺时针方向旋转到不能旋为止，再抽出样品杆，

取下 cable，选择无样品杆状态。 

3．使用单倾台时，软件中样品杆选择项为缺省状态，不需要连接 cable。(注

意：不能使用单倾样品台观察磁性样品！) 

4．Column 真空值稳定<20 时(稳定时为 6)，可以开始实验。 

5．开 V7 阀，即点击 Set up  Vacuum(User)窗口中的 Col. Valves Closed 按

钮。 

 

三、基本合轴 

1. 首先将样品置于最佳高度“Eucentric Height”，找到样品的合适位置，并

把样品移动到位于荧光屏中心小圆圈标记附近，放大倍数在 5-10 万倍。 

方法一：按”Eucentric Focus”, 调节右操作面板上的 Z±axis，使样品尽量接近

正焦位置。      

方法二：或者用 α-Wobbler，调节右操作面板上的 Z±axis，使样品不随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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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摇摆而摇摆。 

2. 机械调节光斑到同心收束，调节 C2 光栏的 X、Y 轴，此时放大倍数放在

40k 左右。 

3. 若束斑不圆，可先调节 Condenser Astigmatism 到光斑圆为止。 

4. 调节 Direct Alignment. 

(1) Gun Tilt，调到曝光时间最小（S），多功能键 Multi XY 调节 

(2) Gun Shift 2-6 合轴，Spot Size 2（光斑亮）用多功能键 Multi XY 调节；Spot 

Size 6（光斑暗）用 Beam Shift 调节。 

   (3)调节 Beam Tilt PPX 和 Beam Tilt PPY 两个方向，调节键是 Mx.y。 

   (4) Rotation Centre (对高分辨的影响很大)，同心振动，在 20 万倍以上,用

Mx.y 调节 

 

四、CCD 图像观察和采集（TEM 明场和 TEM 高分辨像） 

1．首先将样品置于最佳高度，按”Eucentric Focus” 

2. 找到需要的样品，选择适当的放大倍数，使样品位于电镜主机荧光屏中心

小圆圈标记附近，调节右操作面板上的 Z－axis，使样品尽量接近正焦位置。或

者用 Wobbler 调节高度。 

3．散开光斑至充满荧光屏，然后抬起荧光屏。 

4．鼠标点击 Microscope Control 软件中 Workset CCD CCD/TV Camera 窗

口中的 Preview 按钮，等待 CCD 采集样品像，并显示在 DM 软件窗口中。 

5．旋转左操作面板上的 Intensity 旋钮，调节 CCD 图像到合适亮度，仔细调

节右操作面板上的 Focus 按钮，使图像焦距最佳。 

6．鼠标点击 CCD/TV Camera 窗口中的 Acquire 按钮，采集 TEM 明场像。 

7．收集高分辨 TEM 像 

   （1）调像散，在 30-40 (35k×) 万倍下调节，用 CCD 收取图象，结合

“Live----FFT”，调节 Mx.y 调节非晶区域的非晶环呈圆形。 

（2）调节 Coma Free, 在 30-40 (35k×) 万倍下调节，用 CCD 收取图象，结

合“Live----FFT”，调节 Mx.y , 到两个非晶区域的非晶环形状一致。 

（3）鼠标点击 CCD/TV Camera 窗口中的 Acquire 按钮，采集高分辨图像 

 

五、完成实验后 

1．放大倍数：回到 SA 模式，放大 38000×， 光斑散开 

2．关 V7 阀(鼠标点击 Set up  Vacuum(User)窗口中的 Col. Valves Closed 按

钮)，盖观察窗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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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退出物镜光阑，选区光阑。 

4．样品台回零：鼠标点击 Search 窗口中右上角的 ，再点击 Holder 键，查

看屏幕右下角 x，y，z 值，以及α和β角是否回零。 

5．拔出样品台：直拔至不动，顺时针转至不动，再直拔出。 

6．烘液氮：1) 取下液氮罐； 

           2）鼠标点击 Set up  Vacuum(User)窗口中的右上角的箭头，点

击 Cryo Cycle 按钮，等待涡轮分子泵启动（Turbo on 按钮由灰色变为黄色）。 

7．关闭液晶显示器。 

说明： 本机操作软件为 Microscope Control，若软件界面中按钮为黄色时，

表示此按钮代表的功能正在作用中；若按钮为灰色，字为黑色，表示此按钮代表

的功能处于准备作用状态；若按钮为灰色，字为浅色表示此按钮代表的功能尚不

能使用。 

 

注意事项： 

1. 使用 CCD 来采集电子衍射需要特别注意 Beam 的强度。 

2. 暗场，EDX, STEM, EELS 等请见另外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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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双喷减薄仪 

 

联系

 

名称：电解双喷减薄仪 TenuPol-5 

制造商：丹麦司特尔公司 

设备购置时间： 2007.5.30  

 

一、主要技术指标： 

1. 单相电压：220~240伏，50~60 赫兹；功耗：220~240 伏/1.5安；控制器

输出： 0~100 伏/0~2安； 

2. 原始试样尺寸：3 mm直径，最大厚度 0.5mm； 

3. 样品夹：3mm直径；喷嘴组件：1mm直径； 

4. 内置红外光电自动终止装置；数字显示工作温度。 

5. 常用附件：测温计 

常用附件：液氮，测温计 

主要应用领域：透射电镜样品减薄 

     

二、主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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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用于透射电镜样品制备； 

2. 应用于减薄金属材料。 

 

三、电解双喷仪操作规程 

1、 配置样品双喷液，一般钢铁样品为 9%高氯酸+酒精。 

2、 连接设备电源，并打开开关。将双喷液倒入溶池内，并加入液氮将双喷

液温度降低至-20℃~-30℃。 

3、 将样品装入样品夹中，并放入卡槽内。选择与双喷模式，测定样品双喷

电压。 

4、 点击开始按钮，开始双喷，钢铁样品一般在 2分钟内完成。 

5、 听到实验结束的提示音后，迅速取出样品夹内的样品，放入纯酒精内清

洗，取出后放在滤纸上晾干。 

6、 实验结束后用清水清洗设备，并切断电源。 

 

注意：当双喷液的温度稳定后再开始实验。双喷后的样品要在酒精中轻轻晃

动清洗，避免将薄区清洗掉。 

 

设备负责人： 张维娜 

联 系 方式： Tel：13604028597   024-83686411 

E-mail：zhangwn@ral.neu.edu.cn 

放 置 地 点：RAL 131 

仪器设备相关链接网址：http://www.instrument.com.cn 

 

http://www.instrumen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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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减薄仪 

 

 

名称：离子减薄仪 691 

制造商：美国 GATAN 公司 

设备购置时间：2008.4.4 

一、主要技术指标： 

1. 电力供应:220V(10%), 50Hz;  

2. 工作温度: 15-25C; 工作湿度: 80%; 仪器可连续使用; 

3. 两只离子枪, 减薄入射角: -10至 10 

4. 样品加热台温度可控制 

常用附件：氩气 

主要应用领域：透射电镜样品制备 

二、主要用途： 

1. 应用于透射电镜样品制备； 

2. 应用于减薄金属及非金属材料； 

 

三、离子减薄仪基本操作规范  

1. 操作前准备：确定Ar气钢瓶内尚有Ar气体  

2. 试片交换 

（1） 将试片以Duo Post试片座固定好，并将待削接口调整至中心；  

（2） 按Vent钮至sample上盖可打开；  

（3） 以勾型镊子将Duo Post试片座放入Chamber内，盖上chamber盖；  

（4） 按Vac钮，直至Vac灯亮起为止（样品交换室真空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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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Air Lock control钮至Lower，使试片下降至polishing区（此时Rotation

旋钮不能处于OFF，要不然Airlock将不会降下）；  

3. Polishing 及观察 

（1） 设定ion gun电压（Si 试片约在4~5KV）；  

（2）  Ion beam modulator 设在double位置（使用Duo Post试片座负载样品

一定不能为OFF）；  

（3） 开ion gun gas的flow control switch；  

（4） 调整左右gun的polishing角度（试片厚则用大角度，薄则用小角度；

Duo Post 试片座可将一支gun用正角度，另一支用负角度进行双面减薄；Post试

片座gun只能用正角度）；  

（5） 设定rotation speed，一般放在3左右（注意：若设定为0则试片座无法

升起，此时不得按vent钮，以免Pump当机）；  

（6） 设定Timer后，按Start即开始运作；  

（7） polishing过程中，可将双目立体显微镜调整至chamber上方，打开金属

挡板，开表面灯或底部穿透灯，可观察polishing位置的薄度（观察后要将金属挡

板闭合，以免样品室玻璃被污染侵蚀）；  

（8） polishing结束后，关flow control switch，并确定rotation不为零；  

（9） 压Air Lock control使试片升起，直到看到Airlock完全升起后，才可以

按Vent进行交换样品。  

注意： 

在样品台升起的过程中不能按Vent钮，会破坏系统真空，可导致分子泵坏掉 

4. 日常关机：平时使用完毕不须关机  

5. 停电关机 

（1）确定Ar气体钢瓶关紧  

（2）关PIPS 总电源  

6. 复电开机 

（1）开Ar气体钢瓶  

（2）开PIPS总电源  

（3）Gun purging（为去除PIG（Penning ion gun）表面水气，避免因outgasing

造成Gun不稳），当chamber压力小于5×10-3Pa时，开两个gas-valve switch，purge

约15min（若破真空维修，则须30~60min），当gun current值在5KeV，低于8μA

时可停止。  

（4）一定要等到真空度达到5×10-4Pa才可以正常工作（在不开气体，Airlock

没有降下时的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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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拆下离子枪又重新装回后需要做Gun alignment(调整gun流量及beam

位置)：  

调整气体流量：试片座不放任何东西，Gun角度调为0度，Ion beam modulator

设为off，降下Airlock开左gun的flow control switch，按start钮，调整气流旋钮直

至gun current至最大值，再将气体流量调大，使gun current值降低至原来的

85~90%。关闭左gun switch再开右gun switch依左gun调整法调整完成。  

调整 Beam 对中：将荧光 holder 置入 chamber 内，开高压，开气体。gun 角

度调为+10 度，观察左右 gun 的荧光影像，调整离子枪上的两颗小螺丝使两枪的

离子束交叉在中心黑点，并且最亮区域的中间位置处于中心黑点。 

 

设备负责人： 张维娜 

联 系 方式： Tel：13604028597   024-83686411 

E-mail：zhangwn@ral.neu.edu.cn 

放 置 地 点：RAL 131 

仪器设备相关链接网址：http://www.jdc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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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凹坑仪 

 

 

名称：高精度凹坑仪 656 

制造商：美国 GATAN公司 

设备购置时间：2008.4.4  

 

一、主要技术指标：  

1. 控制精度：1μm 

2. 研磨载荷：0~40g 

3. 可实时读取样品厚度 

4. 配有体式显微镜，可精确定位与表面观察 

常用附件：研磨膏，抛光膏 

主要应用领域：透射电镜样品制备 

 

二、主要用途：  

1. 应用于透射电镜样品制备； 

2. 应用于减薄金属及非金属材料； 

 

三、高精度凹坑仪操作规程 

（一）样品定位  

1. 把样品固定台（以及对中环centering ring）放到磁转盘上。  

2. 轻轻的把显微镜放到固定架上。  

3. 把显微镜的电源插头插到光源插座上。调节显微镜目镜高度，聚焦到样

品上表面观察。  

4. 调整样品台（以及对中环centering ring）位置，直到样品待打凹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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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十字准线重合。  

5. 启动Table马达，检查对中。样品待打凹痕区应围绕十字准线中心转动。

操作完成后，移走显微镜。  

（二）凹坑打磨样品  

1. 在配重载荷（Counterweight）上加20g负载，选择第二或者第三格的打

磨速度。  

2. 顺时针旋转微米进程驱动器使测微器的末端面降低。  

3. 把没有放样品的样品固定台（以及对中环centering ring）放到磁转盘

上。小心的把磨轮（使用凸轮）降到样品台上。  

附注：如果微米进程驱动器使测微器的末端面没有降低，平台降下来的冲击

力可能会导致刻度表盘的零点位置偏掉，如果存在此情况，须重新校准零点。  

4. 逆时针旋转微米进程驱动器升起测微器末端面，直到刻度盘指示器的指

针转满一整圈后刚好停在零点位置  

附注：刚好停在零点位置，小心不要超过零点位置，否则测量的数据不准确。  

5. 按下ZERO按钮调零打凹痕深度数字显示。  

6. 小心的使用凸轮升起平台，移动样品台，使研磨轮落在样品上。  

刻度盘指示器（Dial Indicator）现在显示了样品材料和固定蜡的总厚度。  

7. 逆时针旋转微米进程驱动器使其升高，直到数字显示屏达到样品最终所

需厚度。  

刻度盘指示器（Dial Indicator）现在显示了样品材料还需被打磨掉的厚度。

数字显示读数呈负，代表了需要剩余的样品和固定蜡的总厚度。  

8. 用牙签放入少量金刚石研磨膏到磨轮和样品上，然后加水润滑。  

9. 同时开启两个马达。（按下Table & Arm按钮）  

10. 开启自动停止器（按下AUTO按钮）  

11. 当刻度盘指示器（Dial Indicator）指针顺时针旋转到达“0”点位置

时，自动停止器会关闭转台和磨轮的马达。  

（三）抛光  

1. 卸下研磨轮，用镜头纸擦拭轮轴和研磨轮。  

如果污渍难于除去，用镜头纸沾一点水或溶剂（如酒精或者丙酮）进行擦拭。  

2. 彻底清除掉样品上的残留研磨膏。  

用棉签沾蒸馏水清洁，然后用丙酮清洁。  

3. 小心的把抛光轮安装到轮轴上。  

4. 负重30g，调节磨轮转速到第五或者第六格。  

5. 使用粒度为0.05μm的氧化铝抛光膏涂抹在抛光毡轮（felt wheel）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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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上  

附注：注意不要把抛光毡垫圈（felt polishing rings）弄脏了。千万不要

把不同的抛光膏涂在同一个垫圈上。  

6. 小心地把抛光轮放到样品上。  

进行抛光直到样品表面得到改善（通常需要几分钟）。  

附注：柔软的抛光毡轮（felt polishing wheel）会使测量不精确。应不时

的用立体显微镜观察抛光过程。样品抛光所需的时间决定于样品硬度的不同。 

（四）取下样品  

1. 从磁转台上取下样品固定台。  

2. 把样品固定台放到一个130℃的热台上。  

3. 让蜡充分熔化，用小镊子把样品从固定台上取下（轻轻的滑移推动）。  

4. 从样品上除去残留的石蜡。  

把样品浸入丙酮中反复清洗，直到蜡完全除去。  

附注：如果样品为脆性样品，最好将样品+样品台同时放入丙酮溶液中将石

蜡充分溶解，待样品完全脱落后取出样品，以免加热溶化石蜡损伤样品中心薄区

部分。 

 

设备负责人： 张维娜 

联 系 方式： Tel：13604028597   024-83686411 

E-mail：zhangwn@ral.neu.edu.cn 

放 置 地 点：RAL 101 

仪器设备相关链接网址：http://www.jdcsh.com 

 

 

 

 

 

 

 

http://www.jdc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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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固定加热台 

 

 

名称：样品固定加热台 

制造商：美国 GATAN 公司 

设备购置时间： 2008.4.4 

主要技术指标：温度：恒温 130℃ 

常用附件：石蜡，抛光膏 

主要应用领域： 透射电镜样品制备 

主要用途：熔化石蜡，保证样品牢固的粘在样品载台上 

 

样品固定加热台操作规程 

1. 把样品台放到130℃的加热台上。  

2. 加热5分钟后，用蜡棒的末端接触固定台表面。 只需少量蜡（直径大约1

㎜）。让蜡充分熔化、可以流动。  

3. 把样品小心地放到蜡上。  

4. 用牙签轻轻的压固定台上的样品。 推动样品转小圈儿，以次确保蜡匀而

薄地分布。过程中，要避免把蜡涂到样品的上表面。  

5. 把样品固定台从热台上挪走，冷却至室温。 

 

设备负责人： 张维娜 

联系方式： Tel：13604028597   024-83686411 

E-mail：zhangwn@ral.neu.edu.cn 

放置地点：RAL 101 

仪器设备相关链接网址：http://www.jdcsh.com 

http://www.jdc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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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片打孔机 

 

 

名称：圆片打孔机 

制造商：美国 GATAN公司 

设备购置时间：2008.4.4 

主要技术指标：  

打孔直径：3mm 

切割厚度：10μm~100μm 

适用于金属、合金材料等延展性及韧性材料 

常用附件：无 

主要应用领域：透射样品制备 

    主要用途：将延展性材料（如金属）切割为直径为 3mm 的圆片 

 

圆片打孔机操作规范 

1. 将样品用砂纸打磨至 50~80 微米； 

2. 将样品放入打孔槽内，对准需要打孔的位置； 

3. 压下打孔机手柄，将打下的圆片从槽内取出。 

 

设备负责人： 张维娜 

联系方式： Tel：13604028597   024-83686411 

E-mail：zhangwn@ral.neu.edu.cn 

放置地点：RAL 101 

仪器设备相关链接网址：http://www.jdc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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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研磨盘 

 

 

名称：手动研磨盘 623 

制造商：美国 GATAN公司 

设备购置时间：2008.4.4 

常用附件：石蜡 

主要应用领域：透射样品制备 

主要用途：对切割后的样品进行机械预减薄。  

 

一、主要技术指标：  

1、 控制样品机械减薄至 70-100μm，可精确控制样品厚度。 

2、 快速简便打磨出平面样品，其内置测厚工具显示其微米级厚度（µm）。 

3、 具有测量厚度的功能。  

4、 配合不同型号砂纸使用，可实现对样品的粗磨、细磨及抛光等工序。 

 

二、手动研磨盘操作规范 

1. 将研磨盘示数归零 

2. 将样品用石蜡粘接在研磨盘上 

3. 用不同型号的砂纸将样品研磨至需要的厚度 

注意在使用过程中，保持研磨盘水平。研磨盘不可磕碰。 

 

设备负责人： 张维娜 

联系方式： Tel：13604028597   024-83686411 

E-mail：zhangwn@ral.neu.edu.cn 

放置地点：RAL 101 

仪器设备相关链接网址：http://www.jdc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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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清洗机 

 

名称：等离子清洗机 

制造商：美国 GATAN 公司 

设备购置时间：2011.11.21 

 

一、主要技术指标：  

1. 三个气体给入通道(O2, H2, Ar) 

2. 氧气和氢气流量控制器 

3. 单独电源 

4. TEM 样品杆预留口 

5. 超大样品室直径>8cm，样品室高度>5cm 

常用附件：TEM 样品杆专用接口，氩气，氧气，氢气 

主要应用领域：电镜样品清洗 

二、主要用途： 

1. 可清洗标准透射电镜样品杆：适合侧插式的 TEM 样品杆，用于去除碳氢化合物对

TEM 样品载台或样品的污染。 

2. 适合 STEM 分析使用：可用于去除样品及样品杆表面的污染，防止碳沉积降低图像

分辨率及对样品微区分析造成误判，提高样品在低电压下的成像能力，在化学微量分析时

提高其精度，保证 EDX 和 STEM 有更长时间的读取和获取次数，适用于场发射扫描电镜、

场发射透射电镜、STEM 和 EDS 分析。 

3. 通过多功能腔体能接受两个透射电镜样品杆，同时能装入多种扫描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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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用化学气体 H2/O2，化学清洗时能减少溅射损伤所有样品，可以清洗多孔碳膜。 

附录：等离子清洗机操作规范 

1. 操作前准备：确定Ar和 O2气钢瓶内尚有气体；  

2. 连接设备电源，并打开开关。在设备前端显示器查看气体连接是否正常； 

3. 将透射电镜样品装入样品电镜样品杆； 

4. 将样品杆装入FEI连接器，并插入等离子清洗机内，确认密封连接； 

5. 选择等离子气体组分（TEM，STEM等模式）； 

6. 点击抽真空按钮，观察样品室真空达到额定值； 

7. 点击开始按钮，开始清洗； 

8. 清洗结束后，点击放气按钮，气体放气结束后，取出样品，将密封口重新接入接

口。实验结束后关闭主机和气瓶。 

注意，设备不使用时，尽量保持 Ar 和 O2 等离子清洗机连接，确保设备气体通道不被

污染。 

 

设备负责人： 张维娜 

联系方式： Tel：13604028597   024-83686411 

E-mail：zhangwn@ral.neu.edu.cn 

放置地点：RAL 101 

仪器设备相关链接网址：http://www.jdc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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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薄板试验机操作规程 

 

一、高温成形试验 

1．试验前设备检查流程 

检查氮（氩）气瓶气压，

供气压力是否达到0.4~0.45MPa
更换气瓶否

是

打开冷却水，检查水
压是否正常

低于0.1MPa
高于0.3MPa

检查冷却水系统（水箱的
贮水量，管道，节流阀）

是

参考冷却系统说明书
设置冷却水工
作温度≦20°

检查阀门工作是否正常 方法
按下开关按
钮，观察阀动
作是否正常

检查气源压力是否太
低（一般为0.3MPa,
最大不超过0.5MPa)
和电源接线是否正常

否

是

检查热偶0工作是否正
常（按钮Q)

方法
按下Q按钮，
观察热偶动作
是否正常

找到原因解决问题
（机械松动、电路接
线、阀门问题）

否

是

检查主机工作是否正常 方法

按凸模上下，
看位移显示是
否正常，按压
边上下，看是

否正常

检查急停是否抬起，
泵是否启动，接线是

否正常

是

否

检查完毕，准备试验
 

 

2．试验前请仔细阅读下列注意事项： 

（1）每次计算机刚打开或者重起后，都需要运行系统复位，否则位移采集的数据不对。 

（2）操作手控盒时，先将调压旋钮旋至最小，然后再按压边上，然后调节调压旋钮至

合适的速度，当开始压边圈没有对正时，速度太大有可能损坏模具！ 

（3）当加热温度小于 500 度时，用手动档来加热，但加热电流必须小于 200 安培；当

设定温度大于 500度时，500度以下用手动，当温度大于 500度以后切换到自动档。 

（4）注意不同的板料对气体有不同的要求，否则有可能损坏试件。 

（5)如果过一定时间真空度未达到预定目标,说明真空系统可能有漏气,需要检查密封

性并解决问题后再做实验.一般检查炉门是否关闭严密,阀接口处、其他接头地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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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验过程中要确保气瓶正常工作，否则会导致真空系统异常和元器件损坏！ 

（7）复合真空计在不使用扩散泵时，注意关闭其中的电离真空计，关闭和开启的方法：

按下电离真空计的手动自动切换按钮，当手动指示灯亮时表示为手动，此时电离真空计被

关闭，当手动指示灯不亮时，电离真空计会自动启动即开启。 

（8） 如在试验过程中载荷或位移出现异常，请按急停开关； 

（9）如试验过程中水压异常，请迅速打开水箱门，按所需要的值旋转节流阀，使水压

恢复正常，同时迅速关闭加热按钮和所有的真空泵和阀，如果温度已经加热到 100度以上，

或者扩散泵还未冷却至 50度以下，冷却水箱必须工作，等温度降低到 100度以下或者扩散

泵已经冷却至 50度以下，才可以关闭冷却水系统，否则可能造成设备元件损坏； 

（10）高压表和低压表之间的手动旋转杆调节方法：顺时针转可调大输出压力，即低压

表压力，逆时针转可调小低压表压力。 

（11）加热时电流最大不得大于 300安培，否则会导致电炉损坏； 

（12）气瓶供气压力必须为 0.4-0.6MPa 之间，大于或小于这个范围都可能导致设备工

作不正常； 

（13）水冷系统水压必须为 0.15-0.3MPa 之间，大于或小于这个范围都可能导致设备工

作不正常； 

（14）真空度达到 10-2Pa之后才允许加热，否则可能由于电流过大而烧断电炉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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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温成形试验快速操作流程 

合上电闸和空开

旋起急停开关，开启工控机

设置加热温度曲线和参数（设置方法参考温控器说明书）

运行BCS50AR，点击系统复位

打开炉门，放好模具，升起凸模将压边圈找正，然后退回凸模

放入板料试件，放好测量模具温度的热电偶(温控表测量2)，按下Q按钮，降下测量板料温度的热电偶（温

控表测量1），使用手动操作小心升起压边和试件（压边顶起试件），使试件上表面刚好接触上面的热电

偶（炉子顶部的热电偶）时停止压边，注意当试件接近热电偶时减慢速度，千万不要将热电偶顶坏！

关闭炉门并锁好，按下急停、开启冷却水系统

当温度满足设定条件时（测量1），关闭Q按钮，升起热电偶（注意检查
是否升起，如不升起，热偶可能被损坏）

停止加热（关闭加热按钮）

旋起急停开关

开始做实验

实验结束后，按下急停开关

当温度降到400度以下时，关闭P2,V3，复合真空计

开启V4，充入惰性气体（注意不同的板料需要选择不同的气体），气体充入量由

电接点压力表自动控制，当充入的气体压力达到0.02MPa时，充气自动停止

关闭V4，开启V6、P3，开始气体循环冷却

当炉内温度低于100度时，关闭P3、V6，关闭水冷系统

开启V5放气，放气结束后关闭V5

如果全部实验结束，关闭工控机、电闸和空开

关闭氮（氩）气瓶

结束

开启P1,V2,复合真空计并设置左侧电离真空计为手动
（长时间按住功能键即可转为手动）

当真空度达到10-1Pa，关闭V2,开启P2,V1,V3，

大约40分钟后，开启电离真空计（即设置左侧电离真空计为自动，先按“功能”
再按“置数”即为自动），当达到所需真空度10-2Pa，按下加热按钮，开始加热

    做下一个试验
  是

打开炉门,取出试件,一次试验结束

当扩散泵温度降至50度以下（大约关闭P2扩散泵1小时后），关闭V1、P1（机械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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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温成形试验操作按钮附图 

 
注：    P1:机械泵； P2扩散泵； P3 冷却风机； Q升降热偶 1 

V1前级阀； V2预抽阀； V3 主阀； V4充气阀； V5放气阀； V6风冷管道

阀 

图 1 高温试验真空、加热、冷却按钮示意图 

 

 

图 2  复合真空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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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冷却水压调节图 

 

5.万能薄板试验机高温成形试验详细操作规程 

 
图 4 高温试验真空、加热、冷却按钮示意图 

 

（1） 合上电闸和空开； 

（2） 旋起急停开关，开启工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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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 BCS50AR，点击系统复位； 

（4） 将控制程序切换到手动控制； 

（5） 打开炉门，放入模具和板料试件，放试件前先升起凸模将压边圈找正，然后再放

试件； 

（6） 放好测量模具温度的热电偶(温控表测量 2)； 

（7） 按下 Q 按钮，降下测量板料温度的热电偶（温控表测量 1）； 

（8） 旋起急停开关； 

（9） 使用手动操作小心升起压边和试件（压边顶起试件），使试件上表面刚好接触上

面的热电偶（炉子顶部的热电偶）时停止压边，注意当试件接近热电偶时减慢速度，千万

不要将热电偶顶坏！！且压边停止的位置要和凹模有一定的间隙（大于 10 毫米），二者不要

接触！！ 

（10） 关闭炉门并锁好； 

（11） 按下急停开关； 

（12） 检查氩气瓶气压确保供气压力为 0.2~0.6MPa；如气压不足需要更换气瓶；打开

冷却水，检查水压是否正常，如果水压不足（低于 0.1MPa），说明水泵有问题，必须解决

后再进行后续操作，若水压正常，设置水工作温度（上面是当前水温，下面红色数字为目

标温度，具体设置方法可参考水冷器说明书）；如果水压过高（高于 0.15MPa），打开水冷

器箱门，逆时针旋转手柄，降低水压。 

（13） 开启（按下）P1 和 V2 按钮； 

（14） 按下复合真空计按钮； 

（15） 当复合真空计的低真空表显示数值为 E 0（即 010 ）左右时（如果过 10 分钟真

空度还达不到 010 ，说明真空系统有漏气的地方，需要检查真空系统的密封性）, 关闭 V2； 

（16） 开启 P2、V1、V3； 

（17） 设置加热温度曲线和参数（设置方法参考温控器说明书）； 

（18） 过35~40分钟后，当复合真空计的高真空表显示数值为10-2Pa后才能开始加热，

开启电源（温控表的电源）、加热（加热器电源）按钮；注意：如果过 40 分钟后真空计左

边的表显示还是 P，说明真空系统有问题，需要检查线路和管路是否有漏气点（炉门是否关

严，各个阀接口，其他接头地方等）； 

（19） 当设定温度小于 500时，用手动档来控制加热速度但加热电流必须小于 200安；

当设定温度大于 500 度时，在 500 度以下时用手动档，当温度大于 500 度以后再切换到自

动档； 

（20） 当温度满足设定条件时（指测量 1 的温度），关闭（抬起）Q 按钮，升起热电偶

（注意，如不升起，热偶可能被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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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停止加热（关闭加热按钮）； 

（22） 旋起急停开关； 

（23） 开始做实验； 

（24） 实验结束后，按下急停开关； 

（25） 当温度降到 400 度以下时，关闭复合真空计； 

（26） 关闭 P2、V3； 

（27） 开启 V4（下端垂直安装的进气孔），充入惰性气体（注意不同的板料需要选择

不同的气体），气体充入量由电接点压力表自动控制；当充入的气体压力达到 0.02MPa 时，

充气自动停止； 

（28） 关闭 V4； 

（29） 开启 V6、P3，开始气体循环冷却；- 

（30） 过 60 分钟后（扩散泵冷却后）关闭 P1（机械泵）、V1； 

（31） 当温度低于 100 度时，关闭 P3、V6，关闭水冷系统；  

（32） 开启 V5 放气，放气结束后关闭 V5； 

（33） 打开炉门，取出试件，一次实验结束； 

（34） 如果做下一个实验，重复 4）-34）步骤； 

（35） 全部实验结束，关闭工控机、总电闸和空开，关闭气瓶； 

 

二、常温成形试验 

1．试验前请仔细阅读下列注意事项： 

（1）每次计算机刚打开或者重起后，都需要运行系统复位，否则位移采集的数据不对。 

（2）操作手控盒时，先将调压旋钮旋至最小，然后再按压边上，然后调节调压旋钮至

合适的速度，当开始压边圈没有对正时，速度太大有可能损坏模具！ 

（3）如在试验过程中载荷或位移出现异常，请按急停开关； 

2．具体操作流程 

（1） 合上电闸和空开； 

（2） 旋起急停，开启工控机； 

（3） 运行 BCS50AR，点击系统复位； 

（4） 使凸模上下运行，看位移显示是否正常，如不正常，需解决后再做实验。 

（5） 放好模具，升起凸模找正压边圈。 

（6） 放好板料试件； 

（7） 开始试验； 

1） 试验结束后，取下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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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继续做，重复 4）~6）步骤； 

3） 试验全部结束，关闭工控机； 

4） 按下急停开关； 

5） 拉下空开和总电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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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薄板试验机操作规程 

 

 
图 1 高温试验真空、加热、冷却按钮示意图 

 

 

图 2  复合真空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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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验前请仔细阅读本规程！ 

1. 操作手控盒时，先将调压旋钮旋至最小，然后再按压边上，然后调节调压旋钮至合

适的速度，当开始压边圈没有对正时，速度太大有可能损坏模具！ 

2. 试验过程中要确保气瓶正常工作，否则会导致真空系统异常和元器件损坏！ 

3. 复合真空计在不使用扩散泵时，注意关闭其中的电离真空计，关闭和开启的方法：

按下电离真空计的手动自动切换按钮，当手动指示灯亮时表示为手动，此时电离真空计被

关闭，当手动指示灯不亮时，电离真空计会自动启动即开启。 

4. 如在试验过程中载荷或位移出现异常，请按急停开关； 

5. 如试验过程中水压异常，请迅速打开水箱门，按所需要的值旋转节流阀，使水压恢

复正常，同时迅速关闭加热按钮和所有的真空泵和阀，如果温度已经加热到 100 度以上，

或者扩散泵还未冷却至 50 度以下，冷却水箱必须工作，等温度降低到 100 度以下或者扩散

泵已经冷却至 50 度以下，才可以关闭冷却水系统，否则可能造成设备元件损坏； 

 

 
图 3 冷却水压调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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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验前设备检查流程 

检查氮（氩）气瓶气压，

供气压力是否达到0.4~0.45MPa
更换气瓶否

是

打开冷却水，检查水
压是否正常

低于0.1MPa
高于0.3MPa

检查冷却水系统（水箱的
贮水量，管道，节流阀）

是

参考冷却系统说明书
设置冷却水工
作温度≦20°

检查阀门工作是否正常 方法
按下开关按
钮，观察阀动
作是否正常

检查气源压力是否太
低（一般为0.3MPa,
最大不超过0.5MPa)
和电源接线是否正常

否

是

检查热偶0工作是否正
常（按钮Q)

方法
按下Q按钮，
观察热偶动作
是否正常

找到原因解决问题
（机械松动、电路接
线、阀门问题）

否

是

检查主机工作是否正常 方法

按凸模上下，
看位移显示是
否正常，按压
边上下，看是

否正常

检查急停是否抬起，
泵是否启动，接线是

否正常

是

否

检查完毕，准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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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温成形试验操作流程 

合上电闸和空开

旋起急停开关，开启工控机

设置加热温度曲线和参数（设置方法参考温控器说明书）

运行BCS50AR，点击系统复位

打开炉门，放好模具，升起凸模将压边圈找正，然后退回凸模

放入板料试件，放好测量模具温度的热电偶(温控表测量2)，按下Q按钮，降下测量板料温度的热电偶（温

控表测量1），使用手动操作小心升起压边和试件（压边顶起试件），使试件上表面刚好接触上面的热电

偶（炉子顶部的热电偶）时停止压边，注意当试件接近热电偶时减慢速度，千万不要将热电偶顶坏！

关闭炉门并锁好，按下急停

要求真空度<10-1Pa
是，使用
扩散泵

否

开启P1,V2,复合真空计并设置左侧电离真空计为手动

当真空度达到10-1Pa，按下加热按钮，开始加热

当温度满足设定条件时（测量1），关闭Q按钮，升起热电偶
（注意检查是否升起，如不升起，热偶可能被损坏）

停止加热（关闭加热按钮）

旋起急停开关

开始做实验

实验结束后，按下急停开关

当温度降到400度以下时，关闭P1,V2，复合真空计

开启V4，充入惰性气体（注意不同的板料需要选择
不同的气体），气体充入量由电接点压力表自动控制

，当充入的气体压力达到0.02MPa时，充气自动停止

开启V6、P3，开始气体循环冷却

当炉内温度低于100度时，关闭P3、V6，关闭水冷系统

开启V5放气，放气结束后关闭V5

如果全部实验结束，关闭工控机、电闸和空开

关闭氮（氩）气瓶

结束

开启P1,V1,复合真空计并设置左侧电离真
空计为手动

当真空度达到10-1Pa，开启P2, 启动扩散泵

过40分钟后，关闭V1,开启V2

当真空度达到10-1Pa，关闭V2,开启
V1,V3，开启电离真空计（即设置左侧
电离真空计为自动

当达到所需真空度，按下加热按钮，开
始加热

当温度降到400度以下时，顺序

关闭V3、复合真空计、P2

当扩散泵温度降至50度以下（即关闭P2扩

散泵1小时后）时，关闭V1、P1（机械泵）

使用扩散泵

使用扩散泵

    做下一个试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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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温成形试验操作规程 

1. 合上电闸和空开； 

2. 旋起急停，开启工控机； 

3. 运行 BCS50AR，点击系统复位； 

4. 放好模具和板料试件； 

5. 开始试验； 

6. 试验结束后，取下试件； 

7. 如果继续做，重复 4）~6）步骤； 

8. 试验全部结束，关闭工控机； 

9. 按下急停开关； 

10. 拉下空开和总电闸； 

11. 试验注意：如在试验过程中载荷或位移出现异常，请按急停开关。 

 

五、真 空 操 作 

1． 操作前的准备工作 

（1） 确认所有阀门都处于关闭状态。 

（2） 接通冷却水。 

2． 扩散泵进入工作状态 

（1） 合总电源。 

（2） 开机械泵。 

（3） 开前级阀，对扩散泵抽真空。 

（4） 开扩散泵，40 分钟后扩散泵进入工作状态。 

3． 炉体予抽真空操作 

关闭前级阀门（V1）后再开预抽阀（V2）对炉体进行排气，打开复合真空

计，关闭复合真空计的电离计，当压力<10Pa，扩散泵处于工作状态下，预抽时

间尽可能缩短。 

4． 炉体高真空操作 

（1） 炉体内压力<10Pa 后快速关闭预抽阀(V2)。 

（2） 打开前级阀门（V1）使扩散泵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3） 开启主阀（V3），炉体进入高真空排气状态，炉内压力逐渐降低。 

（4） 打开复合真空计的电离计，进行高真空测量。 

5． 真空机组停机操作 

（1） 关电离计。 

（2） 关闭主阀（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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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闭扩散泵，让其冷却。 

（4） 关真空计。 

（5） 约一小时后关闭前级阀门（V1）和机械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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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SS 全自动材料显微镜保养、检修及排除故障 

 

一、保养 

（一）仪器保养包括下列操作： 

1. 每次使用后用防尘罩盖住仪器； 

2. 将仪器安装在干燥的屋子里； 

3. 用防尘罩盖住暴露的镜筒； 

4. 用刷子、吹风机、擦镜纸或棉布清洁镜头表面的灰尘和污物； 

5. 如果需要去除水溶性污垢（咖啡、可乐等），可以在呵气后用干净的棉布擦

除，或使用湿布，水中可以加入中性清洁剂。 

6. 如果要去除顽固污垢、油性或脂溶性污垢（镜油、指纹等），可以用棉签或

干净的棉布蘸光学清洁剂擦除。该清洁剂由90％体积的石油精和10％体积的

异丙醇组成。这两种成分也可以使用下列物质替代： 

 石油精：医用酒精、石油醚 

 异丙醇：2-丙醇、二甲基原醇、2-羟丙烷 

 清洁光镜时由中心开始向外呈环形擦拭，稍用力下压。 

 

（二）当在潮湿气候带使用，应按照以下方法保养： 

在明亮、干燥、通风良好的房间里安装仪器，并保证湿度低于65％；将比较

敏感的元件如物镜和目镜单独保存在干燥盒中。 

 

（三）光学仪器的真菌污染多发生在以下条件下： 

1. 在相对湿度大于75％，温度15℃-35℃的环境中放置3天以上； 

2. 在黑暗、空气不流通的屋子里安装仪器； 

 3. 镜头表面有指纹和大量灰尘。 

 

 

二、检修 

（一）演示校对 

每六个月需要进行下列校对： 

1. 整体 

（1）检查线路和接头故障； 

（2）一旦出现任何可见损伤，断开电源，由蔡司维修人员修理； 

（3）确定卤素灯和HBO/XBO灯的使用时间没有超过最大限度（每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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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路 

（1）检查卤素灯和HBO/XBO灯的正确设置； 

（2）检查照明器的电源连接点接触情况； 

 

3. 光镜 

检查物镜和目镜的清洁情况 

 

（二）更换显微镜的保险丝 

 

仪器输入电压的保险丝

安装在显微镜座的后面。保险盒

与仪器插座组合在一起，内有两

根T5 A/H 250 V 的保险丝。 

 

一旦保险丝烧断，应首先解决这

一故障，这样可以有效排除其他

技术故障。 

 

更换保险丝时应首先断开电源。 

1. 断开仪器电源，向前拉出保

险盒(5-1/1)； 

2. 从支架上取下旧的保险丝，

换上新的保险丝； 

3. 将保险丝支架放回保险盒(5-1/2)，插好电源线。 

 

电动显微镜的供电是有单独的供电电源，其保险丝不在主机上，保险丝的型

号是T6.3A/250V。更换方法同手动显微镜 

 

三、故障处理 

 

问题 原因 处理办法 

视场中有阴影或照明不

均匀；不能看到全部视

场。 

照相筒上的观察/照相拉

杆不在正确位置（中间位

置）。 

将照相筒上的观察/照相

拉杆移到正确位置（端点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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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镜转换器不在喀嚓声

停止位置。 

将物镜转换器转到喀嚓

声停止位置。 

聚光镜没有正确设置。 正确设置聚光镜（调节、

对中）。 

孔径光阑没有正确设置。 正确设置孔径光阑（调

节、对中）。 

视场光阑没有正确设置。 正确设置视场光阑（调

节、对中）。 

滤色片没有正确插在滤

色片架上。 

将滤色片正确插在滤色

片架上。 

没有 DIC 效果 起偏器没有插入光路 将起偏器插入光路，并检

查是否到位 

视野中图像成双影 DIC滑片插入光路 拉出滑片 

分辨率低，图像反差低。 没有正确设置孔径光阑

开口。 

根据 2/3规则或样品特点

设置孔径光阑开口。 

聚光镜没有正确聚焦，

0.9 前透镜没有正确设

置。 

将聚光镜正确聚焦，正确

设置 0.9前透镜（摇进或

摇出）。 

采用 0.17mm 盖子玻片厚

度透射光物镜时，盖玻片

厚度错误。 

使用 0.17mm 厚度的标准

盖玻片。 

没有正确放置挡光板。 反转挡光板，样品一侧指

向上方。 

使用油镜时，没有加用浸

油，或者加用了非指定浸

油。 

使用蔡司公司生产的

518N 型浸油。 

浸油中有气泡。 加用新油，除去气泡。 

 

 

问题 原因 处理办法 

分辨率低，图像反差低。 干燥型物镜的前透镜上加

用了浸油。 

清洁干燥型物镜的前透

镜。 

校正环没有设置到正确的

盖玻片厚度。 

将校正环设置到正确的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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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镜、目镜、聚光镜或滤

色片光学表面有污物或灰

尘。 

请清洁相应的光学元件。 

对称模糊图像，即一侧聚

焦，而另一侧没有聚焦 

聚光镜没有正确设置。 正确设置聚光镜。 

物镜转换器没有在喀嚓

声停止位。 

将物镜转换器正确转到

喀嚓声停止位。 

样品没有在机械式载物

台上固定好。 

将样品正确插入样品夹，

然后固定好。 

更换物镜后，聚焦差异较

大。 

没有正确设置可聚焦目

镜。 

将可聚焦目镜镜调整到

合适的屈光度。 

物镜没有拧到最里头位

置。 

将物镜拧到最里头位置。 

没有插入观察筒透镜，或

者插入过多。 

插入观察筒透镜或取下

多余的观察筒透镜。 

左右视场不能重合为一

个图像。 

没有正确设置双目观察

筒的瞳间距。 

正确设置瞳间距 

没有正确设置可聚焦目

镜。 

将可聚焦目镜镜调整到

合适的屈光度。 

观察时眼睛疲劳。 没有正确设置双目观察

筒的瞳间距。 

正确设置瞳间距 

 没有正确设置可聚焦目

镜。 

将可聚焦目镜镜调整到

合适的屈光度。 

 图像亮度不合适。 调节灯亮度，或者插入转

换滤色片。 

 双目观察筒光学性能或

机械性能失调。 

由显微镜维修部检查/修

理。 

 

 

问题 原因 处理办法 

视场中有污物或灰尘。 聚光镜没有正确聚焦，

0.9 前透镜没有正确设

置。 

将聚光镜正确聚焦，正确

设置 0.9前透镜（摇进或

摇出）。 

孔径光阑开口太小。 根据 2/3规则或样品特点

设置孔径光阑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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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镜、目镜、聚光镜、滤

色片或样品的光学表面

有污物或灰尘。 

请清洁相应零件的光学

表面。 

虽然接通开关，但 12V35W

卤素灯不亮。 

电源插头没有插到墙上

插座中。 

将电源插头插到墙上插

座中。一定要检查仪器和

线电压。 

没有安装 12V35W 卤素灯

泡。 

请安装 12V 35W 卤素灯

泡。 

12V35W卤素灯泡是次品。 请更换 12V35W卤素灯泡。 

没有使用指定的 12V35W

卤素灯泡。 

请使用指定的 12V35W 卤

素灯泡。 

电子模块可能有问题。 由售后服务部检查电子

模块，如果必要，请更换。

（请参看第 4-9页）。 

电源插座上没有电。 换用另一个电源插座。 

12V 35W 卤素灯泡闪烁；

照明强度不稳定。 

已经到达 12V35W 卤素灯

泡平均使用寿命。 

请更换 12V35W卤素灯泡。

请参看第 2-12页。 

没有正确连接电源线，或

者电源线已经损坏。 

正确连接电源线，或者更

换电源线。 

12V35W 卤素灯泡的插脚

没有正确插入插口中。 

将 12V35W 卤素灯泡的插

脚正确插入插口。请参看

第 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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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nai G2 F20 透射电子显微镜操作规程 

 

 

（一）开机 

1．检查室温(16～22℃)，冷却水水温(<21℃)，湿度(30~50%)， CCD 水压的浮

标正常，EDX液氮灌指示灯绿 

2．检查主机电源和真空、高压按钮，正常情况如下：On 绿灯暗，Off 红灯亮，

Vac.白灯亮，HT 白灯亮。 

3．确定两个开关， CCD camera power supply, CCD coding power 

4．登录用户, 依次打开软件：a  Tecnai user interface   b  Digital 

Micorgraph      

                           c  Tecnai IA           d   EDX 

（二）插入和拔出样品台 

1．物镜光阑和选区光阑应在空挡，样品台位置(holder)坐标 x, y, z, 以及α

和β角值应均为 0． 

2．双倾样品杆安装： 

   先手动连接 cable, 程序选择样品台的型号，并确定 cable 的连接，稍等片

刻到样品台架上的红灯熄灭，在稍杆位于 5点钟位置直插入镜筒，不能旋转，此

时红灯亮，Turbo 自动启动（呈桔黄色），三分钟后开始工作（浅黄色），等到红

灯熄灭，逆时针旋转样品杆至不动，再随着吸力慢送样品杆入镜筒。 

   样品杆取下：先将样品台位置(holder)坐标 x, y, z, 以及α和β角值归 0，

直接抽出样品杆到不能抽出，然后顺时针方向旋转到不能旋为止，再抽出样品杆，

取下 cable，选择无样品杆状态。 

3．使用单倾台时，软件中样品杆选择项为缺省状态，不需要连接 cable。(注意：

不能使用单倾样品台观察磁性样品！) 

4．Column 真空值稳定<20时(稳定时为 6)，可以开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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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 V7 阀，即点击 Set up  Vacuum(User)窗口中的 Col. Valves Closed 按

钮。 

（三）基本合轴 

1. 首先将样品置于最佳高度“Eucentric Height”，找到样品的合适位置，并

把样品移动到位于荧光屏中心小圆圈标记附近，放大倍数在 5-10万倍。 

方法一：按”Eucentric Focus”, 调节右操作面板上的 Z±axis，使样品尽

量接近正焦位置。      

方法二：或者用 α-Wobbler，调节右操作面板上的 Z±axis，使样品不随样品

台的摇摆而摇摆。 

2. 机械调节光斑到同心收束，调节 C2光栏的 X、Y轴，此时放大倍数放在 40k

左右。 

3. 若束斑不圆，可先调节 Condenser Astigmatism 到光斑圆为止。 

4. 调节 Direct Alignment. 

(1) Gun Tilt，调到曝光时间最小（S），多功能键 Multi XY 调节 

(2) Gun Shift 2-6合轴，Spot Size 2（光斑亮）用多功能键 Multi XY 调节；

Spot Size 6（光斑暗）用 Beam Shift 调节。 

(3)调节 Beam Tilt PPX 和 Beam Tilt PPY 两个方向，调节键是 Mx.y。 

(4) Rotation Centre (对高分辨的影响很大)，同心振动，在 20 万倍以上,

用 Mx.y 调节 

（四）CCD 图像观察和采集（TEM明场和 TEM高分辨像） 

1．首先将样品置于最佳高度，按”Eucentric Focus” 

2. 找到需要的样品，选择适当的放大倍数，使样品位于电镜主机荧光屏中心小

圆圈标记附近，调节右操作面板上的 Z－axis，使样品尽量接近正焦位置。或者

用 Wobbler 调节高度。 

3．散开光斑至充满荧光屏，然后抬起荧光屏。 

4．鼠标点击 Microscope Control 软件中 Workset CCD CCD/TV Camera 窗口

中的 Preview 按钮，等待 CCD采集样品像，并显示在 DM软件窗口中。 

5．旋转左操作面板上的 Intensity 旋钮，调节 CCD 图像到合适亮度，仔细调节

右操作面板上的 Focus按钮，使图像焦距最佳。 

6．鼠标点击 CCD/TV Camera 窗口中的 Acquire按钮，采集 TEM明场像。 

7．收集高分辨 TEM像 

（1）调像散，在 30-40 (35k×) 万倍下调节，用 CCD 收取图象，结合

“Live----FFT”，调节 Mx.y调节非晶区域的非晶环呈圆形。 

（2）调节 Coma Free, 在 30-40 (35k×) 万倍下调节，用 CCD 收取图象，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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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FFT”，调节 Mx.y , 到两个非晶区域的非晶环形状一致。 

（3）鼠标点击 CCD/TV Camera窗口中的 Acquire按钮，采集高分辨图像 

（五）完成实验后 

1．放大倍数：回到 SA模式，放大 38000×， 光斑散开 

2．关 V7 阀(鼠标点击 Set up  Vacuum(User)窗口中的 Col. Valves Closed 按

钮)，盖观察窗盖。 

3．退出物镜光阑，选区光阑。 

4．样品台回零：鼠标点击 Search 窗口中右上角的 ，再点击 Holder 键，查看

屏幕右下角 x，y，z值，以及α和β角是否回零。 

5．拔出样品台：直拔至不动，顺时针转至不动，再直拔出。 

6．烘液氮：（1) 取下液氮罐； 

          （2）鼠标点击 Set up  Vacuum(User)窗口中的右上角的箭头，点      

击 Cryo Cycle 按钮，等待涡轮分子泵启动（Turbo on按钮由灰色变为黄色）。 

7．关闭液晶显示器。 

说明： 本机操作软件为 Microscope Control，若软件界面中按钮为黄色时，表

示此按钮代表的功能正在作用中；若按钮为灰色，字为黑色，表示此按钮代表的

功能处于准备作用状态；若按钮为灰色，字为浅色表示此按钮代表的功能尚不能

使用。 

8 注意事项： 

（1）使用 CCD 来采集电子衍射需要特别注意 Beam的强度。 

（2）暗场，EDX, STEM, EELS 等请见另外的文件。 

（六）定期维护与保养 

1 . CCD 相机：每个月加热一次，加热温度 28摄氏度，加热时间 8小时。 

   2. 空气压缩泵：每星期放气保养一次，由值班人员完成。 

   3. 循化水：每三个月更换一次，更换时设备关机，每次使用去离子水 2~4

桶，由设备管理人员完成。 

   4. 能谱保养：液氮每周填充一次，每次将能谱罐加满液氮，有设备操作人员

完成。 

   5. 电镜主机保养：每天添加液氮，每 4小时添加一次。当实验结束后撤出冷

阱，设备自循环 5小时维护，由设备操作人员完成，设备管理人员监控。 

   透射电镜主机及附件，每半年由工程师检修一次；设备临时故障由管理

人员查找原理并及时排除。 



88 

 

电解双喷减薄仪操作规程 

联系

 

(一) 配置样品双喷液，一般钢铁样品为 9%高氯酸+酒精。 

(二) 连接设备电源，并打开开关。将双喷液倒入溶池内，并加入液氮将双

喷液温度降低至-20℃~-30℃。 

(三) 将样品装入样品夹中，并放入卡槽内。选择与双喷模式，测定样品双

喷电压。 

(四) 点击开始按钮，开始双喷，钢铁样品一般在 2分钟内完成。 

(五) 听到实验结束的提示音后，迅速取出样品夹内的样品，放入纯酒精内

清洗，取出后放在滤纸上晾干。 

(六) 实验结束后用清水清洗设备，并切断电源。 

注意，当双喷液的温度稳定后再开始实验。双喷后的样品要在酒精

中轻轻晃动清洗，避免将薄区清洗掉。 

(七) 定期维护与保养：每次设备使用结束后，由操作人员彻底清洗、晾干；

设备每个月进行参数校正，由设备管理人员进行；每年由 Gatan 工程师检修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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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减薄仪操作规程 

 

（一）操作前准备：确定Ar气钢瓶内尚有Ar气体  

（二）试片交换 

1. 将试片以Duo Post试片座固定好，并将待削接口调整至中心；  

2. 按Vent钮至sample上盖可打开；  

3. 以勾型镊子将Duo Post试片座放入Chamber内，盖上chamber盖；  

4. 按Vac钮，直至Vac灯亮起为止（样品交换室真空抽好）；  

5. 按Air Lock control钮至Lower，使试片下降至polishing区（此时

Rotation旋钮不能处于OFF，要不然Airlock将不会降下）；  

（三）polishing 及观察 

1. 设定ion gun电压（Si 试片约在4~5KV）；  

2. Ion beam modulator 设在double位置（使用Duo Post试片座负载样品一

定不能为OFF）；  

3.  开ion gun gas的flow control switch； 

4. 调整左右gun的polishing角度（试片厚则用大角度，薄则用小角度；Duo 

Post 试片座可将一支gun用正角度，另一支用负角度进行双面减薄；Post

试片座gun只能用正角度）；  

5. 设定rotation speed，一般放在3左右（注意：若设定为0则试片座无法

升起，此时不得按vent钮，以免Pump当机）；  

6. 设定Timer后，按Start即开始运作；  

7. polishing过程中，可将双目立体显微镜调整至chamber上方，打开金属

挡板，开表面灯或底部穿透灯，可观察polishing位置的薄度（观察后要

将金属挡板闭合，以免样品室玻璃被污染侵蚀）；  

8. polishing结束后，关flow control switch，并确定rotation不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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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压Air Lock control使试片升起，直到看到Airlock完全升起后，才可以

按Vent进行交换样品。  

（四）注意事项： 

在样品台升起的过程中不能按Vent钮，会破坏系统真空，可导致分子泵坏掉 

1. 日常关机：平时使用完毕不须关机  

2. 停电关机 

（1）确定Ar气体钢瓶关紧  

（2）关PIPS 总电源  

3. 复电开机 

（1）开Ar气体钢瓶  

（2）开PIPS总电源  

（3）Gun purging（为去除PIG（Penning ion gun）表面水气，避免因outgasing

造成Gun不稳），当chamber压力小于5×10-3Pa时，开两个gas-valve switch，

purge约15min（若破真空维修，则须30~60min），当gun current值在5KeV，

低于8μA时可停止。  

（4）一定要等到真空度达到5×10-4Pa才可以正常工作（在不开气体，

Airlock没有降下时的真空）  

（5）当拆下离子枪又重新装回后需要做Gun alignment(调整gun流量及beam

位置)：  

调整气体流量：试片座不放任何东西，Gun角度调为0度，Ion beam modulator

设为off，降下Airlock开左gun的flow control switch，按start钮，调整

气流旋钮直至gun current至最大值，再将气体流量调大，使gun current值

降低至原来的85~90%。关闭左gun switch再开右gun switch依左gun调整法

调整完成。  

    调整 Beam 对中：将荧光 holder 置入 chamber内，开高压，开气体。gun

角度调为+10 度，观察左右 gun 的荧光影像，调整离子枪上的两颗小螺丝使

两枪的离子束交叉在中心黑点，并且最亮区域的中间位置处于中心黑点。 

 

（五）定期维护与保养： 

离子减薄仪每个月由设备管理人员进行主机校正；电子枪每 3 个月采用

高纯酒精清洗一次，由设备管理人员进行。设备使用高纯氩气，定期查看并

更换气瓶。设备每年由 Gatan 工程师检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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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凹坑仪操作规程 

 

（一）样品定位  

1. 把样品固定台（以及对中环centering ring）放到磁转盘上。  

2. 轻轻的把显微镜放到固定架上。  

3. 把显微镜的电源插头插到光源插座上。调节显微镜目镜高度，聚焦到样

品上表面观察。  

4. 调整样品台（以及对中环centering ring）位置，直到样品待打凹痕区

与十字准线重合。  

5. 启动Table马达，检查对中。样品待打凹痕区应围绕十字准线中心转动。

操作完成后，移走显微镜。  

（二）凹坑打磨样品  

1. 在配重载荷（Counterweight）上加20g负载，选择第二或者第三格的打

磨速度。  

2. 顺时针旋转微米进程驱动器使测微器的末端面降低。  

3. 把没有放样品的样品固定台（以及对中环centering ring）放到磁转盘

上。小心的把磨轮（使用凸轮）降到样品台上。  

附注：如果微米进程驱动器使测微器的末端面没有降低，平台降下来的冲击

力可能会导致刻度表盘的零点位置偏掉，如果存在此情况，须重新校准零点。  

4. 逆时针旋转微米进程驱动器升起测微器末端面，直到刻度盘指示器的指

针转满一整圈后刚好停在零点位置  

附注：刚好停在零点位置，小心不要超过零点位置，否则测量的数据不准确。  

5. 按下ZERO按钮调零打凹痕深度数字显示。  

6. 小心的使用凸轮升起平台，移动样品台，使研磨轮落在样品上。  

刻度盘指示器（Dial Indicator）现在显示了样品材料和固定蜡的总厚度。  

7. 逆时针旋转微米进程驱动器使其升高，直到数字显示屏达到样品最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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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厚度。  

刻度盘指示器（Dial Indicator）现在显示了样品材料还需被打磨掉的厚度。

数字显示读数呈负，代表了需要剩余的样品和固定蜡的总厚度。  

8. 用牙签放入少量金刚石研磨膏到磨轮和样品上，然后加水润滑。  

9. 同时开启两个马达。（按下Table & Arm按钮）  

10. 开启自动停止器（按下AUTO按钮）  

11. 当刻度盘指示器（Dial Indicator）指针顺时针旋转到达“0”点位置

时，自动停止器会关闭转台和磨轮的马达。  

（三）抛光  

1. 卸下研磨轮，用镜头纸擦拭轮轴和研磨轮。  

如果污渍难于除去，用镜头纸沾一点水或溶剂（如酒精或者丙酮）进行擦拭。  

2. 彻底清除掉样品上的残留研磨膏。  

用棉签沾蒸馏水清洁，然后用丙酮清洁。  

3. 小心的把抛光轮安装到轮轴上。  

4. 负重30g，调节磨轮转速到第五或者第六格。  

5. 使用粒度为0.05μm的氧化铝抛光膏涂抹在抛光毡轮（felt wheel）和样

品上  

附注：注意不要把抛光毡垫圈（felt polishing rings）弄脏了。千万不要

把不同的抛光膏涂在同一个垫圈上。  

6. 小心地把抛光轮放到样品上。  

进行抛光直到样品表面得到改善（通常需要几分钟）。  

附注：柔软的抛光毡轮（felt polishing wheel）会使测量不精确。应不时

的用立体显微镜观察抛光过程。样品抛光所需的时间决定于样品硬度的不同。 

（四）取下样品  

1. 从磁转台上取下样品固定台。  

2. 把样品固定台放到一个130℃的热台上。  

3. 让蜡充分熔化，用小镊子把样品从固定台上取下（轻轻的滑移推动）。  

4. 从样品上除去残留的石蜡。  

把样品浸入丙酮中反复清洗，直到蜡完全除去。  

附注：如果样品为脆性样品，最好将样品+样品台同时放入丙酮溶液中将石

蜡充分溶解，待样品完全脱落后取出样品，以免加热溶化石蜡损伤样品中心

薄区部分。 

 

（五）定期维护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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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凹坑仪每个月由设备管理人员进行主机校正；每 3 个

月清洗一次显微镜及设备附件，由设备管理人员进行；设备

每年由 Gatan 工程师检修一次。样品固定加热台操作规程 

 

 

(一) 把样品台放到130℃的加热台上。  

(二) 加热5分钟后，用蜡棒的末端接触固定台表面。 只需少量蜡（直径大约1

㎜）。让蜡充分熔化、可以流动。  

(三) 把样品小心地放到蜡上。  

(四) 用牙签轻轻的压固定台上的样品。 推动样品转小圈儿，以次确保蜡匀而薄

地分布。过程中，要避免把蜡涂到样品的上表面。  

(五) 把样品固定台从热台上挪走，冷却至室温。 

(六) 定期维护与保养：加热台每个月由设备管理人员进行主机校正；每3个月清

洗一次设备附件，由设备管理人员进行；设备每年由Gatan工程师检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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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片打孔机操作规程 

 

(一) 将样品用砂纸打磨至 50~80 微米； 

(二) 将样品放入打孔槽内，对准需要打孔的位置； 

(三) 压下打孔机手柄，将打下的圆片从槽内取出。 

(四) 定期维护与保养：打孔机每个月由设备管理人员进行校正；每 3个月

清洗一次设备附件，由设备管理人员进行；设备每年由 Gatan工程师检修一

次。 

 

手动研磨盘操作规程 

 

(一) 将研磨盘示数归零 

(二) 将样品用石蜡粘接在研磨盘上 

(三) 用不同型号的砂纸将样品研磨至需要的厚度 

  注意在使用过程中，保持研磨盘水平。研磨盘不可磕碰。 

定期维护与保养：加研磨盘每个月由设备管理人员进行校正；每 3 个月清洗

一次设备附件；每年由 Gatan 工程师检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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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清洗机操作规程 

 

(一) 操作前准备：确定Ar和 O2气钢瓶内尚有气体；  

(二) 连接设备电源，并打开开关。在设备前端显示器查看气体连接是

否正常； 

(三) 将透射电镜样品装入样品电镜样品杆； 

(四) 将样品杆装入FEI连接器，并插入等离子清洗机内，确认密封连接； 

(五) 选择等离子气体组分（TEM，STEM等模式）； 

(六) 点击抽真空按钮，观察样品室真空达到额定值； 

(七) 点击开始按钮，开始清洗； 

(八) 清洗结束后，点击放气按钮，气体放气结束后，取出样品，将密

封口重新接入接口。实验结束后关闭主机和气瓶。 

(九) 注意，设备不使用时，尽量保持 Ar和 O2等离子清洗机连接，确保设备

气体通道不被污染。 

(十) 定期维护与保养： 等离子清洗机每个月由设备管理人员进行主机清洗；

设备使用高纯氩气，氧气等定期查看并更换气瓶。设备每年由 Gatan工程师

检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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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相室设备仪器异常情况报告表 

 

时间  

异常情况仪器设备名称  

出现异常情况说明  

拟解决方法  

解决完成情况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