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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高能 Ti 离子注入H13 钢的强化机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利用

离子注入精确可控，掺杂不受固溶度和材料温度限制的特点，详细研

究了 H13 钢中离子注入各种强化机理的作用。结果证明，用离子注

入可将几种强化效果同时用于H13 钢强化，从而得到最佳的强化效

果。低温、大注入量注入下，以位错强化、超饱和回溶强化为主，可

使注入层强化效果提高o 400'C加温下注入由于FezTi 和 TiC 硬化弥

散相的形成，强1t 效果进一步提高.硬度可提高3.2 倍。抗磨损效果

可提高 11 倍。注入样品退火可改善弥散强化的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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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IGH ENERGY TITANIUM ION

IMPLANTATION INTO H13 STEEL•
(Ina始皿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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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eng由ening mechanism of high energy titanium i佣 implanted H13 鼠目l

was studied. The r臼ults shown that several kinds of strengthening factors played a

part in strengthening t叫~ther when the high energy titaniwn i<lns were implanted

into H13 steel. The solution strengthening and disl回ation strengthening were dom

inated if Ti ions w町e implanted with high dose at low temperature. The strength

ening effects were increased. The FezTi and TiC phas四 were formed in H13 悦目l

when the Ti ions were implanted with high d(蹄 at 400·C. The dispersion strength

ening phases of Fe"Ti and TiC were appeared. The strengthening effects are be忧er

than before. The hardne臼 increased 3. 2 times , the wear resistance increa配d lJ

tIDlCS.

• The .ubiect 阳"回cd by N.tior田I N.tural Science p，刷ndetion of China ,:KI by au N.tion.1臼mmid回 of Ad..nced
岛enee end Ts:hn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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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离子注入是将注入元，电离成离子经加速器加遭到一定的能量后直接盯到固体材料费

丽的精理过理.因此盯入固体中的量可用记录打入的离子撞来嘀嘀控嗣.打入的深度事调

节细矗电压得到精确控嗣.因此称这个过瞿为原子级精确.~.这个过理属于李平衡过踵，

注人量不曼圄榕厦限帽，不曼离子神费和固体材料件提醒嗣fM:.

70 年代韧期，强束班组离于技术已经成熟，工业应用型注入机问世.无分析的简化离

子注入凯可引出纯氯离子束班高达 SO mA.氧离子在入金属噩化机理和工业应用受到了广

泛重视，首先由英国哈威尔原子障研究中心撞出了离子注入原型机和巨型工业应用离子注

λ机fHU，并发表了他们许多有关 N 注入麦丽强化放果方面的论文和卓有成慧的工业应用

成果【口-..:. 80 年代初期，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建立了十个氨离子注入服务中心为世界

各国服务.

在苦个期间工业应用实验也广泛开展起来，以英国哈威尔原子tit研究中心为突出ft费，

他们与工厂广泛开展合作，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与此同时，在英国、斐国、日本等国"工大约 200 余种工件和工具，经济放益+分显

著，应用范围不断矿大，生产势头强劲.

研究表明. N 离子注入市在许多局限性， N 注入已经强化的高适合金钢，硬质合金钢

和轴承销等工具钢没有效果. N 注入工件不能在较高温度下拥工，高温将导致注入氯外扩

散而迅速遭遇"→J.

80 年代初期.斐固保卫部([白D> 于 1983 年调定了一项联合发展计划，联合美国各军

事研究所，包括海军实验重，空军材料实量室，海军现空系统指挥部和海军武器中心等单

位制定 f离于注入改善武器装置的计划，主要针对融气机抗氧化，轴承抗海水腐蚀和抗磨

损，和自轮的抗靡损待性为研究方向【e]. 以美国海军实验室为主导联合上述各军事研究所、

-些公司(如 Spire 公司)刊一些大学研究所开展了上述研究工作"1. 几年后，则发表了它

们在这些方面的成熟的研究成果ω.

鲸合上追分析可以看出，离子束材料政性在近些年来有了飞速发展，特别是在国民经

济，国防和E疗器摊上取得的成就特别突出.我国是离子注入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相

当的研究基鸭，为了尽快将该项技术推广应用，国家 863 高科技委员会专门资助该项研究，

本工作研究的主要内窑 z 高能量、高剂量 Ti 注入 HI3 钢表面相变和结构的变化z 强化机理，

缸'损待性 z 注入过程中金属间化合物 Fe，Ti 形成规律 z 不同靶温下注入的放果.这些都是

材伺政性中最关心的问题，对此进行了部入而系统的研究工作.

1 实验条件和实验方法

注入离子选用 Ti+ 和 N\ 注入幢量为 180 keV 和 300 keV. 注入量则分别为

1X 1~' em' l , 2X 1011 em斗和 5. 5 X 10" em-I •

注入停晶选用模具铜 (H13 钢) .真成分为 0.35C ， 6.0Cr , I.SMo , 1.0V，用以研

究襄面硬度和抗磨损待性.选用纯铁是研吃阳变相化合物生提烧律. H13 钢是厚度为 1 mm

的 J5X15 见方的部片，注入前要先用水砂纸理银膺到 1000 号细砂纸，然后掘先到镜面壳，

再将得晶在真空炉中细然到 1050·C ，回火 1 h ，而后迅速捏入捕中停火.样晶再撞入真空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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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 550'(; 回火 1 h. 回火后的樨晶量迫严格幢幢后，再送去撞入.

匾厦测量是使用了 N回阶悦目大型企棚里幢幢上的里'硬度计，革是用 HX-l 噩噩'

硬度计.压头果用罐角为 lW的金刚石罐悻.试磕时，拥戴膏 P时要..-负'量"到樨晶

襄画上， ...量时间大约为 20 s，停. %o s. 结果在停晶襄丽压出一个囊'要的压瘦.测量臣'

的对'蝇佳If. tl 即可用下式绘出量瞰硬度H.，.

H ., - P/~ == 1.1544 PIt!'句lmal勺(I)

寞中.......为压疆的画瞿.由于注入噩厚度一矗在阴阳-300...，因此厨组负醺为 Z.5. 革

5.，为擅高目量精厦，每点薯'量 sit. 取奠平均..

..宴撞一般均果用英圃晴凰尔摩于篱'壳中心厨用的份量"但..目的注入得晶

撞置在踵'毒的.盘上. ，曹量为 IIX 10' (.) I... •钳跚晕用金刚石雹.雹安为 12cr的幢

体，笔尖上的负疆纯为 10.-20.. 雹捆的..半径为 5-10... 在无情帽"情况"f矗霄

"宴量，且的...噩噩在 2-5 万鼠.u..力噩的'事晶耍.10-25 万鼠，对比童

入得晶租来注入停晶的失量比，则给自肚量入停晶的拢..t警世.

另-仲简便方法则矗用细痕但来遭行回量的.划.用的毫也是盒刚石雹，雹尖'凰"

角为 120'的圃.面.实验时要在革顶蝙细上 10-50. 的负量.让毫安在得晶瘦面程恒的量'

过，用干涉里'键革嗣面仅测量划瘦的嗣面，比撞撞入鞠未注入停晶在同样负量下划瘟黯

面比回可以绘出注入挥晶抗鹰擅特性.为了撞高测量的精确性， -.细瘦薯'售出 5-10~陆

的测量结果，取其平均值.

菌-种方法的优点是比辑接近实际使用情况，但'作复翁精费时 s 商后-种方革"简

便暴行，但缺点回矗不能蜡出但隙...噩噩丽不到'幅硬度的得晶的拢'撞"性.因此二

者要相辅相成地使用.

利用 X 射辑穿过咱厦产宝的箭射斑点即可判断物质的晶幡结构，对于晶体街射..件躏

足于布拉楠定.:

,\ == 2tllin8 (2)

寞中 A 为入财的X 尉缉擅挺，如果在8角调到街射'懂，.么.可用(2) 求出晶楠阔厮fl.

在入后样品中霸的合金相和it 命"的种费则可用这种技术鉴嗣.M厨回到的d值和栅射噩

厦，董ASTM卡即可确定化舍tJ的种曼彻蜻帽.

由于镜的所测量的注入居末膏，所剧只能果用日本理李桂D/mall-RB型大功.x财铺

帽射但来分析得晶的'徊，最大功率为12 lEW，使用cu靶，扫描速度为4 仰 /wn. 电压

.:0 lEV，电植 120 mA , K..=1.5405 A, DS==I·. SSt 2", RS , 0.78 mm.

当入射的电于撞击原子时，将K 居电于打击而形成空穴，~撒原于的外屠 (L 屠〉咆

于将向内屠跃迁，而将自身的能量结于邻近的电子，使班电子从原子中量射出来，称之为

幢歇电于，这种电子的能量则取决于L 层电子与 K 层咆子能量量.因此健瞰电子能量的大

小，即保示，原子的种费，由于注入过程中各神原子间将J:生化舍，合金相壶，因此原子

在碰撞过程中将受到化掌力的驱动而产生矿散和迁移.这将引起注入原子和E内各种原子

的再分布.惋歇分析，障同时绘出这些无靡的分布，从而给出这些原子间相直作;ft 田I..

«歌电子能量与原子种费，鼓量与啻量相关.结合Ar 离子醺射去居技术则可输出元'

的据度分布.测量配备矗PHl6JO健瞰if议. Ar 离于能量为 3 keV，真空度为 1μP.. 帽的

去居矗事为 4.5 nml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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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量财电子里幢幢可以对注入悸晶遭行结掏和捆的整剧.宴噩中果用 EM-l00。噩越

高压电子量徽幢【工作电Ii 1 MV) 初'在幢遭仅的 JEM-20创 FX 扫描矗财电子里徽幢

《工~电lizωkV. rEDSX 财缉瞌蕾但).

注入椰晶的帽挥果用'西金刚砂鹰'到 50-1∞间，德后健护正面庸蚀'画. .阴离

于捕'法'画攘'到~1 pm. 以供电于显徽'理事用.

宴瞌中属事嚼辐..晴蝠'和电子衙蜻..用这些像来分析注入屠蜻掏变化柿'捆的

革虞.

2 高能 Ti 离子注入实验结果与讨论

根据茵茵的分析我们首先用高能Ti离子注入日1311来考摩前连帽中的几种噩化道理

的作用，为了得到这些蛋化放果，蛤出了改变离子注入的静静.件的事撞.以期追到最佳

噩化强果.比如改变注入量可以改变匍中 Ti 的目踏度，宴囊团稽噩化.菌.量锺温下注入，

障改变圄蟠度外，还增加了佳幡噩化榈矗鼻强化，用升温注入厨产生的析出棚，实现'事融

强化.在入后退火可使析出相生快，可得到最佳雾'噩化幢果.

1- 1 儿"量化迫撞的作用

1- 1.1 金属噩化对抗'疆的作用

通过政变离于在入.撞来提高注入层的硬度，从而提高注入屠拢...佳.根据同厦

• (Archard) 的研究结果，.捆体职与囊面硬厦有'匍目T的芙系E阳.]

V=K左s 凡=斗缸 ω

奠中 K为..过疆中形凰'撞霸徨的几率 ， W晕...的负撞， S 是在复'攘的单E离 • tI

为费面圃'噩度.因此，囊示，硬化最果.

在离于在入边疆中，由于注入'致可控性好，所以可以间接控制注入层的硬度，控嗣

撞入踵的屈服强度和抗"特性.M∞ri-则用离子注入来政变钢和商量襄面曲硬度，并测量

了气体离子在入层"量与硬度的反比关系.

在研究二在相析出的露融强化中，胡尔(Hull) 和贝棍(B8con)[II]从理论上计算了金属

凰匾'度与时慧的关矗.圃，时放时间的精细，析出相尺寸量渐增大.在细小的析出相中，

析出相的晶幡搏列与钢中矗幡;3.共幡结构，这种结构有放地阻止了佳幡运动.随时放时间

的增加，析出相互相藉井，晶植尺寸增加，屈服强度也随之增加，并且达到最大值，此时

的析出相晶植尺寸大约为10 nm. 析出物尺寸再增大，其晶幡结构与基体断开丽自成体晨，

这时眉"度下降e 佳幡辈'通过这仲街跑"的运动，将回弯曲的形式避行，因此这种析出

"对缸"阻止能力下降.迪那里(Dear.，.1即〉认为在典型的情况下，离子禀的费击将在树

斜中引起严重的损伤，从而形成了位幡网，障像钢铁受到重幡击打'梯，撞入足够量的间

隙 N 原子将情缸'缉矿'并罐饰也帽，N 原于可能'饰佳幡上的盒'原子佳置，形成了间

隙的气体哑酣气团，加强了位帽的应力楠，引起了工件硬化'阻止了佳帽的运葫[I]

囱于桂入的N 与矗体原于z亲民合力强，桂入过程中则有细小的氟化物析出，真尺寸大的

为几个nm大小，这些细小的氧化"引起了帽的"融强化.对于精桂入居而菌，根据前选分

析，为挠'最佳硬化'守住，其重要的手段在于控制桥出棚的尺寸.用时徽的办法可以便析

出的硬化相尺才增加到10 nm，而熏得最佳硬化舷果[IJ.Bellhauee和 Wolf的实噩证明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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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饱的.N 蠢B注入的…具帽_Ii...在2回℃到 2创~r童失 2-ch 之后.使

....事且室温注入下.10-30". 量火'圃"圃'噩尴筐"事下降. ..拿下'

15"(削.

由此可见，硬化'捆的析出，在金属噩化中起到最美幢的作用.因此键的嚼对硬化相

析出的矗件和生提条件最重点的研究.

2- 1.1 盒'中'饨'撞撞相生..件

在离子在入道理中由于巅费的原子碰撞丽在基体中引起高密度的间..于租空位的出

厦，由于空位和间隙原子浓度'度大和基体温度的.响，面在基体中形成了空位麓，间幢

原于植和注入如质麓的运动.

号 = K, - • C;Cy - K~D.，C. +ιω

苦=凡- •c;c, - K~D;C; (5)

安=命 ω

这里 K. ==..，N 称为空位或间'原子产生事.41萨为注入禀擅密度.tI 为噩撞撞面.N为基体

原于密度./I为空位和间隙原子的符合理E颤.-撞来说a句 rc(D; + D.,)ItP • 寞中 D.. D.，分

属为间'原于草帽空佳句矿徽.鼓 .d 为基体的晶幡常撞 .K: 和 K~ 分别为空位和间瞰原于

的扭扭强度.α 和 Cv分割为间..子浓度和空位橡皮 .K，曲为.空位产生事，对于上连幅

照丽富，经过一定时间幅照后，空位浓度 c. 和间隙原于浓度 C 追到霉事，即配'./& =
BC;I& = O. 利用这个等式将 (4】制{日合井，对不同基体温度辐照时可得到如下结果EH1.

对于 T运 0.25 T. • T. 为基体槽温度. K，由 "'0. 点缺陷的消失W，I合为主，空位草帽间

隙原子在缺陷处玩积可以忽略，即 K~=K~ = 0 ，由此可得 z

c; = J<K.[),,)/(fI D,) (7)

Cv = .f(K剧1(. D y ) (8)

由此可见.C; 相 Cy 与 K. 的平方根成正比，而与复合1晨It·的平方根成反比，这时注入原

子则以间回民固槽或替位固槽方式存在.

对于 O. 25 Tm < T < o. 6Tm , K曲 -0. 复合过程变得不重要.lIp....O ，而点缺陷

的消失则以在缺陷处的沉织为主，于是有

c. == K./(K:D;) (9)

C y == K./(K~ Dv) (0)

这时G 和 cy 与几成正比，而空值班和间醺原于现比前者强的多• C.、 Cy 和注入原子在缺

陷娃的沉租则形血了化舍"和舍盒徊的析出，这宿利于，你.硬化捆的析由和生it.

对于 T;> o. 6 T. 时，空位和间'产生事 K.<K，曲，那么只有

'



CD -曲

'只有注入.踵的，包矿量最应存在.

}).上量分析可以看出，为取得圄酶噩也相佳蕾噩饨，周要霞 ~.T ζ0.%5 T. .为了
得到二次相辆自鹦靶温要童在O. 25 T. < T < 0.6 Tm的革圈内.可且在入时I!疆的章.

t卢分重要.

晴蝇(Ham>鳝出了相生提事的关革式=

窑嚣 3饥(D + Dr>渊圳〉川风N凡.r川F

奠中 v 为，街『出唱曹.曲体辍 .D 和 D. 分剧为撞入原子的矿霞系B:租'噩扩'系暨.r 为捞出'

半径 • N. 为注入原子在基体中的动辜浓度.P为基体E子在捞出棚中所占曲份量.由此可

以，出，街出帽的出现取决于矿融系B:.也即是基体的温度，也取决于注入.厦的在基体

中的撞度 N.. N. 取决于注入量的大小.

鳝合上述分析可以蜡出卸下曲研究内睿 z

(I)为在得固槽强化和佳幡噩化，注入的温度要在 TζO.2S T. .为增噩噩化组果周
要精细注入量和糟大注入能量.

(2) 为得到弥融硬饨，则要将注入温度远在o. 25 T. < T < O. 6 Tm 之间，以生.«析出

相.为使析出相生妖则要加大注入量.

(3) 来用适当的退火，使相生长，确定出最佳时放条件，以取得最佳强化慧果，这三个

方面.是我们研究高能 Ti 注入铜噩化的指导思想.

%. :z四圈子注入量对四 134因就..性的黯喃

首先我们研究了注入量对 H13 钢强化的影响.用针盘'捆但对不同注入量注入的样品

进行磨损宴验，理事'捆痕迹，结果发现.当注入量低于 lXI0口 an - r <ISO keV> 时..

损痕迹是显出粘着磨损，说明表面尚未硬饨，抗膺捆率并未提高，而当注入量大于

1 X 10.7 cm- 2时，屠损瘾遁则变为'控'掘，且抗磨损率明显提高，我们对不同注入能量确

定出饱和注入量进行了如下实验.

在室温下用能量为 300 ktV，剂量为 5. 5X 10.' em'z和 100 keV 1. 4X IOu cm-霉的 Ti 注

入 H13 帽，用俄歇晴仅分析了 Ti 的浓度分布，分析结果在回 1 上绘出，从固 1 可以看出，

两种条件注入下均能得到 Ti 的题饱和固槽度，费高注入量注入时，固槽度越过 30" .而且

分布桂宽〈见回 1 b>. 较低注入量注入下. Ti 的浓度但达到 27% .且分布范围较摸〈见团

1 a>.
对不同注入量注入的样晶测量了硬化触果.费们用 300 keY 能量的 Ti 注入日13 帽，注

入的量分别为 1 X 1011 em-I. 2X 1011 em- 2和 5.5 X 10.' em-I. 所庸的注入层硬度值在囊 1 上

结出.从袭上可以看出，随着注入量的地捆住入居硬度明显增加，但是从 X 衍射分析褒明，

在 2X 10.' cm- 2和 5. 5X 1011 cm- 2的 Ti 注入 HI3 钢，测量到 Fe，Ti 和 TiC 析出相，因此这时

钢的强化蛐果不仅是固南强化和位铺强化.而且也包括弥融强化的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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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罔teaτ敏注人圃13 甸的强化慧泉

我们所选用的注入条件为 180 keV. 3X 1017 em‘'，遣用三种靶噩=鞭..厦 (-196 K>.
重量相 400-c(1I; •

1. J. I 未注入 HI3钢结梅的量'结掏

我们对未注入 H13 帽的结构用高压电于皇幢幢进行了分析，真结果在回 2 上给出.圆

2. 的形幌团囊明，帽的结构是典型的植条形结构.回 2b 为电于街射圃，可以看出晶幡点

阵情蜻可见.

1. 3. 1 撞'温，τ白注入 HI3钢结掏

回 3 绘出了擅自E温度 (LNT>下 Ti 注入日13帽的电子显幢幢厦片.从固 3. 可以看出，

用注入 Ti 后在铜中形成了无序鹰，在撞入属中来"到 Ti 饨'析出帽的出现.电于箭射圃

为晕棋圃，寝明注入冉结构为无序事.

2.3.3 擅..aτ辈人'温时'自远程中回辈人'蝠楠'饨

固 H由出了擅篱'厦下. Ti 注入铮晶在童.r时锺适量中结构的变化.困 4. 矗 Ti 注

入樨晶重·下撞置 32 h 后的电子量幢幢明橱黯片，可以看出，-些细小的析出相开抽出现.

电子街射回(回 4 b> 费明，原来.就结构已矗本桐失，代之前周矗蓦体的点阵糊圃键在中

心处的儿童细小的箭射环，也宽分说明，经 32 h 重量时散后，无序恩情失 F 而细小的析出

掏出现.

团 4 c 则是经过 30 天重量时锺后注入属的结构，注入居旦出现了原来的马民体结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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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 4 Ti 在穰氯温度下注入 080 keV. 3X 10" em-I) 日13

钢室温'才放的电子'徽'观察.) ..32 小"时艘后明精电子显徽..片，

b) 为 ω 的电子衔M锢，

c) ..时.30天之后的电子显..跚片

%.3·4 在 150'CτTI注入 H13铜注入凰结掏

图 5 上结出了在150'C下 Ti 注入<180 keV. 3X 1011 em-I) H13 钢结构的TEM 照片.

团 5 a 是在入样晶的明场TEM 照片，回 5b则是团 58 的阳场 TEM 照片.由此可以看出，

注入居析出物直径为20 om 范围，大的可以达到 200 nm. 电子街射固(固 5 C)表明注入

居晶植细化.

10



图 5 在 150'C下 Ti 注入 (180 !leV，以 10" em-I) H13钢电子显..照片

.)嚼楠， It) .丽梅 1 c)电子衔It田.

Z.3·$ 4佣℃τTI注人 813甸的结掏

图 6 绘出了在400'C下 Ti 注入 H13钢的TEM照片.团68 为形貌照片，可以墙出注入

层结掏与固58 和 5b相似，晶植明显细化.但从固6b可以看出品植的结构一致性比固5 c

要好-些.电子街射分析表明出现了 Fe，Ti 和 TiC. 这里比植奇怪的是出现了 TIC 的相.哪

里来的那么多碳与 Ti 结 tt形成 TiC 相，这在后面的实撞结果里给出了'篝.

回1I "ω℃节 Ti it入 (180 keV , 3 X10" cm-勺 813钢 TEMJI片.) .., It)电子 lit...

11



1.3- 6 不固靶温τ注λ813樨品的 X捐钱衍it (DB) 给靳

从固 2 到回 6 可以看出，在液氮温度下注入 HI3 可形成无序层，经过 32 小时室温时敢

后J无序层消失，细小的析出物开始出现，经 30 天室温时效后马氏体相出现.但 X尉钱分析

表明，并未探测J1J Fe.Ti 相的出现.在 150'C靶温下 Ti 注入的 X 射缉谱上仅出现很小的街

射崎.虽锦πM照片上可观察到明显曲析出相晶桩，但 Fe.Ti 相小而少，刚刚析出.而在

400'C靶温下注入 HI3 钢，则明显出现了 Fe.Ti 铺射峰.并且也有TiC 的街峰存在.

Z. 3- 7 健撞他ES) 分析

我们对不同靶温下注入 H13 钢樨晶避行气歇分析，结果襄明，在 IS0'C和 4∞℃靶温下

注入，在 Ti 原子分布尾部诱发出醺原子的富集，从而解篝了 400'C靶噩下注入 TiC相的形

成原因.

回 7 结出 Ti 在不同靶温下 (LNT ， 150'C和 400'(:) 注入<I 80 keY , 3XI017 em-') HI3

钢的 AES分析谱.在LNT下注入，来观察到罐的富集〈圄7 曲缉a). 在 150'C下注入样晶r

中~察到在Ti 浓度分布的尾部区醺富'起-个IJ、峰{见固7 曲线 b>. 而在 400'C把握下注

入样品中破则在整个Ti 分布区出现，且浓度超过了Ti 的浓度〈固7 曲缉。.而室温下高

能注入。00 keV , 5. 5X 1011 cm-ηHI3 钢也有费似的结果{见固 I b). 攘的榷厦与 Ti 浓

度在祖大范围内相筝，且哥的分布范围要比 tt分布拖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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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NT , b. 150"C, e, 4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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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理度和抗磨损特性

在表 2 上给出了不同靶温下 Ti 注入H13 钢硬度的测量结果，从图 2 可以看出，未注入

样晶晶植为桓条状结构.檀氯温度下注入，由于靶温很低(一196'C)，因此碰撞过程中挺

有杂质扩融过程，结果导致注入区形成了无序态.注入层强化是由于无序辜的形成造成的.

这种结构使注入层硬度提高 2.12 惰，抗磨损特性改善 3.12 倍.在 150'C和 400'C靶温下注

入，晶植产生细化〈见固 Sa 、 5b 和固 6 a)，晶界强化，固槽强化和佳幡强化均起作用 .150 'C

靶温下注入，敏的硬化相析出很少，主要起作用的三种强化田景使注入层的硬度仅上升到

2.02 倍.不如 LNT 注入层的硬度高，但缸'搞特性改善 3.11 惰，比前者好.在 400'C注

入下.由 AES、 XRD 测量表明，由于 Ti 与 C 的亲合力高于与铁的亲合力，注入过程中基

体中的磺原子植怯原子所咂引而富集到 Ti 注入区并与 Ti 化合成了 TiC 相.醺的深度和 Ti

相等.而且 FezTi 相明显形成，这两种相的形成，使注入层中糟加了弥撒强化放应，结果使

注入层中硬度提高 3.24 惰，抗磨损改善 11 倍，说明'航散强化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注入层

硬度，更加明显地改善了抗磨损待佐.

高能 Ti 注入与 400'C注入结果类似，由于增加了注入深度和弥散强化的出现使表面层

硬度提高 3.72 倍，抗磨损特性改善 10.4 倍.

寝 Z 不圃e温τ注入凰"钢..和镜...怪

气tvtxt士旦，)用 债".""
来注入 100

硬化饥理

180 3.0
TOO

N
5

睛

，
.
"
'
'
4
.

、

202

324

100

312

371

1114

无序毫.化

无"态'化，晶"细化

田槽'化，位"强化.

...化，晶界细记

圃"化，位..他，

'事'配'化，晶界细化

180

180

3·0
3.0

300 3.0 250 372 10'0

3 结论

根据本课题的要求，对高能Ti t主入 H13钢强化机理历经三年实验，据囊和研究，根据

离子注入特点从理论上分析了离子注入所能引起金属强化的各种选侄.这包括固槽强化，晶

界强化，位幡强化，二吹栩析出强化等，而设计实撞方嚣，包括大剂量注入，低温植入，重

温注入和 400'C加温注入.在测量方法上则遭用俄歇分析，以确窟注入~质，氧，锁在钢中

的分布，研究原子间相互作用s 高压电子显幢罐观察了注入层结构相相变，特别是进行了

电子显微镜中遇火原位观察，给出了结构和相在退火全过程的连续变化过程.X 射线街射则

结出了相的鉴别.配合硬度和抗'损测量则蜡出了Ti 注入钢的硬化过程的详细的实'量结

果.

(1)高能量 (300 keY) 大剂量 (5. 5X 1017 T i/em') Ti 注入合金相密度大，晶幢大，因

此比低注入量耐磨损放果好得多.

(2) 三种靶注入 OSO keV , 3X 1017 em→}撞撞了不同强化因素对抗'损的效果 .X 射

线分析表明， 400'C 注入下生成了 FezTi 和 TiC 相，液..温度下注入挺有析出相强化搜果，注

入层的硬度提高 2.1 倍，抗磨损率提高 3.1 倍.这是由于注入 Ti 引走FU固槽强化，晶界强

化，也错强化和无序态形成的结果，而 150'C注入，硬度提高 2 倍，抗磨损率提高 3. 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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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注入层析出相是很少的.而 400"(;退火后 X 射线衍射分析表明 Fe.Ti 相和 TiC 相明

显出现，结果便硬度提高 3.2 倍，缸磨损率提高 11 惰，由此看来，硬化析出相的加入极大

的改善了注入层抗磨损特性.

(3) 300 keY 高能注入，靶温为 250 'C ，其强化效果也是最好的， X 射线衍射和 TEM 分

析表明，注入层中已经形成了 FezTi 栩栩 TiC 相.注入层硬度可提高 3.1 倍，而抗磨损率则

提高 10.4 倍.

(4) 液氮温度-I' Ti 注入 H13 钢可使注入层转变成无序层，但这种无序层在 H13 钢表

面不理定，经 72 小时室温下~置后无序层消失.经过 30 天室温下放置后，细小的挤出相

出现.

可以看出用高能量、大注入量和在不同的靶温下注入 Ti，可以给出 H13 铜中各仲强化

因素的相互作用，比较各种强化因素对抗磨损放果的'巨响可以看出，高能量，如 300 keV ,

大剂量，如 3XI0口 cm- Z和 400'C升温注入可以结出四种强化因素相结合的最好的强化敢

果.而经过 500'C迫火 20 min，还可进一步改善钢的强化妓果.

作者感谢离愈尊、姬成周在此工作中的帮助，并感谢清华大学陈顺英老r，;和陶昆毅授

的帮助.

.考文献

[1) Dearnal町 G. N时. Instrum. Meth.. 1990. 1350, 358

[2] 李值..领枝术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再学出版社. 1986 , 12C-lti7

[3] sood 0 K. Dearnaley G. Radiation Effecls. 1987. 39 , 157

[4] Dupuy S. C. H. Radiation Damale Pr田园_ in M.ten.... (916). Noor dhatl-Ieydm

[5] DarnslcyG , Hartley. NEW. Pree. 仙. conf. on ..i. &. Ind咀凹. Appl. at _.n Accclcr.tor.. Denton. 1976

(lEEr;. New York> , 20

[6] Hanlcy NEW. Radialion Effceu. 1979. 44 (/4) , IS-30

[7] Smidl F A. ，也rl霄eel B D. Nucl. lnatrum. Mcth.. 1985. 136 , 70

[8] Prian Si国hlnli. Nut!. Inotrum. Meth.. 1989, 1331138 , 11117

E的 Hirv回帽1 J K. Mater. Sc i. Enl. 1989. AlIII. 1117

(IO)M田.c M A. M.ter , En,. Appl. , 1918 , I , 97

(11) 日创I D, Bocon D J. In Introduction to dialocationa 3rd ed. Pcr..mon Pr酬. 1984. 命.p. 10

(t2) S.llhaulC P, Wolf G K. Weial CHR. MIler. Sci. E",.. 11189 , AilS , 213

(13) .遇fII.果.先，离子撞入'而优化镇术.北霄，袖金工业出醺栓，1993

(14) 日am F S. 1. 酬'yo Chcm. 岛、自由. 1958 , til 335

14



〈京)新登字。77 号

图书在匾蛐目 (CIP) 戴帽

高能 Ti 离子注入 "13 帽噩化机理研究=A STUDY

OF STRENGTHENING MECHANISM FOR HIGH EN

ERGY TITANIUM ION IMPLANTATION INTO H13

STEEL/张通和等著-北京 z 原子能出版社. 1995. 5

ISBN 7-5022-1334-1

I.商… l 张…. .离子注入-H13 钢·机理研究 IV.

TL991

中国腼本固书馆 CIP 鼓据宿字 (9日第 02459 号

。
原子能出版社出版发行

责任编.，事t坤

社址 g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43 号邮政编码. 100031

中固核币4技报告编"都排版

核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

合

开本 787 X 1092 1/16 • f~张 1 .字It 18 千字

1995 年 5 月北京第一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创INA NlJCLE朋 SClE旺 &TECI-帐XωYREPORT

4….........................................................................

.,.•..

This 明xwt is soo阳tloα)J)yr聊I. 翩而gilts are reserved. Sl曲回回m

of a r即crt for PUbIi回tion ~Ii笛 thetr副部fer of the exdl崩ve PlbIi俑lion

rl~1 from lhe ..甜田(的 to the III曲刷田.陆 part of this PlbI比ation ，exa到pt

abstract , may be 明)f'ociJc剧，slor回阳也Ita banks or transmitted in any

阳m or by 甜yrr陷卸施，创ectrα啦， mechan阳J ， phot，创:;opying，阳回曲gor

。U18rwl髓， without 四18 prior written permiss阳 01 Ihe pOOlisher.α世m

陆dear Inf'佣nat阳、 C酬ltre ，倒胃'J/or Alomic E帽rgy Press. Violat阳1S fall

ooder 伽epro揭ωt阳1 act of it梅 C叩yr蜻It Law of ct阳a. The china 陆后lear

Inf'佣nat;佣 C回tre and Atomic Energy Press do not accepl any

respOf部ibility for loss or 也mage arising Iro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contai阳din 制yofitsr印刷s or in any communication abωI ils test or

Investigalions.
••.
•.
•.

eccec......…c~ccccccc.cccc...cc…..…e.c.e..……w.ec...................··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