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IC-01969 

CAEP-023S 

中子衍射应力分析实验技术

孙光爱陈波黄朝强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绵阳， 621900)

摘要

从实验技术角度出发?介绍了中子衍射应力分析谱仪的基本结

构、主要部件单元及其相应功能和参数，描述了中子衍射应力分析装

置 SALSA 的主要技术特点和结构参数。在此基础上，主要论述了

实验测量时的标准体积选择、样品放置方法、合适衍射面的选择和无

应力状态平面问距 d。的测量方式等 O 最后，结合在 SALSA 装置上

开展的实际工作，详细介绍了中子衍射应力分析实验的基本测量过

程和仪器调节方法，内容包括部件调节、衍射峰扫描、数据记录与检

验等 o 可为开展中子衍射应力分析实验和谱仪建设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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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uctures and main components of neutron diffraction stress analyses 

spectrometer , SALSA , as well as functÎons and parameters of each components 

are presented.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 and structure parameters of SALSA 

are described. Based on these aspects , the choice of gauge volume , method of 

positioning sample , determination of diHraction plane and measurement of zero 

stress d o are discussed.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experiments , the basic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and the related settings are introduced , including 

the adjustments of components , pattern scattering , data recording and checking 

etc. The above can be an instruction for stress analyses experiments by neutron 

diHraction and neutron stress spectrometer construction. 

Key words: Stress analysìs , N eutron dìffrac tÌon , Experìment technology , Stress spectrom

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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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中子衍射应力分析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目前唯一可以测定大体积工件三维应力分

布的方法 O 中子衍射技术相对于 X 射线衍射技术和其他应力测试方法的主要特点可以归

结为:①穿透能力强。对大多数工程材料，中子衍射的穿透能力在厘米量级。因此，在工程

应用上比较适合大工程部件的测量，例如:长约 1m 的线性管道、钢板或火车轨等[山。②非

破坏性。可以用来监视实际环境或加载条件下的应力的发展变化状态，可以多次重复测量

实验样品，在焊后热处理工艺优化方面是有力的诊断工具。③空间分辨可调。中子衍射的

空间分辨通常可以与有限元模式的空间网格相匹配，在检验有限元计算方面具有很大优

势[3丁。中子衍射应力分析的空间分辨可以很容易地与焊接应力场匹配，提供焊接近表面和

一定深度内全部的应力信息[叫。④针对不同的情况。中子衍射法也可以解决材料中特定

相的平均应力和品问应力问题。例如包含硬化相的陶瓷材料和形状记忆合金等，可以方便

地利用中子衍射法在高、低温环境下进行工程材料研究[川。随着新的高通量先进中子源的

建立，中子衍射方法将在应力无损检测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谱仪的基本结构与功能

最初中子衍射应力分析实验是利用改进的中子粉末衍射装置开展的，然而应力分析的

特殊要求，例如:束流尺寸的定义、测量散射角范围小、准确放置或移动较重样品、关注经过

标准体积的束流分布等，使得装置研究人员不得不采用新的方法和进一步地理解衍射原理，

从而设计专门的应力分析谱仪。专门应力谱仪的基本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单色器

或斩波器、准直和狭缝系统、样品台及其环境设备、定位系统、探测器、计算机控制和数据采

集系统等。

单色器是应力谱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目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镶嵌晶体，主要

包括热压错、铜和热解石墨;另一类是弯曲完美晶体，主要是硅。镶嵌晶体与中子粉末衍射

仪的单色器类似，其优点是镶嵌角较大，通常在 20' ，---.， 25' ，能够得到较高的中子束流强度;弯

曲完美晶体的有效镶嵌发散仅为几分，它的优点是便于装置得到较好的分辨。目前，镶嵌晶

体单色器正逐渐被弯曲完美晶体所取代，但鉴于其利于高强度的特点短期内不会被完全替

代。粉末衍射装置的镶嵌晶体单色器只要满足准聚焦条件便可以得到较好的分辨，可以不

必约束单色器和样品之间的水平发散(α2) ，然而中子应力分析为了利用狭缝系统得到准确

的标准体积，必须使的较小 (0.1
0

) ，因此，在镶嵌晶体单色器的选择土其点阵空间必须和 90
0

衍射角附近需要的波长相匹配。还有一种被称为机械速度选择器的单色器和能够得到脉冲

中子束的斩波器，它们的特点与中子小角和反射谱仪情况类似，可参见文献[8-9J

准直器主要是限定中子束的方向和发散程度，中子应力谱仪也可以采用 soller 准直器，

与粉末衍射装置不同的是，由于它的单色器和样品台都是需要旋转的，准直器必须能够方便

地调整角度， soller 准直器要放在可准确移动的"光具座"上，同时还要配备狭缝系统以便定

义标准体积。随着位敏探测器和弯曲完美晶体单色器的使用，反应堆上的新建装置更多的

是只使用单孔狭缝系统准直束流并定义标准体积，实验过程中它们能够重复性地靠近样品

并允许样品做必要移动，这对应力实验测量是非常重要的 O 聚焦(径向)准直器是新近发展

并使用的一种准直器，它的原理是使 soller 准直器的竖直吸收薄片形成一定的角度，并聚焦



在标准体积中心点附近，这样可以在更大的空间上探测中子。聚焦(径向)准直器是飞行时

间中子应力谱仪使用位敏探测器时的最佳选择，常波长应力谱仪使用聚焦单色器时，聚焦

(径向)准直器有很大优势[1吧。为了对位敏探测器探测的束流强度进行归一化，在常波长中

子衍射实验中，这种聚焦准直器要在一个小角度范围内不停地震荡。

样品台是专门的应力谱仪与粉末衍射谱仪的主要区别之一，应力谱仪的样品台主要由

承担重样品的 xyz一转换台和用于标准件的欧拉支架组成，环境设备主要是应力加载装置和

高温炉等。工yz一转换台的承重要求一般在 200-----1 000 kg ，欧拉支架承重要大于 30 吨，位置

准确度均要求小于 100μm。样品台要根据实验需求移动并放置在适当的位置，因此，整体

要用气垫支撑，同时提供便于移动的光滑地面。

定位系统的作用主要是能够准确而快速地确定研究对象标准体积的位置，进而开展实

验测量。仅用计算机控制和眼睛观察放置样品要达到 100μm 的精确度是很难的，利用仔

细标定过的经纬仪可以实现优于 100μm 的定位精度，新发展的高分辨相机系统可以使定

位精度达到:::l:: 20μm 。

中子应力测量常用的探测器主要是3He 计数管和位敏探测器，随着探测技术的发展和

实验的优化需求，3He 计数管正逐渐被位敏探测器所取代 0 3 He 计数管的优点是探测效率

高，竖直方向接收角可以很大(土 13
0

) ，而不影响 90。附近的衍射线宽。根据中子衍射应力实

验测量的特点，对位敏探测器的主要技术要求应为:具有较好的角度分辨 (0.1
0

) ，一维位敏

探测器具有较大的竖直接收范围(二三10
0

) 和较小的水平接收范围 (<10
0

) ，高的探测效率(勾

90%)和低的电子学本底。由于目前样品和探测器之间可以利用径向准直器定义标准体积，

二维位敏探测器不但可以研究衍射峰位移、高度和宽度，而且可以同时研究几个衍射峰，具

有更大的优势。现在使用的常波长应力谱仪首选是气体二维灵敏探测器，其;有效面积可达

到 500 mmX 500 mm，在样品和探测器距离为 1m 时，其竖直/水平接收角度可达:::l:: 14
0

。飞

行时间谱仪需要快速的时间响应，采用的是闪烁体二维灵敏探测器，其特点与常波长模式有

所不同。

计算机控制和数据采集包括有关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硬件主要有与探测器相连的前

置放大器、现别器等电子学器件和计算机等，软件主要是装置的部件移动、定位和调整软件、

数据采集软件、测量状态监视软件等。中子应力测量中要有效地利用束流时间，需要有关主

要参数必须由计算机控制，例如:样品旋转角度和定位等。使用单个3He 管探测器时，实验

数据的获取和分析比较简单，在使用位敏探测器时，则比较麻烦，影响因素较多，如:探测器

探测系数的不均匀性、位置响应的非线性、特殊角度范围的选择，以及样品位置和扫描积分

强度的对应关系等 o

2 "SALSA"实验装置简介

"SALSA"装置是世界领先的中子散射中心劳厄一朗之万研究所 (ILL)专门的应力测量

装置，它以该研究所的干年装置发展项目为背景建立，于 2005 年开始投入使用。该装置安

装在 ILL7 导管大厅的 H22 导管上，具有高的中子束流和低的本底水平，谱仪的布局和部件

结构示意如图 1 所示。

"SALSA"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集成六轴自动机械操作平台作为样品台的中子衍射应

力分析装置，这种六脚支架具有 6 个自由度，可以绕任意轴平移和旋转，定位误差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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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ALSA 谱仪布局和部件结构示意图

50μm。它的优势就是不但可以允许测量几

毫米至 104m 的样品尺寸，而且能够处理复杂

的样品形状和沿任何轨线进行空间扫描，如图

2 所示[llJ 。样品台承重为 500 烛，并可以快速

移动，便于将大样品放置在中子束流经过位

置。六脚架下面放置一个 omega 转换台，可

以沿通过标准体积的竖直轴进行 360。旋转。

为了方便样品定位和设置扫描过程，特别是便

于测量复杂形状的样品~ SALSA 还配备了

FaME38 实验室研制的调整测量部件。

SALSA 目前使用的是双聚焦单色器，

江22 导管尺寸为 30 mmX200 mm，因此，设计

的单色器由 29 个弯晶硅片组成，每片高 5

mm，长 170 mm，厚 12 mm，总高度为 209

mm。由于采用了相空间聚焦，它可以利用导

管的束流发散，使装置具有应力测量所需要的

图 2 六脚架样品台元倾斜时伞状工作空间示意图

较高分辨。单色器水平曲率或起飞角的改变可以实现装置在实验时高强度或高分辨模式的

互换。标准设置是 ，1=1. 66 A(l A=10 • 10 m) ，这对于大多数工程材料往往是一种最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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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积的定义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计算机控制的可变狭缝系统，另一种是径向聚

焦准直系统。初级和次级狭缝系统(分别在人射束和衍射束位置)允许束流尺寸的水平值为

0.3~~5 mm，竖直值为 O. 3~25 mm，可以超过单色器的垂直聚焦尺寸00 mm) ，准确度大约

在 15μm。初级狭缝沿着中子束轴向自动移动(与标准体积距离)范围为 0~600 mm ，次级

狭缝为 0~200 mm，这套系统适合需要高强度的大部件测量。径向准直系统的固定聚焦宽

度在 1.2mm，到标准体积的固定距离为 150 mm ，振动角度为::1= 1
0

。由于这套系统可以使衍

射角的表面反常偏移很小，它们适合近表面、表面和表面具有涂层测量时对空间的高分辨要

求。当使用样品环境设备时，例如:高温炉、低温炉和应力加载装置，准直(狭缝)系统与测量

标准体积的距离不得不很大，这时使用径向聚焦准直系统也是很有利的。

整个装置可以利用其支撑部分，也就是所谓的 delta 平台，严格地沿单色器轴进行旋

转，因此，在改变波长时、，装置的任何设置都能够保持不变，不必重新调整，也就节约了实验

时间。

除上面提到的装置参数外，中子衍射应力分析谱仪"SALSA"的其他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如下:

0) 波长范围: 1. 3r~'3 A; 
(2) 单色器弯曲半径:水平 2.68 m ，竖直1. 5m~∞;

(3) 六脚架空间范围:平移沿 z 、y 方向::1= 300 mm ，沿之方向 150 mm，倾角 (χ ，伊)土 30
0

; 

(4) 探测器:二维位敏探测器，有效面积 :(80X80) mm2 ， 256X256 个探测单元，样品和

探测器距离为 0.5~ 1. 5 m ，其中 1 m 时，探测器的角距为 O. 02
0

0 

3 基本实验方法

中子衍射应力分析实际土是通过测量存在应力时衍射峰的偏移获得应变数据，进而利

用广义胡克定律计算应力值。因此，实验上如何才能获得可靠的应变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为

了获得好的实验结果，在基本实验方法上通常需要考虑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3. 1 选择一个合适的标准体积

VAMAS TWA20 组织对中子衍射应力分析定义了三类标准体积，分别为:名义标准体

积(NGV) ，装置标准体积OGV)和样品标准体积(SGV) 。在单一波长束流经过完美准直形

成绝对平行的中子束时，白人射狭缝的宽度和衍射狭缝宽度形成标准体积的水平面积，人射

狭缝的高度定义标准体积的高度，这种几何特点定义的体积称为名义标准体积(NGV) 。名

义标准体积的值可以简单的根据孔的尺寸计算，其童心和实验测量中装置参考点相一致。

由于角度发散和波长发散在人射和衍射中子束相交叉的标准体积处将会产生半影效应，标

准体积边界处的样品品粒对衍射强度的贡献逐渐减小，实际测量样品平均应变的有效标准

体积比名义标准体积大，这种标准体积定义为装置标准体积OGV) 。样品标准体积是测量

时样品在装置标准体积内的部分，实验测量的应变为样品标准体积中应变测量值的平均，主

要受下面几个因素影响:①标准体积的填充情况;②人射束截面内中子的波长分布;③中子

在样品中的衰减;④样品内的织构梯度。如果样品完全填充装置标准体积，并且没有织构变

化或束流衰减，样品标准体积将等同于装置标准体积，测量点也将在它们的质心。

实验中为了加快数据获取速度，往往倾向于选择较大的标准体积，但在具有高应变梯度

等的特定方向上必须对标准体积进行严格限制，以获得更高的空间分辨。目前，样品标准体



积 Vv的最小尺寸约为 0.33 mm，最小体积约为 1 m町，因此，较为理想的情况是使用条状标

准体积，让其长轴平行于应力梯度较小的方向。测量的应力类型对选择标准体积也是很重

要的，例如:对单相材料，通常是测量第一类宏观应力的变化，而对多相材料，往往感兴趣的

是第二类应力，因此，样品的标准体积往往是 Vð>Vv>VOII 。

标准体积内品粒的数量将严重影响衍射峰的质量，因此，标准体积的最小值会受到样品

材料晶粒尺寸的限制。确定晶粒尺寸是否足够小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就是在样品平移通过标

准体积时，观察衍射积分强度的变化，如果变化值在计数的统计误差范围内，则表明可以获

得合理的测量结果。另外一种办法就是让样品在束流内绕竖直 ο 轴旋转 100~150 ，监视衍

射峰强度每隔 O. 旷的变化，若晶粒过大会造成峰强改变超出计数统计的误差范围。织构虽

然会引起衍射峰强度的变化，但在小角度范围内是逐渐变化的，如果点与点之间的积分强度

变化超过 25% ，则表明发生衍射的品粒数偏少，需要增大标准体积尺寸。

3.2 放置样品

为了在应力测量中确定样品平移和旋转后的位置，放置样品时其参考点和坐标原点相

对位于 IGV 中心的装置参考点必须是已知的，最终，使每个测量点都位于 SGV 中心。通常

做法是将样品参考点放在 IGV 中心，然后根据几何和衰减矫正确定实际的 SGV 中心。样

品相对 IGV 中心的位置一般利用至少两个夹角为 90。的经纬仪确定，首先设置它们的相交

位置在样品台上位于参考位置处的大头针上，然后将样品固定在样品台上，移动其给定的点

(例如:样品的参考点)至经纬仪确定的交线点，使两者重合。这也可以使用放在光学架上并

沿中子人射和散射方向精确准直的激光。另一种更为准确的方法是将已确定好的样品边缘

通过 IGV，扫描并记录中子束强度随位置的变化，尽管很费时间，但它利用了中子束本身。

在这个过程中，中子束穿过样品的深度变化时，吸收引起的强度改变必须予以补偿。如果样

品比较小并且几何形状简单，可以直接根据以前标定过的 IGV 中心将其放在样品台上。

由于不同样品的形状和尺寸是变化的，而且很少有完美的几何形状，因此，准确地放置

和校准样品是一个很费时的工作。如何加快这个过程是应力测量工作正在努力解决的事

情，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在实验前，将样品准确地固定在一个基板上，实验时利用准确校准好

的螺孔和螺栓将基板装配在衍射仪样品台上。正在发展一种新方法就是使装置带有能够准

确表征样品形状的坐标测量系统，并利用上面所提到的可移动基板。这种坐标测量系统通

常是用于对样品进行准确几何测量的，目的是比较样品实际几何尺寸与 CAD 模型，进而记

录余量进行精确的机械加工。

样品的方位由样品坐标轴和装置轴线之间的角度确定，特别是表征散射矢量转移的 Q

方向和竖直方向。为了获得应力，样品至少有三个方向(通常假定为主应变轴)沿 Q 方向，沿

竖直轴旋转一般可以获得三个主应变方向中的两个，若要测量第三个方向，若不能沿装置水

平轴旋转，只能重新放置样品。在放置样品和定位过程中还需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尽

量减少人射束和衍射束在样品中的穿过距离。

联立所有方向测量的应变才能确定样品内一点的应力，因此，标准体积需要尽可能地对

称，定位过程要确保在旋转过程中定义的样品点不会偏离 IGV 中心。这通常意味着散射角

在 90。附近，使用水平面内尺寸相同的狭缝定义入射束和衍射束。如果竖直方向的应变变

化比较小，人射的竖直孔可以适当放大，这是测量两个应变组分的情况，但在测量第三个时，

必须使标准体积的竖直方向很小，尽管这需要增加测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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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选择一个合适的反射

为了获得大量晶粒衍射的高强度峰，通常选择具有高结构因子和多重性的峰，然而织

构、弹性各向异性和塑性各向异性的存在，将影响应变向应力的转化，使得应变测量时不得

不慎重选择布拉格反射。

在宏观弹性区域，晶体的各向异性影响是线性的，原则土说，这个区域内任何的点阵反

射都可以用于宏观应变确定。为了方便比较，最好选择的反射能够代表材料的宏观响应，这

样工程上的体积应变和点阵应变可以一一对应 G 我们也可以通过选择特定 hkl 反射对应的

屈服平面，寻找最敏感的判据，也就是相同宏观应变对应的最大点阵应变。由于响应是线性

的，只要样品没有经历塑性变形，在弹性区域内选择哪个反射都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在由应

变转为应力时，必须考虑内在的弹性各向异性并使用校正的衍射弹性常数。这些弹性常数

可由标定实验获得，也就是将待测样品放在具有已知弹性加载的衍射仪上进行原位实验;也

可以根据 Voigt 、 Reuss 和 Kroner 等模型计算获得。

在塑性变形区域，目前还不能够充分说明晶间应力的本质和区分它们对测量点阵应变

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最保险的方式是使用对于塑性变形不敏感的反射，使其在弹性和塑

性区域都具有基本线性的点阵应变一应力响应。点阵应变在平行于加载方向具有线性，并

不意味着在垂直加载方向测量也是线性的，对于不同晶体结构 VAMAS 标准给出了许多可

选的合适的点阵平面。部分适合与不适合反射的点阵平面举例见表 l 〔 12〕，除非确定知道样

品没有经历塑性变形，否则只有这些反射可以用于确定工程部件的宏观应力。

材料

fcc(Ni , Fe , Cu , Al) 

bcc (Fe) 

hcp (Zr , Ti) 

hcp (Be) 

表 1 应变测量可选与不可选点阵平面

可选平面(品间应变影响弱)

(311) (422) 

(1 10) (211) 

锥面(10-12) (1 0-13) 

次级锥面(20-2 1) (1 1-22) 

问题平面(晶间应变影响强)

(200) 

(200) 

基面 (0002) 、柱面(10-10) (1-210)

基面、柱面和初级锥面(10-12) (10-13) 

样品经历塑性变形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品粒的再取向而产生织构，织构存在时，为了获得

足够的衍射强度，测量不同的方向可能就需要利用不同的反射面，因此也影响了对布拉格反

射的选择。另外，由于织构会限定对反射起作用的晶粒子集和改变平均弹性常数，它对弹性

和塑性区域内的应力确定都会产生影响。应力测量前在大角度范围内对样品进行。角扫

描，揭示织构的影响程度是非常必要的。

3.4 无应力状态平面间距 do 值的测量

对用于应变测量的每一个反射，如何准确确定无应力状态的 doC或 d时)要棋据实际情

况而定。由于 d。在计算每一个应变时都要用到，必须进行单独测量，并使测量结果有足够

的准确性，通常建议单个数据点测量时间 10 倍于有应力时的测量，这样其不确定度将会减

小 3 倍。合适的测量方法包括:①若离样品应力测量位置远距离处的应力值很小，可以测量

远距离处的值作为 do ;②测量无应力的粉末或铿末;③从样品上剪切出元应力小立方体或

梳子状标样进行测量;④应用力/矩平衡，测量等效元应力点。下面会逐一对这些方法进行

简要介绍。为了得到绝对的样品平面间距 do 值，并使 do 值在不同装置之间具有通用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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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前必须利用标准样品(例如 :Si 、 Alz 03 和 TiOz 等粉末)对装置的波长和编码器零点进行

准确标定。

测量样品远距离处的值作为 do 是一种常用的方法，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利用钢钉连接

两个平板的应变场。机械力引人的应变场在远离锄钉时将迅速下降，测量尽可能远处的 d

值，并对整个厚度和不同取向的 d 值进行平均，便可以得到优化的 do 参考值。严格地讲，还

应该利用应力平衡使得远距离区域确实处于低应力状态。这种从样品本身得到 do 的方法

在有些情况下是不合适的，例如在焊接时，样品焊接区域和远距离处的成分有所不同，这种

方法也就无法使用了。

粉末参考样品的方法是假定小的粉末颗粒不能保持任何宏观应力状态，也就是说，是元

应力的。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备粉末或铿末的机械过程中要确保没有因塑性变形而增加残余

应力，特别是短程的晶间应力，有时在十分精细的粉末中它们都不能完全释放。粉末标样可

以用饥盒等盛装，易于处理，在测量时必须完全填满 IGV 或准确地放置在装置参考点，以避

免任何测量衍射角的几何偏移。另外，粉末参考样品对中子的吸收可能会导致其有效质心

相对参考点的偏离，这在测量中需加以注意。

利用小立方体标样的方法是从样品待测应变位置处或相同材料上截取小立方体进行测

量，获得参考 d 作为应变计算 d o 。只要晶粒尺寸足够小，小立方体是越小越好。相对于粉末

标样，小立方体法的不足之处是难以处理和准确定位在装置参考点。它的优势是如果样品成

分是变化的，无应力平面间距 d。也必须在取得应变数据点处测量，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在样

品测量区域截取一系列的小立方体作为参考标样，逐个测量参考 d。采用单峰衍射测量无应

变小立方体标样的参考 d 时，会受到塑性变形产生残余晶间应变的影响，但由于截取小立方

体的塑性变形程度和初始样品相同，它们具有基本相同的品间应变，计算时参考小立方体和

样品的晶间应变可以互相抵消，这样将得到小立方体的参考 d 作为 d o 值，给出样品正确的

弹性点阵应变。

从相似样品上制作梳状参考标样也是一种测量参考 d 获得仇的方法。梳状标样可以

根据预期应力状态采用适当的方法截取，标样一部分区域几乎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另一

部分与基体材料相连接。这种结构克服了小立方体标样的不足，同时保持了每个"梳齿"之

间的位置关系，特别适合在沿"梳齿""长"轴方向 d。没有显著变化的情况，例如:焊接时，梳

齿长轴应平行于焊接方向，在接近焊接区域梳齿应更加密集，以获得更好的空间分辨。

强加的力平衡方法利用了连续力学的基本要求，也就是样品内的力和力矩要在一个或

多个截面平衡。这种方法的原理是假定将样品沿一个平面切开，用施加在剩余部分截面上

的牵引力和力矩代替被截掉部分，由于固定物体受力平衡，要求力和力矩在整个截面平衡。

力平衡的方法是先测量需要的样品 d 空间和衍射角，利用名义的参考 d 值或角度计算样品

的三轴应变或应力，然后迭代改变参考值，找到真正产生应力场可实现力和力矩平衡的参考

值。采用这种方法要选择合适的力和力矩平衡截面，确保实验数据能够覆盖整个截面，而不

是一部分，并且整个截面采用一个参考 d 值是合适的。力平衡方法还常用来校正采用上述

参考样品方法测量的 do 值是否合理。

4 实验测量步骤

以法国劳厄一朗之万研究所新建专门的中子衍射应力分析谱仪"SALSA"作为实际测量



装置，简要介绍中子衍射应力分析实验测量的基本步骤。

4. 1 调整并设置装置部件单元

对于常波长的中子应力分析谱仪，实验测量前主要调整和设置的部件单元是单色器，目

标是得到优化的波长和衍射角。在调整前，首先要根据实验样品特点确定使用哪个反射面，

确定需要的中子波长，选择原则如 3. 3 节所述。

根据单色器可选波长范围和散射角特点，首先调整单色器的倾斜曲率使得样品处通量

最大，实现方法可以是将低效率的监视器放在样品台上，在其前面放置一个近似标准体积尺

寸的孔，使监视器的计数最大 O 然后确定单色器的尺寸及聚焦情况得到优化的强度和分辨。

最后设置单色器起飞角 28M ，调整单色器。M角和单色器一样品 (M-S) 之间的准直器，使样品

台上的监视器计数最大。

将样品-探测器。一D)之间的准直器(准直孔)和探测器放在适当的位置，把标准粉末样

品(例如 :A12 03 等)放在样品台的中心，扫描 φs测量一些布拉格峰角，给出中子波长和 φs 的

零点。若波长不合适，可对单色器作进一步微词，重复测量标准粉末样品。

4.2 放置样品与定位

为了使装置标准体积中心位于参考点，要先确定准直狭缝孔的中心，确定方法是在标准

体积中心进行中子照相，证实并得到标准体积的尺寸大小。然后放置待测样品，利用激光，

经纬仪等进行检验调整和定位，放置和定位

的方法如 3. 2 节所述。

"SALSA"装置对样品的定位采用的是

三个高分辨相机，如图 3 所示 O 一个竖直放

置，一个水平放置，另外一个成 45
0

倾角放

置，十字细线交叉点分别为主个相机的中心

点，可以用坐标表示。放置样品时，将相机

的中心点设置在巳标定好的装置参考点，然

后将样品测量位置与相机中心点重合即可。

图 3 中样品要测量的是样品杆的中心位置，

定位时将样品竖直放置，观察其位置，使其

顶部中心与位于装置参考点的竖直相机中

心点重合，这种观察定位的准确性较低。由

图 3 利用高分辨相机对测量样品的定位

于样品是因柱形，为了进一步准确定位，可根据其顶部圆形凹坑轮廓作圆，记录圆心坐标。

然后让样品旋转 45
0

，再次根据凹坑轮廓作圆，记录圆心坐标，以此类推，记录八个圆心坐

标。将八个点依次相连，作出图 3 中右下方的八边形，找出八边形中心的坐标，将其移动至

装置参考点，就更为准确地确定了样品测量中心点。

4.3 实验测量与衍射峰扫描

中子衍射的应变测量过程如图 4 所示，测量过程中要注意检查样品移到极端位置时是

否会与装置硬件发生碰撞。如果样品存在晶粒尺寸和织构效应，测量前要进行。扫描检

验，测量时监视不同点的衍射积分强度变化。另外，对于无应力的参考样品要确保在完全相

同的条件下进行测量。

为了能够测量得到单个有效的布拉格反射，须选择设定扫描的角度范国、步距和每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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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测量时间，最根本的目的是得到符合准确性要求的衍射峰中心。若是使用位敏探测器，

如图 5 所示，它将覆盖足够的衍射角度，步距由探测器探测单元的分辨决定，在测量过程中

不需要进行单独设置，但必须根据衍射峰的计数累积和定峰的准确性要求确定计数时间。

影响衍射峰位准确性的主要因素就是衍射峰强度、宽度以及本底强度，如何既节约测量时间

又能获得具有足够准确性的实验数据是实验设计时必须要认真考虑的。

图 4 中子衍射实验测量 图 5 位敏探测器记录的衍射峰

4.4 数据记录与检验

准确测量结果的获得不但依赖于应变测量的准确性，也依赖于准确的样品定位，特别是

在表面测量或样品具有很大应变梯度时。测量过程中不但要检验有关实验参数是否发生变

化，而且要做尽可能详细的实验记录。

为了便于重复、理解、评价和进一步解释实验结果，一个较为完整的实验记录或报告应

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应变或应力值:测量位置(例如 :IGV 或 SGV 的质心)， IGV 或 SGV

的尺寸与形状，不确定度和影响结果可靠性的源项。②中子源和装置:单色器波长，装置标

定过程，标定测量结果。③测量过程:平移和旋转样品的方法，表面和其他参考位置定位的

方法，确定标准体积的方式，处理数据的方法，表明结果可靠性的方法。④样品或材料的性

能:样品几何形状，成分，受热或受力过程，相和晶体结构，均匀性，晶粒尺寸和形状，织构。

⑤其他:无应力或参考 do 值的确定方法，弹性常数，定位不确定度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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