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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Ni-Cr 合金在保护气氛炉中进行钎焊单晶金刚石磨粒试验，使用 SEM 对

Ni-Cr 合金钎焊金刚石界面碳化物、断口形貌、钎缝组织进行观察分析，采用 XRD 对钎

焊后金刚石进行物相分析． 结果表明，在保护气氛炉中进行钎焊可以实现金刚石的高

强度连接，钎焊后金刚石棱角清晰、形貌完好． 金刚石的表面生成具有方向性的 Cr3C2，

Cr3C2的生长方向与金刚石( 111) 晶面有一定的位向关系，与其所在晶面六边形的边平

行，Cr7C3全部在 Cr3C2上形核长大，最后形成外层是 Cr7C3，内层是具有方向性的 Cr3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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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 言

金刚石的晶体结构属面心立方晶系，其 C 原子

间的连接为 sp3 杂化共价键，具有很高的结合力、稳
定性和方向性． 独特的晶体结构使金刚石具有自然

界物质中最高的硬度、刚性以及优良的抗磨损、抗腐

蚀性和化学稳定性． 金刚石优异的物理机械特性决

定了它是制作硬脆材料加工工具的理想原材料，钎

焊金刚石工具通过金刚石与钎料之间的化学冶金结

合，使得金刚石牢固连接，可以充分发挥金刚石高硬

度、高耐磨性的特点［1］．
金刚石与钎料进行适当的界面反应，可提高钎

料对金刚石的润湿性，因此对界面形成的碳化物进

行研究极为重要． Ni-Cr 合金真空钎焊金刚石的工

艺、界面微结构、碳化物形貌、数量、位向关系等研究

已经比较多［1 － 3］，但利用真空炉进行钎焊，通常焊后

冷却速度较慢，对金刚石有一定的热损伤． 最终影

响金刚石工具的使用寿命，在保护气氛炉中钎焊金

刚石，较容易控制冷却速度，因此文中采用保护气氛

炉进行钎焊金刚石的试验． 综合以前的研究成果，

在保护气氛炉中钎焊金刚石的试验报道较多，可是

对于碳化物的位向关系及 Cr7C3是如何形核长大未

见报道． 文中在保护气氛炉中进行钎焊单晶金刚石

试验，发现碳化物与金刚石( 111 ) 晶面有一定位向

关系，并且首次发现 Cr7 C3 是在 Cr3 C2 上形核长大．
这对研究活性钎料的润湿机理、提高连接强度等具

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对于制造金刚石工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

1 试验方法

选用 30 /35 目金刚石磨粒，基体为 Q235 钢，钎

料为 Ni-Cr 合金，其化学成分见表 1，在保护气氛炉

中进行钎焊试验． 具体工艺过程为钎焊前对 Q235
钢、金刚石表面用丙酮清洗，然后浸泡在丙酮中用超

声波清洗 5 min，吹干． 将 Ni-Cr 合金置于钢基体表

面，在钎料上分布金刚石磨粒( 图 1) ，2 种钎焊工艺

为钎焊温度 1 050 ℃ ; 保温时间分别为 2，25 min，氩

气保护，自然冷却至 100 ℃取出．

表 1 Ni-Cr 合金主要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 )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Ni-Cr alloy

C B Si Cr Fe Ni

1 3． 5 4． 0 16 ～ 18 ≤5 余量

对焊后试样进行深腐蚀，可以用于观察表面碳

化物的三维形貌． 用日本电子公司( JEOL) JSM-6300
型扫描电镜( SEM) 对焊后金刚石表面形貌、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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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Ni-Cr 合金钎焊金刚石接头示意图

Fig. 1 Joint framework schematic diagram

钎料组织进行观察． 采用日本 Shimadzu 公司的 XD-
3A 型 X 射线衍射仪在铜靶电压为 40 kV，电流为 30
mA 的条件下，作 X 射线衍射结构分析．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 1 钎焊后的金刚石宏观形貌

图 2 为保护气氛炉中保温 2 min 焊后宏观形

貌． 可以看出，金刚石出露和钎料爬升都比较高，说

明钎料对金刚石润湿非常好，金刚石出露部分棱角

清晰． 文中主要研究金刚石的连接强度，因此重点

分析了埋在钎料中金刚石与钎料界面部分．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距离金刚石稍远的地方有许多白色化

合物，而围绕金刚石周围却没有该类化合物，分析认

为，主要是因为 Cr 原子向金刚石表面扩散，导致附

近的 Cr 原子较少，由于冷却过程中冷却速度较快，

不足以形成碳化物，而在稍远处尚有足够的 Cr，C
原子，因此形成了白色碳化物．

图 2 钎焊后金刚石形貌

Fig. 2 Morphology of diamond after brazing

2． 2 碳化物与金刚石的位相关系

金刚石是面心立方结构，常见晶体多为立方

体—八面体聚形晶体形态，由( 111) 和( 100) 两种晶

面围绕而成的晶体形态，( 111) 晶面上相邻原子间距

为 0． 252 nm，( 100) 晶面上原子间距为 0． 356 nm［4］．
为了研究金刚石表面碳化物形貌，对深腐蚀后

金刚石( 保温 2 min) 表面进行观察，结果如图 3 所

示． 图 3 为金刚石的( 111) 晶面，对表面化合物进行

能谱测试，C 原子 49． 3%，Cr 原子 48． 2%，Ni 原子

2． 2%，Si 原子 0． 3%，判断为碳化物 Cr3C2 ． ( 关于金

刚石表面生成碳化物及其形貌的报道较多［2，3］，文

中不再赘述) ，可以看出表面的碳化物大致沿 3 个

方向生长，其正好与金刚石( 111 ) 晶面的六边形的

边平行． 图 3 中 A 处局部放大如图 4 所示，可以看

出表面的碳化物没有连成一片，而是在金刚石表面

部分区域断续形成碳化物且尺寸较小，这样的碳化

物形貌可以认为既能提高润湿性，又对金刚石的热

损伤非常小．

分析认为表面碳化物与六边形的边平行，与单

晶金刚石( 111) 晶面上的原子排列有关，( 111) 晶面

上的原子排列如图 5 所示，从图 5 中可以看出 3 个

原子排列最紧密的方向正好是 3 个． 碳化物 Cr3 C2

是斜方晶系，其晶胞形状为 a≠b≠ c，α = β = γ =
90°［5］，晶胞参数 a = 0． 552 5 nm，b = 1． 146 8 nm，

c =0． 282 7 nm，Cr，C 原子间距为 0． 202 7 ～ 0． 230 7
nm，与金刚石( 111) 晶面的原子间距 0． 252 nm 较接

近，从而可以判断 Cr3 C2 在金刚石( 111 ) 面生长时，

Cr3C2首先以现成的单晶金刚石晶面为形核核心，以

科塞尔—斯特兰斯基生长模型进行生长，同时由于

单晶金刚石( 111 ) 晶面原子排列有序，共有 3 个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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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方向，最后长成如图 3 所示的碳化物分布形式． 从

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碳化物是金刚石直接与 Cr 原子

反应形成．

图 5 金刚石( 111) 晶面原子排列

Fig. 5 Atomic arrangement of diamond (111) crystal plane

对图 4 中金刚石表面 Cr3C2的形貌仔细观察，可

以发现 Cr3C2上有许多尺寸小于 0． 5 μm 的化合物，

尤其是该化合物全部生长在 Cr3 C2 上，没有一个白

色的化合物直接生长在金刚石的表面，充分说明该

化合物以 Cr3C2 为形核中心并在其上面长大． 对其

放大观察如图 6a 所示，该化合物的截面为六边形，

而 Cr7C3的晶体属于六方点阵结构，点阵常数为 a =
0． 688 nm，c = 0． 454 nm，这与 Cr7C3的晶体结构非常

吻合，可以判断该化合物为 Cr7C3，这与真空炉中钎

焊金刚石，金刚石外面形成 Cr7 C3 是一致的［2，3］． 这

是因为在形核过程中，晶核的界面能最低，因此晶核

的固—液界面是原子排列最密的晶面． 通常具有密

排六方点阵的晶体沿螺旋位错提供的生长台阶在光

滑的固—液界面生长，在 Cr7 C3 晶体中 C 轴晶向生

长较快，因此形成的晶体大多是六方棱柱［6，7］． 棱柱

晶体侧面比较平直，很少显现侧向分支迹象，晶核一

旦形成，Cr7C3就以小晶面的方式长大生长． 另外结

合扩散动力学理论，知道在金刚石表面会首先生成

Cr3C2，随着距金刚石表面距离的增加，C 原子的数

量在减少，因此在热力学上形成 Cr7C3 是稳定的，接

着生成 Cr7C3 ． 延长保温时间至 25 min，金刚石表面

见图 6b，可以看出 Cr7C3已明显长大，其直径达到 2
μm 以上，与真空炉中钎焊相比，可以看出，保护气

氛炉中钎焊 2 min 时，Cr7 C3 较不规则，分析其主要

原因是保护气氛炉中，由于冷却速度较快，因此抑制

了生长过程，随着保温时间的延长，Cr7 C3 会生长较

为规则．
综上所述，活性钎料钎焊金刚石反应层形成过

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金刚石界面处的 C 原

图 6 Cr3C2上生长 Cr7C3碳化物

Fig. 6 Carbide Cr7C3 growth on Cr3C2

子与钎料中的 Cr 原子反应生成少量碳化物 Cr3C2，

接着 C，Cr 原子继续扩散，碳化物 Cr3 C2 继续长大，

Cr3C2的长大进一步阻止 C 原子的扩散，而 Cr 原子

继续扩散，C /Cr 原子的比例下降，Cr7 C3 开始以 Cr3
C2晶体形核并长大． 从理论分析，Cr3 C2 与 Cr7 C3 也

有一定的位向关系，但需要进一步测试．
2． 3 X 射线衍射分析

为了验证金刚石表面生成 Cr7C3和 Cr3C2，采用

Ni-Cr 钎料在 1 050 ℃钎焊金刚石微粉( 采用微粉可

以增加界面反应，而其碳化物物相不会改变) ，促使

表面生成相同的化合物，对焊后的微粉金刚石深腐

蚀后进行 X 射线衍射，其衍射图见图 7．

图 7 金刚石及碳化物的 X 射线衍射曲线

Fig. 7 XRD pattern of diamond and carb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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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深腐蚀后试样仅剩金刚石与表面

碳化物，从而有助于判断表面的碳化物类型，通过

PDF 卡片对比分析，表明金刚石表面确实有 Cr3C2，

Cr7C3以及石墨存在，从而确认其界面生成了碳化物

Cr3C2和 Cr7C3，并且金刚石少量转化为石墨．
2． 4 断口分析

为验证 Ni-Cr 合金与金刚石界面处的结合强

度，断口形貌分析十分有效． 采用机械的方法对焊

后试样( 保温时间 2 min) 制作断口，发现绝大多数

是金刚石断裂，很少出现金刚石从钎料中脱落的现

象． 图 8 为单颗金刚石从试样中掉下的断口形貌，

从图 8 中可以看出金刚石与钎料的连接牢固，并不

像烧结的金刚石工具断口一样从基体中脱落出来．
断开的部分为金刚石，从断口可以看出，金刚石为解

理断裂，说明金刚石的热损伤较小．

图 8 Ni-Cr 合金钎焊金刚石断口形貌

Fig. 8 Fracture of diamond brazed with Ni-Cr alloy

2． 5 钎缝组织

为了确保钎焊层对金刚石具有较高的固定力，

研究钎焊后钎缝的组织十分必要． 王水腐蚀后钎缝

的组织( 保温时间 2 min) 如图 9 所示，从图 9 中可

以看出，钎缝中均匀分布着尺寸不大于 10 μm 的白

色颗粒状化合物，结合 Ni-Cr 合金的化学成分，判断

其是 Cr 原子与 C 原子形成的铬的碳化物，可以看出

钎缝组织致密．

图 9 Ni-Cr 合金组织形貌

Fig. 9 Microstructure of Ni-Cr alloy

3 结 论

( 1) Ni-Cr 合金保护气氛炉中钎焊金刚石可以

实现金刚石与钎料的高强度连接，并且金刚石的出

露较高，焊后金刚石的形貌棱角清晰、形貌完好．
( 2) Ni-Cr 合金钎焊金刚石生成的碳化物 Cr3C2

不仅排列有序，而且其生长方向与所在晶面有关，其

中( 111) 晶面的 Cr3C2生长方向共有 3 个，分别平行

于所在晶面六边形的边，在保温 2 min 时，Cr7 C3 以

Cr3C2晶体进行异质形核，随保温时间的延长，Cr7C3

在长大，保温 25 min，可以长大到 2 μm．
( 3) 金刚石焊后试样断口分析表明，金刚石与

钎料的连接强度较高，很少出现金刚石脱落的现象，

另外钎缝组织致密，其中分布有碳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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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aser-TIG arc hybrid welding process． The favorable range of
hybrid welding parameters was relatively narrow at high welding
speed． In order to get the ideal joint，the back of the specimen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Ar gas． When the protective gas flow
was 5-10 L /min，the favorable performance can be obtained．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laser-arc hybrid welding joint was 95% of
Mg base metal．

Key words: magnesium alloy sheet; laser-TIG hybrid
welding; power cooperation; shielding gas

Analysis on weld joint performance for matching flux for
X100 pipeline steel ZHANG Min1，ZHANG Xib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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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
gy，Xi'an 710048，China; 2． Baoji Petroleum Steel Pipe Co．
Ltd． ，Baoji 721008，China) ． pp 57 － 60

Abstract: The uniform design method was used to design
the sintering flux for X100 pipeline steel，and five fluorine alkali
fluxes with high basicity in couple with welding wire were tested
by automatic submerged arc welding． The tensile properties，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hardness value，impact value，impact
fracture appearance were analyzed for two kinds of fluxes． The
result shows the addition of the appropriate amount of MnO has
greater effect on process of flux and toughness of joint． It can im-
prove the weld depth，increase the liquidity of the slag，restrain
the undercutting． Meanwhile，it can inhibit the forma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ferritic structure and be beneficial to the formation of
acicular ferrite． In all of five fluxes，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
ance of No． 2 welded joint is the best，which meets relevant tech-
nical standards．

Key words: X100 pipeline steel; automatic submerged
arc welding; mechanical properties;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Effect of magnetic field parameters on properties of magne-
sium alloy welded joint ZONG Lin1，2，SU Yunhai2，LIU
Zhengjun2 ( 1． Shenya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Shenyang 110870，China; 2．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henyang
110870，China) ． pp 61 － 64

Abstract: During the welding of AZ31 magnesium alloy
plate ( 5 mm) ，AC longitudinal and variable frequency magnetic
field was used，and the tensile strength and microhardness of
welded joint at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 parameters were tested．
With scanning electronic microscope and metallographic micro-
scope，the microstructure of welded joint was analyzed． The
effect of magnetic field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
structure of welded joint were studied，and the function mecha-
nism of magnetic field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 longitudinal magnetic field stirs welding pool through the ro-
tating arc，changes the crystallizing process of crystal grains to
refine them，which makes the hardness and tensile strength of
welded joint improved． Under the proper magnetic field parame-
ter，the electromagnetic stirring achieves the best effect． When
magnetic field current Ic = 2 A，frequency f = 20 Hz，the me-
chanical properties of welded joint will reach the best value． The
hardness is HV 76． 2，and the tensile strength is 231 MPa，

which is 90% of base metal．
Key words: TIG; longitudinal magnetic field; electro-

magnetic stirring; magnesium alloy

Nucleation and growth of Cr7C3 at interface of brazed dia-
mond with Ni-Cr alloy under protective atmosphere LU
Jinbin1，2，MENG Pu1，FAN Ping1，GUO Jian1 ( 1．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engzhou 450007，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New Type Brazing Alloy and Technology，Zhengzhou Research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Zhengzhou 450052，Chi-
na) ． pp 65 － 68

Abstract: In protective atmosphere furnace，mono-crys-
talline diamond was brazed with Ni-Cr alloy，the morphology of
the carbide formed on the surface of diamond，fracture appear-
ance and microstructures of the brazed seam were analyzed with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XR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amond brazed in protective atmosphere furnace can realize
high strength bonding． The brazed diamond has distinct edge and
intact morphology． On the surface of the diamond，the arrange-
ment of Cr3C2 is regular，the growth directions take on certain o-
rienta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 111) crystal planes of diamond．
All of Cr7C3 nucleate and grow on the surface of Cr3C2 ． Finally，

the exothecium Cr7C3 and regular arrangement endothecium
Cr3C2 were formed．

Key words: protective atmosphere brazing; diamond;

Cr7C3 ; nucleation

Cyclical behavior of lead-free BGA soldered joints based on
nano-indentation method LIU Meina，WANG Lifeng，L
Ye，DAI Hongbin，YANG Wenxuan (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
ence and Engineering，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Harbin 150040，China) ． pp 69 － 72

Abstract: Through the cycle loading test of nano-indenta-
tion method，the effects of maximum load，cycle number and
holding time for two kinds BGA soldered joints of Sn-3． 0Ag-0．
5Cu and Sn-0． 3Ag-0． 7Cu on cycling performance were investi-
g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ycling performance of Sn-
Ag-Cu series lead-free BGA soldered joints was load-dependent，
and the cumulative damage of BGA soldered joint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maximum load，especially largely accumulated
in the first few cycles，then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stabilized．
However，with the cycle number increasing，the deformation re-
sistance of BGA soldered joints slightly decreased; the creep dis-
placement increased with the holding time being increased and
the creep-fatigue interaction will accelerate the failure of BGA
soldered joints． The energy loss of Sn-0． 3Ag-0． 7Cu BGA sold-
ered joint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Sn-3． 0Ag-0． 5Cu BGA sold-
er joints．

Key words: lead-free solder; cycle load-unload; nano-
indentation method; creep

Development of slag-free self-shielded flux cored wire with
niobium addition for hardfacing LIU Dashuang，LIU Ren-
pei，QIU Yue，GAO Wenliang ( College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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