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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了多种摩擦磨损试验方案，针对不同氮化工艺对 9Crl8的摩擦学性能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结果表明，离子氮化后的试样具有最优的综合摩擦学性能，气体氮化最差。试验还发现，在不同载荷条件下，几 

种氮化处理工艺 对耐磨性 的影响过程各 不相 同。离子氮化试样在磨损过程 中产生 的氧化物对减轻磨 损有 积极 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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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ffects ofdiffering nitriding processes On tribologic~l properties of 9Crl8 steel were studied by a series 

ofexperiments．Itwasfoundthat samplespreparedbyionitriding showedthebesttribologicalbehaviOr．comparing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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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旋转滑片式压缩机的滑片在压缩机中起 

到调节流量的作用，需要有很高的抗蚀和耐磨性 

[I,21
。 因滑片的抗蚀性要求，常选用不锈钢材料，但 

须通过表面处理来提高其耐磨性。可采用的表面 

处理方法有气体氮化 、离子氮化、QPQ复合处理、 

PVD等表面处理，对于象滑片这样的薄小零件 ， 

PVD法成本较高[3 。经氮化处理后的试样表面 

层同样具有高的抗蚀、耐磨性[6．71。 

本文对选用的不锈钢材料进行了不同的氮化 

处理，比较研究了气体氮化 、盐浴氮化和离子氮化 

工艺对该不锈钢材料摩擦学性能的影响。 

1 实验材料及方法 

1．1 预处理 

滑片材料选用马氏体不锈钢 9Cr18，试样尺 

寸为 10 mmxl0 mmxl0 inln。因滑片在淬火 回火 

后还需进行氮化处理，所以采用高温回火工艺，即 

l 050℃淬油+600℃x2 h油冷．淬火和回火后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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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度 45 HRC。 

1．2 氮化处理 

氮化处理可分气体氮化、盐浴氮化和离子氮 

化。气体氮化的气氛采用氨气，渗氮前进行除钝化 

膜处理，氮化工艺为 570℃x8 h等温渗氮；盐浴氮 

化采用无毒软氮化工艺，工艺为 570℃x4 h；离子 

氮化工艺为 570℃x15 h。 

1．3 摩擦磨损试验 

经过这三种氮化工艺处理和未经氮化的试样 

进行了摩擦磨损对比试验。试验在MM．200磨损 

实验机上进行，试验机的最大负荷为 200 kg，负荷 

测量范 围 0~30；30"-'200 kg，下试 样轴转速 为 

200 r／min。根据滑片的工作原理，采用滑动摩擦 ， 

上试样 尺寸为 10 mmxl0 mmxl0 rain。下试样 为 

圆环状 45钢，外径40mm，厚 13mm,硬度 55 HRC。 

取不同处理工艺的试样各三个测试其耐磨性 

能。每个试样的试验时间为240 min。试验前先将 

试样洗净、烘干，并称重，加载 l5 kg，每隔 40min 

将试样取下清洗干净称重三次，取平均值。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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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前后对下试样的外径进行测量 ，并记录。 

为了研 究载荷 对磨 损量的影响．取 经气体 渗 

氮和盐浴渗氨的试样．分别在3、8、l5、2O 下磨 

损 160 rain，用磨损前后度量之差来表示磨损量 

同时，也为了对试样在各个载荷下磨损的不同时 

间段的磨损量做m研究，在试验过程中也采取每 

隔 40min称重 一次的方法。 

为 了对 三种 艺在渗氮过程 中产生的向亮层 

的性能作对 比研究 ，设 计了如下试验方法 ：各取 同 

样处理工 艺的试样 三个．对于一种处理 工艺 的试 

样，先清洗干净，称出初始质量，然后加载 l5 k譬， 

磨损 2 h 在磨损过程中，开始 50min每隔5min 

记录一次摩擦力矩．以后每 1Orain记录一次 磨 

损结束后清洗干净烘干称重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渗层组织及硬度 

经不同氯化工艺处理后渗屡组织见图 l：氮 

化层硬度梯度如图2 气体氮化处理的渗层用金 

相法测锝 渗层厚度为 0．11 1Tin1．表面的 白亮层 非 

图 l不同氮化T艺渗 层组织《a-气体氯化 盐浴氮化：c-离子氯化)×200 

璇 皿俾 ，岣  

图 2 不同氰化 1。艺处理后的硬 度 

常明显 ．约 7 urn．而其扩散层则有明 显的疏松。盐 

浴氯化渗层金相法测得渗屡厚度为 0．04 ml'rl，表 

面的白亮层约 3 urn。离子氯化渗层金相法测得渗 

层厚度为0．10 Hun，表面无F=I亮层。 

2．2 不 同处理工艺对磨损量及磨损形貌的影响 

陶3为在不同阶段的磨损质最损失对比罔 

40 80 l20 I60 200 240rain 

图 3在 同时间阶段 同处理 r艺 的晦损质 量损失 

在所有试样中．淬火+回火处理的试样的磨损质 

量损失最大，离子渗氯的最小：在三种渗氨处理的 

试样中．离子渗氮的磨损质量损失最小．气体渗氮 

的最大：同时[可看到淬火+回火处理T艺的试样 

的磨损质量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这可能 

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上下试样随着磨损质量损 

失的增加接触 面积增加 ．磨损质量损 失增加 ：其 

二．随着试样进一步深入接触．磨损面散热变得困 

难．磨损表面温度提高，在高温下．试样氧化更加 

厉害。这从磨损面上的氧化坑 中可 以得出结 沦一 

在三种渗氯处理的试样中。以气体渗氮处理 

试样的耐磨性最差 这主要体现在开始阶段的 

l20min里，在该阶段．气体渗氮试样的磨损质量 

损失大大超过其他试样 观察其渗氯层(圉 la)发 

现，气体渗氮处理的渗氯晨表面的向亮层非常明 

显 。而其扩散层则有明显的疏松 分析原因，在磨 

损的开始阶段，由于所加载荷较大．切向应力很 

大 ．表面硬度很高的白亮层和中间疏松的扩散层 

很快分离，而扩散层由于组织不致密．在较大载荷 

下耐磨性能较差．也急剧磨损 这就导致了开始阶 

段的较大的磨损质量损失． 瞎损到过渡区时．磨损 

质量损失就大大减小．． 

盐浴渗氮和离子渗氮试样的磨损质量损失都 

很稳定．从二者渗层的微观金相图中可以看出，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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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组织丰l=1对比较致密：但从整体来讲，盐浴渗氟试 

洋的耐磨性 没钉离 渗氯 试样 的好 ．从 图 3巾可 

以看f ，盐浴渗氯试佯的磨损质量损失在整个磨 

损时问内都大于离子渗氮的 从渗层的厚度来看， 

盐浴渗氮的渗层较薄，硬度梯度较大．这样的渗层 

容易导致试样 磨损时产生剥落，我们在盐浴渗氯 

斌样的磨损面上很容易看到大缺剥落区(如图 4) 

一  
躅 4盐浴氪化试样表面磨损形 貌 

在观察离了渗鲺试样的磨损面形貌时我们发 

现， 盐浴渗氯 样的磨槲面一样．离子渗氨试样 

的磨损面 t‘【fL有 一 块状剥落区．但由于离子渗 

氮斌样渗层 的碗度梯度 没有盐浴渗氮试 佯的大 ， 

其表面也没有显礅裂纹．冈l 剥蒋区比盐浴试样 

的要小．这种小的剥落坑不仪没有加剧 样的磨 

损 ．反而I 于任其巾塞积 了许多磨损 过程中产生 

的磨帽把上下 样隔离开来，避免了上下试样的 

1：接接触 ．这 就大大减 少 r试样 的磨损质量损失 

圈5(a)为离子渗氟试样的磨损面微观形貌罔，图 

5(b)中黑色云絮状物为塞租物 

5 青 J 氮化武样 表嘶唐攒彤貌 

2．3 载 荷对磨损质量损失的影响 

同 6 气体渗氯和盐浴渗氮谜样的磨损质量 

损l太随着载简的变化曲线 ．．可看 f 磨损质量损失 

是随着载荷的增J=l̈l 增加的 气体渗氮的试样的 

磨损质 鲑损失魉裁衙的增肋 比较平稳 ．盐浴渗氯 

的试样在 3～8 kg时增加 比较 陕．而在 】5～20 

时磨损质鼍损 失基 奉不变 ： 20 kg时 两种试佯 

的磨损质 量．1ji1失都有减小的趋势 

7

8 

噩6 
据 4 

l 3 

载 

图 6磨损质蜒搠 火 拽荷 的荧系 

2．4 磨损过程 中产生的氧化物对磨损的影响 

研究发现 ．随着试验的进行，有大齄的红色氧 

化物生成。取离子渗氮的试样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一 个 试样在磨损过程 中不采用任何措施 ，而另外 

一 个斌样在磨损过程中用金捐砂纸轻轻挨在下试 

样表面．擦除掉试验过程中的红色氧化物 试验时 

间为2 h，试验前后分别称重 ，试验中的摩擦力矩． 

前 l h每5131jn记录一次，后 1 h每 j0min记录 

一 次 

罔7为离子渗氮试样在磨损过程中去除氧化 

物 与 ：去除氧化物的摩擦 系数对比曲线 ：可以看 

出．在磨损过程中去除了氧化物的试样的摩擦系 

数低．而未经处理的试群 的要离 一些 ．但是比较两 

种情况F的磨损质量损失． 去氧化物的试样为 

0．4mg．去掉氧化物的试样为8．2mg．说明氧化物的 

存在可以减少瞪损质量损失，分析原因是击除摩 

擦副之间的氧化物后，试佯之问发生直接接触并 

由此引起剥落等其他形 式的磨括i方式，这远 比南 

氧化物引起的磨粒磨损 大 

O o6 

嚣 
鞋 
世 O 

ll 20 40 l 8fl 

时 f州 rain 

I甜 7氰化物 计离子矩化摩擦晦搅性能影响 

2．5 不同处理工艺对摩擦 系数 的影响 

在研究 了儿种试样耐磨性能之后 ．实验测 试 

r试样存不同磨损阶段的摩擦 系数 试验时 间匈 

200rain，载荷为 20 kg，试验 前后清洗 试样烘 干片 

称重 ．试验时前 90min每隔 5min记录一 次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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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矩 ，以后每隔 10min记录一次。 

图8为摩擦系数随时间的变化关系曲线。可 

看出，各种渗氮处理的摩擦系数随时间的变化有 

较大的区别。在摩擦开始阶段(o~25 min)，盐浴氮 

化表面摩擦系数最高，气体氮化次之，离子氮化最 

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试样表面状态、表 

面层的致密度有关。离子氮化表面层致密 ，所 以在 

初始磨合阶段摩擦系数比较低。 

时 同 ／min 

图 8不同处理工艺对摩擦系数的影响 

在磨损的中期(25～60 min)，气体氮化试样的 

摩擦系数有急剧的变化，可能是由于表面疏松层 

被磨去后，已至硬度较高的过渡层，所以摩擦系数 

降低。之后，各试样的摩擦系数进入了相对稳定的 

阶段，在该阶段，各处理工艺试样的摩擦系数区别 

不是很大。 

3 结论 

(1)三种氮化工艺中，盐浴渗氮和离子渗氮 

试样的磨损质量损失都很稳定，离子氮化由于渗 

层致密，渗层较深 ，硬度梯度过渡平缓，所以耐磨 

性最优。 

(2)磨损质量损失随着载荷的增加而增加 ， 

几种氮化工艺的增加趋势不同，盐浴氮化试样磨 

损质量损失随载荷的增加趋势较气体氮化慢。 

(3)离子渗氮试样白亮层性能最优异，具有降 

低摩擦系数的作用，而气体渗氮白亮层耐磨性能 

较差；离子渗氮后的试样在磨损过程中产生的氧 

化物可以减少试样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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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  
正常化处理与退火处理之差异 

正常化处理微加热至 A3点或 Acm 点 以上 

40--60oC保持一段时间，使钢材组织变成均匀的 

沃斯田体结构后，在静止的空气中冷却至室温的 

热处理程序。对亚共析钢而言，可获得晶粒细化 

的目的而拥有好的强度与韧性；对过共析钢而言， 

则可防止雪明碳铁在沃斯田铁 晶粒边界上形成网 

状析出，以降低材料的韧性。 

完全退火处理主要目的是要软化钢材、改善 

钢材之切削性．其热处理程序为加热至A3点以 

上 20～30℃(亚共析钢)或A1点以上30～50℃持 

温一段时间，使形成完全沃斯田体组织后(或沃斯 

田体加雪明碳体组织)，在 A1点下方 50℃使充分 

发生波来体变态，获至软化的钢材。另外应力消除 

退火则是在变态点 以下 450̂650℃加热一段时间 

后徐徐冷却至室温，可消除钢材内部在切削、冲 

压、铸造、熔接过程所产生的残留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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