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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氏体不锈钢的低温离子软氮化处理 

赵 程 。孙定国 

(青岛科技大学 等离子体表面技术研究所 ，山东 青岛 266042) 

摘 要：利用低压等 离子体辉光放电技术对 AISI 316奥氏体不锈钢进行低 温离子软氮 

化硬化处理。处理后的奥氏体不锈钢属于一种无氮化铬或碳化铬析 出的氮和碳的过饱和 

固溶体(S相结构)。这种渗入钢中的过饱和氮和碳元素引起奥 氏体晶格发生畸 变，使渗 

层的硬度和耐磨性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由于处理后的奥氏体不锈钢渗层 内的最大含氮 

量和最大含碳量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深度，既有离子渗氮处理的高硬度，又有离子渗碳处理 

的高渗层厚度和良好的硬度梯度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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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a Nitr0carburising of Austenitic Stainless 

Steel at Low Temperature 

ZHAO Cheng，SUN Ding-guo 

(Plasma Suffa~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Qj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042，China) 

Abstract：Surface hardening of AISI 3 1 6 austenitic stainless steel without degradation of 

corrosion resistance was carried out using plasma nitrocarburising process at low tern— 

perature． It was found that the supersaturation of the alloying elements(N and C)in 

the austenitic lattice and the precipitation—free layer On austenitic stainless steel(i．e．the 

S phase)could enhance the layer hardness and wear resistance．The GDS analysis re— 

sui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N and C content in the layer were in the different depth． 

The plasma nitrocarburising layers have not only high hardness as that of plasma nitri— 

ding，but also gradual hard profile and high thickness as that of plasma carbu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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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奥氏体不锈钢具有 良好的耐蚀性能，被 

广泛地应用在化工和食品工业中。但是 由于奥氏 

体不锈钢的耐磨性能较差，在用奥氏体不锈钢制 

造的机械零部件 ，尤其是一些需要耐磨的部位 ，降 

低了使用寿命，难以满足使用要求。 

自上世纪 8O年代起，人们一直都在寻求如何 

在不降低奥氏体不锈钢 耐蚀性能的前提下，提高 

耐磨性能。目前 ，用于奥氏体不锈钢表面硬化的 

处理方法有离子渗氮或渗碳__l~ 、微波渗氮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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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注入 和离子湮没注入 等。其中奥氏体不锈 

钢的离子化学热处理 的工艺和设备简单 ，是一种 

十分有效的处理方法 。 

虽然奥氏体不锈钢经过离子化学热处理后大 

幅度地提高了其表面硬度 ，但是处理后 的奥氏体 

不锈钢的离子化学热处理是在低温下(渗氮<450 

℃，渗碳<550℃)对不锈钢进行表面硬化处理 ， 

使其 在奥 氏体不锈 钢 的表面形 成一层 氮或碳 

的过饱和固溶体 ，并没有铬的氮化物或碳化物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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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表面硬度可以高达 900 HV以上 J。 

奥氏体不锈钢也存在一些不足 ，如经渗氮处 

理的渗层硬度梯度大 、渗层薄、韧性差等问题。为 

了克服这些缺点 ，人们又试图用离子渗碳 的办法 

加以解决 ]。虽然奥氏体不锈钢的离子渗碳克服 

了奥氏体不锈钢离子渗氮存在的一些问题 ，但渗 

层的硬度相对较软 。本工作是利用低温离子氮碳 

共渗的办法对奥 氏体不锈钢进行表面硬化处理， 

以得到高硬度、高渗层厚度和合理硬度梯度 的硬 

化层 。 

1 实验部分 

实验是在 30 kW 直流离子氮化炉 (K16ckner 

Ionon Gmbh，Germany)内进行，实验工艺见表 1。 

表 1 奥氏体不锈钢的离子氮碳共渗处理工艺参数 

Table 1 Processes parameters of plasma nitrocarburising of austenitic stainless steel 

试样材料为 AISI 316奥氏体不锈钢(质量分 

数分别为 C 0．06 ，Cr 19．23 ，Ni 11．26 ， 

Mo 2．67 9／6，Mn 1．86 ，其余为 Fe)，试样的尺寸 

为 25．4×6 rnrn。 

试样摆放在阴极平台上 ，其中一个试样 中间 

插入一支直径为 1．5 rnrn的热电偶用于控制处理 

温度。在整个 处理过程 中，工件 的温度控制 在 

±1℃ 范围内。 

金相试样是用 KALLING’S腐蚀液进行刻 

蚀 ，腐蚀液的成分为 ：10 g CuC1z，50 g HC1，50 

g乙醇 。 

渗层内不同深度的氮、碳含量的变化规律是 

用辉光放电光谱分析仪(GDS)进行定量分析 ；用 

X射线衍射分析仪测定渗层的结构。 

处理前后奥氏体不锈钢的耐磨性能试验是在 

盘销式磨损试验机上进行，销子采用直径为 9 rnrn 

的 WC／Co硬质合金钢球，加载载荷为 10 N；试样 

转速 66 r·min_。，磨损试验时间为 24 h。 

2 结果与讨论 

2．1 渗层的显微组织结构 

图 1是炉 内气氛 中体积 分数 为 5 的 CH 

时，经离子氮碳共渗处理的奥氏体不锈钢试样横 

截面金相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试样表面白色 

化合物层内无铬的氮化物或铬的碳化物析出。 

图 2是奥氏体不锈钢在体积分数为 5％ CH 

气氛中进行离子氮碳共渗处理后试样的 XRD衍 

射图。由图可见，经离子碳氮共渗后的奥氏体不 

锈钢仍保持了原有的晶体结构，没有新的相生成， 

但是(111)衍射峰向左偏移，并随着气氛中甲烷含 

量的减少，(111)衍射峰偏移越大(图 3)。 

图 1 离子氮碳共渗层的金相组织 

Fig。1 M efallograph of surface layer in AISI 316 steel 

after plasma nitrocarburising 

国 2 离子氮碳共渗屡的 x射线衍射谱 

Fig。2 XRD pattern of plasma nitrocarburising 

of AISI 316 steel 

用低温离子化学热处理对奥氏体不锈钢进行 

离子渗氮、渗碳处理时，要严格控制渗层内不出现 

铬的氮化物或碳化物的析出，才能保证处理后的 

奥氏体不锈钢保持原有的耐蚀性能。一旦渗层内 

有铬的化合物析出，生成铬的氮化物或碳化物，会 

降低奥氏体不锈钢表面的含铬量 ，削弱奥氏体不 

锈钢的耐蚀性能。影响奥氏体不锈钢不析出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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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化物或碳化物的工艺参数有处理温度、时间和 

气体成分等。其中温度对铬的析出影响最大。 

图 3 气氛中 Cl-h体积分数对(111)衍射峰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CH4 in the gases on the(111)peak of XRD 

2．2 渗层的成分 

用 GDS成分分析仪对经过离子氮碳共渗处 

理后的奥氏体不锈钢进行了沿渗层深度的化学元 

素成分分析 。图 4是 当 CH 的体积分数为 5 

时 ，渗层内的氮和碳的浓度沿渗层深度的变化 曲 

线。由图可以看出，奥氏体不锈钢经离子氮碳共 

渗处理后 ，渗层内的氮和碳的最大含量分别出现 

在不同的深度，碳原子好象被氮挤入渗层的内部。 

图 4 渗层内的 N和 C的含量沿深度的变化曲线 

Fig．4 N and C concentration depth profiles in the surface 

layer of the treated 3 1 6 steel using GDS． 

图 5是气氛中 CH 体积分数对渗层 内氮和 

碳元素的最大含量的影响。由图可见 ，CH 体积 

分数为 2 时，渗层 内的氮的最大含量最低；而此 

时碳的最大含量开始趋于一定值，不再受气氛 中 

CH 气体的影响。 

2．3 渗层的厚度 

图 6是渗层的厚度与气氛中CH 含量的关系。 

由图可见 ，少量的 CH4即可显著增加渗层的厚度， 

在 CH 体积分数为 5 9／6时，这个数值达到最大值。 

(CH．)／％ 

图 5 气氛中 cH4■对渗层内含 N、c■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CH4 in the gases on the maximum 

N and C concentration in the layer 

(CH．)／％ 

图 6 气氛中CH4■对渗层深度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CH,in the gases on the layer thickness 

综合分析图 4～6可以看出，在奥氏体不锈钢 

离子氮碳处理时，渗层内的碳被氮“挤”到里面，扩 

大了单纯渗氮层的厚度。但是一旦渗层内的碳含 

量达到饱和(约 1．5 9／6)，渗层深度也就不再随气 

氛中 CH 的增加而变化了。 

2．4 渗层的硬度和耐磨性 

图 7是离子氮碳共渗层 的横截面硬度分布 

图。由图可见，渗层的表面仍保持了较高的硬度 ， 

但是渗层的硬度梯度要 比渗氮层缓和得多。 

V、 

0  

> 

深度／pm 

图 7 离子氮碳共渗层横截面硬度分布 

Fig．7 Hardness depth profile of the plasma carburising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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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中渗层内氮和碳的最大含量分别处于不 

同的深度 ，这种分布有利于改善渗层的硬度梯度 。 

渗层的表层含氮量较高，所以这个部位的渗层具 

有奥氏体不锈钢离子渗氮的高硬度特性。而在渗 

氮层之后出现的高含量的渗碳层，避免了奥氏体 

不锈钢离子渗氮处理 出现 的硬度梯度陡降的现 

象，使渗层的硬度可 以在一定高 的水平 内继续延 

续，因而，渗层的硬度梯度也得到改善。 

表 2是经过离子化学热处理前后奥氏体不锈 

钢耐磨性能的变化。由表可以看出，无论是离子 

渗氮、渗碳和氮碳共渗处理，奥氏体不锈钢的耐磨 

性能都有很大的改善 。 

表 2 奥氏体不锈钢离子表面硬化处理前后的耐磨性能 

Table 2 Wear test results for untreated and treated AISI 316 steel 

试 样 磨损体积／10 mm。 

未处理 

离子渗氮 

离子渗碳 

离子氮碳共渗 

奥氏体不锈钢经过离子氮碳共渗处理后力学 

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原因在于其处理后的组织 

结构和成分的变化。过饱和的 N、c固溶体 引起 

奥氏体晶格的畸变，位错密度增加，使渗层的硬度 

和耐磨性得到大幅度地提高 ]。 

3 结 论 

(1)奥氏体不锈钢经离子氮碳共渗处理后 ， 

仍保持了原有的组织结构，仅是因晶格发生畸变 

而引起(111)衍射峰向左偏移，并且随着气氛中甲 

烷和氮气气体比例的提高，偏移量减少。 

(2)奥氏体不锈钢离子氮碳共渗处理后 ，渗 

层内的最大含氮量和最大含碳量分别出现在不同 

的深度，这种现象有利于保持渗层有较高的硬度， 

提高渗层的厚度，改善渗层的硬度梯度 。 

(3)奥氏体不锈钢经离子氮碳共渗处理后， 

在不降低奥氏体不锈钢耐蚀性能 的前提下，可以 

大幅度提高其表面硬度和耐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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