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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光干涉法测定金属材料在一195℃至+100℃间超低膨胀系数的样品制备、测量装

置、测量步骤、结果计算及实验报告的要求。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具有超低膨胀特性的金属材料的平均线膨胀系数的测量

2 术语、定义及符号

21 线性热膨胀

    与温度变化相应的样品单位长度上的长度变化称为“线性热膨胀”，用符号、L/Lo表示，其中\V是

从基准温度20'C (to)至所需温度i间观测到的样品长度变化，Lo是温度t}时的样品长度 线性热膨胀常以

ff分率表示(参见附录A).

2.2 平均线膨胀系数

    在温度‘至‘间的平均线膨胀系数a,�、的定义是:

                    a,，:=(L2一LJ/CLa·(t。一t)〕=AL/(Lo ·%t)·······，········，·，⋯⋯(})

式中:a,} ̀2-一温度t至t,间单位温度下的线性热膨胀;其单位名称为每摄氏度，单位符号为(C>，也
              常以每度百万分之一作单位;

        L:一 温度t2时的样品长度，mm;

        L. 温度t时的样品长度,mm,

2.3 瞬间线膨胀系数

    在温度t时的瞬间线膨胀系数a,的定义是:

                            a,= lim (L:一L,)/(Lo(t:一t)〕二d7./hodt ···················⋯⋯ (2)
                                              、于飞

式中 伪— 样品在温度t时的瞬间线膨胀系数;其单位名称及符号与伪.相同门

3 样品制备

3.1 本标准选用化学纯的铂与无氧铜(含铜量99. 97%以上)为标准样品。

3卜2 在严格的检测中，要求在被检材料的不同部位取样，加工成所需尺寸的样品 样品为棒状(或管

状)。以同一部位制取的三支样品为一组。在一般检测中，对同一炉号材料只需一组样品。

3. 3 推荐样品长度为50 mm。过短时测量灵敏度降低，过长时样品轴向温度不均匀性加人

3.4 当样品长度取50 mm时，直径应取3 mm至3. 5 mm。样品一端为平头，另一端为IN头，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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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样品的形状

3. 5 为获得可复现的测量结果，应消除与热膨胀行为无关的可导致长度附加变化的影响因素。为此，测

试前对样品进行稳定化处理是必要的(参见附录B2) o

4 测A装置

4.1 长度测量装置

4.1.1 使用卧式测长仪或游标卡尺等可满足要求的量其，测量基准温度t。时的样品长度L,，其最小分

度应不大于。. 01 mm
4.1.2 推荐使用菲索干涉仪测量样品随温度变化而产生的长度变化 干涉仪的光学平板由具有光学品

质的透明石英制成，平板应抛光到可见光的十分之一个波长，顶板与底板间应有15‘士5‘的夹角.顶板的

下表面应经过研磨以消除反射 底板的上表面和顶板的下表面可涂敷以得到条纹的最佳能见度。使用波

长已知的单色光源，推荐使用氦氖激光光源。可用游丝测微计或条纹记录器测量干涉条纹的移动，应读

到二十分之一个条纹间距 干涉仪的工作原理如图2所示

牢反镇

A-3L 3't

V'】1?

P,/
上干涉片

样品

样品

卜七一涉片P,

图 2 菲索干涉仪工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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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温度测量装置

4. 2. 1 用铂电阻温度计测量样品的温度，其测温灵敏度应好于0.03(

4.2.2 变温用恒温槽如图3所示，用电阻丝加热，用液氮或液氦致冷 在样品r内 横1u Ol度的最大偏差

应不大于0.3C，纵向温度的最大偏差应不大于0. 5C.恒温槽的控温水平应不、大于土。，2(

干涉具部分 ]tFd王

一
R他部分 。

              I口

抽真空日

恒 11M槽带

图 3 含有干涉且的恒温槽示愈图

1一卜t-涉片12-样.话钾支 3- 卜{一涉片;

沛一真空密封简:7 支架:8-测温及抓温

;II一f'I all 11, i厂 支;I_一加热3f ; 13   PI }乃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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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3. 1

4.3.2

4. 3 3

膨胀仪

  推荐的菲索干涉膨胀仪如图4所示。

光电转换器

全反镜

全反镜

半反铰

滋 光电颐
致据放大备

含有干涉具

的值沮摘
佩氖激光器

记 录仪

激光稳颐

图 月 菲索干涉膨胀仪线路方框图

为保证测量条纹移动的偏差达到不大于土0. 05个条纹的水平

膨胀仪的校准是将标样放入图3所示干涉具内的装样夹具中，

，光源的频率应稳定。

在需要的温度范围内将标样加热

或冷却，将测量得出的计算值与标样的标称值比较.当测量的温度差为50 C时，平均线膨胀系数的最大

偏差应不大于6 X 10-'( C)一‘，否则应进行维修。

5 测量步骤

修磨同组接近等长的三支祥品，直至置入装样夹具后能产生最佳的干涉条纹为止。

在基准温度t}下测量三支样品的长度Lo，安装好样品。

抽真空，使真空度好于1. 3 Pa(1X 10-'Tory),

调整好光接受仪器

开始变温测量，变温速率应不大于3 C /min,

51
刘
刘
54
仍
6 计算

6. 1 在菲索千涉膨胀仪中，热膨胀-}L/Lo为:

                                  SL/Lo=R刀2Lon:十 (n,一。z)八:·····························⋯⋯(3)

式中:」、一一温度由t变到‘时，通过参考点读到的或条纹记录器收到的干涉条纹数(含小数部分);

        人一 一产生条纹的光在真空中的波长(要求四位有效数字以上);

      。一 干涉具内气压为尸的气体在t，下的折射率;

      。，一 干涉其内气压为P的气体在t2下的折射率

    当气压t'不大于1. 3 Pa (1 X 10-Torn)时，式(3)为:

                                          4L/Lo=ti x/2Ln ·······································⋯⋯(4)

    将式(们及温度t.和‘代入式(1),即可得出平均线膨胀系数。

6. 2 将样品长度对温度曲线上温度t处的斜率和样品长度Ln代人式((2)，即可得出瞬间线膨胀系数

    可用数学分析或作图法得出以0曲线的斜率。

6. 3  All IA结果报至10-a位〔单位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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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报告

    试验报告一般应包括下述内容:

    二 对材料的描述。包括牌号、化学成分、加工的历史;

    b. 样品的制备方法。包括热加工、机加工及热处理工艺，若材料是各向异性的，则应列出样品的轴

向方向;

    。. 样品的形状、尺寸及基准温度和相应的长度Lo;

    d， 对测试全过程的简述。包括样品膨胀和温度测量系统、加热和冷却速度、温度控制方法、精度估

算及环境条件等;

        对测量结果所列表格。包括测量温度t,温度间隔At、所对应的膨胀量\L或线性热膨胀NL/Lo、平

均线膨胀系数all."瞬间线膨胀系数a,;
    f.画出::1L/L。与t, a,,,、与t及伪与t的关系曲线;
    B. 对样品测量前、后的所有可影响测量结果的异常行为都要进行完整描述;

    n. 由材料的特殊用途所需的任何附加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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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初始长度与起始温度

      (补充件)

Al 初始长度的影响

    一般以20℃做为基准温度to，以to时的样品长度做为基准长度Lo。但在实际测量中，常以初始温度不

等于20'C的‘时的样品初始长度‘代替Lo，令此平均线膨胀系数为峨，2，它与式(”所定义的。.、的关系
为:

                            a‘，。一叭，:/C1+，.10 (to一‘)〕 ····························一 (Al)

式中:a1}、 o-一     L至toIHj的平均线膨胀系数，(℃)一’。

    因为在实际生产检验中，气o (to一t)远小于1,所以式((Al)中，%1111 = ail.，故在一般情况下，以L,代
替Lo是可以的，但在严格的检测中不应以L,代替Lo

A2 起始温度的影响

    当被测样品的长度与温度的关系L (t)明显地偏离线性关系时，因‘不同所测得的。」1if}此间将有明
显差异 在生产检验中，此时或以20℃为t,或依要求进行测量，否则应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对于一个无

明显相变点的热膨胀过程，任一起始温度t,至温度‘的气,e1与由基准温度20'C至温度tz测得的azo.lz之间
的关系呈近似式:

                                a",,z一azo,:- & (t,一20) ················，..................... (A2)

式中:Bo— 二次热膨胀常数，(C)一，

    二次热膨胀常数局满足下述关系式:

                              L=LoCl+ao(t一to )+M t一to)2J   ... ... ... ... ... ... ... ... ... ...(A3)

式中:ao— 一次热膨胀常数，('C)一’

    可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以约曲线来得出A值。也可采用其他简化算法。

      附 录 B

标样特性及有关数据

      (参考件)

B7 标样材料的热膨胀特性

表 B1 化学纯铂和高导电无氧铜线性热膨胀值

温度 t

  C

线性热膨胀，%

Pt CU

一 195

一 150

一 100

一 50

  0

一 0. 155 9

一0. 125 6

一 0. 086 4

一 0. 044 2

  0. 000 0

一 0. 269 6

一 0. 222 8

一0 1555

一 0.080]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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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1

CU

0. 041)

0. 083 6

0. 169 9

·一份
价
00900

℃
-
肠

50

100

B2 部分材料的稳定化热处理工艺

B2.1   Fe-Ni36合金

    Fe-Ni36合金的稳定化热处理一般用三段处理。首先，将样品在空气中加热到830 C保温20 min,淬

水，达到均匀化;然后，将样品在空气中加热到310℃回火1 h;最后，再将样品加热到95̂  ]00'C稳定化

时效48h

    Fe-Ni36合金的稳定化热处理也可用消除应力处理。首先，将样品加热到310-350C保温 lh，空

冷;然后，将样品加热到比样品同炉的产品最高使用温度高 10℃后，再将样品冷却到比该产品最低使用

温度低10'C，这样反复二至三次后冷却至室温。

    Fe-Ni36合金在上述两种处理中，都要注意其在居里点205℃附近应缓冷。

B2.2  Fe-Ni32Co4Cu合金

    Fe-Ni32Co4Cu合金的稳定化热处理同B2. 1的热处理工艺。

B2. 3 Fe-Co54Cr9. 5合金

    Fc-Co54Cr9.5合金的稳定化、强化热处理工艺是:900℃保温1h冷至室温，再450℃保温5 min

B2. 4 含铜量为99.97%的无氧铜稳定化热处理工艺是;530̂-540℃退火

B3 可测超低膨胀系数的部分伸长计特性

表 B2

类 型 制 样 时间稳定性
近似灵敏度

        刀1刀1

测得口的最大偏差，

    10--( C)一I

  菲索干涉仪

  阿一普干涉仪

波来斯特干涉仪

    电容法

    频率法

较容易

较复杂

较复杂

好

  好

  好

  差

稍好

2.5X10-

2. 5 X 10-

2. 5X10-

    高

    高

2- 10

2- 10

2 -10

注:① 频率法和电容法测量装置均较复杂.

    ② 光学比较仪等其他仪器亦可能满足超低膨胀系数测量的要求。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情报标准研究总所提出。

本标准由东北工学院、首钢冶金研究院和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等单位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庆国、李听、刘成银等。



 

  

浙江中科计量仪器 

概述 

中科计量仪器是一家专业从事计量器具、仪器仪表、检测设备的销售、维修、

计量于一体的商贸单位。主要产品有三坐标、光谱仪、齿轮测量系列、无损检测系

列、工件表面检测系列、材料试验系列、硬度计系列、金相分析系统、金相制样设

备、工量具精密量仪系列、氩气净化系列、超声波清洗机、理化分析仪器及各种热

处理辅料等等，应用于工业制造，院校教学，质量监督，科技科研等相关领域 。  

    中科计量仪器站在用户角度以企业的“节约成本，提高质量，科学管理”为导向，

担负着各行业“质量求发展”的使命，始终秉承“诚信为根，服务为本”的经营理念，不

断在用户朋友及协作单位中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本公司始终以不懈的努力为客

户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将会有更多的优质产品提供给广

大新老客户。坚持一个不变的信念：品质、服务、专业、创新！  

     中科计量仪器经营主要产品：三坐标、光谱仪、光谱标准样品（碳钢、合金钢、

铸铁、球墨铸铁等）、氩（氧）气净/纯化机、金相显微镜、金相制样设备（切割、

预磨、抛光机）工具显微镜及其他相关仪器；里氏、洛氏、布氏、肖氏、邵氏、巴

氏、维氏、电脑显微硬度计、材料万能试验机（拉力、抗压、冲击）、分光光度计、

碳硫分析仪（电弧、高频）、元素分析仪、电子/机械分析天平、精密量仪（各种千

分尺、卡尺、高度尺、百（千）分表等等）、齿轮检齿跳/偏罢仪、超声波探伤仪、

着色探伤剂、磁粉探伤仪、测厚仪、测速仪、噪音仪、热处理氧探头、防渗碳/氮涂

料、红外/接触式测温仪、炉前快速测温仪（快速热电隅）、超声波清洗机、实验电

阻炉、蒸馏水机、干燥箱、金属电刻机、量热仪等计量实验室用品； 

 用户满意是我们永远的承诺    争创一流是我们始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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