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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原位充氢实验装置，包括

底座、下壳体和上盖体。下壳体纵截面为“凸”字

形结构，下壳体通过锁紧螺栓固定在底座上，下

壳体和上盖体上设有对称设置的通孔，上盖体通

过紧固螺钉固定在下壳体上。下壳体空心内腔设

有下凹载台，上盖体中心设有针头测试孔，且针

头测试孔设置在载台正上方。上盖体上还开有接

导线孔，下壳体上凸部分的两侧设有一对凸起，

上盖体两侧设有与凸起相匹配的凹槽。所述凸起

内部设有向外的溢流口，本发明结构设计新颖，

使用方便，能够对充氢试样进行原位充氢测试。

本发明适用于纳米压痕、原子力显微镜等使用探

针测量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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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原位充氢实验装置,  包括底座（1）、下壳体（2）和上盖体（3），其特征在于：所述

下壳体（2）纵截面为“凸”字形结构，所述下壳体（2）通过锁紧螺栓固定在底座（1）上，所述下

壳体（2）和上盖体（3）上设有对称设置的通孔，所述上盖体（3）通过紧固螺钉（4）固定在下壳

体上（2）；所述下壳体（2）的中心设有圆柱形空心内腔，空心内腔设有载台（5），载台（5）的高

度低于空心内腔的上沿；所述上盖体（3）中心设有针头测试孔（6），且所述针头测试孔（6）设

置在载台（5）正上方，所述上盖体（3）上还开有导线孔（7）；所述下壳体（2）上凸部分的相对

两侧设有凸起（8），所述上盖体（3）相对两侧设有与凸起（8）相匹配的凹槽（9）；所述凸起（8）

内部设有向外的溢流口（10）；所述下壳体（2）上凸的侧壁设有进液口（11），相对另一侧侧壁

设有出液口（12），；所述下壳体（2）与底座（1）之间连接处安装有橡胶密封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原位充氢实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载台（5）采用下凹

载台，所述载台（5）采用圆柱体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原位充氢实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下壳体

（2）和上盖体（3）均采用有机玻璃材料制成。

4.利用权利要求1-3所述的一种原位充氢实验装置进行原位充氢实验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

A、首先将下壳体（2）上的进液口（11）通过进液管连接流量泵，再将出液口（12）通过出

液管连接容器；

B、将焊接导线后的圆形试样放置在载台（5）上，导线通过导线孔（7），用注射器将充氢

溶液直接注入下壳体（2），使液面没过试样表面1毫米；

C、将铂对电极穿过导线孔（7）放入充氢溶液中，再将上盖体（3）与下壳体（2）用紧固螺

栓固定；

D、将焊接于试样的导线、铂对电极连接至电化学工作站，再按实验预设的电流密度打

开电化学工作站；

E、开启流量泵，流量泵将充氢溶液通过进液口（11）送入下壳体（2）内部，并从出液口

（12）排出至外部容器中，下壳体（2）内部的充氢溶液不断循环；

F、最后在充氢溶液液面稳定后，操作探针进入针头测试孔（6）进行实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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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原位充氢实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化学实验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原位充氢实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氢对几乎所有金属都有氢致塑性损减和氢致断裂抗性降低的不利影响，这些现象

一般统称为氢脆。而材料在制备、加工和使用中都可能有氢进入材料。所以，研究氢对材料

的影响成为安全、经济地使用材料的关键。

[0003] 为了研究氢对材料的影响，需要对含氢的试样进行力学测试。常用的充氢方法有

水溶液电解充氢、熔盐电解充氢和气相充氢，其中水溶液电解充氢因为其安全性和易操作

性应用最广泛。

[0004] 常规的力学实验如单轴拉伸实验等，能够反映宏观尺度上氢对材料的影响。但随

着研究的深入，微观尺度上氢对材料的影响尤其是氢对金属材料不同相的影响越来越重

要。对微观尺度的研究往往需要使用细小的探针来确定研究的区域，如纳米压痕仪等设备。

[0005] 传统的测试方法都是对充氢后的试样取出进行测试，充氢完成到测试开始的间隔

中材料中的氢会结合成氢气溢出，影响实验结果准确性；另外，为保证测试时的氢浓度，常

对试样进行长时间充氢，会对试样表面产生损伤，不利于下一步试验。而原位测试可以使测

试部位始终保持较高的氢浓度，可以降低充氢时间,且不会有氢气溢出。所以，实现对试样

充氢的同时连续在线进行测试对研究氢对材料的影响十分有益。

[0006] 如上所述，如纳米压痕仪等探针类的设备可以实现对材料微观尺度的性能测试，

但目前还没有使这类设备实现对试样充氢的同时连续在线进行测试的装置，不足以满足目

前微观尺度上研究材料氢脆现象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原位充氢实验装置，实现了对试样充氢的同时连续在

线进行测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原位充氢实验装置,  包括底座、下壳体和上盖体，所述下壳体纵截面为“凸”字形

结构，所述下壳体通过锁紧螺栓固定在底座上，所述下壳体和上盖体上设有对称设置的通

孔，所述上盖体通过紧固螺钉固定在下壳体上；所述下壳体的中心设有圆柱形空心内腔，空

心内腔设有载台，载台的高度低于空心内腔的上沿；所述上盖体中心设有针头测试孔，且所

述针头测试孔设置在载台正上方，所述上盖体上还开有导线孔；所述下壳体上凸部分的相

对两侧设有凸起，所述上盖体相对两侧设有与凸起相匹配的凹槽；所述凸起内部设有向外

的溢流口；所述下壳体上凸的侧壁设有进液口，相对另一侧侧壁设有出液口，；所述下壳体

与底座之间连接处安装有橡胶密封垫。

[0009] 优选的，所述载台采用下凹载台，所述载台采用圆柱体结构。

[0010] 优选的，所述底座、下壳体和上盖体均采用有机玻璃高分子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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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一种原位充氢实验装置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首先将下壳体上的进液口通过进液管连接流量泵，再将出液口通过出液管连接容

器；

B、将焊接导线后的圆形试样放置在载台上，导线通过导线孔，用注射器将充氢溶液直

接注入下壳体，使液面没过试样表面1毫米；

C、将铂对电极穿过导线孔放入充氢溶液中，再将上盖体与下壳体用紧固螺栓固定；

D、将焊接于试样的导线、铂对电极连接至电化学工作站，再按实验预设的电流密度打

开电化学工作站；

E、开启流量泵，流量泵将充氢溶液通过进液口送入下壳体内部，并从出液口排出至外

部容器中，下壳体内部的充氢溶液不断循环；

F、最后在充氢溶液液面稳定后，操作探针进入针头测试孔进行实验操作。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结构设计新颖，使用方便，能够连续对充氢试样进行原位力学性能测试。本

发明适用于纳米压痕、原子力显微镜等使用探针测量的仪器。

[0013] （2）本发明采用流量泵来更新充氢溶液，保证了容器里有新鲜的溶液，保证了充氢

的浓度。

[0014] （3）本发明上盖体的设置对探针起到了限位作用，保护了探针上方传感器的安全。

[0015] （4）本发明设计紧凑，即使是探针较短的机器也能够正常使用。

[0016] （5）本发明使用下凹的载台，既限制了圆形试样的自由度，也确保了试样的刚度，

从而使实验能顺利进行。

[0017] （6）本发明底座、下壳体和上盖体均采用高分子材料制成，其具有优异的耐磨、耐

腐蚀性能，不易损坏，使用寿命长。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下壳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上盖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其中，1底座、2下壳体、3上盖体、4紧固螺钉、5载台、6针头测试孔、7导线孔、8凸起、

9凹槽、10溢流口、11进液口、12出液口。

[0022] 图4为2205双相不锈钢充氢前后的光学显微照片，a充氢前，b充氢1小时，c充氢5小

时。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0024] 一种原位充氢实验装置,  包括底座1、下壳体2和上盖体3，所述下壳体2纵截面为

“凸”字形结构，所述下壳体2通过锁紧螺栓固定在底座1上，所述下壳体2和上盖体3上设有

对称设置的通孔，所述上盖体3通过紧固螺钉4固定在下壳体上2，所述下壳体2的中心设有

圆柱形空心内腔，空心内腔设有载台5，载台5的高度低于空心内腔的上沿；所述上盖体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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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设有压痕针头测试孔6，且所述压痕针头测试孔6设置在载台5正上方，所述上盖体3上还

开有接导线孔7，所述下壳体2上凸部分的相对两侧设有凸起8，所述上盖体3相对两侧设有

与凸起8相匹配的凹槽9，所述凸起8内部设有向外的溢流口10，所述下壳体2上凸的侧壁一

侧设有进液口11，相对另一侧设有出液口12，所述进液口11通过进液管连接流量泵，所述出

液口12通过出液管连接容器，本发明采用流量泵来更新充氢溶液，保证了容器里有新鲜的

溶液。所述下壳体2与底座1之间连接处安装有橡胶密封垫。

[0025] 本发明中，上盖体3的设置对探针起到了限位作用，保护了探针上方传感器的安

全。

[0026] 本发明中，载台5采用下凹载台，低于空心内腔的上沿，所述载台5采用圆柱体结

构。本发明使用下凹的载台，即限制了圆形试样的自由度，也确保了试样的刚度，从而是实

验能顺利进行。

[0027] 本发明中，底座1、下壳体2和上盖体3均采用有机玻璃高分子材料制成，其具有优

异的耐磨、耐腐蚀性能，不易损坏，使用寿命长。

[0028] 本发明原位充氢实验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首先将下壳体2上的进液口11通过进液管连接流量泵，再将出液口12通过出液管连

接容器；

B、将焊接导线后的圆形试样放置在载台5上，导线通过导线孔7，用注射器将充氢溶液

直接注入下壳体2，使液面没过试样表面1毫米；

C、将铂对电极穿过导线孔7放入充氢溶液中，再将上盖体3与下壳体2用紧固螺钉4固

定；

D、将焊接于试样的导线、铂对电极连接至电化学工作站，再按实验预设的电流密度打

开电化学工作站；

E、开启流量泵，流量泵将充氢溶液通过进液口11送入下壳体2内部，并从出液口12排出

至外部容器中，下壳体2内部的充氢溶液不断循环；

F、最后在充氢溶液液面稳定后，操作探针进入针头测试孔6进行实验操作。

[0029] 实施例1

以在Hysitron公司TI-premier纳米压痕仪中对2205双相不锈钢的原位充氢测试为例，

其具体实施方式如下所述：

1.将下壳体2上的进液口11通过进液管连接流量泵，再将出液口12通过出液管连接溶

液收集容器；

2.将打磨并抛光后焊接导线的2205双相不锈钢圆形试样放入载台5，导线穿过导线孔

7，用注射器将充氢溶液直接注入下壳体2，使液面没过试样表面1毫米，本例中充氢溶液选

用含0.5mol/L硫酸和1g/L硫脲的混合溶液；

3.将铂对电极穿过导线孔7放入充氢溶液中，再将上盖体3与下壳体2用紧固螺钉4固

定；

4.将装置整体通过螺孔固定在TI-premier的样品台面上，将焊接于试样的导线、铂对

电极连接至电化学工作站，关闭TI-premier样品舱门。

[0030] 5.按实验预设的电流密度打开电化学工作站，开启流量泵，流量泵将充氢溶液通

过进液口11送入下壳体2内部，并从出液口12排出至外部溶液收集容器中，下壳体2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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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氢溶液不断循环；

6.在TI-premier光学显微镜下找到试样测试区域并调整机器到合适高度。移动样品台

到使探针进入针头测试孔6，在充氢溶液液面稳定后进行实验操作。

[0031] 图4为2205双相不锈钢在10mA/cm2的电流密度下充氢，充氢前后的光学显微照片，

a为充氢前，b为充氢1小时后，c为充氢5小时后。通过该装置可以连续在线进行实验，可以看

出，充氢时间越长，试样的表面越粗糙。与光滑表面相比，粗糙表面将导致更大的位移和更

低的计算硬度。

[0032] 综上所述，本发明结构设计新颖，使用方便，能够对充氢试样进行原位充氢测试。

本发明适用于纳米压痕、原子力显微镜等使用探针测量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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