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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材料测试技术，尤其涉及种柔性

基底薄膜梯度变形的力学性能原位测试辅助装

置，包括有夹持机构、梯度载荷加载机构以及精

密检测单元。本发明通过曲柄滑块机构，将滑块

直线移动转化为薄膜试件加载梯度载荷，分布梯

度的应力应变，原子力显微镜直接观测不同应力

应变下薄膜的微观结构变化，从而得到样品的宏

观力学性能。本发明可复现薄膜材料受梯度载荷

的工况，可原位观测梯度受力下，薄膜不同形变

与基底结合力，膜基结合能，在同一测试环境下，

比对不同形变，找出膜基结合临界状态，及失效

时薄膜形貌变化，测量整个过程中的形变学、变

形机制和力学性能，是研究新型薄膜材料在此工

况下的弹性模量、内应力和结合能有力试验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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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柔性基底薄膜梯度变形的力学性能原位测试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夹

持机构、梯度载荷加载机构以及精密检测单元；

夹持机构由框架、左侧压片、右侧压片、连杆和销轴组成，框架为中空结构，试件两侧分

别连接左侧压片和右侧压片，所述左侧压片固定连接在框架上，所述右侧压片固定在连杆

上，连杆底端铰接在框架上、头端铰接梯度载荷加载机构的连接杆；

梯度载荷加载机构包括有连接杆、滑块、丝杆和精密直流伺服电机，连接杆两端分别铰

接连杆和滑块，滑块与丝杆螺纹传动，丝杆由配置有减速器的精密直流伺服电机驱动，精密

直流伺服电机安装在框架上；框架、连杆、连接杆和滑块构成曲柄滑块机构；

精密检测单元包括有光电编码器、位移传感器、采集卡及PC机，光电编码器与精密直流

伺服电机同轴相连，位移传感器采集滑块位移量；光电编码器、位移传感器经过采集卡采集

数据传输给PC机处理，PC机与显微镜主机通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基底薄膜梯度变形的力学性能原位测试辅助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位移传感器为光栅尺，光栅尺读数头安装在丝杆外侧的框架上，滑块上连接指

针，光栅尺主尺安装在指针上，采集指针移动位移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基底薄膜梯度变形的力学性能原位测试辅助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左侧压片和右侧压片与薄膜试件接触的表面均滚有花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基底薄膜梯度变形的力学性能原位测试辅助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框架设有可安装至电子显微镜腔体内的螺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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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基底薄膜梯度变形的力学性能原位测试辅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材料测试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与扫描电镜、原子力显微镜、光学显

微镜等设备配套使用的柔性基底薄膜梯度变形的力学性能原位测试辅助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纳米复合材料、薄膜材料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好、耐磨损、耐高温等优点，已

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表面涂层、光学薄膜、Low-E薄膜、磁存储介质、微机电系

统（MEMS）等等。如果薄膜器件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脱层、开裂、鼓包等，表明器件出现了结构

失效和功能损失，这在实际应用中是需要避免的。所以对薄膜力学性能的研究和抗疲劳能

力的测试就显得非常重要。但由于微纳尺度材料的力学性能与宏观材料差异较大，用于分

析材料的屈服强度、断裂强度、弹性模量等材料力学参数的传统宏观的拉伸试验机已不能

满足微纳尺度材料尤其是薄膜材料的研究需求。而且，用传统的拉伸试验无法对薄膜材料

的微观结构进行实时观察，只能运用显微技术对材料断面进行观察研究。研究薄膜材料在

外力加载状态下的微观形貌变化及损伤状况对理解材料的断裂、脱层等力学行为有着重要

的意义。因而，实现薄膜材料在载荷状态下的原位监测，就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

[0003] 目前，国内外很多研究都集中在薄膜原位拉伸/压缩装置的研制。如：CN102346117

公开的一种扫描电镜下微弧度级精度原位扭转材料力学性能测试装置，电机通过蜗轮蜗杆

传动带动主动牙钳微转，从动牙钳装有扭矩传感器测试扭转变形引起应力应变数据。

CN102359912公开了一种基于准静态加载的扫描电镜下原位拉伸/压缩材料力学测试平台，

双电机驱动，实现拉伸与压缩加载后材料的微观观测。现有技术研究薄膜在拉伸状态下的

形貌演化及微裂纹的产生和传播，借此推算薄膜的屈服强度、断裂强度等力学参数，并估算

薄膜的抗疲劳能力和使用寿命。在压缩载荷方面，主要研究柔性衬底上弹性薄膜在单轴载

荷下的褶皱或屈曲形成问题，并借此测算薄膜的弹性模量、内应力和结合能等力学参数。如

CN102384875公开的显微镜下拉压弯复合载荷模式材料力学性能测试装置，通过驱动弯头

侧向进给使得试件发生弯曲变形。

[0004] 然而，现有的原位测试仪存在的问题有：（1）模拟工况过于简单，不能模拟如梯度

载荷引起的梯度变形等；（2）原位测试仪与原子力显微镜数据相互独立，很难复现薄膜材料

受载荷变形乃至失效的整个动态过程，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原位观测；（3）机构复杂，使

得显微镜观测角度不好，如CN102384875，试件变形过程观测不便等。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以上问题，本发明的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原位测量试件梯度载荷下梯度

变形的柔性基底薄膜梯度变形的力学性能原位测试辅助装置。

[0006] 为达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方案为：一种柔性基底薄膜梯度变形的力学性能原

位测试辅助装置，包括有夹持机构、梯度载荷加载机构以及精密检测单元；夹持机构由框

架、左侧压片、右侧压片、连杆、销轴组成，框架为中空结构，试件两侧均连接压片，一侧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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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固定连接在框架上，另一侧的压片固定在连杆上，连杆底端铰接在框架上、头端铰接梯度

载荷加载机构的连接杆；梯度载荷加载机构包括有连接杆、滑块、丝杆、精密直流伺服电机，

连接杆两端分别铰接连杆和滑块，滑块与丝杆螺纹传动，丝杆由配置有减速器的精密直流

伺服电机驱动，精密直流伺服电机安装在框架上；框架、连杆、连接杆、滑块构成曲柄滑块机

构；精密检测单元包括有光电编码器、位移传感器、采集卡及PC机，光电编码器与精密直流

伺服电机同轴相连，位移传感器安装在框架上采集滑块位移量；光电编码器、位移传感器经

过采集卡采集数据传输给PC机处理，PC机与显微镜主机通讯。

[0007] 较佳地，所述位移传感器为光栅尺，光栅尺读数头安装在丝杆外侧的框架上，滑块

上连接指针，光栅尺主尺安装在指针上，采集指针移动位移信息。

[0008] 较佳地，所述压片与薄膜试件接触表面滚有花纹。

[0009] 较佳地，所述框架设有可安装至电子显微镜腔体内的螺纹孔。

[0010] 较佳地，所述精密伺服直流电机配备有减速器。

[0011] 本发明通过曲柄滑块机构，将滑块直线移动转化为薄膜试件加载梯度载荷，分布

梯度的应力应变，原子力显微镜直接观测不同应力应变下薄膜的微观结构变化，从而得到

样品的宏观力学性能。本发明可复现薄膜材料受梯度载荷的工况，可原位观测梯度受力下，

薄膜不同形变与基底结合力，膜基结合能，在同一测试环境下，比对不同形变，找出膜基结

合临界状态，及失效时薄膜形貌变化，测量整个过程中的形变学、变形机制和力学性能，是

研究新型薄膜材料在此工况下的弹性模量、内应力和结合能有力试验工具。

附图说明

[0012] 图1 为本发明实施例夹持试件的三维示意图；

[0013] 图2 为本发明实施例夹持试件的仰视三维示意图；

[0014] 图3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精密检测单元原理图。

[0015] 图中标记说明：

[0016] 1-夹持机构，11-框架，12-左侧压片，13-右侧压片，14-连杆，15-销轴。

[0017] 2-梯度载荷加载机构，21-连接杆，22-滑块，23-丝杆，24-精密直流伺服电机。

[0018] 3-精密检测单元，31-光电编码器，32-采集卡，33-光栅尺，34-显微镜主机，35-PC

机，36-驱动器。

[0019] 4-薄膜试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

一步说明，参见图1至图3。

[0021] 按本发明实施的柔性基底薄膜梯度变形的力学性能原位测试辅助装置，主要包括

三个部分，即夹持机构1、梯度载荷加载机构2以及精密检测单元3。

[0022] 夹持机构1包括有框架11、左侧压片12、右侧压片13、连杆14、销轴15，框架11为中

空结构，薄膜试件4为下窄上宽的形状，薄膜试件4两侧均用压片夹紧传力，左侧压片12用螺

栓固定连接在框架上，将薄膜试件4左侧压紧固定在框架11上保持固定。右侧压片13用螺栓

固定连接在连杆14上，将薄膜试件4右侧夹持在连杆14上。为了夹紧牢靠，压片与薄膜试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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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表面滚有花纹。连杆14的底端通过销轴15铰接在框架11上，头端铰接梯度载荷加载机

构2的连接杆21，在连接杆21的传动下绕底端铰接点转动。而且为配合观测，框架11对角设

有可安装至电子显微镜腔体内的螺纹孔。

[0023] 梯度载荷加载机构2包括有连接杆21、滑块22、丝杆23、精密直流伺服电机24、，连

接杆21两端分别铰接右侧压片13和滑块22，滑块22与丝杆23螺纹传动，为达到微细进给，丝

杆23由配置有减速器的精密直流伺服电机24驱动，精密直流伺服电机24安装在框架11上。

框架11、连杆14、连接杆21、滑块22构成曲柄滑块机构，连杆14绕底端销轴15铰接点转动，给

薄膜试件4加载呈梯度的应力。

[0024] 精密检测单元3包括有光电编码器31、采集卡32、光栅尺33、驱动器36及PC机35，光

电编码器31与精密直流伺服电机24同轴相连，所述位移传感器为光栅尺33，光栅尺33读数

头安装在丝杆23外侧的框架11上，滑块22上连接指针，光栅尺33主尺安装在指针上，采集指

针移动位移信息。光电编码器31、光栅尺33经过采集卡34采集数据传输给PC机35处理，PC机

35与显微镜主机34通讯。

[0025] 光电编码器31可针对精密直流伺服电机24的脉冲或方向控制提供速率和转速的

反馈信号，达到精密闭环控制，光栅尺33对滑块22的位移量进行检测，由于连接杆为刚性，

滑块22位移量可换算成连接杆21的旋转角度。从而实现了原位测试辅助装置与原子力显微

镜数据同步，记录薄膜材料受梯度载荷受力下，薄膜不同形变与基底结合力，膜基结合能，

在同一测试环境下，比对不同形变，找出膜基结合临界状态，及失效时薄膜形貌变化，测量

整个过程中的形变学、变形机制和力学性能，是研究新型薄膜材料在此工况下的弹性模量、

内应力和结合能有力试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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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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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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