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材料制备与表征平台关于采购透射电镜

样品磨抛一体机的需求论证和市场调研

1.需求 论 证

材料的性能与其内部微观结构具有紧密的关系,通过材料微结构分析可以从

本质上解释材料具有某些性能的原因,对材料的成分及结构设计具有极其重要的

指导作用。材料微结构的研究必须依靠透射电子显微镜来实现 ,其具有比扫描电

子显微镜更高的空间分辨率 (一般可达 0.2nm),低 倍下可以用来观察样品的晶

粒形貌和物相分布 ,高倍下可用于确定材料的晶体结构,观测微量相的分布、晶

体缺陷及界面形貌等。因此 ,透射电镜己成为材料研究所必须的分析设备。然而 ,

透射电镜对样品的制备要求非常高,样 品应满足电子穿透率达到 80%,因此样品

的厚度要求很薄,一般应当小于 100纳米,且薄区面积应尽可能大 ,以清晰观察

和拍摄样品的高分辨微结构图像。想要获得这种具有大面积薄区的样品必须使用

离子束对样品表面进行轰击 ,剥离样品,使其厚度减薄。离子减薄仪能够利用被

电离的氩离子轰击样品表面,使样品l达到透射电镜观察的要求。离子减薄仪制样

要求样品为直径 3mm、 厚度小于 30um的 圆薄片,以便于离子减薄得到薄区面

积较大 ,损伤程度较小的高质量透射观测样品。因此 ,样品在离子减薄加工前需

进行一系列的前处理,如切割、冲孔、研磨、凹坑等工序。传统的前处理工序尽

管技术成熟,但耗时较长 ,处理的稳定性偏低 ,为 了提高透射样品制各效率和质

量 ,需要购买一台多功能的磨抛一体机。现对所需磨抛一体机的具体采购需求论

证如下 :

主要技术指标 :

研磨抛光工具的轴承转速在较大范围内可调 ,左右移动速度可调,且至少可

用自动、手动两种模式,移动范围大于 10mlll,工具前进步径可调;具有应力自

动反馈功能,具有时间和进程自动控制功能;可实时观察加工过程 ,显微镜放大

倍数×10~× 50;可通过更换工具头对样品进行切割、研磨、抛光、冲钻等多种

处理。



2.市场调研

(1) 相关行业

透射样品制各一直是材料结构表征过程中一项难度较高的工作 ,透射电镜在

材料结构分析和成分测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其结果的准确性、拍摄图像的清

晰度与样品制各的质量息息相关。适于透射电镜观测的样品应具有 100纳米以下

的厚度 ,较大的均匀薄区。一般传统的透射样品制备方法为:切割→冲孔→研磨

→凹坑→离子减薄 ,国 际知名的 ⒃tan公 司就针对这一系列过程开发了很多制样

设备 ,如 圆片打孔机、超声冲样切割机、手动研磨盘、氩离子抛光仪、凹坑研磨

仪、离子减薄仪等,针对不同种类材料可利用不同的设各组合制各出满足透射观

测的样品。尽管现如今的设各种类较多,制各样品的质量较高,但 由于工序较繁

琐 ,样品制各的效率仍然较低 ,且可能样品I转移过程中产生损伤。针对此类问题 ,

Leica公 司研发了一种多功能磨抛一体机,其具各多种加工能力,使透射样品的

制各过程大大简化,并极大提高了样品质量。

(2) 产业发展状况

研磨和抛光是重要的精密和超精密加工方法 ,研磨抛光的质量对材料后续加

工处理以及表征都非常重要。早期的磨抛机是利用磨具通过磨料作用于材料表面 ,

对其进行微量加工,使材料表面平整光洁。20世纪后,磨抛机虽然体积减小 ,

操作性提高,但大多还都是人工操作 ,研磨效率和精度都较低。进入 21世纪后 ,

研磨抛光机逐渐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 ,使磨抛机逐渐智能化、自动化 ,工作效率

和精度都大大提升。现如今 ,磨抛机的功能更加多样化 ,智能化,除了一般的研

磨抛光外,还能进行切割、冲孔等多种加工,且加△过程可以实时观测 ,加工结

束可以自动终止。目前比较典型的多功能磨抛机为 Leica公 司的 硎 Tp全新精

研一体机 ,该设备搭配多种工具头,具各多种加工能力 ,通过该设备研磨抛光后

的样品可以直接进行离子束减薄,大大提高了透射样品制各效率。

(3) 拟采购设备型号



德国Leica公司的 EM TXP多 功能精研一体机

该设备是一款可对 目标区域进行精准定位的表面处理I具 ,特别适合透射样

品的制各 ,可 以通过转换不用的工具头对样品进行切割、研磨、抛光等一系列加

工,不需要转移样品,大大提高了透射样品制各的效率和质量。该设备还可对某

一感兴趣区域进行精准定位磨抛处理 ,有益于后续离子减薄得到大面积薄区。该

精研一体机配有实时观测系统,可监测到整个样品加工过程。此外,该设备还具

有自动应力反馈和自动化进程或时间倒计数功能,可对样品进行自动化加工,系

统在工作结束后会 自动停止,大大减轻了人工强度。

德国 Leica公 司的 Ⅲ TXP多功能精研一体机具有精准定位表面处理功能 ,

工具头可根据加工方式不同自如转换,对样品表明进行切割、研磨、抛光、冲钻

等多种处理。研磨抛光工具的轴承转速可根据材料不同做较大范围调整 ,且可用

马达、自动、手动三种模式,三种模式的左右移动范围分别为 12llllll、 24mm、 75llllll。

此外,该精研一体机具有应力自动反馈功能,具有时间和进程 自动控制功能,可

用高清摄像头对样品加工过程实时观察,显微镜放大倍数×9。 矿×77。 通过使用

EM ⅢP全新精研一体机可快速便捷的进行透射样品离子减薄前的预处理加工 ,

大大缩短了透射样品制样时间。除此之外,其他制造商 (如 %tan、 Fischione、

A11ied公 司)的 T硎 制样设备功能较为单一,不具各 EM TXP精 研一体机的这种

多功能样品加工能力,如选用它们的产品,则 需要购买一系列设备 (切割机、磨

抛机、冲孔机等 )才能满足需求 ,既降低了工作效率 ,又增加了资金投入。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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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a公 司的 硎 TXP多功能精研一体机是最适合,也是唯 一能够满足平台 TⅢ

制样需求的设备。

(4) 满足需求的供应商及报价对比

a.北京壹诺维科技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提供的设各包含主机,及 鹂0体视镜套装、氧化铝砂纸圆片、

金刚石空心钻、CBN圆形锯片、全套样品夹具、SEM铝台、抛光片等附加配

件,报价为 91000美元。

b。 广州领拓贸易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包含主机,及 鹂0体视镜套装、角度可调型适配

器、金刚石圆形锯片、抛光片、全套样品夹具、sEM铝台、金刚石空心钻、

∞N圆形锯片等附加配件,其配件价值与北京壹诺维科技有限公司所提供

的配件价值相当。除此之外,该供应商还提供有 IC90E摄像头,总报价为

88685美元 ,低于北京壹诺维科技有限公司的报价。

c。 北京悦昌行科技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包含主机 (包含废液槽、防尘罩、扳手等工具 ),

以及 M80体视镜套装、可移动物镜接口、抛光片、金刚石圆形锯片、全套

样品夹具、SEM铝台、氧化铝砂纸圆片、CBN圆 形锯片、金刚石空心钻等附

加配件 ,其配件价值与以上两家供应商 (北京壹诺维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领拓贸易有限公司 )所提供配件的价值相当。此外 ,该供应商还提供有 IC90E

摄像头和台式电脑 ,且报价最低 ,为 85OO0美 元。因此,选择北京悦昌行

科技有限公司作为 №ica跏 TXP多功能精研一体机的供应商。

拟采购供货方 :

制造商:德 国 Leica

妍旦JlL: Am Leitz— Park 6, 35578 Wetzlar, Germany

供应商:北京悦昌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2号 国际创业园 2号院 1号楼 11A

代理商:东方国科 (北京)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67号 14层 1406、 1408室



型号 Leica EM TXP

工
具
头

轴承转速 300~20000rpm

左右移动范围 12mm(马达驱动 )挖4mm(自 动)″5Ⅲη (手动 )

前进步径 0.5uIll、  l 卜um、  10u1η 、 100ulη

左右移动速度 0,025~0,51m1η /s

类型
研磨抛光片、精细抛光尼龙布、金刚石锯片、

Φ3空心钻、铣刀

自动功能
时间倒计时控制、进程倒计数控制、自动应力反馈、

自动冷却液流速控制

样品观察 Lcica M80型 体视显微镜 (放大倍数×9,6~× 77)

物镜 移动范围±5mm

样品臂 倾斜角度范围 0°~6o°

尺寸 3891η lη (、V)× 5651η lη (H)× 4791η 1η (D)

功率 65、V

价格 (美元 ) 9W

保修期 1年

产品型号:跏 TXP

价格:85000美元

技术指标 :

经广泛调研,满足实验所需技术指标要求的透射电镜样品磨抛一体机 ,目 前

有德国 Leica公司提供的 EM Tp多功能精研一体机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且各

方面优势明显。特此,拟 申请采购德国 Leica公 司 Ⅲ TXP多功能精研一体机 ,

预算为 85000美元。

采购需求部门论证签字 (3人 以上,含部门负责人 ): 趵吖磷鹏

附件:调研供应商产品报价单

拗⒛年6月 r|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