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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压镶嵌
指南关于热压镶嵌系统设备及耗材的

详细应用指南



为什么镶嵌
如此重要?

金相镶样有助于在金相试样制备时
保护和保持边缘。 保持试样边缘对于
评估表面的结构完整性非常重要。

镶嵌机可以实现制备过程的自动化，
有效地提高效率和材料制备质量， 减
少操作员的主观性。 另外镶嵌后的试
样在进行后续抛光处理时更为容易。

热压镶嵌
热压镶嵌利用镶嵌机提供热量和压力， 将试样镶
嵌在镶嵌料中。
该技术制样快捷且具有出色的边缘保护能力， 可
以在制备过程中保护和保持边缘。 热压镶嵌是大
批量处理对热或压力不敏感的镶样的首选方法。

样品质量 自动化
镶嵌过程不应对试样的微观结构造
成任何损伤。 压力和热量是镶嵌过程
中最容易导致损坏的因素。 了解这些
因素是否会对需要镶嵌的材料产生
不利影响并选择适当的方法非常重
要。

什么是正确的镶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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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保持是镶嵌料对样品边缘保护
的能力。 理想情况下， 镶嵌料和样品
的磨损率是相当的。 当镶嵌料与样
品磨损率不同时， 样品与镶嵌料磨
抛后会处于不同平面， 这将导致后
续进行图像分析时难以聚焦， 增加
边缘检查难度。

当镶嵌料发生明显收缩时， 可能导
致镶嵌料和样品间产生间隙。 这种
间隙可能会在磨抛时夹带磨料并
在后续制备步骤中脱落导致样品
产生划痕。 间隙中也可能夹带悬浮
液、 水或腐蚀剂并在后续制备过程
中渗出， 影响样品表面的清晰度。 此
外， 收缩也可能影响边缘保持。

渗入是指在成型过程中， 镶嵌料对
细小样品边缘的渗入能力。 多孔材
料或那些有裂缝和细小特征的材料，
最好使用能够填充这些区域的具有
良好流动性的镶嵌料进行镶样。

热压镶嵌
热压镶嵌料的选择基于样品的材质和应用要求。

边缘保持 收缩性

渗透性
能够填充这些区域的不同的镶嵌材
料可以提供不同的清晰度， 特别是
对于在制备过程中观察特定区域至
关重要， 例如在对特定平面进行横
切时。 为了获得最佳的清晰度， 建议
使用有特殊热塑冷却的热压镶嵌设
备。

清晰度

如果样品制备完成后需要进行腐蚀
操作， 必须选择耐酸性和腐蚀性的
镶嵌料。

耐化学性
当使用电子显微镜进行材料检测时，
需要使用导电的镶嵌料。 导电镶嵌
料有助于消除电荷， 有助于样品表
面上干扰成像的电流收集。

导电性

镶嵌料的颜色有助于快速识别特定
类型的样品。

颜色&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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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特性 邵氏硬度 边缘保持 粘度/渗透性 收缩性 颜色识别 耐化学性 导电性 建议用途

EpoMet® G
耐磨的热固性环氧树脂颗粒， 出色的保边能
力、 耐化学性且无收缩现象 94 高硬度材料

EpoMet® F
除了具备 EpoMet G 的所有特性外， 由于是粉
末状，还具有出色的渗透性 94 形状复杂的高硬度材料

PhenoCure® 提供 3 种颜色的镶嵌料， 方便识别样品 88 通用型金相镶嵌

PhenoCure® LP 低酚通用型镶嵌料， 更安全且保边力强 88 更为环保的通用型金相镶嵌

Diallyl Phthalate - 
Mineral Filled 矿物或玻璃填充热固性树脂， 具有中等高耐磨

性和高耐化学性

91 中等硬度材料

Diallyl Phthalate - 
Glass Filled 91 需要腐蚀的中等硬度材料

TransOptic®
一种透明的热塑性丙烯酸， 用户可以通过重新
加热轻松地从镶样中取出样品 80 当对镶嵌的透明度有要求时

ProbeMet®
铜和矿物填充酚醛热固性树脂， 用于电子显微
镜分析， 并且铜不作为分析对象， 导电性最佳 94 导电料， 用于 SEM 分析， 并且铜不作为分析对象

KonductoMet™
石墨和矿物填充酚醛热固性树脂， 用于电子显
微镜分析， 并且碳不作为分析对象 88 导电料， 用于 SEM 分析， 并且碳不作为分析对象

热压镶嵌料
选择合适的镶嵌料
选择热压镶嵌料时， 首要考虑材料的硬度、 是否需要导电， 然后根据分析和透明度的需求进行选择。

热压镶嵌料选择指南

KonductoMetEpoMet™ Diallyl PhthalatePhenoCure™ TransOptic ProbeMet

热压镶嵌小贴士

龟裂是由于镶样在成型过程中产生气体导致的， 可能是由于镶嵌料受潮。 平常我们需要将镶嵌料放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如果镶嵌料受潮， 可使用预加载设置帮助释放气体。

试样的锐利边缘或试样尺寸较大， 通常会导致镶样出现放射性开裂。 对锐利的边角进行倒圆处理， 使试样离开镶样的边
缘。

镶嵌料和样品之间的间隙， 与树脂的膨胀系数和镶嵌料粘附样品能力的差异有关。 稍微降低温度并在压力下完全冷却可
以减少大多数镶样的收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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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特性 邵氏硬度 边缘保持 粘度/渗透性 收缩性 颜色识别 耐化学性 导电性 建议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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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轻松地从镶样中取出样品 80 当对镶嵌的透明度有要求时

Probe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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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时间不足可导致镶样鼓包或偏软， 建议增加固化时间。

透明镶样中观察到影响透明度的絮状物是由于温度不足或者加热时间不足导致的。 TransOptic 镶样的龟裂现象是由于冷
却不足或者过快导致的， 建议增加冷却时间或者使用带热塑性循环冷却功能的 SimpliMet 4000 热压镶嵌机进行镶嵌。

镶嵌料不熔化可能导致镶样外观有结霜现象， 这是由于成型温度或压力不足导致的。

选择指南说明
不同镶嵌料的特性对比结果通过  ★  进行标
示， 表现最好的标示为 ★★★。

TransOptic 需在像 SimpliMet 4000 一样的带
冷却循环的热压镶嵌机上使用， 以获得最佳清
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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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订购信息
热压镶嵌料

镶嵌料用量
计算器

镶嵌支撑夹

脱模剂

† 限制物品，需特殊包装

SamplKlip 支撑夹
20-4000-100  不锈钢 (100个)

UniClip 支撑夹
20-5100-100   透明塑料 (100个)
113043            黑色塑料 (100个)

脱模剂
用棉签涂抹的轻质石油馏分液体 

20-8186-004†   4oz [120mL]
20-8186-032†      32oz [950mL]

脱模粉
用刷子涂抹的无害蜡粉
20-3048                2oz [45g]

脱模喷雾
20-3050-008        8oz [0.24L]

名称 颜色 编号 规格

EpoMet F
黑

20-3381-070  4 lbs [1.8kg]

20-3381-160 10 lbs [4.5kg]

20-3381-400 25 lbs [11.3kg]

EpoMet G
黑

20-3380-064  4 lbs [1.8kg]

20-3380-160 10 lbs [4.5kg]

20-3380-400 25 lbs [11.3kg]

20-3380-500 40 lbs [18.1kg]

KonductoMet
黑

20-3375-016  1 lbs [.45kg]

20-3375-400 25 lbs [11.3kg]

TransOptic
透明

20-3400-080  5 lbs [2.3kg]

ProbeMet
铜

20-3385-064  4 lbs [1.8kg]

名称 颜色 编号 规格

PhenoCure
粉末

黑

20-3100-080 5 lbs [2.3kg]

20-3100-400 25 lbs [11.3kg]

20-3100-500 40 lbs [18.1kg]

红

20-3200-080 5 lbs [2.3kg]

20-3200-400 25 lbs [11.3kg]

20-3200-500 40 lbs [18.1kg]

绿

20-3300-080 5 lbs [2.3kg]

20-3300-400 25 lbs [11.3kg]

20-3300-500 40 lbs [18.1kg]

PhenoCure 
Premolds

黑

20-3111-501 1in [25mm]

20-3112-501 1.25in [32mm]

20-3113-501 1.5in [38mm]

20-10090 1.75in [45mm]

红

20-3212-501 1.25in [32mm]

20-3213-501 1.5in [38mm]

绿

20-3312-501 1.25in [32mm]

20-3313-501  1.5in [38mm]

Diallyl
Phthalate 蓝

20-3330-080• 5 lbs [2.3kg]

20-3340-080*   5 lbs [2.3kg]

*玻璃填充   •矿物填充

每次镶完样或者每天下班前，将脱模剂涂在热压镶嵌机内部可以有
效防止试样黏结在设备上。

扫描下方二维码， 计算样品所需的镶嵌料用量，
优化制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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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使用环境中可靠性高
SimpliMet 4000 模拟了全球镶嵌量最大的实验室环境， 在极端条件
下进行了测试， 展现了出色的可靠性。

优化生产力
SimpliMet 4000 在有限的工作台空间上缩短镶样时间， 相对比老式、 
低效、 庞大的机器， 能在同样的空间实现双倍产量。

简易操作省时又保质
清晰简明的参数设置选择能够减少失误， 提高试样质量。 没有进入和
退出等菜单系统， 前面板涵盖一切操作。 开机立即可用， 无需等待。

热压镶嵌设备
SimpliMet™ 4000

编号 描述

20-1011-5001 含 1in 模具
20-1011-5025 含 25mm 模具
20-1011-5125 含 1.25in 模具
20-1011-5030 含 30mm 模具

编号 描述

20-1011-5150 含 1.5in 模具
20-1011-5040 含 40mm 模具
20-1011-5050 含 50mm 模具

标乐技术中心为我们全球的客户提供材料制备和技术支持以及培
训。 标乐的使命是为我们的用户提供创新稳健的全套实验室解决
方案、 可靠的售后服务， 以及支持提供在此行业 80 多年所累积而
得的专业知识。 
• 全球化的技术中心
• 标乐 SumMet 试样制备与分析指南
• 技术文章及制备贴士
• 研讨会、 线上直播和培训

标乐是您贴心的实验室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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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ehler Worldwide Locations

Solutions for Materials Preparation, Testing and Analysis

Lake Bluff, IL, US
Binghampton, NY, US

Coventry, UK
Dardilly, FR

 Leinfelden-Echterdingen, DE
Shanghai, CN

Tokyo, JP

BUEHLER
41 Waukegan Road, Lake Bluff, Illinois 60044
P: 847 295 6500  |  800 BUEHLER (800 283 4537)
W: www.buehler.com  |  E: info@buehler.com 

North America-South America Offices
BUEHLER Worldwide Headquarters
P: 847 295 6500  |  800 BUEHLER (800 283 4537)
W: www.buehler.com  |  E: info@buehler.com

Europe Offices
BUEHLER Germany -  Leinfelden-Echterdingen
European Headquarters
P: +49 (0) 711 4904690-0
E: info.eu@buehler.com

BUEHLER France - Dardilly
P: +33 (0) 800 89 73 71   
E: info.eu@buehler.com

BUEHLER United Kingdom - Coventry
P: +44 (0) 800 707 6273    
E: info.eu@buehler.com 

Asia-Pacific Offices
BUEHLER Japan

P: +81 03 5439 5077

E: info.japan@buehler.com

亚洲总部
BUEHLER 标乐中国 - 上海
依工测试测量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P: (86) 400 111 8683  |  F: (86) 21 6410 6671

W: www.buehler.com.cn |  E: info.cn@buehler.com

标乐试样秀   立即扫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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