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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代大马士革刀锻打花纹的形成机制是历史上持续数个世纪的热门研究课题. 本文简

要回顾了乌兹钢、大马士革刀和大马士革花纹的历史背景, 着重介绍并分析了当代冶金研究者

关于大马士革花纹形成机制的主要观点和争论, 并通过现代冶金学热力学和动力学理论模型

分析了这些主要观点, 包括定量计算钢中 S, P, V 等元素对 Fe-C 平衡相图的影响、慢速凝固时

S, P 等元素的偏析程度、以及 V(CN)粒子在奥氏体相区的析出温度以及 V 在高温退火时扩散

动力学等. 据此, 作者提出了关于古代大马士革刀中花纹形成的新机制, 即由于乌兹钢锭中凝

固时 S, P 的枝晶偏析, 导致凝固后偏析区形成硫化物或磷化物, 尤其是磷的枝晶偏析导致冷却

时形成磷化物与渗碳体的共晶体, 在后续的加热过程中不能完全固溶, 并作为热锻时析出的渗

碳体析出核心, 从而决定了渗碳体在大马士革刀中的空间分布和最终的大马士革花纹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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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马士革刀的可靠记述 早可追溯到公元

540 年左右, 但是它的使用据信在公元前 323 年亚历

山大大帝时期就开始 [1,2]. 之所以称为大马士革刀 , 

是因为十字军东征时 , 欧洲人在大马士革第一次遇

见了阿拉伯人所使用的弯刀 . 该刀是由古印度地区

通过坩埚熔炼所得到的超高碳钢铸锭锻打而成 . 这

一地区超高碳钢铸锭在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乌兹钢”, 

它通过贸易形式流通到中东地区 . 普遍认为大马士

革刀锻打技术 好的铁匠是在波斯 . 这种独特的刀

类随着伊斯兰民族的迁徙在其居住地均有发现 , 现

世界各大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 在位于 Ranchi 的印

度钢铁协会的世界 大研发实验室的客厅中 , 有一

幅画讲述的是古印度国王普鲁向亚历山大大帝问候

的场景(公元前 330 年)[3], 普鲁为表敬意向亚历山大

赠与了他的佩剑, 而在他的身后, 他的仆人还携带有

一个金色的盒子作为额外的礼物 , 在盒子里装着当

时只有古印度特产的、比黄金还贵重的乌兹(Wootz)

钢锭. 近代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 1830 年在他的诗

里这么描述过乌兹钢[4]: “金子说, 一切均是我的; 布

拉特(乌兹钢的俄语名)说 , 一切都是我的 ; 金子说 , 

我可以买下一切 , 布拉特说 , 我可以夺到一切”. 由

此可见大马士革刀及其钢料的制造代表着当时顶级

军事技术水平.  

大马士革刀的显著特征是刀的表面有着纷繁的

水纹状图案(图 1). 在刀面处水纹状图案有时呈玫瑰

状, 其间有贯穿表面的条纹, 称为穆罕穆德梯, 这些

图案通常称之为大马士革花纹 . 该刀具有出色的强

韧性, 在战斗中几乎从不断裂; 刀锋锐利无比, 可在

空中将丝绸一分为二而毫不费力 , 长久以来被认为

是冷兵器时代的兵器之王. 很长时间以来, 中亚、欧

洲的人们普遍相信该刀的出色性能与其表面的大马

士革花纹相关 , 因此欧洲的铁匠曾经努力地尝试打

造出具有大马士革花纹的刀, 但都没有获得成功. 这

激励着许多欧洲人研究这一神秘领域 .  其中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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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的大马士革刀及其表面水纹状图案(穆罕穆德梯和

玫瑰图案)以及对应的组织(成排排列的大量渗碳体颗粒)[5] 

名的就是电磁学之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 他

在 1819 年详细研究了大马士革刀, 并将其出色性能

归因于该钢含有的少量硅和铝 . 尽管这位著名的科

学家的这一结论是错误的, 但鼓舞了法国人 Robert 

Breant 在巴黎继续进行研究[1]. 他在钢中加入各种不

同的元素进行测试, 据信早在 1821 年, Breant 就认识

到大马士革刀的高强韧性和独特图案主要是由于它

的高碳含量 , 并鉴定出大马士革花纹白色区域是高

碳含量区域, 而深色基体只是铁基体. 他经过多次尝

试, 能够复制类似大马士革花纹的刀剑. 但是限于当

时的冶金知识水平 , 他无法归纳出决定大马士革花

纹的关键工艺步骤 , 因此 终未能总结产生大马士

革花纹的详细工艺和知识要点[1]. 至此之后, 数个世

纪以来一直没有间断对大马士革花纹刀剑的研究与

复制. 直到 21 世纪初, 欧美的材料研究者依然不断

焕发出对这一古老命题的兴趣 , 并且始终没有形成

一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统一解释 . 大马士革花纹之

谜应该是材料领域历史跨度 长的研究课题 . 对这

一问题不断的深入研究 , 极大地促进冶金学知识发

展, 使其成为一个专门学科.  

本文回顾了乌兹钢锭、大马士革刀的历史背景, 

以及关于大马士革花纹形成机制的具体争论 , 并根

据所发表的有关大马士革刀的实验数据, 利用现今已

较为成熟的冶金热力学和动力学计算软件包 Thermo- 

Calc(用于热力学计算)和 DICTRA(用于动力学计算)

以及钢铁材料数据库 TCFe7(热力学数据)和 MOB2 

(动力学数据), 对大马士革钢中的杂质元素对 Fe-C

相图的影响、凝固偏析程度和溶质原子在高温下的扩

散动力学等进行了定量计算, 并根据计算结果, 提出

了大马士革花纹形成的新机制.  

1  乌兹钢的冶炼工艺分析 

历史上比较出名的刀具并不仅有大马士革刀 , 

如日本倭刀和东南亚 Kris刀, 其表面也具有精美图案, 

然而它们与大马士革刀相比 , 大的区别是它们的

制造工艺 , 这些都是用熟铁带加热后折叠锻打至焊

合的方法制造 , 因此被考古学家称之为焊接大马士

革刀(Welded Damascus)[6]; 而波斯锻打的大马士革

刀是由坩埚熔炼的超高碳钢凝固形成的钢锭上锻打

而来. 古代文献描述这种钢锭为蛋糕状, 直径 3~4 英

寸(76~102 mm), 高约 3/4 英寸(19 mm). 波斯铁匠在

此钢锭上直接锻打成型, 只有这种经熔化、凝固形成

的高碳坩埚钢锭上锻打出的、具有水纹状图案的刀具

才能称之为真正大马士革刀 (Genuine Damascus)[6], 

这也正是本文所讨论的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 , 过去通常认为用于大马士革刀

锻打的坩埚钢就是古印度的乌兹钢锭 , 但 近随着

更多的考古证据被发现 , 人们对此有了新的认识 . 

1740 年英国人 Benjianmin Huntsman 发明现代坩埚钢

技术之前, 古代坩埚钢的生产工艺通常有两种, 一种

是流行于南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乌兹”, 另一种是中

亚流行的可以称为“布拉特(Bulat)”的坩埚钢技术. 在

很长时间内, 这两种工艺被混为一谈, 但是 近的考

古资料显示这两种工艺无论是坩埚材料还是钢锭的

成分都有区别[7]. 而“Wootz”这个词 早出现在 1795

年 Pearson 爵士[8]提交给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份关于印

度钢的报告中, 之后就用这个词代替了印度钢. 当时

有一批印度钢被送到英国实验室进行研究和分析 , 

以求找到其为什么比欧洲生产的钢更致密的原因 , 

从而引起了欧洲研究印度钢的热潮[9]. 19 世纪早期, 

学者 Henry Wilkinson 曾将从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的

Cutch 得到的样品与印度南部的 Salem 的样品进行对

比, 认为只有 Cutch 的样品才能产生水纹, 因此认为

与北印度、波斯等有关的布拉特钢才能生产出大马士

革钢来 [10]. 这些争论时至今日仍未统一 . 但无论是

将用于真正大马士革刀锻打所用的铸锭称之为乌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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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还是布拉特钢, 均指的是坩埚冶炼的超高碳钢.  

首先要讨论的是该坩埚钢当时的冶炼工艺条件, 

因为这是当时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 坩埚冶炼

该超高碳钢的技术条件可通过保存下来的大马士革

刀成分来推知. 表 1 给出了曾被分析过的真正大马士

革刀的成分 , 可以看出基本是超高碳钢 , 碳含量在

1.5%~2.0%(重量百分数 , 下同), 其他都为带入的杂

质元素, 其中 P 元素含量较高. 鉴于当时的冶金水平, 

不可能有氧气脱碳, 脱除 S, P 有害元素以及合金化

的概念和技术, 因此这些元素的含量是合乎情理的. 

根据大马士革钢典型成分计算了 Fe-C 平衡相图(图 2). 

需要说明的是, 该相图是根据 C 以 Fe3C 形式存在进

行计算的, 下述相图如无特别声明也是以 Fe3C 进行

计算. 另外, 热力学平衡相图计算时所选择的相为图

中出现的相, 即液相(L)、铁素体 BCC 相()、奥氏体

FCC 相()、渗碳体相(C)和 MnS, 下述相图计算中采

用同样符号. 按照平均碳含量 1.6%, 其完全融化温

度需要在 1400℃以上. 即使将杂质元素如 P 等对熔

点的影响考虑进去 , 其对完全融化温度即液相线的

影响也是很小的. 这就提出了 1 个重要问题, 在当时

的古印度是否能够掌握如此高温度的加热炉技术? 

如果不是 , 那么大马士革刀是不是一定要在完全融

化后凝固的乌兹钢锭上才能锻打出来? 比如熔炼得

到低熔点的更高 C 含量的铸铁, 然后再经过长时间

高温脱碳得到超高碳钢 , 再经锻打成大马士革刀? 

这需要通过分析保存下来的乌兹钢锭和大马士革刀

的金相组织来推测.  

对 19 世纪晚期的一个乌兹钢锭的解剖组织表明

(图 3), 钢锭内部有典型的充分发展的凝固枝晶组织, 

这说明当时的冶炼温度足够高 , 可以使得原料全部

融化后缓慢凝固从而形成枝晶组织[6]. 同时, 该铸锭

的粗大凝固组织也说明凝固速度足够缓慢 , 根据铸

锭的尺寸, 应该是在熔化后在坩埚中缓慢冷却的. 该

铸锭的碳含量经化学分析为 1.34%C, 根据 Fe-C 相图

可知道需要熔化温度高达 1440℃. 文献[17~20]记载

乌兹钢通常是在一个小的黏土坩埚中熔炼的 , 其熔

化得到的铸锭在 450 g 左右. 坩埚的直径大概 50 mm, 

高 200 mm, 壁厚 6 mm. 在坩埚中放入块铁、木片和

新鲜树叶并用黏土封紧, 这些封土一些中间有孔, 一

些中间没孔. 然后将坩埚按一定方式放入鼓风炉中, 

上面覆盖木炭, 通过 2 个或者 4 个鼓风口鼓入空气助

燃. 记载的鼓风助燃时间差别较大, 短至 2.5 h 长至

24 h 的都有. 在大多数情况下, 需要先确认坩埚中已

经完全融化为液态铁后, 然后在坩埚中缓慢冷却. 通

常的熟铁冶炼工艺中需要保证气氛中的 PCO/PCO2> 

~3 才能保证 FeO 被还原, 但此时对应温度 高不能

超过 1300℃, 在 1400℃下只会导致铁被氧化而不能

还原. 乌兹钢冶炼的一个关键就是坩埚必须密封, 此

时坩埚内气体成分独立于大气 , 才能保证在更高熔

炼温度下炉气气氛有足够的 CO 分压. Mott[21,22]对当

时条件所能达到的冶炼温度进行了模拟实验 . 他们

堆砌了约 30 5  m m 方圆的木炭和焦炭堆 ,  按照

Huntsman 坩埚工艺的鼓风速度鼓入空气助燃, 观察

到可以达到的平均温度为 1425℃. Rao 等人[23]曾经检 
 

表 1  文献中关于保存下来的真正大马士革刀成分的报道[11] 

研究人员 样品号 C(%) Mn(%) Si(%) P(%) S(%) Ni(%) Cu(%) 

Belaiew[12]  1.49 0.005 0.08 0.10 0.05   

Zschokke[13] 

Dagger3 1.677 0.015 0.056 0.086 0.007   

Dagger5 1.575 0.011 0.030 0.104 0.018   

Sword7 1.874 0.049 0.005 0.127 0.013   

Sword8 0.596 0.119 0.159 0.252 0.032   

Sword9 1.342 0.062 0.019 0.108 0.008   

Sword10 1.726 0.062 0.028 0.172 0.020   

Panseri[14] Sword1 1.67 0.027 痕量 0.087 0.007 痕量 Ni 和 Cr 

Piaskowski[15] 
Sword1 未检查 未检查 0.015 0.206 未检查 0.016 0.056 

Sword2   0.14 0.05  0.008 0.041 

Voight & Abu-Samra[16] 1.10 0.071    0.005As 0.034 

范围 a)  1.34~1.87 0.005~0.14 0.005~0.11 0.007~0.04 0.05~0.2 0.008~0.016 0.04~0.06 

平均值 a)  1.60 0.043 0.056 0.107 0.020   

a) 文献[14]中 Sword8 样品的碳异乎寻常低, 不纳入统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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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含有 0.04%Mn-0.06%Si-0.02%S-0.1%P 的典型大马士

革刀的 Fe-C 平衡相图 

 

图 3  19 世纪晚期的乌兹钢锭的纵剖面组织 
来自伦敦矿业学院[6] 

 

查了乌兹钢冶炼所用的坩埚 , 声称在其中发现了方

石英, 而这需要将坩埚加热到 1470℃以上才能出现

这一相 . 而同时期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大概可以生

产出液态生铁 , 如据检测辽代冶铁遗址出土的耐火

材料的软化温度可达 1350℃以上, 但几乎没有考古

出土过坩埚钢[7]. 因此, 这似乎说明在当时古印度人

所掌握的热工技术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2  大马士革花纹形成机制的争论 

今天 , 根据对现存的古代大马士革刀的金相组

织分析 , 可知在刀面处独特的图案是由钢中的渗碳

体颗粒造成的. 现代实验技术分析得出该钢的 C 含

量在 1%~2%, 通常在 1.6%左右. 这么高的碳含量导

致大量渗碳体在凝固冷却过程和热锻打时析出 , 对

应着其表面花纹图案中白色的部分[6]. 比较有趣的是, 

如此超高碳含量的钢种在现代反而几乎没有应用.  

关于大马士革花纹的具体形成机制 , 曾经流行

的观点是由枝晶偏析形成的渗碳体颗粒在热锻时被

破碎, 并随着基体材料锻打变形重新分布的结果. 但

Smith[6]认为热锻过程会改变枝晶偏析的渗碳体分布

形貌 , 但不会导致形成大马士革花纹中的类似环状

的图案 , 这应该是热锻过程中基体发生再结晶和渗

碳体重新析出的结果.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关

于大马士革花纹形成的内在冶金原理重获关注, 并对

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争论, 但对其 终的形成机理

并没有一致结论. 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 Stanford 大学

的 Sherby 研究组[1~3,24]和 Iowa 州立大学 Verhoeven 研

究组[25~30]之间.  

Sherby 等人[1]在对超高碳钢的超塑性研究时, 发

现了在热轧后钢带表面出现了一定的图案 , 而这与

大马士革花纹相似 , 这促使了他们进入大马士革刀

的研究领域. Sherby 等人[1]将 1.7%C 的钢铸件加热至

1150℃并保温 15 h, 以使渗碳体充分固溶且奥氏体

晶粒长大到接近毫米尺寸, 然后以 10℃/h 冷却至室

温 , 这导致在粗大奥氏体晶界处析出连续的粗大渗

碳体网络. 然后将工件加热至 800℃, 按 8 倍压缩比

轧制 , 这时这些粗大的网状渗碳体就会破碎并按轧

制方向排列, 轧制后的钢板经硝酸酒精侵蚀, 就会出

现肉眼可见的大马士革花纹 . 他们认为中世纪铁匠

通过锻打时钢件所呈现的不同颜色来控制锻打温度. 

钢的通常锻打温度在白热(1200℃)和橘黄(900℃)之

间 , 而锻打乌兹钢时锻打温度需控制在樱桃黄

(850℃)和血红色(650℃)之间. 在 850℃以下反复锻

打既可以防止碳化物的回溶 , 也可以使得在粗大奥

氏体晶粒晶界上析出的渗碳体网络被破坏 , 这些破

碎掉的渗碳体颗粒呈球状 , 在反复锻打后的大马士

革刀片中成排分布, 从而既强化了基体, 也没有恶化

韧性. 更关键的是, Sherby 等人[1]发现含 1.3%~1.9%C

的钢在 850℃容易成型, 可以进行一次压缩至压缩比

为 3 而不开裂, 但铸铁在同样条件很易开裂. 他们在

热轧制超高碳钢时发现获得的渗碳体颗粒尺寸、形貌

和分布与大马士革刀皆很相似, 据此, 认为找到了已

经失传的大马士革刀制造工艺. Sherby 研究组[1~3]认

为欧洲铁匠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成功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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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马士革大刀 , 一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个碳含量范

围的超高碳钢铸锭, 二是即使获得了该铸锭, 欧洲铁

匠也没有掌握该超高碳钢特殊的锻打和热处理工艺

窗口. 由现代冶金学理论可知, 锻打后的刀坯 佳热

处理方案就是在 727℃以上重新奥氏体化淬火, 这样

可以保持破碎的渗碳体颗粒形貌和分布而不致回溶, 

同时奥氏体晶粒也不会长大, 因此淬火后强度提高同

时韧性也不会变差. 总的来说, Sherby 研究组[1~3]认为

大马士革花纹是通过粗大奥氏体晶粒上析出粗大的

网状渗碳体颗粒, 然后经大变形后破碎、重新分布所

形成的.  

但 Verhoeven等人[25~30]与此有不同观点, 他们不

仅检测了多个真正大马士革刀的样品 , 而且也在实

验室多次尝试仿制乌兹钢和大马士革刀. Verhoeven

和铁匠 Pendary 合作, 按照所记载的乌兹钢冶炼工艺

和锻打工艺, 基本仿制出了具有大马士革花纹的刀. 

尤其是 Pendary 在锻打刀片至 终形状时, 用钻头在

刀坯两侧面挖出浅坑并横向刻线 , 然后锻打成 终

形状, 经打磨后, 浅坑处变为玫瑰图案而横向的刻线

发展为穆罕默德梯 . Smith[6]也认为这是古代制造出

大马士革花纹的技术诀窍之一.  

Verhoeven 等人 [25~30]认为 , 首先 Sherby 研究

组[1~3]通过轧制等现代热变形手段得到的渗碳体颗粒

分布与古代热锻方式得到的不可能相同 . 虽然

Verhovevm 等人[24]检测了他们所得样品的渗碳体颗

粒, 认为与真正大马士革钢中的相同, 如渗碳体成球

状, 尺寸在 6~20 m, 成排排列的渗碳体间距 50~200 

m. 但是其三维空间分布不可能与锻打获得的真正

大马士革刀一样 , 即轧制获得的钢中渗碳体分布在

纵向和横向断面上是不同的 , 而在真正大马士革刀

中是没有显著区别的. 另一个重要区别是 Verhoeven

等人 [25~30]认为大马士革花纹的形成与凝固过程中的

微观偏析有关 . 他们认为凝固过程中枝晶偏析带在

锻打后成一定间隔分布 , 之后这些位置作为形核核

心析出渗碳体, 从而 终形成大马士革花纹. 也就是

说, Verhoeven 等人[28~30]认为大马士革花纹的形成与

凝固组织的遗传性有关. 他们用 2 个真正大马士革刀

作为实验样品进行研究. 将其在 1100℃保温 3 min 奥

氏体化后水淬后 , 此时原来成排析出的渗碳体颗粒

因为固溶都已经消失, 然后在 940~500℃之间多次热

循环, 发现渗碳体析出又恢复了原有的形貌; 但如果

在 1200℃奥氏体化 17 h 后空冷, 多次热循环只能导

致魏氏渗碳体组织; 而如果在 1200℃奥氏体化 17 h, 

然后再在 1100℃保温 3 min 水淬, 后经同样的热循

环 , 此 时 渗 碳 体 的 析 出 是 随 机 分 布 的 . 因 此 , 

Verhoeven 等人 [25~30]认为初始渗碳体是在其他元素

的微偏析带上析出的 , 高温长时间的保温会导致偏

析的溶质原子扩散均匀化 , 所以会失去渗碳体优先

形核的核心, 导致渗碳体只能在晶界处析出. 如果按

照 Sherby等人[1~3]所认为的晶界析出的粗大碳化物是

大马士革花纹形成的原因 , 那么在固溶后就不会在

原位置析出, 渗碳体分布会完全改变. 但是具体是哪

一个或几个元素的微观偏析导致了渗碳体的优先析

出, Verhoeven 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 初期, 他认为是

Si, Mn, P, S 等元素偏析都有可能是原因, 而在后来

的详细实验研究中, 他在 Armco 纯铁加入不同含量

的元素后融化制成 50 g 左右的纽扣样, 然后经热循

环观察是否有成排出现的渗碳体, 他发现 V 的加入

(0.007%~0.013%)有着关键影响, 即使此时 P 和 S 含

量都小于 0.003%也能出现; 相反, 如果没有 V, 即使

P 含量高达 0.018%也不会出现[28].  

上述争论的第一点 , 古代大马士革刀显然不可

能是轧制成形的, 而只能是锻打, 2 种热变形方式可

能会导致析出的渗碳体颗粒在基体中的空间分布不

同, 这并不让人惊讶. Sherby 等人[1~3,24]也并不否认这

一点 , 但因为大马士革花纹也只是在与刀面大致平

行的截面上被观察到 , 并不涉及在其他各方向的断

面上是否也有着类似的大马士革花纹. 因此, Sherby

等人[1~3]通过轧制手段得到的超高碳钢带表面上的大

马士革花纹, 也可能和大马士革力花纹一致. 争论的

真正核心在于第二点 , 即导致大马士革花纹的碳化

物析出是否与凝固偏析相关. Verhoeven 等人[28~30]的

实验确实很有说服力, 让人相信这是相关的. 但他认

为 V 对大马士革刀中碳化物析出的重要影响却也颇

让人质疑 . 一是因为对现有的真正大马士革刀的化

学检验, 大多没有检出含有可辨识含量的 V 元素, 如

表 1 所示. 而且当时古人不可能有关于 V 合金化的概

念. 如果大马士革刀中含 V,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乌兹

钢锭用某种含 V 的矿石冶炼熔化获得. 但基于所发

现的乌兹钢锭冶炼遗址并非仅限于某一特定矿石 , 

而且古人也不可能根据是否含有 V 来选择矿石. 事

实上少量的 V 含量导致奥氏体中的 V(CN)析出温度

相当低, 如根据含 0.015%V-0.005%N 的 Fe-C 相图计

算(图 4), 1.5%C 以上含量时, V(CN)在奥氏体中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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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在 770℃以下, 而 1.5%C 时渗碳体的析出温度在

1000℃以上, 因此不可能是先析出 V(CN)作为核心再

析出渗碳体. 这也符合现代 V 微合金化钢的生产实

践, 由于 VN 和 VC 溶度积相对较高, 一般均不认为

0.1%V 的微合金化钢在 900℃以上时能够在奥氏体相

区中析出 V(CN). 另外, 如果考虑凝固枝晶偏析的影

响, 如假设在 1 μm 宽的偏析带局部富集的 V 浓度为

0.025%, 而在偏析带外基体处 V 浓度为 0.005%, 那

么在 1100℃退火时, 这一 V 浓度梯度就会通过奥氏

体中的扩散均匀化, 如图 5 所示. 由扩散动力学模拟

计算可知在 1100℃退火 2000 s 后, 由凝固偏析导致

的 V 浓度梯度就会显著减轻, 并不需要 1200℃高达

17 h 的高温长时间退火. 即使在 3 min 的短时退火后, 

V 的偏析程度降低了约 20%, 这意味着图 4 相图计算

给出的 V(CN)析出温度也将会进一步明显降低.  

3  大马士革花纹形成的新机制 

以现代冶金质量控制水平来看 , 在所检测的大

马士革刀中 S, P 含量相对较高, 尤其是 P 含量高达

0.1%. 考虑到乌兹钢锭凝固冷却速度较慢(由图 3 的

凝固组织可以推知), 则在凝固时局部偏析处 P 富集

程度将更高. 而 P 偏析对 Fe-C 相图有明显的影响, 

图 6 所示是 0.5%P 对当大马士革钢成分 Fe-C 相图的

影响. 与图 2 对比可见，P 的加入使得固相线显著下

移 , 这又会导致更严重的偏析 , 并形成磷化物共晶 . 

如果假设具有平均成分的大马士革钢钢液按照 1℃/s 

 

 

图 4  钢中含有 0.005%N 和 0.015%V 时对 Fe-C 相图的影响 

 

图 5  1 μm 宽的 V 偏析带(含 0.025%V)在 1100℃退火时 

V 的扩散均匀化动力学 
基体 V 含量为 0.005% 

 

 

 

图 6  含有 0.04%Mn-0.06%Si-0.02%S-0.5%P 成分的大马士

革钢的 Fe-C 平衡相图 

速度冷却, 以常用的 Scheil 凝固模型进行模拟计算, 

可以得到冷却过程中的凝固分数和残余液相中的 S, 

P, Mn 含量, 如图 7 所示. 含 0.1%P 和 0.02%S 的钢液

在凝固时先析出奥氏体 ,  然后随着温度降低析出

MnS; 在凝固末期, 枝晶偏析区的钢液中 P 浓度随着

凝固进行不断升高, 凝固末期偏析区的 P 浓度高达

6%; S, Mn 浓度随着凝固进行也不断升高 ,  但在

1150℃左右时由于析出 MnS 而转而降低, 凝固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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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按照 Scheil 凝固模型计算得到的各温度下的各相的形成与凝固分数(a), 残余液相中的 P 浓度(b), S 浓度(c)和 Mn 浓度(d)  
0.04%Mn-0.06%Si-0.02%S-0.1%P 成分的大马士革钢自 1450℃以 1℃/s 冷速凝固 

 
 

的 S 偏析高达 0.1%, 而 Mn 几乎没有偏析. 相比较而

言, P 的偏析要较 S 偏析更为严重, 因为大马士革刀

中的 P 含量明显高于 S 含量, 偏析区在 950℃左右会

转变为 M3P+Fe3C 的渗碳体和磷化物共晶体. 由于 P

是代位元素 , 在奥氏体中的扩散能力显著小于间隙

原子 C, 即磷化物固溶和均匀化速率显著小于渗碳体, 

因此在有限的高温固溶时间内, 这些高浓度的 P很可

能并没有足够时间扩散均质化. 因为 P可以提高奥氏

体中 C 的活度, 这导致高温回溶的碳在降温时又重

新在 P 偏析区与磷化物相伴析出渗碳体.  

由于 Verhoeven 等人[25~30]仅仅是通过光学显微

镜来检测大马士革钢的渗碳体等析出物 , 没有分析

析出物的成分 , 因此无法确定析出物就是纯粹的渗

碳体还是与磷化物、硫化物的混合析出; 另一方面, 

在 1100℃退火 3 min 时, 虽然渗碳体可以很快溶解, 

而 M3P(主要是 Fe3P)的固溶和扩散动力学显然要比

Fe3C 要慢得多, 而 MnS 的固溶和溶质原子扩散均质

化就更慢. 因此, 有可能 MnS, Fe3P 颗粒只是在高温

退火时因固溶而缩小至亚微米尺寸 , 这导致在光学

显微镜下不可辨识, 但在随后的冷却时, 渗碳体又以

未完全固溶的硫化物或者磷化物为核心析出 , 或者

尚未扩散均匀化的 P 在局部的富集增高了此处奥氏

体中碳的活度, 这都会导致 Verhoeven等人[28~30]观察

到的渗碳体原位再析出. 而这其中以 P的凝固偏析影

响更为可能, 因为在偏析区域形成的 M3P 与渗碳体

的共晶体在光学显微镜下难以区分; 而 MnS 析出温

度较高, 在现代的低碳乃至高碳钢中(碳含量通常不

超过 1%)的工业生产实践中, 常见 MnS 沿原奥氏体

晶界和在偏析区析出 , 经轧制后沿轧制方向呈条状

分布, 较少观察到其和渗碳体共晶析出, 多为独立析

出或者与依附氧化物析出 . 在大马士革钢的超高碳

钢中 , 不能排除固溶时未溶解的硫化物可以作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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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钢中渗碳体的析出核心 , 但其数目显然远少于

其后在低温下大量细小析出的渗碳体粒子数目 . 大

马士革刀中的 S 含量接近现代常用钢铁中的 S 含量, 

在高温下析出的粗大 MnS 粒子难以为低温析出的成

排分布、大量的渗碳体粒子提供足够的形核核心, 因

为前者的数目远少于后者. 因此, 总的来说, 当超高

碳钢铸锭锻打成大马士革刀片时 , 大马士革钢刀表

面图案是与 P 的枝晶偏析相关的可能性很大 . 而

Verhoeven 等人[28~30]之所以没有在 50 g 左右的样品

中观察到 S, P 对渗碳体颗粒析出的影响, 是由于他

所用的材料样品体积太小 , 而小体积样品的凝固速

度要比较大体积的乌兹钢锭快得多, 因此 S, P 的枝

晶偏析在快速凝固时会被显著抑制 , 它们对渗碳体

颗粒析出的影响也就不会体现出来.  

上述推理还可以通过关于大马士革刀的一个新

发现来佐证. 德国科学家 Reibold等人[31]于 2006年在

大马士革刀中发现了碳纳米管 , 即这些碳不是以化

合态渗碳体形式析出, 而是单质碳, 这说明在冶炼、

热锻时该钢是按照 Fe-石墨 C 相图发生组织演变的, 

而不是图 2, 4 和 6 所示的 Fe-C(Fe3C)相图, 这可能就

与 P 的显著偏析有关. 众所周知, P 是促进石墨化元

素, 比如在灰口铸铁中, P 不仅降低熔点、促进铁液的

流动性 , 也促进了缓慢凝固过程中由液相和奥氏体

中析出石墨而不是渗碳体.  

后, 需要指出的是, 当斯坦福大学 Sherby 研

究组[32]1982 年在 Science 发表报告, 认为他们已经找

到了这一千古之谜的答案 ; 而几乎在同时麻省理工

学院著名冶金史教授 Smith[33]指出, 关于这一谜题的

争论不会结束 . 这里给出的关于大马士革花纹形成

的新解释, 同样也需要后续的研究工作来证实. 由于

在国内难以获得真正大马士革钢刀的样品 , 我们只

能根据已发表的实验结果 , 并结合成熟的冶金热力

学和动力学计算模型 , 来合理推导大马士革花纹形

成机制. 当然, 终还是需要对真正大马士革刀中的

偏析、粒子析出进行实验分析, 并研究其与温度的变

化关系, 才能证实本文所提出的新猜想.  

尽管在数个世纪前 , 人类就已经成功使用含有

1.6%C 的超高碳钢, 并制造了当时世界上 顶级的武

器——大马士革刀[34], 而且 Sherby 研究组[1~3]在 20 世

纪为推广超高碳钢这一钢种做了许多努力, 但这一碳

含量的钢在今天却几乎没有应用. 未来随着冶金知识

和钢铁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遗失的技术或许

将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并再次得到重要的应用, 恰如西

谚所说: “ 好的创新常来自那些已被忘记的过去(The 
best of the new is often the long-forgotten past)”.  

4  结论 

(1) 根据考古挖掘得到的乌兹钢锭分析, 由于其

具有完善的枝晶组织, 因而推测 19 世纪晚期在南印

度地区已经掌握了温度高达 1400℃的冶炼技术, 仅

通过矿石和木炭就可以熔化得到 1.6%C 的钢液. (2) 

大马士革刀表面的花纹图案, 是由铸锭形成的渗碳体

颗粒在热锻打时破碎、固溶、再析出并与锻打时材料

流变相结合导致的. 凝固时的 S, P 偏析尤其是 P 的枝

晶偏析可以间接影响着 终渗碳体颗粒的分布, 即大

马士革刀的花纹图案. 如果别的地区的文明, 不能将

一定体积的 1.6%C的钢熔化, 就不会重复出大马士革

花纹, 这也解释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在 Wootz 钢

锭上才能锻打出大马士革刀的原因 , 因为当时只有

Wootz 钢是通过坩埚炼钢经过熔化、凝固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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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 analysis on the mechanism of particular pattern formed  
on the ancient Damascus steel bl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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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causes the specific pattern on the ancient Damascus steel blades has been a myth for centuries and is still a hot topic for the 
today’s metallurgist. Although it has been studied and argued for centuries, the disputes on this topic still remain among the present 
metallurgists, which a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Besides, histories of Wootz ingots, Damascus blade and Damascus pattern have 
been also reviewed respectively in details.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metallurgy knowledge, we are now able to quantify all the possibly 
relevant factors by thermodynamic and kinetic calculations, such as influence of S, P and V elements on the Fe-C phase diagram, the 
dendritic microsegregation of S and P during a slow solidification, the temperature for precipitation of V(CN) in austenite and the 
diffusion kinetics of V during high-temperature homogenization. All of those factors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the possible perquisites 
for the formation of Damascus pattern. The thermodynamic and kinetics simulations indicate that the sulfide and phosphide, which 
precipitates at the segregated zone due to the slow solidification, may not be completely dissolved at the high-temperature solution 
treatment and then might act as the nuclei for the subsequent precipitation of cementite particles during hot hammering. In particular, 
the P-rich liquid, which is formed due to the segregation during solidification, may transform to eutectic product of phosphide and 
cementite. This is most likely responsible fo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ementite in Damascus blades and the formation of Damascus 
pattern. 

Damascus blade, Damascus pattern, Wootz ingot, cementite, solidification, dendritic se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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