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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废旧WRe/TZM复合旋转阳极

靶盘的修复方法，其包括步骤：S1)检查废旧WRe/

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的表面缺陷；S2)对废旧靶

盘表面缺陷进行切削加工；S3)对废旧靶盘的表

面进行处理，并计算所需WRe合金粉末的质量；

S4)将表面处理后的废旧靶盘放入石墨模具中，

靶面朝上，加入WRe合金粉末；采用SPS轴向压力

装置对装有废旧靶盘和WRe合金粉末的石墨模具

进行预压；S5)在预压后的石墨模具外围包裹与

石墨模具等高的4～6mm厚的碳毡，再将其置于

SPS炉腔中，抽真空至5Pa以下，进行放电等离子

烧结连接。得到的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表

面无缺陷，组织细小均匀、相对密度高，修复完成

的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的WRe合金相对密

度为97 .0％～98 .0％，维氏硬度为430～

455HV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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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旧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的修复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S1：对所述废旧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的表面缺陷进行检查；

S2：对废旧靶盘表面缺陷进行切削加工，以除去存在缺陷的部分；

S3：对废旧靶盘进行表面处理，并计算所需WRe合金粉末的质量；

S4：将表面处理后的废旧靶盘放入石墨模具中，靶面朝上，加入WRe合金粉末；采用SPS

轴向压力装置对装有废旧靶盘和WRe合金粉末的石墨模具进行预压，压力为10～15MPa；

S5：在预压后的石墨模具外围包裹与石墨模具等高的4～6mm厚的碳毡，再将其置于SPS

炉腔中，抽真空至5Pa以下，对WRe合金粉末和废旧靶盘进行放电等离子烧结连接，即得到修

复完成的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修复方法，其中，

在步骤S5中的烧结工艺为：

轴向压力：10～30MPa；升温速率：10～60℃/min；烧结温度：1450～1650℃；保温时间：0

～10min；降温方式：随炉冷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修复方法，其中，

在步骤S5中，在室温至1300℃区间升温速率为30～60℃/min，1300℃至最高烧结温度，

为10～30℃/min；所述轴向压力采用梯度加压的方式：当温度<1400℃时，轴向压力为

10MPa；当温度≥1400℃时，轴向压力为30MPa。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的任一项所述的修复方法，其中，

所述废旧的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的直径为50～110mm、长径比为0.05～1.0，以及

其中所述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中的钨铼合金的铼含量在5wt.％～15wt.％。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的任一项所述的修复方法，其中，

步骤S1所述的缺陷检查包括目测检查和无损探伤，其中目测检查用于检查靶面肉眼可

见裂纹和烧伤沟痕，无损探伤用于检查细微裂纹。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的任一项所述的修复方法，其中，

步骤S2所述的表面缺陷切削加工为采用机械加工的方法切削去除表面缺陷，根据步骤

S1检查靶盘的裂纹深度和烧伤程度，调整切削深度大于裂纹深度，获得较为平缓的表面，粗

糙度Ra低于1.6。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的任一项所述的修复方法，其中，

步骤S3中的表面处理包括采用酸溶液洗涤，清水冲洗，无水乙醇脱水；以及根据切削的

深度和修复厚度，计算所需的WRe合金粉末的质量，其中，WRe合金粉末中的W与Re的比例与

废旧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中包含的W与Re的比例一致。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修复方法，其中，

所述酸溶液为盐酸的水溶液。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修复方法，其中，

所述酸溶液为体积分数为5％的盐酸水溶液。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9中的任一项所述的修复方法，其中，

修复完成的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的WRe合金相对密度为97.0％～98.0％，维氏硬

度为430～455HV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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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旧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的修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旋转阳极靶材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废旧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

的修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X射线管在现代医学临床诊断设备上已得到广泛应用，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材

是X射线管的核心部件之一，X射线管的损坏有50％以上是由于旋转阳极靶材失效而引起

的，而旋转阳极靶材产品的利用率一般在70％左右。其工作原理为运行时，旋转阳极靶材高

速旋转，由阴极发射的高速电子轰击靶面，产生X射线，因此需要旋转阳极靶材具有高密度

和良好的力学性能等。旋转阳极靶材在制备和使用过程中，由于生产工艺问题、用户使用参

数设定问题以及人为操作不规范等导致靶材表面产生裂纹和烧伤沟痕，或使用时间过长，

靶材表面出现凹凸不平的缺陷，使靶面粗糙度增大等，影响旋转阳极靶材的性能和产品的

使用寿命，最终导致靶材失效。

[0003] 由于WRe合金熔点高，现市面上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材普遍使用粉末冶金方法

制备，损坏丢弃后，造成严重的难熔金属战略资源浪费，并容易造成重金属污染。若将X射线

管整管报废，回收之后将靶材分解为原材料，需要经过复杂的冶金工艺回收金属，存在成本

高、生产效率低、金属纯度低和环境污染等重大问题。

[0004] 在现有技术中，未见关于修复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材的报道。WRe/TZM复合旋

转阳极靶材的修复的难点在于难以实现较高的相对密度和良好的加工性能。由于旋转阳极

靶盘运行时高速旋转，修复的焊接界面需要具有一定的力学性能，防止修复层剥落，而WRe

合金熔点高，为了使修复层与原始靶面实现良好结合，得到致密度高、组织均匀的修复靶材

非常困难。目前，据报道，可以使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在靶材表面进行镀W膜修复，但修复温度

过低，不利于提高界面结合性能，且放出有毒性气体。因此，亟需研发一种修复WRe/TZM复合

旋转阳极靶材的新技术。

发明内容

[0005] 技术问题

[0006] 针对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实现旋转阳极靶材的循环使用，本发明提出了

一种废旧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的修复方法。

[0007] 技术方案

[000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出了一种废旧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的修复方法，

其包括以下步骤：

[0009] S1：对所述废旧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的表面缺陷进行检查；

[0010] S2：对废旧靶盘表面缺陷进行切削加工，以除去存在缺陷的部分；

[0011] S3：对废旧靶盘进行表面处理，并计算所需WRe合金粉末的质量；

[0012] S4：将表面处理后的废旧靶盘放入石墨模具中，靶面朝上，加入WRe合金粉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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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轴向压力装置对装有废旧靶盘和WRe合金粉末的石墨模具进行预压，压力为10～15MPa；

[0013] S5：在预压后的石墨模具外围包裹与石墨模具等高的4～6mm厚的碳毡，再将其置

于SPS炉腔中，抽真空至5Pa以下，对WRe合金粉末和废旧靶盘进行放电等离子烧结连接，即

得到修复完成的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

[0014] 优选的，步骤S5中的烧结工艺为：

[0015] 轴向压力：10～30MPa；升温速率：10～60℃/min；烧结温度：1450～1650℃；保温时

间：0～10min；降温方式：随炉冷却。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废旧的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的直径为50～110mm、长径比为

0.05～1.0，以及其中所述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中的钨铼合金的铼含量在5wt.％～

15wt.％。

[0017] 进一步的，步骤S1所述的缺陷检查包括目测检查和无损探伤，其中目测检查用于

检查靶面肉眼可见裂纹和烧伤沟痕，无损探伤用于检查细微裂纹。

[0018] 进一步的，步骤S2所述的表面缺陷切削加工为采用机械加工的方法切削去除表面

缺陷，根据步骤S1检查靶盘的裂纹深度和烧伤程度，调整切削深度大于裂纹深度，获得较为

平缓的表面，粗糙度Ra低于1.6。当粗糙度低于1.6时，能够确保结合处具有良好的力学性

能。

[0019] 进一步的，步骤S3中的表面处理包括采用酸溶液洗涤去除氧化层，清水冲洗，无水

乙醇脱水；以及根据切削的深度和修复厚度，计算所需的WRe合金粉末的质量，其中，WRe合

金粉末中的W与Re的比例与废旧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中包含的W与Re比例一致。

[0020] 优选的，所述酸溶液为盐酸的水溶液，更优选为体积分数为5％的盐酸水溶液。

[0021] 进一步的，在室温至1300℃区间升温速率为30～60℃/min，1300℃至最高烧结温

度，为10～30℃/min；所述轴向压力采用梯度加压的方式：当温度<1400℃时，轴向压力为

10MPa；当温度≥1400℃时，轴向压力为30MPa。

[0022]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得到的修复完成的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的WRe合金相对

密度为97.0％～98.0％，维氏硬度为430～455HV0.5。

[0023] 有益效果

[0024] 本发明采用SPS技术，通过选择合适的烧结连接参数，可将废旧WRe/TZM复合旋转

阳极靶盘表面的缺陷修补完整，修补后组织细小均匀、相对密度高，与新靶材密度相当，有

效解决了现有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表面产生缺陷后无法修补再利用的问题，且工艺

简单、周期短、生产效率高，可大幅度降低W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材的使用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详细说明，下述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提下

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的

实施例。

[0026] 下述实施例所用放电等离子烧结炉为日本Sinter  Land公司生产的LABOX‑6020系

列放电等离子烧结系统，其电流类型为直流脉冲电流，脉冲序列为40:7。

[0027] 测试方法：

[0028] 1、相对密度：阿基米德排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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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2、维氏硬度：DHV‑1000Z型维氏硬度计

[0030] 实施例1

[0031] 本实施例对Φ100.0mm×11.5mm的废旧W5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进行修复，具

体步骤如下：

[0032] 步骤1、对废旧的W5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进行缺陷检测，主要通过目测检查和

无损探伤，采用高倍放大镜人工检查靶面肉眼可见裂纹和烧伤沟痕，无损探伤用于检查细

微裂纹，确定加工深度为0.5mm；

[0033] 步骤2、选用车床对靶面进行切削加工，加工深度为0.5mm；

[0034] 步骤3、采用体积分数为5％盐酸水溶液洗涤去除氧化层，清水冲洗，无水乙醇脱

水，进行表面处理；根据切削的深度和修复厚度，计算所需的W5Re合金粉末的质量；

[0035] 称取相应质量的W5Re合金粉末备用；

[0036] 步骤4、将表面处理后的废旧靶盘放入石墨模具中，靶面朝上，加入W5Re粉末，放入

压头；采用SPS轴向压力装置对装有废旧靶盘和W5Re合金粉末的石墨模具进行预压，压力为

10MPa；

[0037] 步骤5、在预压后的石墨模具外围包裹与石墨模具等高的4～6mm厚的碳毡，再将其

置于SPS炉腔中，抽真空至5Pa以下，对W5Re合金粉末和废旧W5Re/TZM复合旋转阳极废旧靶

盘进行放电等离子烧结连接。烧结工艺为：

[0038] 轴向压力：采用梯度加压的方式(室温至1400℃，压力为10MPa；1400至1500℃，压

力为30MPa)；

[0039] 升温速率：室温至1300℃，升温速率为50℃/min，1300至1500℃，升温速率为30℃/

min；

[0040] 烧结温度：1500℃；

[0041] 保温时间：10min；

[0042] 随炉冷却后，粗加工去除样品表面碳纸，即完成废旧W5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

的修复，获得高致密度的Φ100mm×11.5mm修复后旋转阳极靶盘，修复的W5Re合金相对密度

为97.52％，维氏硬度为456.19HV0.5。而在修复之前的阳极靶盘的W5Re合金相对密度和硬度

分别为94.30％和305HV0.5。

[0043] 实施例2

[0044] 本实施例对Φ100.0mm×11.5mm的废旧W5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进行修复，具

体步骤如下：

[0045] 步骤1、对废旧的W5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进行缺陷检测，主要通过目测检查和

无损探伤，采用高倍放大镜人工检查靶面肉眼可见裂纹和烧伤沟痕，无损探伤用于检查细

微裂纹，确定加工深度0.6mm；

[0046] 步骤2、选用车床对靶面进行切削加工，加工深度为0.6mm；；

[0047] 步骤3、采用体积分数为5％盐酸水溶液洗涤去除氧化层，清水冲洗，无水乙醇脱

水，对待修复靶盘表面进行表面处理；根据切削的深度和修复厚度，计算所需的W5Re合金粉

末的质量；

[0048] 称取相应质量的W5Re合金粉末备用；

[0049] 步骤4、将表面处理后的废旧靶盘放入石墨模具中，靶面朝上，加入W5Re粉末，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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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头；采用SPS轴向压力装置对装有废旧靶盘和W5Re合金粉末的石墨模具进行预压，压力为

10MPa；

[0050] 步骤5、在预压后的石墨模具外围包裹与石墨模具等高的4～6mm厚的碳毡，再将其

置于SPS炉腔中，抽真空至5Pa以下，对W5Re粉末和废旧W5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进行放

电等离子烧结连接。烧结工艺为：

[0051] 轴向压力：采用梯度加压的方式(室温至1400℃，压力为10MPa；1400至1600℃，压

力为30MPa)；

[0052] 升温速率：室温至1300℃，升温速率为50℃/min，1300至1600℃，升温速率为30℃/

min；

[0053] 烧结温度：1600℃；

[0054] 保温时间：10min；

[0055] 随炉冷却后，粗加工去除样品表面碳纸，即完成废旧W5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

的修复，获得高致密度的Φ100mm×11.5mm修复后旋转阳极靶盘，修复的W5Re合金的相对密

度为98.38％、维氏硬度为445.31HV0.5。而在修复之前的阳极靶盘W5Re合金的相对密度和硬

度分别为94.65％和309HV0.5。

[0056] 实施例3

[0057] 本实施例对Φ90.0mm×10.5mm的废旧W5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进行修复，具体

步骤如下：

[0058] 步骤1、对废旧的W5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进行缺陷检测，主要通过目测检查和

无损探伤，采用高倍放大镜人工检查靶面肉眼可见裂纹和烧伤沟痕，无损探伤用于检查细

微裂纹，确定加工深度为0.5mm；

[0059] 步骤2、选用车床对靶面进行切削加工，加工深度为0.5mm；；

[0060] 步骤3、采用体积分数为5％盐酸水溶液洗涤去除氧化层，清水冲洗，无水乙醇脱

水，进行表面处理；根据切削的深度和修复厚度，计算所需的W5Re合金粉末的质量；

[0061] 称取相应质量的W5Re合金粉末备用；

[0062] 步骤4、将表面处理后的废旧靶盘放入石墨模具中，靶面朝上，加入W5Re粉末，放入

压头；采用SPS轴向压力装置对装有废旧靶盘和W5Re合金粉末的石墨模具进行预压，压力为

10MPa；

[0063] 步骤5、在预压后的石墨模具外围包裹与石墨模具等高的4～6mm厚的碳毡，再将其

置于SPS炉腔中，抽真空至5Pa以下，对W5Re合金粉末和废旧W5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进

行放电等离子烧结连接。烧结工艺为：

[0064] 轴向压力：采用梯度加压的方式(室温至1400℃，压力为10MPa；1400至1500℃，压

力为30MPa)；

[0065] 升温速率：室温至1300℃，升温速率为50℃/min，1300至1500℃，升温速率为30℃/

min；

[0066] 烧结温度：1500℃；

[0067] 保温时间：10min；

[0068] 随炉冷却后，粗加工去除样品表面碳纸，即完成废旧W5Re/TZM复合旋转阳极靶盘

的修复，获得高致密度的Φ90.0mm×10.5mm修复后旋转阳极靶盘，修复的W5Re合金相对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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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97.65％、维氏硬度为450.31HV0.5。而在修复之前阳极靶盘的W5Re合金相对密度和硬度

分别为93.82％和298HV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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