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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WRe/TZM/石墨的SPS烧结

连接方法，采用石墨梯度模具，通过SPS技术实现

WRe合金粉末和TZM合金粉末梯度烧结的同时，以

钛箔作为中间过渡层实现TZM合金粉末与石墨块

体间的异种材料连接，从而获得WRe/TZM/石墨异

种材料连接件。通过本发明的连接方法可得到烧

结致密、连界面扩散均匀、结合强度高、散热性能

好、抗热冲击性好的WRe/TZM/石墨异种材料连接

件，WRe合金层致密度达到98.07％、TZM合金层致

密度达到97.98％，连接面扩散均匀，接头室温剪

切强度WRe/TZM侧可达303.9MPa、TZM/石墨侧可

达31.2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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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WRe/TZM/石墨的SPS烧结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

采用石墨梯度模具，通过SPS技术实现WRe合金粉末和TZM合金粉末梯度烧结的同时，以

钛箔作为中间过渡层实现TZM合金粉末与石墨块体间的异种材料连接，从而获得WRe/TZM/

石墨异种材料连接件；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按配比量称取W-5％Re合金粉末和TZM合金粉末原料；选用厚度为200μm、纯度≥

99.0％的钛箔，进行酸洗、超声清洗并烘干，作为中间过渡层；取待连接石墨，对石墨的待焊

接面进行预磨、抛光和超声清洗并真空干燥；

步骤2：取石墨梯度模具的凹模装上衬套和下压头，先将称量好的TZM粉末放入石墨模

具中，采用手动液压机预压压实，再将称量好的W-5％Re合金粉末置于压实的TZM粉末上侧，

采用手动液压机预压压实，预压参数为10MPa压力下保压2min，随后取下下压头，将钛箔置

于预压后的TZM粉末侧，再加入石墨块体，最后加上上下压头，10MPa压力整体预压2min；在

预压时，样品的装样顺序从下至上依次为石墨块体、钛箔、TZM合金层、W-5％Re合金层；

步骤3：将步骤2获得的装有待烧结连接件的石墨模具置于放电等离子烧结系统的炉膛

中，抽真空至低于10Pa，然后通入直流脉冲电流，进行梯度烧结连接；

步骤3中，梯度烧结连接工艺参数设置如下：

轴向压力：固定下压头，通过上压头施加压力30MPa；

升温速率：以20-7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当低温区达到烧结温度1550℃时，停止升

温，保温30min；

烧结连接温度：低温区1550℃、高温区1780℃；

降温速率：从连接温度降至1000℃的区间的降温速率为10℃/min，从1000℃降至600℃

的区间的降温速率为20℃/min，从600℃至室温区间随炉冷却；待冷却后即获得WRe/TZM/石

墨异种材料连接件；经测试，所得WRe/TZM/石墨复合材料，WRe合金层致密度达到98.07％、

TZM合金层致密度达到97 .98％，连接面扩散均匀，接头室温剪切强度WRe/TZM侧可达

303.9MPa、TZM/石墨侧可达31.2MPa；

所述石墨梯度模具包括凹模、衬套、上压头和下压头；

所述凹模为贯通的中空腔体结构，根据凹模壁厚的不同将所述凹模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部为高温区，下部为低温区；在烧结连接的过程中，凹模高温区和低温区在水平方向的分

界面与TZM合金层的上表面重合；高温区的壁厚小于低温区的壁厚，高温区和低温区的温度

差通过壁厚调控；

步骤1中，将待连接石墨直接进行抛光，而后在酒精中超声清洗，使处理好的石墨的待

焊接面的平面度不大于0.1mm、粗糙度不大于0.1μm；所述石墨的密度≥1.86g/cm3，抗折强

度≥59.0MPa；

步骤1中，所述W-5％Re合金粉末的费氏粒度为3～4μm，所述TZM合金粉末的费氏粒度为

2～3μm；

步骤1中，所述酸洗是使用体积浓度为5％的稀盐酸对钛箔浸泡10分钟；所述超声清洗

是在酒精中进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高温区和低温区分别设置有测温孔以测量高温区和低温区的温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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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下压头的纵剖面呈倒T型结构，在装配时，倒T型结构的竖向凸起部分从所述凹模

的底部插入所述凹模的中空腔体内，倒T型结构的横向部分位于所述凹模的下方，与凹模紧

密结合，起到限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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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WRe/TZM/石墨的SPS烧结连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异种材料的烧结连接方法，具体涉及一种WRe/TZM/石墨的SPS烧

结连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WRe合金是由W和Re所组成的合金，W熔点高、高温强度大、散热性能好、原子序数

高，在电子轰击下能激发强的X光射线，但W具有切口敏感效应，容易导致裂纹的扩展、加深，

从而使靶材基体剥离，Re的再结晶温度比W高500℃，且Re不存在塑脆转变温度。因此，Re的

加入可显著改善W的室温脆性，降低塑脆转变温度，并能在一定的高温区域增强W的力学性

能。TZM合金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钼基合金，目前主要应用在航空航天、发电、核反应堆、军

事、医疗器械等领域，具有高熔点、高弹性模量、强耐腐蚀性、低热膨胀系数、高热导率和优

异的高温力学性能等特点。石墨是一种应用广泛的碳素材料，特殊的结构使它具有耐高温

性、良好的导电导热性、良好的化学稳定性、抗热震等性能，但石墨材料强度不高，在现代工

业中常常会将石墨与金属接合起来使用,如大功率CT机用靶材、核聚变反应堆的传热部件

等，这种复合结构同时具有石墨和金属的优异性能。另外，石墨的密度要远低于一般合金，

轻量化是现代工业探索方向之一，在保证设备品质的前提下，可以提高输出功率、降低能

耗、提高设备使用寿命等。

[0003] 现有技术获得WRe/TZM/石墨连接件要通过多步实现，通常为先烧结制备WRe合金、

TZM合金，再将WRe合金与TZM合金扩散连接，再将WRe-TZM合金连接件与石墨连接，其工艺复

杂，成本较高，分步进行每步都会造成合金表面碳化，在后续步骤中需通过机加工去除碳化

层，材料损耗严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基于目前对WRe合金粉末与TZM合金粉末烧结技术、WRe合金与TZM合金连接

技术、TZM合金与石墨连接技术的探索，旨在提供一种WRe/TZM/石墨的SPS烧结连接方法。本

发明可保证在烧结致密、连接良好的前提下，一步实现WRe/TZM/石墨的烧结连接，有效简化

工艺流程，材料利用率高，大大减小能源消耗。

[0005] 本发明将SPS技术应用于难熔合金的固态烧结和固态扩散连接，通过加入钛箔作

为中间过渡层，以降低焊接温度，并在焊缝中通过原子互扩散形成完全固溶体，进而提高焊

接接头的力学性能。

[0006] 本发明WRe/TZM/石墨的SPS烧结连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步骤1：按配比量称取W-5％Re合金粉末和TZM合金粉末原料；选用厚度为200μm、纯

度≥99.0％的钛箔，进行酸洗、超声清洗并烘干，作为中间过渡层；取待连接石墨，对石墨的

待焊接面进行预磨、抛光和超声清洗并真空干燥；

[0008] 步骤2：取石墨梯度模具的凹模装上衬套和下压头，先将称量好的TZM粉末放入石

墨模具中，采用手动液压机预压压实，再将称量好的W-5％Re合金粉末置于压实的TZM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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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侧，采用手动液压机预压压实，预压参数为10MPa压力下保压2min，随后取下下压头，将钛

箔置于预压后的TZM粉末侧，再加入石墨块体，最后加上上下压头，10MPa压力整体预压

2min；在预压时，样品的装样顺序从下至上依次为石墨块体、钛箔、TZM合金层、W-5％Re合金

层。

[0009] 步骤3：将步骤2获得的装有待烧结连接件的石墨模具置于放电等离子烧结系统的

炉膛中，抽真空至低于10Pa，然后通入直流脉冲电流，进行梯度烧结连接。

[0010] 步骤1中，将待连接石墨直接进行抛光，而后在酒精中超声清洗，使处理好的石墨

的待焊接面的平面度不大于0.1mm、粗糙度不大于0.1μm。所述石墨的密度≥1.86g/cm3，抗

折强度≥59.0MPa。

[0011] 步骤1中，所述W-5％Re合金粉末的费氏粒度为3～4μm，所述TZM合金粉末的费氏粒

度为2～3μm。

[0012] 步骤1中，所述酸洗是使用体积浓度为5％的稀盐酸对钛箔浸泡10分钟；所述超声

清洗是在酒精中进行。

[0013] 步骤2中，所述石墨梯度模具包括凹模、衬套、上压头和下压头。

[0014] 所述凹模为贯通的中空腔体结构，根据凹模壁厚的不同将所述凹模分为上、下两

部分，上部为高温区下部为低温区，在烧结连接的过程中，凹模高温区和低温区在水平方向

的分界面与TZM合金层的上表面重合，高温区以满足WRe合金烧结致密化的温度，低温区以

满足TZM合金烧结致密化及TZM合金与石墨块体紧密连接的温度。高温区的壁厚小于低温区

的壁厚，高温区和低温区的温度差通过壁厚调控，通过在高温区和低温区设置的测温孔分

别测量高温区和低温区的温度。

[0015] 所述衬套设置于所述凹模中空腔体的内表面，为中空石墨管，用于放置WRe合金粉

末、TZM合金粉末和石墨块体。由于凹模开有测温孔，高压受力不均易损坏凹模，衬套可有效

避免此现象。

[0016] 在装配时，所述下压头从所述凹模的底部插入所述凹模的中空腔体内，起到支撑

的作用；所述上压头从所述凹模的上部插入所述凹模的中空腔体内，用以对样品施加压力。

[0017] 进一步地，所述下压头的纵剖面呈倒T型结构，在装配时，倒T型结构的竖向凸起部

分从所述凹模的底部插入所述凹模的中空腔体内，倒T型结构的横向部分位于所述凹模的

下方，与凹模紧密结合，起到限位作用。

[0018] 在烧结连接的过程中，当低温区达到烧结温度时，高温区与低温区的温差为200-

220℃。

[0019] 上述所有温度均以测温孔温度为准。

[0020] 步骤3中，梯度烧结连接工艺参数设置如下：

[0021] 轴向压力：固定下压头，通过上压头施加压力20-40MPa；

[0022] 升温速率：以20-7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当低温区达到烧结温度1450～1650℃

时，停止升温，保温10-60min；

[0023] 烧结连接温度：1450-1650℃(低温区)；

[0024] 降温速率：从连接温度降至1000℃的区间的降温速率为10℃/min，从1000℃降至

600℃的区间的降温速率为20℃/min，从600℃至室温区间随炉冷却；待冷却后即获得WRe/

TZM/石墨异种材料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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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上述焊接工艺条件是基于单变量的科学实验设计，以及大量实验摸索而获得的，

在此条件下，产品的综合性能最优。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

[0027] 1、通过本发明的连接方法可得到烧结致密、连界面扩散均匀、结合强度高、散热性

能好、抗热冲击性好的WRe/TZM/石墨异种材料连接件。

[0028] 2、本发明采用SPS扩散焊接技术，具有工艺流程简单、工艺参数易控制、质量稳定、

可操作性强、连接温度低、能耗低的特点，从而降低了生产周期和成本。

[0029] 3、本发明通过梯度模具，可一步实现WRe/TZM/石墨烧结连接。本发明可保证在烧

结致密、连接良好的前提下，有效简化工艺流程，大大减小能源消耗，降低了生产周期和成

本。

[0030] 通过本发明得到的WRe/TZM/石墨复合材料，WRe合金层致密度达到98.07％、TZM合

金层致密度达到97.98％，连接面扩散均匀，接头室温剪切强度WRe/TZM侧可达303.9MPa、

TZM/石墨侧可达31.2MPa。，可满足实际生产需要。

附图说明

[0031] 图1和图2是梯度模具结构及装样示意图。

[0032] 图中标号：1上压头，2衬套，3凹模，4测温孔，5下压头，6WRe合金层，7TZM合金层，

8Ti箔，9石墨块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

仅限于此。

[0034] 下述实施例所用放电等离子烧结炉为日本Sinter  Land  inc公司生产的LABOX-

6020h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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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梯度石墨

模具衬套内径为Φ30mm，梯度模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高温区、下部分为低温区，梯

度模具高温区和低温区的壁厚差为10mm，以使高温区和低温区温差满足WRe合金和TZM合金

烧结致密化所需温度以及石墨与TZM合金固相连接温度。

[0035] 下述实施例所用WRe合金粉末(W-5％Re合金粉末)来自威海多晶钨钼科技有限公

司，费氏粒度3～4μm。

[0036] 下述实施例所用TZM合金粉末来自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费氏粒度2～3μm。

[0037] 下述实施例所用块体石墨来自日本东海炭素株式会社，为牌号G535的高强石墨。

[0038] 下述实施例所测温度以测量低温区测温孔温度为基准，高温区测温孔辅助测量。

[0039] 实施例1：

[0040] 本实施例中TZM与石墨异种材料的SPS扩散焊接按如下步骤进行：

[0041] 1、取待连接石墨，对石墨的待焊接面进行预磨、抛光和超声清洗并真空干燥，保证

石墨的待焊接面的平面度不大于0.1mm、粗糙度不大于0.1μm。

[0042] 2、将钛箔至于体积浓度为5％的稀盐酸中酸洗10min，随后置于酒精中超声清洗，

最后烘干备用。

[0043] 3、按需称取W-5％Re合金粉末和TZM合金粉末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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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4、取石墨凹模装上衬套和下压头，将称量好的的TZM合金粉末、WRe合金粉末依次

放入石墨模具中，分别采用手动液压机进行预压，压力为10MPa，保压2min，随后取下下压

头，将Ti箔置于预压后TZM粉末侧，再加入石墨块体，最后加上上下压头，10MPa压力整体预

压2min。

[0045] 5、将装有待焊接件的石墨模具置于放电等离子烧结系统的炉膛中，抽真空至低于

10Pa，然后通入直流脉冲电流，烧结连接工艺为：

[0046] 轴向压力：固定下压头，通过上压头施加压力30MPa；

[0047] 升温速率：以20-7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当低温区达到烧结温度1450时，停止

升温，保温30min；

[0048] 烧结连接温度：1500℃(低温区)、1690℃(高温区)；

[0049] 降温速率：从连接温度降至1000℃的区间的降温速率为10℃/min，从1000℃降至

600℃的区间的降温速率为20℃/min，从600℃至室温区间随炉冷却；待冷却后即获得WRe/

TZM/石墨异种材料连接件。

[0050] 经测试，本实例所得WRe/TZM/石墨复合材料，WRe合金层致密度达到94.53％、TZM

合金层致密度达到97.55％，连接面扩散均匀，接头室温剪切强度WRe/TZM侧可达283.8MPa、

TZM/石墨侧可达23.6MPa。

[0051] 实施例2：

[0052] 本实施例中TZM与石墨异种材料的SPS扩散焊接按如下步骤进行：

[0053] 1、取待连接石墨，对石墨的待焊接面进行预磨、抛光和超声清洗并真空干燥，保证

石墨的待焊接面的平面度不大于0.1mm、粗糙度不大于0.1μm。

[0054] 2、将钛箔至于体积浓度为5％的稀盐酸中酸洗10min，随后置于酒精中超声清洗，

最后烘干备用。

[0055] 3、按需称取W-5％Re合金粉末和TZM合金粉末原料。

[0056] 4、取石墨凹模装上衬套和下压头，将称量好的的TZM合金粉末、WRe合金粉末依次

放入石墨模具中，分别采用手动液压机进行预压，压力为10MPa，保压2min，随后取下下压

头，将Ti箔置于预压后TZM粉末侧，再加入石墨块体，最后加上上下压头，10MPa压力整体预

压2min。

[0057] 5、将装有待焊接件的石墨模具置于放电等离子烧结系统的炉膛中，抽真空至低于

10Pa，然后通入直流脉冲电流，烧结连接工艺为：

[0058] 轴向压力：固定下压头，通过上压头施加压力30MPa；

[0059] 升温速率：以20-7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当低温区达到烧结温度1550℃时，停

止升温，保温30min；

[0060] 烧结连接温度：1550℃(低温区)、1780℃(高温区)；

[0061] 降温速率：从连接温度降至1000℃的区间的降温速率为10℃/min，从1000℃降至

600℃的区间的降温速率为20℃/min，从600℃至室温区间随炉冷却；待冷却后即获得WRe/

TZM/石墨异种材料连接件。

[0062] 经测试，本实例所得WRe/TZM/石墨复合材料，WRe合金层致密度达到98.07％、TZM

合金层致密度达到97.98％，连接面扩散均匀，接头室温剪切强度WRe/TZM侧可达303.9MPa、

TZM/石墨侧可达31.2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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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实施例3：

[0064] 本实施例中TZM与石墨异种材料的SPS扩散焊接按如下步骤进行：

[0065] 1、取待连接石墨，对石墨的待焊接面进行预磨、抛光和超声清洗并真空干燥，保证

石墨的待焊接面的平面度不大于0.1mm、粗糙度不大于0.1μm。

[0066] 2、将钛箔至于体积浓度为5％的稀盐酸中酸洗10min，随后置于酒精中超声清洗，

最后烘干备用。

[0067] 3、按需称取W-5％Re合金粉末和TZM合金粉末原料。

[0068] 4、取石墨凹模装上衬套和下压头，将称量好的的TZM合金粉末、WRe合金粉末依次

放入石墨模具中，分别采用手动液压机进行预压，压力为10MPa，保压2min，随后取下下压

头，将Ti箔置于预压后TZM粉末侧，再加入石墨块体，最后加上上下压头，10MPa压力整体预

压2min。

[0069] 5、将装有待焊接件的石墨模具置于放电等离子烧结系统的炉膛中，抽真空至低于

10Pa，然后通入直流脉冲电流，烧结连接工艺为：

[0070] 轴向压力：固定下压头，通过上压头施加压力30MPa；

[0071] 升温速率：以20-7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当低温区达到烧结温度1550℃时，停

止升温，保温15min；

[0072] 烧结连接温度：1550℃(低温区)、1770℃(高温区)；

[0073] 降温速率：从连接温度降至1000℃的区间的降温速率为10℃/min，从1000℃降至

600℃的区间的降温速率为20℃/min，从600℃至室温区间随炉冷却；待冷却后即获得WRe/

TZM/石墨异种材料连接件。

[0074] 经测试，本实例所得WRe/TZM/石墨复合材料，WRe合金层致密度达到98.04％、TZM

合金层致密度达到97.82％，连接面扩散均匀，接头室温剪切强度WRe/TZM侧可达296.0MPa、

TZM/石墨侧可达29.9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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