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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

三通管件材料及使用方法，本发明的材料采用低

碳和低锰的成分设计，通过合理的锰硅比规定，

利用Cr，Mo元素的共同强化作用和电熔增材制造

的超高冷却速度达到X100钢级的强度要求，材料

的钢级达到X100钢级的同时，冲击韧性也满足标

准对三通管体的要求。本发明的材料严格控制碳

元素的含量，有效降低了材料的碳当量和冷裂纹

敏感性。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10684924 A

2020.01.14

CN
 1
10
68
49
24
 A



1.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其特征在于，以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

配比：

C：0.06％～0.10％；Mn：0.70％～1.0％；Si：0.20％～0.40％；Cr：1.5％～2.5％；Mo：

0.5％～1.0％；Ni：0.05％～0.10％；Nb：0.004％～0.007％；Cu：0.02％～0.05％；Ti：

0.01％～0.016％；B：≤0.005％，P≤0.010％；S≤0.005％；其余为Fe。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其特征在于，锰、

硅的质量比为(3：1)～(4：1)。

3.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采用电熔增材制造法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的使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电熔增材制造法的具体方法包括：

步骤一，根据所需配比将材料C、Mn、Si、Cr、Mo、Ni、Nb、Cu、Ti、B、P、S和Fe混合后作为原

丝加入到三坐标数字化电熔打印设备(1)中，再加入辅剂；

步骤二，三坐标数字化电熔打印设备(1)将原丝和辅剂的混合料送入电熔头(2)中；

步骤三，将基体固定在打印平台(3)上，并根据三通管件的尺寸选择对应的电熔头(2)

数量和间距；

步骤四，计算机(8)根据所需三通管件的图纸将轨迹坐标数据解析为机械运动控制程

序，并分别控制打印平台(3)带动主管旋转以及电熔头(2)运动，在基体上完成三通管件的

打印。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的使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辅剂采用10～60目颗粒状氧化物与卤化物。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的使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计算机(8)连接远红外测温仪(4)和冷却装置(5)，通过远红外测温仪(4)检测打印

平台(3)的温度，通过冷却装置(5)控制打印平台(3)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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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高强度三通管件制造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

管件材料及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增材制造技术(3D打印成形技术)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的一项崭新技术，

其以增材制造为思想，综合数控、计算机、机械工程及材料科学等技术于一体，是实现三维

原件成形的先进技术。金属增材制造的材料主要分为粉材和丝材两种，主要为钛合金、铝合

金、不锈钢、高温合金和镁合金等五种金属。

[0003] 三通管件(Tee)是油气输送管道工程中重要而且用量较大的配件。它在管道建设

中用来改变管道方向、改变管径大小、进行管道分支、实现特殊连接等作用。近年来油气管

道建设已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随着管道业的发展，三通管件也趋于高强度、大口径、厚壁、

高性能的发展方向。

[0004] 现有三通制造采用热挤压法进行，热挤压三通由于没有焊缝，表面光洁度好、外形

变化平缓、壁厚分布无突变、整体强度好等优点成为现今我国制造高强度、大口径油气输送

管道三通管件的主要技术。但是在生产工艺方面，由于受锻造毛坯尺寸、压力机承载能力和

加工成本的限制，在高压、大口径输送管道方面，当前国内三通的强度、设计壁厚已大大超

出了目前国内三通管件热挤压生产工艺和设备的承载能力。因此，需要一种新的三通管件

材料来满足的三通管件对承载能力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不足，提供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

及使用方法，使打印后材料的钢级达到X100钢级，同时冲击韧性满足标准对三通管体的要

求。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以质量百分比计，

包括如下配比：

[0007] C：0.06％～0.10％；Mn：0.70％～1.0％；Si：0.20％～0.40％；Cr：1.5％～2.5％；

Mo：0.5％～1.0％；Ni：0.05％～0.10％；Nb：0.004％～0.007％；Cu：0.02％～0.05％；Ti：

0.01％～0.016％；B：≤0.005％，P≤0.010％；S≤0.005％；其余为Fe。

[0008] 锰、硅的质量比为(3：1)～(4：1)。

[0009] 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的使用方法，采用电熔增材制造法制造

X100钢级三通管件。

[0010] 电熔增材制造法的具体方法包括：

[0011] 步骤一，根据所需配比将材料C、Mn、Si、Cr、Mo、Ni、Nb、Cu、Ti、B、P、S和Fe混合后作

为原丝加入到三坐标数字化电熔打印设备中，再加入辅剂；

[0012] 步骤二，三坐标数字化电熔打印设备将原丝和辅剂的混合料送入电熔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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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三，将基体固定在打印平台上，并根据三通管件的尺寸选择对应的电熔头数

量和间距；

[0014] 步骤四，计算机根据所需三通管件的图纸将轨迹坐标数据解析为机械运动控制程

序，并分别控制打印平台带动主管旋转以及电熔头运动，在基体上完成三通管件的打印。

[0015] 辅剂采用10～60目颗粒状氧化物与卤化物。

[0016] 计算机连接远红外测温仪和冷却装置，通过远红外测温仪检测打印平台的温度，

通过冷却装置控制打印平台的温度。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材料采用低碳和低锰的成分设计，通过合理的锰硅比

规定，利用Cr，Mo元素的共同强化作用和电熔增材制造的超高冷却速度达到X100钢级的强

度要求，材料的钢级达到X100钢级的同时，冲击韧性也满足标准对三通管体的要求。本发明

的材料严格控制碳元素的含量，有效降低了材料的碳当量和冷裂纹敏感性，锰元素的含量

控制在0.70％～1.0％之间，硅含量为0.20％～0.40％之间，促进针状铁素体的形成；采用

铬、钼元素通过微合金元素固溶强化，在提高材料强度的同时，促进针状铁素体的行程；使

用本材料制造后的三通管件抗拉强度达到820～990MPa，屈服强度达到700～820MPa，维氏

硬度值≥260HV10，焊缝在-45℃下，夏比冲击韧性值≥60J。

[0018] 本发明的使用方法采用采用低碳和低锰的成分设计，利用Cr，Mo元素的共同强化

作用和电熔增材制造的超高冷却速度达到X100钢级的强度要求，打印后材料的钢级达到

X100钢级，同时冲击韧性满足标准对三通管体的要求。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中所采用的电熔增材制造设备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序号1增材制造后的材料金相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序号2增材制造后的材料金相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序号3增材制造后的材料金相图；

[0023] 其中，1、三坐标数字化电熔打印设备；2、电熔头；3、打印平台；4、红外测温仪；5、冷

却装置；8、计算机；9、电源。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5] 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以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配比：

[0026] C：0.06％～0.10％；Mn：0.70％～1.0％；Si：0.20％～0.40％；Cr：1.5％～2.5％；

Mo：0.5％～1.0％；Ni：0.05％～0.10％；Nb：0.004％～0.007％；Cu：0.02％～0.05％；Ti：

0.01％～0.016％；B：≤0.005％，P≤0.010％；S≤0.005％；其余为Fe。

[0027] 各元素所起作用与优势效果如下：

[0028] C：碳元素对强度和韧性具有较大的影响。C是最重要的强化组元。但是当C含量较

高时，增材制造的冷却过程中铁素体和珠光体转变温度升高，同时珠光体比例也随之增加。

为了避免铁素体和珠光体的形成，本发明中含C量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为0.06％～0.10％。

[0029] Mn、Si：锰、硅元素是强化的有效元素。但是过高的Si会引起催化，本发明中，为了

提高锰、硅的脱氧作用，并促使形成细小的针状铁素体，规定锰、硅比为(3：1)～(4：1)。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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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含量控制在0.70％～1.0％之间，硅含量为0.20％～0.40％之间。

[0030] Cr：铬元素为固溶强化元素，以有效提高材料的强度，本发明中含Cr量控制在

1.5％～2.5％之间。

[0031] Mo：钼元素为固溶强化元素，其主要作用是促进焊缝凝固过中针状铁素体的形成。

本发明中含Mo量控制在0.5％～1.0％之间。

[0032] Ni：镍元素通过晶粒细化和固溶强化提高金属的强度，通过降低脆性转变温度提

高金属的韧性尤其是低温冲击韧性。本发明中含Ni量控制在0.05％～0.10％以下。

[0033] P：磷是主要有害元素。磷含量降低到0.015％甚至0.010％将使中心偏析程度降低

到最低。本发明中含P量控制在0.01％以下。

[0034] S：硫是主要有害元素。本发明中含S量控制在0.005％以下。

[0035] 实施例1：

[0036] 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以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配比：

[0037] C：0.06％；Mn：0.70％；Si：0.20％；Cr：1.5％；Mo：0.5％；Ni：0.05％；Nb：0.004％；

Cu：0.02％；Ti：0.01％；B：≤0.005％，P≤0.010％；S≤0.005％；其余为Fe。

[0038] 实施例2：

[0039] 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以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配比：

[0040] C：0.10％；Mn：1.0％；Si：0.40％；Cr：2.5％；Mo：1.0％；Ni：0.10％；Nb：0.007％；

Cu：0.05％；Ti：0.016％；B：≤0.005％，P≤0.010％；S≤0.005％；其余为Fe。

[0041] 实施例3：

[0042] 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以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配比：

[0043] C：0.08％；Mn：0.85％；Si：0.30％；Cr：2％；Mo：0.75％；Ni：0.075％；Nb：0.0055％；

Cu：0.035％；Ti：0.013％；B：≤0.005％，P≤0.010％；S≤0.005％；其余为Fe。

[0044] 一种电熔增材制造X100钢级三通管件材料的使用方法，采用电熔增材制造技术。

[0045] 实施例4：

[0046] 电熔增材制造技术的具体方法包括：

[0047] 步骤一，以质量百分比计，称取C：0.06％～0.10％；Mn：0.70％～1.0％；Si：0.20％

～0 .40％；Cr：1 .5％～2.5％；Mo：0 .5％～1 .0％；Ni：0 .05％～0 .10％；Nb：0 .004％～

0.007％；Cu：0 .02％～0 .05％；Ti：0 .01％～0.016％；B：≤0.005％，P≤0 .010％；S≤

0.005％；其余为Fe；

[0048] 步骤二，将材料C、Mn、Si、Cr、Mo、Ni、Nb、Cu、Ti、B、P、S和Fe混合后作为原丝加入到

三坐标数字化电熔打印设备1中，再加入10～60目颗粒状氧化物与卤化物作为辅剂；

[0049] 步骤三，三坐标数字化电熔打印设备1将原丝和辅剂的混合料送入电熔头2中；

[0050] 步骤四，将基体固定在打印平台3上，并根据三通管件的尺寸选择对应的电熔头2

数量和间距；

[0051] 步骤五，计算机8根据所需三通管件的图纸将轨迹坐标数据解析为机械运动控制

程序，并分别控制打印平台3带动主管旋转以及电熔头2运动，计算机8连接远红外测温仪4

和冷却装置5，通过远红外测温仪4检测打印平台3的温度，通过冷却装置5控制打印平台3的

温度，在基体上完成三通管件的打印。

[0052] 根据本发明化学成分范围，采用同化学成分体系的原丝，经电熔增材制造后，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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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材料的化学成分和冷裂纹敏感指数Pcm值如表1所示，序号1制成材料的金相图如图2所示，

序号2制成材料的金相图如图3所示，序号3制成材料的金相图如图4所示。

[0053] 表1电熔增材制造材料化学成分

[0054] 序号 C Si Mn P S Cr Mo Ni Pcm

1 0.081 0.25 0.88 0.0073 0.0040 2.27 1.0 0.069 0.329

2 0.10 0.27 0.98 0.011 0.0050 1.68 0.72 0.053 0.315

3 0.09 0.26 0.89 0.0087 0.0046 2.20 0.95 0.067 0.331

[0055] 增材制造后材料的拉伸性能如表2所示。冲击试验和的结果如表3所示。

[0056] 表2增材制造材料拉伸性能

[0057]

[0058] 表3增材制造材料性能

[0059]

[0060] 本申请采用低碳的成分设计，控制C元素的含量，进而降低贝氏体的转变温度，避

免铁素体和珠光体的形成。但是按照传统材料强化理论分析，C元素含量过低，对材料的强

度影响较大，但是在本申请中，结合电熔增材制造技术，有效避免了强度问题，因此本发明

中碳元素的含量控制在C：0.06％～0.10％之间，具有低碳的特点。

[0061] 锰、硅元素是材料强化的有效元素，为了保证材料有足够的强韧性，锰、硅的质量

比为(4：1)～(3：1)，在该范围内，结晶过程中，可促使形成细小的针状铁素体，提高材料的

强度和韧性。因此本发明中锰元素的含量控制在Mn：0.70％～1.0％，Si:0.20％～0.40％。

[0062] 铬元素和钼元素不仅仅是低碳微合金钢的固溶强化元素，本发明主要利用两种微

合金元素在实现低温贝氏体转变的同时，在晶粒内得到细针状的铁素体组织，进而实现材

料的高强度，高韧性的特点。因此本发明中铬元素和钼元素的含量分别控制在Cr：1.5％～

2.5％；Mo：0.5％～1.0％。

[0063] 本发明采用低碳和低锰的成分设计，通过合理的锰硅比规定，利用Cr，Mo元素的共

同强化作用和电熔增材制造的超高冷却速度达到X100钢级的强度要求，电熔增材制造后的

材料抗拉强度达到820～990MPa，屈服强度达到700～820MPa，维氏硬度值≥260HV10，-45℃

下夏比冲击韧性值≥6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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