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388059.1

(22)申请日 2019.12.30

(71)申请人 南京理工大学

地址 210094 江苏省南京市孝陵卫200号

(72)发明人 彭勇　李凡　王克鸿　周琦　

杨东青　范霁康　陈海瑞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理工大学专利中心 

32203

代理人 张玲

(51)Int.Cl.

B23K 9/16(2006.01)

B23K 9/133(2006.01)

B23K 9/28(2006.01)

B23K 9/32(2006.01)

B33Y 10/00(2015.01)

B33Y 30/00(2015.01)

G01J 5/00(2006.01)

G01J 5/02(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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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增材制造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液

氮随动冷却增材制造装置及方法。包括增材机器

人，焊枪枪头，连接机构和喷嘴；增材机器人用于

增材制造，增材机器人的头部设有焊枪枪头，喷

嘴连接液氮导管，喷嘴通过连接机构和焊枪枪头

连接，从而当焊枪移动时，喷嘴跟随焊枪移动进

行冷却。本发明可以有效的散失增材制造过程中

累加的热量，减小由于过多的热量输入引起的残

余应力和变形，提高成型质量和机械性能。针对

金属增材制造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氧化，采用液

氮作为冷却介质进行冷却的过程中，可以在冷却

的同时避免增材制造过程中的氧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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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氮随动冷却增材制造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增材机器人，焊枪枪头(1)，连接

机构和喷嘴(5)；

所述增材机器人用于增材制造，增材机器人的头部设有焊枪枪头(1)，所述喷嘴(5)连

接液氮导管，喷嘴(5)通过连接机构和焊枪枪头(1)连接，从而当焊枪移动时，喷嘴(5)跟随

焊枪移动进行冷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机构包括焊枪枪头夹具(2)，连接

杆(3)和喷嘴夹具(4)；

所述焊枪枪头夹具(2)为圆环形夹具，用于夹紧焊枪枪头(1)；

所述连接杆(3)为一端带有圆形夹具的圆柱体，用于连接焊枪枪头夹具(2)和喷嘴夹具

(4)；

所述喷嘴夹具(4)为两端都带有圆形夹具的圆柱体，用于夹紧连接杆(3)和喷嘴(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嘴(5)通过液氮导管连接自增压液

氮瓶，在自增压液氮瓶上安装液氮流量计，实现对喷嘴喷出的液氮的流量调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红外测温仪，用于监测增材样件(6)

表面的温度。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红外测温仪夹具，所述红外测温仪

通过红外测温仪夹具固定在基板附近的夹具上，使红外测温仪对准增材样件(6)的表面；通

过所述红外测温仪夹具调节红外测温仪的高度以及与增材样件的相对距离。

6.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装置进行增材制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步骤(1)：将增材成型路径导入增材机器人中；

步骤(2)：装配装置，进行准备工作；

步骤(3)：开始进行增材制造试验，同时打开红外测温仪，打开自增压液氮瓶的阀门，开

启液氮流量计并调节流量的大小；

步骤(4)：增材制造机器人在基板上完成一层的增材制造，接着增材制造机器人移动到

程序中安全点位置；

步骤(5)：调整红外测温仪的位置，使得红外测温仪对准增材制造样件的表面，监测增

材制造样件表面的温度；

步骤(6)：若红外测温仪测得基板表面温度大于100℃，则调节液氮随动冷却装置上液

氮流量计的阀门，加大液氮喷嘴喷出的液氮的流量；若红外测温仪测得基板表面温度小于

100℃，则增材机器人按预设轨迹进行下一层增材堆积；

步骤(7)：重复步骤7至步骤8，完成后续的金属增材制造。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具体为：根据待成型件的尺寸

与形状，建立三维模型，利用Mastercam软件和3DAutomate软件生成增材成型的路径，最后

由软件生成机器人能识别的程序文件，并将程序文件导入到增材机器人中。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的装配装置，进行准备工作具

体为：

接通电源，等待增材制造机器人准备就绪，打开保护气，将基板采用柔性夹具固定在工

作台上，清理基板，对基板进行预热；调整喷嘴(5)与焊枪枪头(1)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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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导管将喷嘴(5)与自增压液氮瓶连通，在自增压液氮瓶上安装液氮流量计实现对

液氮随动冷却装置的喷嘴喷出的液氮的流量调节；

根据增材制造试验所用的焊丝、热源、基板、保护气的不同，选择合适的增材制造工艺

参数。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嘴(5)与焊枪枪头(1)在水平方向的

距离可调，范围为大于0小于等于100mm。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嘴(5)与焊枪枪头(1)在水平面的

相对高度可调，即所述喷嘴(5)与焊枪枪头(1)具有高度差，高度差的范围为0-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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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氮随动冷却增材制造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增材制造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液氮随动冷却增材制造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增材制造技术是根据CAD/CAM设计，采用逐层累积的方法制造实体零件的技术，相

对于传统的减材制造(切削加工)技术，是一种材料累积的制造方法，金属材料的增材制造

过程一般使用的热源有髙能束流和电弧。

[0003] 在金属增材制造过程中，尤其是增材一些热导率比较低的材料时，如不锈钢、高强

钢、高氮钢等，存在热量不容易散失的问题。增材制造样件随着热量不断的累加，材料经历

快速熔化和自由凝固等多次热循环过程，其几何精度和成形质量下降。过多的热量输入也

会引起残余应力和变形，从而形成较差的机械性能。所以在此背景下，需要发明一种增材过

程中随着焊枪同步移动的冷却方法，对增材后的样件进行冷却。

[0004] 专利号为CN03119343.9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薄壁零件在激光熔敷、热喷涂及焊

接加工中的局部高效冷却方法，可以防止薄壁零件在加工过程中的过渡受热、变形、过烧、

烧穿。但该方法并不适用于金属增材制造领域。

[0005] 专利号为CN  108436229  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用于电弧增材制造的局部冷却

装置及其冷却方法，通过紫铜珠与电弧增材结构件、紫铜珠之间及紫铜珠与水冷铜壁之间

的柔性接触，将热量传导出去，起到快速冷却的作用。但该装置受到使用空间的限制，并不

适用于结构较为复杂的增材制造结构件。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液氮随动冷却增材制造装置及方法。

[0007]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解决方案为：一种液氮随动冷却增材制造装置，包括增材

机器人，焊枪枪头，连接机构和喷嘴；

[0008] 所述增材机器人用于增材制造，增材机器人的头部设有焊枪枪头，所述喷嘴连接

液氮导管，喷嘴通过连接机构和焊枪枪头连接，从而当焊枪移动时，喷嘴跟随焊枪移动进行

冷却。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机构包括焊枪枪头夹具，连接杆和喷嘴夹具；

[0010] 所述焊枪枪头夹具为圆环形夹具，用于夹紧焊枪枪头；

[0011] 所述连接杆为一端带有圆形夹具的圆柱体，用于连接焊枪枪头夹具和喷嘴夹具；

[0012] 所述喷嘴夹具为两端都带有圆形夹具的圆柱体，用于夹紧连接杆和喷嘴。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喷嘴通过液氮导管连接自增压液氮瓶，在自增压液氮瓶上安装液

氮流量计，实现对喷嘴喷出的液氮的流量调节。

[0014] 进一步的，还包括红外测温仪，用于监测增材样件表面的温度。

[0015] 进一步的，还包括红外测温仪夹具，所述红外测温仪通过红外测温仪夹具固定在

基板附近的夹具上，使红外测温仪对准增材样件的表面；通过所述红外测温仪夹具调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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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测温仪的高度以及与增材样件的相对距离。

[0016] 一种利用上述的装置进行增材制造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7] 步骤(1)：将增材成型路径导入增材机器人中；

[0018] 步骤(2)：装配装置，进行准备工作；

[0019] 步骤(3)：开始进行增材制造试验，同时打开红外测温仪，打开自增压液氮瓶的阀

门，开启液氮流量计并调节流量的大小；

[0020] 步骤(4)：增材制造机器人在基板上完成一层的增材制造，接着增材制造机器人移

动到程序中安全点位置；

[0021] 步骤(5)：调整红外测温仪的位置，使得红外测温仪对准增材制造样件的表面，监

测增材制造样件表面的温度；

[0022] 步骤(6)：若红外测温仪测得基板表面温度大于100℃，则调节液氮随动冷却装置

上液氮流量计的阀门，加大液氮喷嘴喷出的液氮的流量；若红外测温仪测得基板表面温度

小于100℃，则增材机器人按预设轨迹进行下一层增材堆积；

[0023] 步骤(7)：重复步骤7至步骤8，完成后续的金属增材制造。

[0024]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1)具体为：根据待成型件的尺寸与形状，建立三维模型，利用

Mastercam软件和3DAutomate软件生成增材成型的路径，最后由软件生成机器人能识别的

程序文件，并将程序文件导入到增材机器人中。

[0025]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2)的装配装置，进行准备工作具体为：

[0026] 接通电源，等待增材制造机器人准备就绪，打开保护气，将基板采用柔性夹具固定

在工作台上，清理基板，对基板进行预热；调整喷嘴与焊枪枪头的距离；

[0027] 通过导管将喷嘴与自增压液氮瓶连通，在自增压液氮瓶上安装液氮流量计实现对

液氮随动冷却装置的喷嘴喷出的液氮的流量调节；

[0028] 根据增材制造试验所用的焊丝、热源、基板、保护气的不同，选择合适的增材制造

工艺参数。

[0029] 进一步的，所述喷嘴与焊枪枪头在水平方向的距离可调，范围为大于0小于等于

100mm。

[0030] 进一步的，所述喷嘴与焊枪枪头在水平面的相对高度可调，即所述喷嘴与焊枪枪

头具有高度差，高度差的范围为0-50mm。

[003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显著优点在于：

[0032] (1)本发明在增材制造过程中，采用液氮随动冷却的方法可以有效散失增材过程

中不断累加的热量，减小残余应力和变形，提高增材制造成形的精度；

[0033] (2)本发明由于采用液氮随动冷却的方法，在增材制造沉积完上一层之后，可以很

快的进行下一层的沉积，节省大量层间等待冷却时间；

[0034] (3)本发明采用红外测温仪对基板表面温度进行监测，可以有效地控制层间温度，

提高增材质量；

[0035] (4)提高增材质量本发明由于采用液氮作为冷却介质，在起到冷却作用的同时，可

以有效避免增材制造过程中的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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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发明的液氮随动冷却增材制造的系统示意图。

[0037] 图2为本发明的液氮随动冷却装置的俯视图。

[0038] 图3为本发明的液氮随动冷却装置的侧视图。

[0039] 附图标记说明：

[0040] 1-焊枪枪头，2-焊枪枪头夹具，3-连接杆，4-喷嘴夹具，5-喷嘴，6-增材样件，7-基

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42] 如图1-3所示，一种液氮随动冷却增材制造装置，包括：

[0043] 2-焊枪枪头夹具，为圆环形夹具，用于夹紧焊枪枪头；3-连接机构，为一端带有圆

形夹具的圆柱体，用于连接焊枪枪头夹具和喷嘴夹具；4-喷嘴夹具，为两端都带有圆形夹具

的圆柱体，用于夹紧连接机构和喷嘴；5-喷嘴，用于连接液氮导管。

[0044] 它是按照如下步骤进行的：

[0045] 采用CMT增材制造系统，所用焊丝为316L不锈钢焊丝，其直径为1.0mm；基板为6mm

厚的304不锈钢基板；保护气为氩氧气：98.5％Ar+1.5％O2；

[0046] 步骤1：根据待成型件的尺寸与形状，建立三维模型，利用Mastercam软件和

3DAutomate软件生成增材成型的路径，最后由软件生成机器人可以识别的文件并将程序导

入到增材机器人中；

[0047] 步骤2：接通电源，等待增材制造机器人准备就绪，打开保护气，将基板7采用柔性

夹具固定在工作台上，清理基板7，对基板7进行预热。将液氮随动冷却装置与增材制造焊枪

枪头1连接，焊枪枪头1与增材制造机器人手臂相连，实现液氮随动冷却装置与焊枪枪头1的

同步运动，且液氮随动冷却装置上的喷嘴5与焊枪枪头1的距离可调，为大于0小于等于

100mm；

[0048] 步骤3：通过导管将液氮冷却装置的喷嘴5与自增压液氮瓶连通，在自增压液氮瓶

上安装液氮流量计实现对喷嘴5喷出的液氮的流量控制；

[0049] 步骤4：设置CMT增材制造参数，送丝速度为6.5m/min、焊接速度为5mm/s、保护气体

流量25L/min；

[0050] 步骤5：上述工作准备就绪后，打开红外测温仪，打开自增压液氮瓶的阀门，开启液

氮流量计并调节好流量的大小，保证增材过程中液氮的随动冷却；

[0051] 步骤6：增材制造机器人在基板7上完成一层的增材制造，增材制造机器人移动到

程序中安全点位置；

[0052] 步骤7：调整红外测温仪的位置，使得红外测温仪对准增材样件6的表面，监测增材

制造样件表面的温度；

[0053] 步骤8：若红外测温仪测得基板表面温度大于100℃，则调节液氮随动冷却装置上

液氮流量计的阀门，加大喷嘴5喷出的液氮的流量。若红外测温仪测得基板7表面温度小于

100℃，则增材机器人按预设轨迹进行下一层增材堆积；

[0054] 步骤9：重复步骤7至步骤8，完成增材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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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步骤10：旋紧自增压液氮瓶阀门、液氮流量计阀门，关闭保护气，关闭增材制造系

统，待基板7完全冷却后，松开柔性固定装置，取下基板7以及增材样件6。

[0056] 上述简述了本发明中采用的使用液氮作为介质进行随动冷却的方式，示意图1只

在增材制造的焊枪枪头后面添加了一套随动冷却装置，但是添加方式并不仅限于此，应当

认为其他添加多套类似随动冷却装置的方式方法也应当在本发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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