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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同轴送粉的梯度材料

打印方法，包括：建立零件的三维模型；对三维模

型进行分层切片处理，设置扫描方向和扫描轨

迹；根据待成形零件的需求设置工艺参数，工艺

参数包括送粉器数量，每个切片层以及每个切片

层不同区域的粉料配比，扫描速度，激光功率以

及光斑直径；根据工艺参数在加工仓的基板上执

行增材制造；将零件从基板上切割分离，清理和

回收加工仓中的粉料，完成增材制造。在激光快

速成形过程中，实现了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材质的

梯度材料的成份配比的控制，可以实现按照要求

随意定制梯度材料的成份分布，在同一结构中混

合使用不同的材料以打印出复杂形状梯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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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同轴送粉的梯度材料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建立零件的三维模型；

S2、对所述三维模型进行分层切片处理，设置扫描方向和扫描轨迹；

S3、根据待成形零件的需求设置工艺参数，所述工艺参数包括送粉器数量，每个切片层

以及每个切片层不同区域的粉料配比，扫描速度，激光功率以及光斑直径；

S4、根据所述工艺参数在加工仓的基板上执行增材制造；

S5、将零件从所述基板上切割分离，清理和回收加工仓中的粉料，完成增材制造。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梯度材料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具体包括：

S201、将所述三维模型分为n个切片层，n为正整数；

S202、对所述n个切片层进行分类，分为m类，为每一类切片层设置相应的扫描方向，每m

层为一组，一组中的每一层对应不同的分类，  m≤n，m为正整数；

S203、根据每个切片层的扫描方向设置扫描轨迹。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梯度材料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具体包括：

S401、令i=1；

S402、获取第i层的分类类型，根据设置调整激光扫描方向，根据粉料配比在增材制造

过程中实时调整所述送粉器的送粉速率；

S403、完成当前切片层的增材制造后，判断i是否等于n，如果等于，则进入步骤S5，否则

执行步骤S404；

S404、令i=i+1，执行步骤S402。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梯度材料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具体包括：

S501、采用线切割工艺将成形的零件从所述基板上分离，对零件进行退火处理；

S502、完成退火处理后，对所述零件表面进行物理加工，得到成品；

S503、利用清理回收装置对所述加工仓内的混合的粉料进行收集；

S504、将收集到混合的粉料送入五级旋风筒中进行分离；

S505、混合的粉料分离完成后，完成增材制造。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梯度材料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02中的退火处理具

体为：

将从所述基板上分离的零件立即放入预先升温到600摄氏度至700摄氏度的热处理炉

中进行应力去火，保温120分钟，随后采用出炉空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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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同轴送粉的梯度材料打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增材制造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同轴送粉的梯度材料打印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增材制造技术，又称激光熔化3D打印，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种先进制造技术。金

属零件的激光熔化增材制造技术是通过高能激光束逐层熔化金属粉料，进而实现任意复杂

的金属零件的制造。

[0003] 梯度材料是一种新型的复合型材料，其通过特殊的设计和构造，实现材料的成份

和性能缓慢变化，使其满足特定的功能需求。由于梯度材料的这种梯度性能特征，使得其具

有一般复合材料无法比拟的优点，因而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和研究前景。随着应用领域的

不断扩展，对梯度材料的需要也不断变化。目前现有技术中通常的梯度材料制作是通过增

材制造技术将两种材料的金属粉料按不同比例混合进行打印，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仅仅能够

实现二维方向上的梯度过渡，无法对多种材料进行增材制造，实现三维方向上的梯度过渡。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同轴送粉的梯度材料打印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S1、建立零件的三维模型；

S2、对三维模型进行分层切片处理，设置扫描方向和扫描轨迹；

S3、根据待成形零件的需求设置工艺参数，工艺参数包括送粉器数量，每个切片层以及

每个切片层不同区域的粉料配比，扫描速度，激光功率以及光斑直径；

S4、根据工艺参数在加工仓的基板上执行增材制造；

S5、将零件从基板上切割分离，清理和回收加工仓中的粉料，完成增材制造。

[0005] 进一步地，步骤S2具体包括：

S201、将三维模型分为n个切片层，n为正整数；

S202、对n个切片层进行分类，分为m类，为每一类切片层设置相应的扫描方向，每m层为

一组，一组中的每一层对应不同的分类，m≤n，m为正整数；

S203、根据每个切片层的扫描方向设置扫描轨迹。

[0006] 进一步地，步骤S4具体包括：

S401、令i=1；

S402、获取第i层的分类类型，根据设置调整激光扫描方向，根据粉料配比在增材制造

过程中实时调整送粉器的送粉速率；

S403、完成当前切片层的增材制造后，判断i是否等于n，如果等于，则进入步骤S5，否则

执行步骤S404；

S404、令i=i+1，返回步骤S402。

[0007] 进一步地，步骤S5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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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1、采用线切割工艺将成形的零件从基板上分离，对零件进行退火处理；

S502、完成退火处理后，对零件表面进行物理加工，得到成品；

S503、利用清理回收装置对加工仓内的混合的粉料进行收集；

S504、将收集到混合的粉料送入五级旋风筒中进行分离；

S505、混合的粉料分离完成后，完成增材制造。

[0008] 进一步地，步骤S502中的退火处理具体为：

将从基本上分离的零件立即放入预先升温到600摄氏度至700摄氏度的热处理炉中进

行应力去火，保温120分钟，随后采用出炉空冷。

[0009] 综上所述，通过建立零件的三维模型，并对三维模型进行分层切片处理，将三维模

型分为n个切片层，对n个切片层进行分类，分为m类，为每一类切片层设置相应的扫描方向，

每m层为一组，一组中的每一层对应不同的分类，根据每个切片层的扫描方向设置扫描方向

和扫描轨迹，根据待成形零件的需求设置工艺参数。令i=1，获取第i层的分类类型，根据设

置调整激光扫描方向，根据粉料配比在增材制造过程中实时调整送粉器的送粉速率，直至

对n个切片层均完成增材制造，并采用线切割工艺将成形的零件从基板上分离，对零件进行

退火处理，经过物理加工处理后得到成品，并利用清理回收装置对加工仓内的混合的粉料

进行收集，利用五级旋风筒将混合的粉料分离完成后，完成增材制造。

[001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所产生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在激光快速成形过程中，实现了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材质的梯度材料的成份配比

的控制，可以实现按照要求随意定制梯度材料的成份分布，在同一结构中混合使用不同的

材料，实现在三维方向上的梯度过渡。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基于同轴送粉的梯度材料打印方法工艺流程图；

图2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S2的具体步骤流程图；

图3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S4的具体步骤流程图；

图4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S5的具体步骤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3] 为了解决不能实现对梯度材料种类或成份的调整，无法实现完全自由的成份调控

等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同轴送粉的梯度材料打印方法。

[0014]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同轴送粉的梯度材料打印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S1、先根据成形零件的形状在计算机中建立三维模型；

S2、对三维模型进行分层切片处理，即将零件的三维数据信息转换成一系列二维平面

信息，设置扫描方向和扫描轨迹；

其中，如图2所示，步骤S2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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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1、将三维模型分为n个切片层，n为正整数；

S202、对n个切片层进行分类，分为m类，为每一类切片层设置相应的扫描方向，每m层为

一组，一组中的每一层对应不同的分类，m≤n，m为正整数；

S203、根据每个切片层的扫描方向设置扫描轨迹。

[0015] 在进行增材制造过程中，如果零件三维模型的切片层的扫描方向都相同，则层与

层之间的结合力较弱，容易发生断裂。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零件模型的切片层进行分类，

不同类的切片层设置不同的扫描方向，使得相邻的层的扫描方向不同，大大增加了各个切

片层之间的结合力。在步骤S202中，在进行分组时，最后一组的切片层层数可能会少于m，此

时只要最后一组中每一切片层对应的分类不同即可，每一组中的每一层对应的分类顺序可

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0016] S3、根据待成形零件的需求设置工艺参数，工艺参数包括送粉器数量，每个切片层

以及每个切片层不同区域的粉料配比，扫描速度，激光功率以及光斑直径；

采用了上述步骤，根据待成形零件的每个切片层以及每个切片层不同区域的成份和结

构设计，确定在不同位置的送粉器送粉料的配比，并根据成形零件的性能或组织设计要求，

分析动态组织调控方案，确定不同位置的激光成形工艺参数，并将这些数据实时传送到计

算机中形成同步实时控制的信息，以实现对多种复合材料的零件的激光快速成形。

[0017] 根据待成形零件结构强度等要求确定送粉器的数量，粉料的种类，可以采用多组

送粉器同时送粉，计算机根据加工工艺流程，驱动送粉器送粉，并通过多种传感器将采集到

的粉料流速、流量输出给计算机，计算机控制各组送粉器的送粉量、送粉器的送粉速率以及

粉料的种类。

[0018] 在成形过程中，计算机根据设置的控制方案、工艺参数，通过控制扫描速度，激光

功率和光斑直径，动态实时控制激光快速成形过程，调整送粉器的送粉速率、粉料的流速、

流量，稳定整个加工过程。其中，动态实时控制是根据待成形零件的结构、材料性能综合设

计调控，在成形过程中，通过调整控制送粉器数量、送粉器的送粉速率，每个切片层以及每

个切片层不同区域的粉料配比，扫描速度，激光功率以及光斑直径，对待成形零件进行增材

制造。

[0019] S4、根据工艺参数在加工仓的基板上执行增材制造；

其中，如图3所示，步骤S4具体包括：

S401、令i=1；

S402、获取第i层的分类类型，根据设置调整激光扫描方向，根据粉料配比在增材制造

过程中实时调整送粉器的送粉速率；即根据第i层的分类类型，确定激光扫描方向以及粉料

配比实时调整送粉器的送粉速率，已达到零件各部分结构强度要求。

[0020] S403、完成当前切片层的增材制造后，判断i是否等于n，如果等于，则进入步骤S5，

否则执行步骤S404；

S404、令i=i+1，执行步骤S402。

[0021] S5、将零件从基板上切割分离，清理和回收加工仓中的粉料，完成增材制造。

[0022] 其中，如图4所示，步骤S5具体包括：

S501、采用线切割工艺将成形的零件从基板上分离，对零件进行退火处理；

S502、完成退火处理后，对零件表面进行物理加工，得到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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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步骤S502中的退火处理具体为：

将从基本上分离的零件立即放入预先升温到600摄氏度至700摄氏度的热处理炉中进

行应力去火，保温120分钟，随后采用出炉空冷。

[0023] S503、利用清理回收装置对加工仓内的混合的粉料进行收集；

S504、将收集到混合的粉料送入五级旋风筒中进行分离；

S505、混合的粉料分离完成后，完成增材制造。

[0024] 采用上述步骤，在得到零件的成品的同时将剩余的混合的粉料分离，既得到了成

形的零件，也不会浪费粉料，节约了成本。

[0025] 下面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

实施例一：

TC4-TA15类梯度材料的成形。内层为TC4类材料，外层为TA15类材料。

[0026] 建立X-Y-Z笛卡尔坐标系，以水平方向为X轴，竖直方向为Y轴，X-Y平面与Z轴垂直。

建立待成形零件的三维模型，将待成形零件的三维模型分为60个切片层。对60个切片层进

行分类，分为a，b，c三类切片层，a类切片层的扫描方向为平行X轴方向，b类切片层的扫描方

向与X轴成60度夹角，c类切片层的扫描方向与X轴成120度夹角。切片层每3层为一组循环，

组内切片层对应种类顺序按a，b，c排列，为每个切片层沿扫描方向设置扫描轨迹，设置送粉

器数量为两个，根据梯度材料的性能设计扫描轨迹相应的TC4-TA15材料的金属粉料配比，

切片层不同区域的TC4-TA15材料的金属粉料配比根据性能需求可能会有所不同，计算机需

要存储扫描轨迹及对应的金属粉料配比。

[0027] 制造过程中采用万瓦激光器，激光功率为6千瓦至6.5千瓦，保护气体为氩气，扫描

速度为1米/分钟至2米/分钟，光斑直径为8毫米，按照计算机生成的扫描轨迹在加工仓的基

板上对待成形零件进行扫描，扫描完成一层，再按照下一层的扫描轨迹及对应的TC4-TA15

材料的金属粉料配比施加相应的梯度材料，在整个成形过程中，计算机动态实时控制。全部

切片层完成增材制造后，得到成形的梯度材料零件。将成形的梯度材料零件从基板上分离，

将从基板上分离的零件立即放入预先升温至630摄氏度的热处理炉中进行应力去火，保温

120分钟，随后采用出炉空冷。

[0028] 完成退火处理后，对零件进行物理加工，得到成品，再利用清理回收装置对加工仓

内的混合的粉料进行收集，将收集到混合的粉料送入五级旋风筒中进行分离，混合的粉料

分离完成后，完成增材制造。

[0029] 实施例二：

TA15-TC4-TC31类梯度材料的成形。待成形零件包括TA15-TC4过渡区，TC4-TC31过渡

区，TA15-TC31过渡区以及TA15-TC4-TC31过渡区。

[0030] 建立X-Y-Z笛卡尔坐标系，以水平方向为X轴，竖直方向为Y轴，X-Y平面与Z轴垂直。

建立待成形零件的三维模型，将待成形零件的三维模型分为60个切片层。对60个切片层进

行分类，分为a，b，c，d四类切片层，a类切片层的扫描方向为平行X轴方向，b类切片层的扫描

方向与X轴成45度夹角，c类切片层的扫描方向与X轴成90度夹角，d类切片层的扫描方向与X

轴成135度夹角。切片层每4层为一组循环，组内切片层对应种类顺序为随机排列，为每个切

片层沿扫描方向设置扫描轨迹，设置送粉器数量为三个，根据梯度材料的性能设计扫描轨

迹相应的TA15-TC4-TC31材料的金属粉料配比，切片层不同区域的TA15-TC4-TC31材料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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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粉料配比根据性能需求可能会有所不同，计算机需要存储扫描轨迹及对应的金属粉料配

比。

[0031] 制造过程中采用万瓦激光器，激光功率为5.5千瓦至6千瓦，保护气体为氩气，扫描

速度为1米/分钟至1.5米/分钟，光斑直径为8毫米，按照计算机生成的扫描轨迹在加工仓的

基板上对待成形零件进行扫描，扫描完成一层，再按照下一层的扫描轨迹及对应的TA15-

TC4-TC31材料的金属粉料配比施加相应的梯度材料，在整个成形过程中，计算机动态实时

控制。全部切片层完成增材制造后，得到成形的梯度材料零件。将成形的梯度材料零件从基

板上分离，将从基板上分离的零件立即放入预先升温至700摄氏度的热处理炉中进行应力

去火，保温120分钟，随后采用出炉空冷。

[0032] 其余步骤与实施例一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33] 上面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构思

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构思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做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到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术内容，已

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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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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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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