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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

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1)在保护气氛下，将7075铝合金原粉和TiB2

亚微粉进行球磨混粉，取出球磨混粉后的粉末并

进行干燥；(2)将步骤(1)所述干燥后的粉末加入

到选择性激光熔化型设备的储粉缸中，设置选择

性激光熔化成型设备的工作参数后进行选择性

激光熔化得到7075铝合金成型件，最后将7075铝

合金成型件进行加热加压处理即可。该发明通过

在7075铝合金原粉末中加入能促进形核的TiB2

亚微粉末，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

的周期裂纹，并将成型零件放入热压炉加热加压

以提高零件的致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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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在保护气氛下，将7075铝合金原粉和TiB2亚微粉进行球磨混粉，将球磨混粉后的粉

末干燥；

(2)将步骤(1)所述干燥后的粉末加入到选择性激光熔化型设备的储粉缸中，设置选择

性激光熔化成型设备的工作参数后进行选择性激光熔化得到7075铝合金成型件，最后将

7075铝合金成型件进行加热加压处理即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1)所述7075铝合金原粉和TiB2亚微粉的质量比为97.0～98.5：3.0～1.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所述加压的压强为80～120MPa。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所述加热的温度为100～150℃。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所述加热加压处理的时间为5～12h。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所述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设备的工作参数为：预热温度100℃～120℃；铺粉

厚度30～50μm；激光功率350～380W；扫描速度800～1200mm/s；扫描间距80～120μm。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所述7075铝合金原粉的成分组成为：Si：<0 .40；Mg：2.1～2.9；Cr：0.18～

0.28；Zn：5.1～6.1；Fe：<0.5；Ti：<0.05；O：<0.05；Cu：1.2～2.0；Mn：<0.3；其余为Al。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所述球磨的转速为130～200r/min，所述球磨的时间为2～5h。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所述的保护气氛为惰性气体或氮气。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所述TiB2亚微粉的平均粒径为0.6μm～3μm，所述7075铝合金原粉的粒径范围

为20～7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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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3D打印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

成型裂纹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选择性激光熔化技术是一种增材制造技术，在制造结构复杂的几何形状，增加材

料的利用率，减少成本及在生产过程中达到快速冷却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选择性激光熔

化技术在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生物医学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是近年来金属增材制

造领域的研究热点。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技术加工得到的样品存在非常严重的周期

性热裂纹，成形得到的样品其强度、韧性、硬度等力学性能都较差。目前已有学者通过静电

组装的方法，将ZrH纳米粉末均匀地附着在7075铝合金基体粉末中，将混合的粉末进行选择

性激光熔化成形得到了无热裂纹、细小等轴晶的成形试样。但是由于使用静电组装进行混

粉后，粉末表面粘附的有机物不易去除，粉末在有机溶液中易氧化，因此该方法工艺上制备

合格的混合粉末较为困难。且激光熔化成形的试样存在较多的气孔，影响其力学性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目前选择性激光熔化技术工艺的不足，提供一种消除7075铝

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技术加工裂纹并提高致密度的方法，它通过往7075铝合金原粉末中混

入作为形核剂的TiB2亚微粉末，使得混合的粉末在选择性激光熔化过程中抑制了热裂纹的

产生，不过尽管抑制了裂纹，但是随着TiB2亚微粉的加入成形零件中TiB2与基体结合不是特

别牢固使得零件致密度下降，为此把成形零件放入热压炉中加热加压，使得零件致密度得

到提升，且减少零件内部的缺陷。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在保护气氛下，将7075铝合金原粉和TiB2亚微粉进行球磨混粉，将球磨混粉后

的粉末干燥；

[0007] (2)将步骤(1)所述干燥后的粉末加入到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设备的储粉缸中，设

置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设备的工作参数后进行选择性激光熔化得到7075铝合金成型件，最

后将7075铝合金成型件进行加热加压处理即可。

[0008] 优选的，步骤(1)所述7075铝合金原粉和TiB2亚微粉的质量比为97.0～98.5：3.0

～1.5。

[0009] 优选的，步骤(1)所述TiB2亚微粉的平均粒径为0.6μm～3μm。

[0010] 优选的，步骤(1)所述7075铝合金原粉的粒径范围为20～70μm。

[0011] 优选的，步骤(2)所述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设备的工作参数为：预热温度100℃～

120℃；铺粉厚度30～50μm；激光功率350～380W；扫描速度800～1200mm/s；扫描间距80～

12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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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的，步骤(1)所述7075铝合金原粉的成分组成为：Si：<0.40；Mg：2.1～2.9；Cr：

0.18～0.28；Zn：5.1～6.1；Fe：<0.5；Ti：<0.05；O：<0.05；Cu：1.2～2.0；Mn：<0.3；其余为Al。

[0013] 优选的，步骤(1)所述球磨的转速为130～200r/min，所述球磨的时间为2～5h。

[0014] 优选的，步骤(1)所述的保护气氛为惰性气体或氮气。

[0015] 优选的，步骤(2)所述加热的温度为100～150℃。

[0016] 优选的，步骤(2)所述加压的压强为80～120MPa。

[0017] 优选的，步骤(2)所述加热加压处理的时间为5～12h。

[0018]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的优点及有益效果：

[0019] (1)本发明通过添加TiB2亚微粉末作为形核剂，在进行选择性激光熔化技术加工

时，能够有效地抑制热裂纹的产生，从而提高成型零件的力学性能。

[0020] (2)本发明将成型零件放入热压炉中加热加压，有效地提高了成型零件的致密度

并减少其内部缺陷。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所述一种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的流程

图。

[0022] 图2是实施例1中的7075铝合金原粉、TiB2亚微粉以及球磨混粉后的粉末的XRD图。

[0023] 图3是实施例1球磨混粉后的粉末的扫描电镜图。

[0024] 图4是075铝合金原粉按照实施例1步骤(4)中所述的方法进行选择性激光熔化成

型，得到的成型件的表面抛光图。

[0025] 图5是实施例1步骤(5)经过加热加压处理后的7075铝合金成型件的表面抛光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1)在氩气保护的手套箱中，称量7075铝合金原粉和TiB2亚微粉(纯度为99％)待

用，7075铝合金原粉和TiB2亚微粉的质量比为98.5：1.5；

[0029] (2)将称量好的7075铝合金原粉和TiB2亚微粉在氩气保护手套箱置于球磨罐后锁

紧球磨罐，将球磨罐取出后通入高纯度氩气；

[0030] (3)将球磨罐放入卧式球磨机中进行混粉，球磨转速为200r/min，混粉时间为3h，

将球磨罐取出，放入真空手套箱中取出混合的粉末，将粉末放入干燥箱中在80℃干燥8h；

[0031] (4)在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设备中控制计算机，进行三维模型切片和分层处理，并

在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设备的控制计算机中储存激光扫描路径；将步骤3中经干燥处理的

粉末放入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设备的的储粉缸中，对3D打印机基板进行预热，预热温度为

100℃；混好的粉末经过铺粉装置按粉层厚度为30μm逐层铺粉；3D打印机的激光功率设置为

370W，扫描速度设定为1000mm/s，扫描间距为90μm，进行选择性激光熔化，逐层烧结粉末，最

后制得7075铝合金成型件；

[0032] (5)把7075铝合金成型件放入相匹配的石墨模具中，并将其置入热压炉内进行加

热和加压，加热温度为150℃，压力为100MPa，加热加压处理时间为1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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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实施例2

[0034] 一种消除7075铝合金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裂纹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1)在氩气保护的手套箱中，称量7075铝合金原粉和TiB2亚微粉(纯度为99％)待

用，7075铝合金原粉和TiB2亚微粉的质量比为97.0：3.0；

[0036] (2)将称量好的7075铝合金原粉和TiB2亚微粉在氩气保护手套箱置于球磨罐后锁

紧球磨罐，将球磨罐取出后通入高纯度氩气；

[0037] (3)将球磨罐放入卧式球磨机中进行混粉，球磨转速为200r/min，混粉时间为5h，

将球磨罐取出，放入真空手套箱中取出混合的粉末，将粉末放入干燥箱中在80℃干燥8h；

[0038] (4)在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设备中控制计算机，进行三维模型切片和分层处理，并

在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设备的控制计算机中储存激光扫描路径；将步骤3中经干燥处理的

粉末放入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设备的的储粉缸中，对3D打印机基板进行预热，预热温度为

100℃；混好的粉末经过铺粉装置按粉层厚度为30μm逐层铺粉；3D打印机的激光功率设置为

370W，扫描速度设定为1000mm/s，扫描间距为90μm，进行选择性激光熔化，逐层烧结粉末，最

后制得7075铝合金成型件；

[0039] (5)把7075铝合金成型件放入相匹配的石墨模具中，并将其置入热压炉内进行加

热和加压，加热温度为150℃，压力为100MPa，加热加压处理时间为12h。

[0040] 将7075铝合金原粉按照实施例1步骤(4)中所述的方法进行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

得到的成型件的表面抛光图如图4所示，从图4中可以看到：成型试样表面存在大量周期性

裂纹。

[0041] 图5是实施例1步骤(5)经过加热加压处理后的7075铝合金成型件的表面抛光图。

由图5可以看到：成型试样表面裂纹得到消除。

[0042] 图3是实施例1球磨混粉后的粉末的扫描电镜图。由图3可以看到：TiB2粉末较为均

匀地附着在7075铝合金粉末表面。

[0043] 实施例2制得的7075铝合金成型件的表面抛光如和实施例1相似，成型试样表面裂

纹也得到了消除。

[0044]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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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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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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