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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降低各向异性的增材制

造方法及其加B钛合金增材材料，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取B粉和钛合金粉，其中B粉的质量占比

为0.01-0.2％，其中B粉的粒度为20-100μm，钛

合金粉的粒度为30-200μm；步骤S2，将B粉和钛

合金粉混合均匀，并且在真空环境下烘干；步骤

S3，使用激光增材制造装置将步骤2中烘干的混

合粉末在保护气氛下进行激光熔覆成形，得到成

形的样件。使用该方法制备的钛合金能够消除晶

界，降低各向异性，并且其综合力学性能优良，提

高钛合金产品的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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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降低各向异性的增材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取B粉和钛合金粉，其中B粉的质量占比为0.01-0 .05%，其中B粉的粒度为20-

100μm，钛合金粉的粒度为30-200μm；

步骤S2，将B粉和钛合金粉混合均匀，并且在真空环境下烘干；

步骤S3，使用激光增材制造装置将步骤S2中烘干的混合粉末在保护气氛下进行激光熔

覆成形，得到成形的样件；所述保护气氛为氩气；

该方法还包括对样件进行热处理，具体为在900-970℃的环境中保温0.5-2h，然后在

500-600℃的环境下保温2-6h，热处理后的加B钛合金增材材料延伸率最高为16.7%，断面收

缩率最高为4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各向异性的增材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B

粉的质量占比为0.0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各向异性的增材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B

粉和钛合金粉混合方式为机械混粉、球磨混粉或合金化混粉。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任意一项所述的降低各向异性的增材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S2中真空烘干的温度为120℃，且至少烘干8h。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降低各向异性的增材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样件在两次

保温之后均进行空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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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各向异性的增材制造方法及其加B钛合金增材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激光增材制造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加B钛合金增材制造材料；还涉及一

种能够降低各向异性的增材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钛合金作为一种在航空航天、生物医用等领域广泛使用的工程结构材料，具有比

强度高、耐腐蚀、高温稳定性优越以及生物相容性好等众多优点。而利用激光增材制造技

术，对原材料直接熔覆成形，省去传统铸造加工方式铸模、脱模等环节，大幅度的缩短了钛

合金零部件的加工周期，同时极大的提高了原材料的利用率。所以，通过激光增材制造技术

进行钛合金的加工成形在工业生产场合的到广泛推广。但是已有的研究表明，在TC4钛合金

激光熔覆成形过程中，由于熔池内部存在自上而下的较大温度梯度，导致成形件原始β柱状

晶粗大，如图1所示，没有B的钛合金试样内部原始柱状晶晶界清晰可见，且晶界α相沿晶界

连续分布；随着凝固过程进行，β相向α相转变，尤其在原始晶界处易出现连续分布的晶界α

相。该晶界α相易成为裂纹扩展的路径，减弱钛合金的强塑性，同时成形件各向异性突出。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降低各向异性的增材制造方法及其加B钛合金增材材料。使用

该方法制备的钛合金能够消除晶界，降低各向异性，并且其综合力学性能优良，提高了塑

性。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加B钛合金增材材料，包括B粉和钛合金粉，其中B粉的

质量占比为0.01-0.2％，钛合金粉的粒度为30-200μm，B粉的粒度为20-100μm。

[0005] 更进一步的，本发明的特点还在于：

[0006] 其中B粉的质量占比控制在0.03-0.06％之间。

[0007] 本发明的另一技术方案是：一种降低各向异性的增材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

骤S1，取B粉和钛合金粉，其中B粉的质量占比为0.01-0.2％，其中B粉的粒度为20-100μm，钛

合金粉的粒度为30-200μm；步骤S2，将B粉和钛合金粉混合均匀，并且在真空环境下烘干；步

骤S3，使用激光增材制造装置将步骤2中烘干的混合粉末在保护气氛下进行激光熔覆成形，

该过程中生成难熔相TiB，TiB沿晶界析出，阻断α相的连续生长，使α相破碎分离，从而得到

成形的样件。

[0008] 更进一步的，本发明的特点还在于：

[0009] 其中步骤S1中B粉的质量占比控制在0.03-0.06％之间。

[0010] 其中步骤S3中得到的样件具有均匀细小的板条状α相。

[0011] 其中步骤S2中真空烘干的温度为120℃，且至少烘干8h。

[0012] 其中S3中保护气氛为氩气。

[0013] 其中该方法还包括对样件进行热处理，具体为在900-970℃的环境中保温0.5-2h，

然后在500-600℃的环境下保温2-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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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其中样件在两次保温之后均进行空冷处理。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硼在钛合金中溶解度有限，当熔池开始凝

固时，硼原子在固液界面处发生富集，从而产生成分过冷，提高形核率，细化柱状晶晶粒；另

一方面，由Ti-B二元相图可知，B原子和Ti反应生成难熔相TiB，TiB相沿晶界析出，阻断α相

沿原始晶界的连续生长，从而达到消除晶界的目的，避免裂纹沿晶界扩展，最终提高成形部

件的综合力学性能，为钛合金零件的激光增材制造及修复提供指导作用，为激光增材制备

钛合金领域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在钛合金粉末中混入定量的B粉，使其均匀的混合在钛合

金粉末中，通过激光增材制造钛合金构件，进一步研究，发现B粉的质量占比控制在0.03-

0.06％之间时，激光增材制造的钛合金构件沉积态初生柱状晶晶界明显减少，强度变化较

小，塑性明显提高，构件的各向异性显著降低。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还在于：通过该方法制备的钛合金产品能够消除原始β柱状晶

晶界，降低各向异性，提高塑性；具体的加入B的钛合金沉积态组织晶界明显减少并弱化，晶

界α相细化且发生破碎分离，最终力学性能各向异性最低降至3.2％；塑性相对锻件明显提

高，延伸率最高可达16.2％，断面收缩率43％。

[0017] 更进一步的，构件经过热处理后原始柱状晶晶界消失，组织均匀细化，最终力学性

能各向异性最低降至0.8％；塑性显著提高，延伸率最高可达16.7％，断面收缩率37.3％。解

决了激光增材制造TC4钛合金构件的关键技术难题。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现有技术中使用激光增材制造的钛合金构件的局部区域金相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的方法激光增材制造的钛合金构件局部区域的金相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方法激光增材制造且热处理的钛合金构件局部区域的金相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一步说明。

[002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加B钛合金增材材料，该材料包括B粉和钛合金粉末，其中B粉的

质量占比为0.01-0.2％，且B粉的粒度为30-200μm，B粉的粒度为20-100μm。

[0023] 优选的B粉的质量占比控制在0.03-0.06％之间；钛合金粉为TC4粉。

[002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降低各向异性的增材制造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5] 步骤S1，取B粉和钛合金粉，其中B粉的质量占比为0.01-0.2％，且B粉的粒度为20-

100μm，钛合金粉的粒度为30-200μm；

[0026] 步骤S2，将步骤S1中取得的两种粉通过机械混粉、球磨混粉或合金化混粉的方式

混合均匀，然后将混合均匀的粉末在真空、120℃的环境下烘干，且烘干时长至少8h；其中机

械混粉的时长为3-10h。

[0027] 步骤S3，使用激光增材制造装置将步骤2中烘干的混合粉末在保护气氛下进行激

光熔覆成形，得到成形样件；其中保护气氛为氩气保护气氛。

[0028] 步骤S4，对步骤S3中得到的样件进行热处理，具体过程是：将成形样件在900-970

℃下保温0.5-2h，经过空冷处理后，在500-600℃下保温2-6h，在进行空冷处理。

[0029] 优选的，热处理还可以为：将成形样件进行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为900-970℃，固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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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为0.5-2h，然后进行空冷，然后进行时效处理，时效温度为500-600℃，时效时间为2-

6h，再进行空冷处理。

[0030] 本发明的实施例包括：

[0031] 实施例1

[0032] B粉的质量占比控制在0.04％，将B粉和钛合金粉末通过机械混粉的方式混合4h，

其中B粉的粒度为20μm，钛合金粉的粒度为100μm，在真空120℃下烘干9h；再使用激光增材

制造装置将上述混合粉末在氩气保护气氛下进行激光熔覆成形，得到成形样件。其中激光

功率为180W，激光光斑直径为0.5mm，扫描速度为10mm/s，送粉量为2.5g/min，Z轴提升量△Z

＝0.10mm，扫描间距0.2mm。对样件进行线切割、抛磨以及腐蚀处理。最后分别利用光学显微

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组织，如图2所示，其中样件原始柱状晶晶界明显消失或者弱化，

且连续晶界α相发生破碎分离，形成细小的等轴相或者较短的板条状。

[0033] 实施例2

[0034] B粉的质量占比为0.05％，将B粉和钛合金粉末通过机械混粉的方式混合3h，其中B

粉的粒度为30μm，钛合金粉的粒度为150μm，在真空120℃下烘干8h；再使用激光增材制造装

置将上述混合粉末在氩气保护气氛下进行激光熔覆成形，得到成形样件；然后对样件进行

热处理，其中将样件在950℃的环境下保温1h，然后进行空冷处理，将其在560℃的环境下保

温4h，在进行空冷处理，得到的样件的金相图如图3所示，原始晶界完全消失，内部组织为均

匀细小的板条α相。

[0035] 实施例3

[0036] B粉的质量占比为0.1％，将B粉和钛合金粉末通过球磨混粉的方式混合2h，其中B

粉的粒度为100μm，钛合金粉的粒度为200μm，在真空120℃下烘干8h；再使用激光增材制造

装置将上述混合粉末在氩气保护气氛下进行激光熔覆成形，得到成形样件；然后对样件进

行热处理，其中将样件进行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为970℃，时长为2h，然后进行空冷处理，再

将其进行时效处理，时效温度为600℃，时效时间为6h，再进行空冷处理，得到样件产品。

[0037] 实施例4

[0038] B粉的质量占比为0.2％，将B粉和钛合金粉末通过球磨混粉的方式混合2h，其中B

粉的粒度为20μm，钛合金粉的粒度为200μm，在真空120℃下烘干10h；再使用激光增材制造

装置将上述混合粉末在氩气保护气氛下进行激光熔覆成形，得到成形样件；然后对样件进

行热处理，其中将样件进行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为900℃，时长为2h，然后进行空冷处理，再

将其进行时效处理，时效温度为500℃，时效时间为2h，再进行空冷处理，得到样件产品。

[0039] 实施例5

[0040] B粉的质量占比为0.03％，将B粉和钛合金粉末通过合金化混粉的方式混合4h，其

中B粉的粒度为60μm，钛合金粉的粒度为40μm，在真空120℃下烘干8h；再使用激光增材制造

装置将上述混合粉末在氩气保护气氛下进行激光熔覆成形，得到成形样件；然后对样件进

行热处理，其中将样件进行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为950℃，时长为0.5h，然后进行空冷处理，

再将其进行时效处理，时效温度为500℃，时效时间为6h，再进行空冷处理，得到样件产品。

[0041] 实施例6

[0042] B粉的质量占比为0.06％，且B粉的粒度为100μm，钛合金的粒度为180μm；且通过激

光熔覆得到样件之后，对样件进行热处理的过程中，先将样件在960℃下保温1.5h，经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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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处理，再在550℃下保温3h，再进行空冷处理，最终得到样件。该样件具有均匀细小的板条

状α相。

[0043] 实施例7

[0044] B粉的质量占比为0.11％，且B粉的粒度为90μm，钛合金的粒度为200μm；且通过激

光熔覆得到样件之后，对样件进行热处理的过程中，先将样件在950℃下保温0.5h，经过空

冷处理，再在510℃下保温6h，再进行空冷处理，最终得到样件。该样件具有均匀细小的板条

状α相。

[0045] 实施例8

[0046] B粉的质量占比为0.7％，且B粉的粒度为80μm，钛合金的粒度为80μm；且通过激光

熔覆得到样件之后，对样件进行热处理的过程中，先将样件在900℃下保温2h，经过空冷处

理，再在540℃下保温4.5h，再进行空冷处理，最终得到样件。该样件具有均匀细小的板条状

α相。

[0047] 实施例9

[0048] B粉的质量占比为0.09％，且B粉的粒度为30μm，钛合金的粒度为30μm；且通过激光

熔覆得到样件之后，对样件进行热处理的过程中，先将样件在900℃下保温2h，经过空冷处

理，再在600℃下保温2h，再进行空冷处理，最终得到样件。该样件具有均匀细小的板条状α

相。

[0049] 实施例10

[0050] B粉的质量占比为0.15％，且B粉的粒度为70μm，钛合金的粒度为40μm；且通过激光

熔覆得到样件之后，对样件进行热处理的过程中，先将样件在940℃下保温0.5h，经过空冷

处理，再在530℃下保温2.5h，再进行空冷处理，最终得到样件。该样件具有均匀细小的板条

状α相。

[0051] 实施例11

[0052] B粉的质量占比为0.05％，且B粉的粒度为40μm，钛合金的粒度为80μm；且通过激光

熔覆得到样件之后，对样件进行热处理的过程中，先将样件在935℃下保温1h，经过空冷处

理，再在575℃下保温3h，再进行空冷处理，最终得到样件。该样件具有均匀细小的板条状α

相。

[0053] 使用本发明的增材材料以及其增材制造方法得到的钛合金样件与现有的钛合金

样件相比，其最终力学性能各向异性能够降至0.8-3.2％，延伸率最高可到16.2-16.7％，断

面收缩率可到37.3-43％，并且其塑性相对锻件明显提高。

[0054] 本发明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B含量超过0.2％时，高脆性的TiB沿晶界分布形成网

状，使钛合金的性能严重恶化，所以B变质处理钛合金的加入量控制在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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