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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

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构，包括叠阵合束

制成的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三个半导体激

光器A、B、C从上至下罗列排放，每个激光器内装

有用于调节其光斑尺寸的扩束器，三个半导体激

光器A、B、C输出的三束激光在同一竖直面内朝同

一方向射出，最终三束激光作用到同一工作面

上。其作用在于：将三个叠阵半导体激光器组合，

采用激光直接输出的模式，利用三种不同功率、

不同尺寸的光斑进行激光熔覆加工，半导体激光

器A的激光的预热功能减小了材料表面的热应

力，有效地避免了半导体激光器B的激光加工后

的熔覆层开裂现象，半导体激光器C的激光的平

整修复功能更起到了优化材料表面平整度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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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叠阵合束制成的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1、2、3），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1、2、3）从上至

下罗列排放，每个激光器内装有用于调节其光斑尺寸的扩束器（4），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

C（1、2、3）输出的三束激光在同一竖直面内朝同一方向射出，并分别经过各自的聚焦镜（5）

聚焦，在半导体激光器A（1）输出的光路和半导体激光器C（3）输出的光路中分别放置一组用

于调节光斑边缘间隔的反射镜组（6），最终三束激光作用到同一工作面上，或者在半导体激

光器A（1）与半导体激光器B（2）之间、半导体激光器B（2）与半导体激光器C（3）之间设有用于

调节光斑边缘间隔的支架（9），最终三束激光作用到同一工作面上；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

C（1、2、3）、扩束器（4）、聚焦镜（5）和反射镜组（6）或者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1、2、3）、扩

束器（4）、聚焦镜（5）和支架（9）均设于外壳（7）内，并通过外壳（7）组装成一体；

三个叠阵半导体激光器A、B、C（1、2、3）的激光输出功率大小关系为：半导体激光器A（1）

的将输出功率与半导体激光器C（3）的激光输出功率相等，并且小于半导体激光器B（2）的激

光输出功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

构，其特征在于：三个叠阵半导体激光器A、B、C（1、2、3）的激光输出功率范围均在1000W~
3000W的范围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聚焦透镜（5）为球面透镜、非球面透镜或者两个分离的柱面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射镜组（6）使包括两片成角度相向放置的反射镜。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射镜均镀有对应波长的高反膜，所述高反膜的反射率在99%以上。

6.根据权利要求1-5其中任意一条所述的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

激光熔覆光源结构，其特征在于：三个叠阵半导体激光器A、B、C（1、2、3）的波长范围均在

400nm~2000nm的范围内。

7.根据权利要求1-5其中任意一条所述的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

激光熔覆光源结构，其特征在于：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1、2、3）作用到工作面上的光斑

边缘间隔尺寸与加工材料的尺寸匹配。

8.根据权利要求1-5其中任意一条所述的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

激光熔覆光源结构，其特征在于：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1、2、3）作用到工作面上的光斑

均为矩形。

9.根据权利要求1-5其中任意一条所述的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

激光熔覆光源结构，其特征在于：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1、2、3）作用到工作面上的光斑

的尺寸大小关系为：半导体激光器A（1）形成的光斑尺寸与半导体激光器C（3）形成的光斑尺

寸相等，并且大于半导体激光器B（2）形成的光斑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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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

结构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半导体激光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

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构。

[0003] 背景技术：

[0004] 由于半导体激光器具有体积小、电光转换效率高及可靠性高等优点，已逐渐应用

到激光加工领域，包括激光切割、激光焊接、激光熔覆、激光3D打印等，其中激光熔覆技术是

激光加工的一个重要应用方面，通过利用高能量密度激光束在基材表面辐照，将不同成分

和性能的合金与基材表层快速熔化、扩展和凝固，在基材表面形成与基材具有完全不同成

分和性能的合金层，以起到材料表面改性作用，使材料更耐磨、耐蚀、耐热，提高材料表面硬

度及抗氧化性。目前，激光熔覆技术多采用一束激光源加工，由于加工过程中材料表面的热

应力及组织应力较大，导致熔覆层出现开裂，熔池边缘也会出现难以避免的凹陷区，因此严

重影响了材料表面的平整度及激光熔覆的加工质量，更增加了后续的工作量。

[0005]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现有激光熔覆技术材料表面熔覆层开裂和平整度较低的问题，提出

一种避免材料表面开裂及提高其平整度的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

光熔覆光源结构。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

覆光源结构的技术方案具体如下：

[0008] 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构，包括叠阵合束制

成的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从上至下罗列排放，每个激光器内

装有用于调节其光斑尺寸的扩束器，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输出的三束激光在同一竖直

面内朝同一方向射出，并分别经过各自的聚焦镜聚焦，在半导体激光器A输出的光路和半导

体激光器C输出的光路中分别放置一组用于调节光斑边缘间隔的反射镜组，最终三束激光

作用到同一工作面上，或者在半导体激光器A与半导体激光器B之间、半导体激光器B与半导

体激光器C之间设有用于调节光斑边缘间隔的支架，最终三束激光作用到同一工作面上；三

个半导体激光器A、B、C、扩束器、聚焦镜和反射镜组或者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扩束器、

聚焦镜和支架均设于外壳内，并通过外壳组装成一体。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的激光作用

分别为：半导体激光器A的激光用于预热被加工材料表面，减小加工过程中由于温差变化过

快而引起的各种应力，避免熔覆层表面开裂；半导体激光器B的激光与传统激光熔覆光源的

功能相同，用于熔覆加工材料；半导体激光器C的激光用于对第二束光熔覆加工材料后熔池

边缘形成的凹陷区进行二次加工，使熔覆后的材料表层二次熔化，达到修复材料表面不平

整部位的效果。

[0009]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三个叠阵半导体激光器A、B、C的激光输出功率范围

均在1000W~3000W的范围内。

[0010] 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三个叠阵半导体激光器A、B、C的激光输出功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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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关系为：半导体激光器A的将输出功率与半导体激光器C的激光输出功率相等，并且小于

半导体激光器B的激光输出功率。

[0011] 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所述聚焦透镜为球面透镜、非球面透镜或者两个

分离的柱面镜。

[0012] 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所述反射镜组使包括两片成角度相向放置的反射

镜。

[0013] 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所述反射镜均镀有对应波长的高反膜，所述高反

膜的反射率在99%以上。

[0014] 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三个叠阵半导体激光器A、B、C的波长范围均在

400nm~2000nm的范围内。

[0015] 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作用到工作面上的光斑

边缘间隔尺寸与加工材料的尺寸匹配。

[0016] 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作用到工作面上的光斑

均为矩形。

[0017] 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B、C作用到工作面上的光斑

的尺寸大小关系为：半导体激光器A形成的光斑尺寸与半导体激光器C形成的光斑尺寸相

等，并且大于半导体激光器B形成的光斑尺寸。三束激光的作用分别为：第一束光用于预热

被加工材料表面，减小加工过程中由于温差变化过快而引起的各种应力，避免熔覆层表面

开裂；第二束光与传统激光熔覆光源的功能相同，用于熔覆加工材料；第三束光用于对第二

束光熔覆加工材料后熔池边缘形成的凹陷区进行二次加工，使熔覆后的材料表层二次熔

化，达到修复材料表面不平整部位的效果。

[0018] 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根据材料加工中对第一束和第三束光斑的要求，

可通过改变反射镜组或直接移动第一个和第三个半导体激光器调整其光斑边缘间隔和照

射角度。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0] 本发明的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构，具有以下的

优点：

[0021] 第一、本发明的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构，

将三个叠阵半导体激光器组合，采用激光直接输出的模式，利用三种不同功率、不同尺寸的

光斑进行激光熔覆加工，半导体激光器A的激光的预热功能减小了材料表面的热应力，有效

地避免了半导体激光器B的激光加工后的熔覆层开裂现象，半导体激光器C的激光的平整修

复功能更起到了优化材料表面平整度的作用，突破了传统激光熔覆光源的一束加工激光模

式，解决了加工材料熔覆层表面开裂、平整度低的问题，大幅度地提高了激光熔覆的加工质

量及效率，减小了后续的工作量。

[0022] 第二、本发明的一种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构

中，三个叠阵半导体激光器的激光输出功率和三光斑尺寸可根据材料性能及加工需求确

定，三光斑边缘间隔及半导体激光器A的激光、半导体激光器C的激光照射角度可通过调整

反射镜组或直接移动半导体激光器A和半导体激光器C调节，十分灵活。

[0023]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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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1是本发明的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构的实施

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的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构的实施

例2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图1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的叠阵半导体激光器A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是图1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的叠阵半导体激光器A的侧向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是图1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的三束光斑熔覆效果与一束光斑熔覆效果的对

比图。

[0029]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一下详细说明。

[0031] 实施例1

[0032] 图1、图3和图4显示了本发明的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

光源结构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参照图1，本发明的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

激光熔覆光源结构，包括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1、B2、C3，三个扩束器4，三片聚焦镜5，两组反

射镜组6，最后所有器件通过外壳7组装成一体，其中8为激光束。

[0033] 本发明的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构的一种具体

实施方式中，以半导体激光器A1为例，图1中所使用的半导体激光器A1结构示意图如图3和4

所示，采用一只915nm1-1和一只976nm1-2半导体激光叠阵，每只叠阵由20只bar条组成，bar

条均采用快慢轴准直镜对其进行准直，976nm波长的光通过反射镜1-3反射后，与915nm光束

在合束镜1-4处实现波长合束，合束镜1-4镀有915nm波长光的增透膜及976nm波长光的高反

膜，其透射率及反射率均在99%以上。然后，使用2倍扩束器4对合束光进行扩束，再通过聚焦

镜5聚焦，输出功率达2kW，其中1-5为挡光板，防止976nm透射光影响激光器性能。半导体激

光器C3与半导体激光器A1结构类似，其结构差异在于第三束光路中所使用的的反射镜组方

向与第一束光路中的反射镜组相反。半导体激光器B2较半导体激光器A1相比，结构差异在

于半导体激光器B2内所使用的扩束器的倍数为4倍，且聚焦镜后无反射镜组反射光路，聚焦

后的光束直接作用到工作面上，且输出功率达3kW。

[0034] 本发明的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构中，首先将扩

束倍数不同的扩束器4分别固定在三个半导体激光器A1、B2、C3内，三个激光器按顺序从上

至下罗列排放，根据拟定工作面的位置，利用机械件固定聚焦镜5，采用六轴调整架将两组

反射镜组6安装在第一和第三束光路上，反射镜均镀有对应波长的高反膜，其反射率均在

99%以上，调节六轴调整架使三路光心保持在同一竖直面内以同一方向出射，且工作面上的

三光斑边缘间隔为2mm，成轴对称的“三”字形分布，半导体激光器A1、B2、C3的光斑尺寸分别

为2×6mm2、2×4mm2和2×6mm2的矩形光斑，这样就完成了光路系统的调节。

[0035] 图1的具体实施方式的使用过程为：首先，开启半导体激光器A1的激光对被加工材

料表面进行预热处理；然后，开启半导体激光器B2的激光，在半导体激光器A1的激光预热完

毕的材料表面区域进行熔覆加工，最后，利用半导体激光器C3的激光对半导体激光器B2的

激光熔覆后的材料表面进行二次熔化，修复材料表面不平整区域。一束光斑加工与三束光

斑加工的熔覆效果如图5所示，图5中a图为一束光斑加工材料表面后熔覆层的结构图，中间

的凹陷区即为熔池边缘造成的表面不平整，且其熔覆层厚度为3mm，图5中b图为三光斑加工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6711765 B

5



材料表面后的熔覆层结构图，与图a相比，通过一光斑的预热及三光斑的修复功能，较为理

想地修复了材料表面的不平整区域，且熔覆层厚度可减至1mm。

[0036] 本发明的具有三光斑照射一次成型功能的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结构，将三个叠阵

半导体激光组合，采用激光直接输出的模式，利用三种不同功率、不同尺寸的光斑进行激光

熔覆工作，半导体激光器A1的激光的预热功能减小了材料表面的热应力，有效地避免了半

导体激光器B2的激光加工后的熔覆层开裂现象，半导体激光器C3的激光的平整修复功能更

起到了优化材料表面平整度的作用，突破了传统激光熔覆光源的一束加工激光模式，解决

了加工材料熔覆层表面开裂、平整度低的问题，大幅度地提高了激光熔覆的加工质量。

[0037] 实施例2

[0038] 图2显示了本发明的减小激光熔覆后工件形变量结构的另外一种具体实施方式。

与图1所示的实施例1相比不同的是，去掉了半导体激光器A1的激光光路和半导体激光器C3

的激光光路的反射镜组6，增加了支架9，用于调整半导体激光器A1和半导体激光器C3的位

置及出光角度，工作面上三光斑的边缘间隔及照射角度可直接通过支架9调整半导体激光

器A1和半导体激光器C3的位置进行调节。本实施方式的减小激光熔覆后工件形变量结构的

工作原理与图1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相同，故在此不再描述。

[0039]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清楚说明所做实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在不脱离本发

明的设计理念与范围内，在形式和细节上对本发明做出的各种变化，均为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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