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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

化成型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304/304L不锈钢的选区

激光熔化成型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将

不锈钢球形粉末装入选区激光熔化3D打印机的

供粉腔内；2)向成型室内充入保护气体；3)在基

板上预先均匀铺置厚度小于50μm的不锈钢球形

粉末；4)构建预制备不锈钢试样的三维模型，将

三维模型进行位置摆放，对三维模型进行分层处

理，将分成处理后的分层数据输入激光扫描路径

生成软件中生成打印文件；5)激光器扫描预不锈

钢球形粉末形成平整的不锈钢熔化层，基板下降

设定厚度的距离，在不锈钢熔化层上重新铺置厚

度与基板下降厚度相同的不锈钢球形粉末，扫描

铺设的不锈钢球形粉末，得到平整的不锈钢熔化

层；6)重复步骤5)。该方法周期短、材料损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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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1)将不锈钢球形粉末装入选区激光熔化3D打印机的供粉腔内，所述不锈钢球形粉末的

球形度大于等于99％；

2)将所述选区激光熔化3D打印机的成型室内的基板调至水平，且所述基板与刮刀的间

隙小于0.05mm，向所述成型室内充入保护气体，所述保护气体为氮气或者氩气；

3)通过所述刮刀在所述基板上预先均匀铺置一层铺置厚度的不锈钢球形粉末；当保护

气体为氮气且铺置的不锈钢球形粉末的层厚为20μm时，激光器的激光功率为50w-350w，激

光器的扫描速度为600mm/s-3000mm/s，激光器的扫描间距为0.03mm-0.1mm，激光器的激光

扫描路径的条状宽度为4mm-6mm，基板的温度为30℃-60℃；当保护气体为氮气且铺置的不

锈钢球形粉末的层厚为40μm时，激光器的激光功率为80w-360w，激光器的扫描速度为

500mm/s-2500mm/s，激光器的扫描间距为0.05mm-0.120mm，激光器的激光扫描路径的条状

宽度为6mm-10mm，基板的温度为60℃-80℃；当保护气体为氩气且铺置的不锈钢球形粉末的

层厚为20μm时，激光器的激光功率为60w-340w，激光器的扫描速度为750mm/s-3500mm/s，激

光器的扫描间距为0.04mm-0.15mm，激光器的激光扫描路径的条状宽度为4mm-6mm，基板的

温度为40℃-70℃；当保护气体为氩气且铺置的不锈钢球形粉末的层厚为40μm时，激光器的

激光功率为80w-375w，激光器的扫描速度为850mm/s-3700mm/s，激光器的扫描间距为

0.05mm-0.20mm，激光器的激光扫描路径的条状宽度为6mm-10mm，所述基板的温度为50℃-

100℃；

4)构建预制备不锈钢试样的三维模型，将所述三维模型摆放至铺置位置，再对所述三

维模型进行分层处理，将分层处理后的分层数据输入激光扫描路径生成软件中生成打印文

件，所述打印文件包含每一层不锈钢球形粉末的铺设厚度和所述激光器对每一层不锈钢球

形粉末的扫描路径；

5)所述选区激光熔化3D打印机的激光器根据所述打印文件扫描预先铺置的不锈钢球

形粉末，所述不锈钢球形粉末在所述基板上形成第一层不锈钢熔化层；

6)随后所述基板下降设定高度，再通过所述刮刀在所述第一层不锈钢熔化层上重新铺

置一层厚度与所述基板下降的设定高度相同的不锈钢球形粉末，所述激光器再次扫描铺设

的不锈钢球形粉末，得到第二层不锈钢熔化层；

7)重复步骤6)，直到整个不锈钢熔化层形成所述三维模型，即得到成型件，将所述成型

件从所述基板上切割分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其特征在

于，当所述保护气体为氮气时，所述保护气体的氧含量不高于1.3％；当所述保护气体为氩

气时，所述保护气体的氧含量不高于0.13％。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激光器为光纤激光器，所述激光器的波长为1060nm，所述激光器的额定功率为

400w，所述激光器的聚焦光斑直径在50μm-100μm，所述激光器的振镜扫描速度为0-7000mm/

s。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304不锈钢球形粉末的粒径为15μm-55μm，松装密度为4.0g/cm3-5.3g/cm3，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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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15S/50g-27S/50g，所述不锈钢球形粉末的成分中元素含量百分比如下：C≤0.08％，Si

≤1.0％，Mn≤2.0％，Cr为18.0％～20.0％，Ni为8.0％～12.0％，S≤0.03％，P≤0.035％，

余量为Fe。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304L不锈钢球形粉末的粒径为18μm-53μm，松装密度为4.5g/cm3-5.0g/cm3，流动性

为18s/50g-25s/50g，所述不锈钢球形粉末的成分中元素含量百分比如下：C≤0.03％，Si:

≤1.0％，Mn：≤2.0％，Cr：18.0％～20.0％，Ni：8.0％～10.5％，S：≤0.03％，P：≤0.035％,

余量为Fe。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其特

征在于，当预制备不锈钢试样的壁厚小于0.5mm时，所述刮刀选用毛刷刮刀；当预制备不锈

钢试样的壁厚为0.5mm-50mm时，所述刮刀选用高速钢刮刀；当预制备不锈钢试样的壁厚大

于50mm时，所述刮刀选用陶瓷刮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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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3D打印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

化成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具有优异的耐蚀性、耐热性与良好的塑性韧性、低温强度

和机械特征(冲压、弯曲等热加工性)，常用于制作要求耐酸、耐碱与耐盐腐蚀等关键零部

件，是工业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铬镍不锈钢。由于核电、化工、轮胎模具等领域技术标

准要求使用现有的制备工艺存在周期长、材料损耗大的问题，同时产品存在性能不稳定的

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周期短、材料损耗少且产品性能优良的304不锈钢或304L

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

[0004] 一种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5] 1)将不锈钢球形粉末装入选区激光熔化3D打印机的供粉腔内；

[0006] 2)将所述选区激光熔化3D打印机的成型室内的基板调至水平，且所述基板与刮刀

的间隙小于0.05mm，向所述成型室内充入保护气体，所述保护气体为氮气或者氩气；

[0007] 3)通过所述刮刀在所述基板上预先均匀铺置一层铺置厚度的不锈钢球形粉末；当

保护气体为氮气且铺置的不锈钢球形粉末的层厚为20μm时，所述激光器的激光功率为50w-

350w，所述激光器的扫描速度为600mm/s-3000mm/s，所述激光器的扫描间距为0.03mm-

0.1mm，所述激光器的激光扫描路径的条状宽度为4mm-6mm，所述基板的温度为30℃-60℃；

当保护气体为氮气且铺置的不锈钢球形粉末的层厚为40μm时，所述激光器的激光功率为

80w-360w，所述激光器的扫描速度为500mm/s-2500mm/s，所述激光器的扫描间距为0.05mm-

0.120mm，所述激光器的激光扫描路径的条状宽度为6mm-10mm，所述基板的温度为60℃-80

℃；当保护气体为氩气且铺置的不锈钢球形粉末的层厚为20μm时，所述激光器的激光功率

为60w-340w，所述激光器的扫描速度为750mm/s-3500mm/s，所述激光器的扫描间距为

0.04mm-0.15mm，所述激光器的激光扫描路径的条状宽度为4mm-6mm，所述基板的温度为40

℃-70℃；当保护气体为氩气且铺置的不锈钢球形粉末的层厚为40μm时，所述激光器的激光

功率为80w-375w，所述激光器的扫描速度为850mm/s-3700mm/s，所述激光器的扫描间距为

0.05mm-0.20mm，所述激光器的激光扫描路径的条状宽度为6mm-10mm，所述基板的温度为50

℃-100℃；

[0008] 4)构建预制备不锈钢试样的三维模型，将所述三维模型摆放至铺置位置，再对所

述三维模型进行分层处理，将分层处理后的分层数据输入激光扫描路径生成软件中生成打

印文件，所述打印文件包含每一层不锈钢球形粉末的铺设厚度和所述激光器对每一层不锈

钢球形粉末的扫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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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5)所述选区激光熔化3D打印机的激光器根据所述打印文件扫描预先铺置的不锈

钢球形粉末，所述不锈钢球形粉末在所述基板上形成第一层不锈钢熔化层；

[0010] 6)随后所述基板下降设定高度，再通过所述刮刀在所述第一层不锈钢熔化层上重

新铺置一层厚度与所述基板下降的设定高度相同的不锈钢球形粉末，所述激光器再次扫描

铺设的不锈钢球形粉末，得到第二层不锈钢熔化层；

[0011] 7)重复步骤6)，直到整个不锈钢熔化层形成所述三维模型，即得到成型件，将所述

成型件从所述基板上切割分离。

[001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当所述保护气体为氮气时，所述保护气体的氧含量不高于

1.3％；当保护气体为氩气时，所述保护气体的氧含量不高于0.13％。

[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激光器为光纤激光器，所述激光器的波长为1060nm，所

述激光器的额定功率为400w，所述激光器的聚焦光斑直径在50μm-100μm，所述激光器的振

镜扫描速度为0-7000mm/s。

[001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不锈钢球形粉末的球形度大于等于99％；所述不锈钢

球形粉末的粒径为15μm-55μm，松装密度为4.0g/cm3-5.3g/cm3，流动性为15S/50g-27S/50g，

所述不锈钢球形粉末的成分中元素含量百分比如下：C≤0.08％，Si≤1.0％，Mn≤2.0％，Cr

为18.0％～20.0％，Ni为8.0％～12.0％，S≤0.03％，P≤0.035％，余量为Fe。

[001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不锈钢球形粉末的粒径为18μm-53μm，松装密度为

4.5g/cm3-5.0g/cm3，流动性为18S/50g-25S/50g，所述不锈钢球形粉末的成分中元素含量百

分比如下：C≤0.03％，Si:≤1.0％，Mn：≤2.0％，Cr：18.0％～20.0％，Ni：8.0％～10.5％，

S：≤0.03％，P：≤0.035％，余量为Fe。

[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当预制备不锈钢试样的壁厚小于0.5mm时，所述刮刀选用毛

刷刮刀；当预制备不锈钢试样的壁厚为0.5mm-50mm时，所述刮刀选用高速钢刮刀；当预制备

不锈钢试样的壁厚大于50mm时，所述刮刀选用陶瓷刮刀。

[001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激光器的扫描路径为67°层错扫描。

[0018] 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采用选区激光熔化3D打

印机实现预制备不锈钢试样的3D打印成型，选区激光熔化3D打印机采用的选区激光熔化

(Selective  Laser  Melting，SLM)技术能按照三维数据模型直接将金属粉末在激光束的热

作用下完全熔化并凝固成型为具有良好冶金结合和较高精度的金属零件，特别适合薄壁、

内腔复杂、内流道等传统加工技术难以实现的复杂薄壁精密构件的制造，成型件组织细小

致密、成分均匀、性能优异。选区激光熔化(SLM)技术能够有效扩大不锈钢的应用领域，例如

高面积体积比的微型反应器、网状结构件、轻量化设计构件成型等传统加工技术无法实现

的应用领域。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具有周期短、材料损耗

少、产品性能优良等特点，采用上述方法得到的成型件的力学性能优异明显高于采用现有

技术得到的成型件。

[0019] 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

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0] 1、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采用SLM技术得到高性

能不锈钢的成型件，成型件抗拉强度大于等于678MPa、屈服强度大于等于517MPa、硬度大于

等于250HV0.2、延伸率大于等于45％，明显优于现有技术成型的与同成分的不锈钢的成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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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拉强度427MPa、屈服强度385MPa、硬度182HV0.2、延伸率38％)。

[0021] 2、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以逐点逐线逐层的方

式成型试样，不锈钢粉末在成型室内无相互运动且在液相下均匀反应，不锈钢的成型件晶

粒尺寸细小，成分更均匀、无明显的偏析，致密度大于等于99.95％，高于已报道的同成分的

不锈钢的成型件(致密度94.63％)。

[0022] 3、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得到的不锈钢的成型

件，成型件表面粗糙度Rz70-90μm，符合产品要求。

[0023] 4、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成型过程中产生的熔

渣少，减少了粉末的浪费，提高了粉末的利用率，节约了成本。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一实施例所述的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制备的

304不锈钢成型件的抛光金相图；

[0025] 图2为一实施例所述的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制备的

304不锈钢成型件的水平面腐蚀金相图；

[0026] 图3为一实施例所述的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制备的

304不锈钢成型件的侧平面腐蚀金相图；

[0027] 图4为一实施例所述的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采用的

304不锈钢球形粉末的粒径分布图；

[0028] 图5为一实施例所述的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的激光

器扫描后粉末烧结方向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附图中

给出了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

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的理解更加透彻

全面。

[0030]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31] 本实施例涉及了一种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该304不

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用于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粉末的选区激光

熔化成型。

[0032] 该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3] 1)将不锈钢球形粉末装入选区激光熔化3D打印机的供粉腔内；

[0034] 2)将选区激光熔化3D打印机的成型室内的基板调至水平，且基板与刮刀的间隙小

于0.05mm，向成型室内充入保护气体；

[0035] 进一步地，在一个实施例中，向成型室内充入保护气体为氮气或者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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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优选地，在一个实施例中，当保护气体为氮气时，保护气体的氧含量不高于1.3％，

当保护气体为氩气时，保护气体的氧含量不高于0.13％。

[0037] 在一个实施例中，当保护气体为氮气且铺置的不锈钢球形粉末的层厚为20μm时，

激光器的激光功率为50w-350w，激光器的扫描速度为600mm/s-3000mm/s，激光器的扫描间

距为0.03mm-0.1mm，激光器的激光扫描路径的条状宽度为4mm-6mm，基板的温度为30℃-60

℃；

[0038] 当保护气体为氮气且铺置的不锈钢球形粉末的层厚为40μm时，激光器的激光功率

为80w-360w，激光器的扫描速度为500mm/s-2500mm/s，激光器的扫描间距为0.05mm-

0.120mm，激光器的激光扫描路径的条状宽度为6mm-10mm，基板的温度为60℃-80℃。

[0039] 在一个实施例中，当保护气体为氩气且铺置的不锈钢球形粉末的层厚为20μm时，

激光器的激光功率为60w-340w，激光器的扫描速度为750mm/s-3500mm/s，激光器的扫描间

距为0.04mm-0.15mm，激光器的激光扫描路径的条状宽度为4mm-6mm，基板的温度为40℃-70

℃；

[0040] 当保护气体为氩气且铺置的不锈钢球形粉末的层厚为40μm时，激光器的激光功率

为80w-375w，激光器的扫描速度为850mm/s-3700mm/s，激光器的扫描间距为0.05mm-

0.20mm，激光器的激光扫描路径的条状宽度为6mm-10mm，基板的温度为50℃-100℃。

[0041] 3)通过刮刀在基板上预先均匀铺置厚度小于50μm的不锈钢球形粉末，并将多余的

不锈钢球形粉末送入回收腔中；

[0042] 4)构建预制备不锈钢试样的三维模型，将构建的三维模型输入前处理软件如

magics进行铺置位置的摆放，再对三维模型进行然后用切片软件如RP-Tools分层处理，将

分层处理后的分层数据输入激光扫描路径生成软件如EOS  Print中生成打印文件；参见图5

所示，设置激光器的扫描路径为67°层错扫描。

[0043] 5)选区激光熔化3D打印机的激光器根据打印文件扫描预先铺设的不锈钢球形粉

末，不锈钢球形粉末在基板上形成平整的第一层不锈钢熔化层；

[0044] 6)随后基板下降设定高度，再通过刮刀在第一层不锈钢熔化层上重新铺置厚度与

基板下降高度相同的不锈钢球形粉末，激光器再次扫描铺设的不锈钢球形粉末，得到平整

的第二层不锈钢熔化层。

[0045] 7)重复步骤6)，直到整个不锈钢熔化层形成所述三维模型以得到成型件，将成型

件从基板上切割分离下来。

[0046] 在一个实施例中，激光器为光纤激光器，激光器的波长为1060nm，激光器的额定功

率为400w，激光器的聚焦光斑直径在50μm-100μm，激光器的振镜扫描速度为0-7000mm/s。

[0047] 在一个实施例中，不锈钢球形粉末的球形度大于等于99％；不锈钢球形粉末的粒

径为15μm-55μm，不锈钢球形粉末的粒径分布图参见图4所示。松装密度为4.0g/cm3-5.3g/

cm3，流动性为15S/50g-27S/50g，不锈钢球形粉末的成分中元素含量百分比如下：C≤

0.08％，Si≤1.0％，Mn≤2.0％，Cr为18.0％～20.0％，Ni为8.0％～12.0％，S≤0.03％，P≤

0.035％，余量为Fe。

[0048] 在一个实施例中，不锈钢球形粉末的的为18μm-53μm，松装密度为4.5g/cm3-5.0g/

cm3，流动性为18S/50g-25S/50g，不锈钢球形粉末的成分中元素含量百分比如下：C≤

0.03％，Si:≤1.0％，Mn：≤2.0％，Cr：18.0％～20.0％，Ni：8.0％～10.5％，S：≤0.0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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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余量为Fe。

[0049] 在一个实施例中，当预制备不锈钢试样的壁厚小于0.5mm时，刮刀选用毛刷刮刀；

当预制备不锈钢试样的壁厚为0.5mm-50mm时，刮刀选用高速钢刮刀；当预制备不锈钢试样

的壁厚大于50mm时，刮刀选用陶瓷刮刀。

[0050] 采用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保护气体为氮气且

氮气形成的保护气体的层厚为20μm时 ,SLM技术制备304不锈钢成型件的力学性能与

ASTM304钢性能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0051]   ASTMA245 GB4237-2015 选区激光熔化

抗拉强度/MPa ≥515 ≥515 ≥670

屈服强度/MPa ≥205 ≥205 ≥508

伸长率/％ ≥40 ≥40 ≥45

冲击韧性/J/cm2 - - ≥207

[0052] 采用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保护气体为氮气且

氮气形成的保护气体的层厚为20μm时,SLM技术制备304不锈钢成型件的抛光金相图参见图

1所示，SLM技术制备304不锈钢成型件的水平面腐蚀金相图参见图2所示，SLM技术制备304

不锈钢成型件的侧平面腐蚀金相图参见图3所示。

[0053] 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采用选区激光熔化3D打

印机实现预制备不锈钢试样的3D打印成型，选区激光熔化3D打印机采用的选区激光熔化

(Selective  Laser  Melting，SLM)能按照三维数据模型直接将金属粉末在激光束的热作用

下完全熔化并凝固成型为具有良好冶金结合和较高精度的金属零件，特别适合薄壁、内腔

复杂、内流道等传统加工技术难以实现的复杂薄壁精密构件的制造，同时，由于SLM技术特

有的高冷却速率，在冷却过程中包含大范围的非平衡凝固现象,使得成型件组织细小致密、

成分均匀、性能优异。选区激光熔化(SLM)技术能够有效扩大不锈钢的应用领域，例如高面

积体积比的微型反应器、网状结构件、轻量化设计构件成型等传统加工技术无法实现的应

用领域。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具有周期短、材料损耗少、

产品性能优良等特点，采用上述方法得到的成型件的力学性能优异明显高于采用现有技术

得到的成型件。

[0054] 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

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55] 1、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采用SLM技术得到高性

能不锈钢的成型件，成型件抗拉强度大于等于678MPa、屈服强度大于等于517MPa、硬度大于

等于250HV0.2、延伸率大于等于45％，明显优于现有技术成型的与同成分的不锈钢的成型件

(抗拉强度427MPa、屈服强度385MPa、硬度182HV0.2、延伸率38％)。

[0056] 2、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以逐点逐线逐层的方

式成型试样，不锈钢粉末在成型室内无相互运动且在液相下均匀反应，不锈钢的成型件晶

粒尺寸细小，成分更均匀、无明显的偏析，致密度大于等于99.95％，高于已报道的同成分的

不锈钢的成型件(致密度94.63％)。

[0057] 3、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得到的不锈钢的成型

件，成型件表面粗糙度Rz70-90μm，喷砂后成型件表面粗糙度Rz  20-40μm，抛光后成型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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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粗糙度Rz小于等于1μm。

[0058] 4、上述304不锈钢或304L不锈钢的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方法，成型过程中产生的熔

渣少，减少了粉末的浪费，提高了粉末的利用率，节约了成本。

[0059]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60]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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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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