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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束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的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特种高温合金原料粉末

混合后球磨，得到混合金属粉末；将所述混合金

属粉末进行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得到3D打印特

种高温合金粉末；根据预定的合金成型结构，得

到切片数据；按照所述切片数据，将所述3D打印

特种高温合金粉末进行电子束3D打印。本发明利

用球磨和等离子球化处理对原料粉末进行预处

理，改善合金粉末的物理和化学性能，提高合金

粉末的可打印性，进一步通过控制打印条件得到

成型质量好、无裂纹的特种高温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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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束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特种高温合金原料粉末混合后球磨，得到混合金属粉末；

将所述混合金属粉末进行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得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

根据预定的合金成型结构，得到切片数据；

按照所述切片数据，将所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进行电子束3D打印；

所述特种高温合金原料粉末包括碳化钨粉、钴粉、铬粉、铝粉和钛粉；所述碳化钨粉、钴

粉、铬粉、铝粉和钛粉的质量比为(245～2350)：(40～70)：(18～38)：(3～13)：(0.5～2)；所

述电子束3D打印的扫描速度为0.2～0.35m/s，束流为8～9mA；所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

末的粒径为45～105μm，振实密度为8～10g/cc，霍尔流速为7～8.9sec/50g，氧含量为

0.01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球磨为湿法球磨，所述湿法球磨的介

质为聚乙二醇、聚乙烯和聚乙烯醇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湿法球磨的时间32～36小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金属粉末的粒径为0.8～3μ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湿法球磨后还包括：将所述球磨粉料

进行干燥；所述干燥为真空干燥，所述真空干燥的温度为180～2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的等离子气源为

Ar和H2，所述Ar和H2的体积为比(22～26):1；所述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的功率为45～60kw；

所述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的送粉率为5～10kg/h。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的粒径为45

～105μ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束3D打印的底板为氮化硅底板；

所述电子束3D打印在真空状态下进行。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打印前对所述底板进行预热，所述底板的

预热温度为7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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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束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3D打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子束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特种高温合金是以高硬度难熔金属的碳化物(碳化钨，碳化钛)粉末为主要成分，

以钴Co、钇Y、铬Cr、铝Al为粘结剂，真空烧结而成的粉末制品。该制品具有良好的耐高温氧

化腐蚀特点、良好的高温强度、较高的高温硬度、较高的导热率、较高的热容、优良的抗高温

蠕变变形特性广泛应用于精密机床，电机，冶金等行业。特种高温合金硬度高，只能采用磨

削加工、线切割、电火花加工，因此不能加工一些形状复杂的零件，这就限制了其的应用范

围。

[0003] 3D打印技术的出现，为制造复杂的零件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与传统制造相比，3D

打印不需要模具，可以实现优化拓普结构，节约材料和能源。3D打印适合新产品开发，小批

量零件制造，复杂零件的设计和制造。

[0004] 在3D打印中，选区激光烧结(SLS)和三维印刷(3DP)能将金属打印烧结成最终零

件，对于钛合金和不锈钢已经成功应用。但是，激光烧结在打印中能量吸收率差，对粉末的

穿透能力不强，粉床没有预热，残余应力大，凝固后的组织表面粗糙度差，气孔率高，因而仍

然无法满足高温合金这种高硬度复合材料的打印要求。

[0005] 3DP是硬质合金材料常用的打印方法，该方法利用粘接剂打印出毛坯，再进行脱

脂，然后再烧结，在打印好坯料进行原料回收时极易造坯料的报废，加上打印时没有施加压

力，坯料的致密性非常差，孔隙率高，烧结过程中极易出现产品裂纹且表面粗糙度非常差。

[0006] 因此，目前3D打印技术尚不能得到高质量的特种高温合金。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子束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的方法，本发明提供的方

法步骤简单，打印得到的特种高温合金成型质量高，表面光滑，无裂纹。

[0008]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电子束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将特种高温合金原料粉末混合后球磨，得到混合金属粉末；

[0011] 将所述混合金属粉末进行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得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

[0012] 根据预定的合金成型结构，得到切片数据；

[0013] 按照所述切片数据，将所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进行电子束3D打印。

[0014] 优选的，所述特种高温合金原料粉末包括碳化钨粉、钴粉、铬粉、铝粉和钛粉；

[0015] 所述碳化钨粉、钴粉、铬粉、铝粉和钛粉的质量比为(245～2350)：(40～70)：(18～

38)：(3～13)：(0.5～2)。

[0016] 优选的，所述球磨为湿法球磨，所述湿法球磨的介质为聚乙二醇、聚乙烯和聚乙烯

醇中的一种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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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所述湿法球磨的时间32～36小时。

[0018] 优选的，所述混合金属粉末的粒径为0.8～3μm。

[0019] 优选的，所述湿法球磨后还包括：将所述球磨粉料进行干燥；所述干燥为真空干

燥，所述真空干燥的温度为180～200℃。

[0020] 优选的，所述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的等离子气源为Ar和H2，所述Ar和H2的体积为比

(22～26):1；

[0021] 所述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的功率为45～60kw；

[0022] 所述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的送粉率为5～10kg/h。

[0023] 优选的，所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的粒径为45～105μm。

[0024] 优选的，所述电子束3D打印的底板为氮化硅底板；

[0025] 所述电子束3D打印在真空状态下进行。

[0026] 优选的，打印前对所述底板进行预热，所述底板的预热温度为700～800℃。

[0027] 优选的，所述电子束3D打印的扫描速度为0.2～0.35m/s，束流为8～9mA。

[002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子束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特种高

温合金原料粉末混合后球磨，得到混合金属粉末；将所述混合金属粉末进行感应等离子球

化处理，得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利用软件设计合金的成型结构，得到切片数据；按

照所得切片数据，将所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进行电子束3D打印。本发明对原料粉末

进行球磨处理和等离子球化处理，其中等离子球化处理中利用等离子体的高温作为热源对

原料粉体进行熔化和汽化，可以实现对不规则原料粉体的球形化，可以有效的改善粉末的

物理和化学特性，主要表现在改善合金粉末的流动性、减小粉末的孔隙率、提高粉末密度、

降低粉末的脆性、改善颗粒表面光洁度、提高粉末纯度、精准控制含氧量，提高合金粉末的

可打印性，使合金粉末更适用于电子束3D打印。实施例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方法打印得

到的特种高温合金质量好，表面光滑，无裂纹。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实施例1打印得到的特种高温合金的外观照片；

[0030] 图2为实施例1打印得到的特种高温合金的外观照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子束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将特种高温合金原料粉末混合后球磨，得到混合金属粉末；

[0033] 将所述混合金属粉末进行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得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

[0034] 根据预定的合金成型结构，得到切片数据；

[0035] 按照所述切片数据，将所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进行电子束3D打印。

[0036] 本发明将特种高温合金原料粉末混合后球磨，得到混合金属粉末。在本发明中，所

述特种高温合金原料粉末包括碳化钨粉、钴粉、铬粉、铝粉和钛粉，所述碳化钨粉、钴粉、铬

粉、铝粉和钛粉的粒径独立的优选为1～10μm，更优选为2～8μm，最优选为4～6μm。

[0037] 在本发明中，所述碳化钨粉、钴粉、铬粉、铝粉和钛粉的质量比优选为(245～

2350)：(40～70)：(18～38)：(3～13)：(0.5～2)，更优选为(300～2200)：(45～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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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10)：(1.0～1.5)，最优选为(500～2000)：(50～60)：(28～32)：(6～8)：(1.2～

1.3)。

[0038] 在本发明中，所述球磨优选为湿法球磨；所述湿法球磨的介质优选为聚乙二醇、聚

乙烯和聚乙烯醇中的一种或几种。在本发明中，所述碳化钨粉、钴粉、铬粉、铝粉和钛粉的总

量与水的质量比优选为(20～25)：100，更优选为(21～24)：1，最优选为(22～23)：1。

[0039] 在本发明中，所述球磨的时间优选为32～36小时，更优选为33～35小时。本发明对

所述球磨的其他条件没有任何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球磨参数进行球磨

即可。

[0040] 湿法球磨完成后，本发明优选将球磨粉料干燥，得到混合金属粉末；在本发明中，

所述干燥优选为真空干燥，所述真空干燥的温度优选为200℃，时间优选为2小时。

[0041] 得到混合金属粉末后，本发明将所述混合金属粉末进行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得

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在本发明中，所述混合金属粉末的粒径优选为0.8～3μm，更优

选为1～2.5μm，最优选为1.5～2μm。

[0042] 得到混合金属粉末后，本发明将所述混合金属粉末进行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得

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在本发明中，所述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的离子气气源优选为

Ar和H2，所述Ar和H2的体积比优选为(22～26):1，更优选(23～25):1，最优选为(23 .5～

24.5):1；所述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的淬冷气体优选为循环的Ar。在本发明中，所述感应等

离子球化处理的功率优选为45～60Kw，更优选为46～49Kw，最优选为47～48Kw。在本发明

中，所述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的送粉率优选为5～10Kg/h，更优选为6～9Kg/h，最优选为7～

8Kg/h。

[0043] 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完成后，本发明优选从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的反应器底部收

集混合料，得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

[0044] 在本发明中，所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的粒径优选为45～105μm，更优选为50

～90μm，最优选为55～75μm。

[0045] 本发明利用等离子体能量密度高、加热强度大等特点，对形状不规则的特种合金

粉末进行球化处理，不规则的颗粒被迅速加热而熔化，当熔化到至少50％(按重量计)以上

时，熔融的颗粒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形成球形度很高的液滴，并在极高的温度梯度下迅速

冷却固化，从而形成球形的特种高温合金粉末颗粒。

[0046] 本发明利用等离子体的高温作为热源对原料粉体进行熔化和汽化，可以实现对不

规则原料粉体的球形化过程，从而改善合金粉末的流动性、减小粉末的孔隙率、提高粉末密

度、降低粉末的脆性、改善颗粒表面光洁度、提高粉末纯度、精准控制含氧量，提高合金粉末

的可打印性，使合金粉末更适用于电子束3D打印。

[0047] 本发明根据预定的合金成型结构，得到切片数据。本发明优选利用软件设计合金

的成型结构，得到切片数据，所述软件优选为三维设计软件，本发明优选导出快速成型格

式，然后导入分层切片参数，得到切片数据。本发明对所述软件的种类没有特殊要求，使用

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3D打印用软件即可；本发明对各个参数的设置没有特殊要求，在本

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优选根据目标合金的形状设置具体的参数。

[0048] 得到切片数据后，本发明按照所述切片数据，将所述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进

行电子束3D打印。本发明优选在电子束3D打印机中进行电子束3D打印，在本发明中，所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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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束3D打印的底板为优选氮化硅底板；所述电子束3D打印优选在真空状态下进行；打印前

优选对底板进行预热，所述底板的预热温度优选为700～800℃，更优选为750℃；所述电子

束3D打印的扫描速度优选为0.2～0.35m/s，更优选为0.3m/s，所述电子束3D打印的束流优

选为8～9mA，更优选为8.5mA。

[0049]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优选将所得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装入电子束3D打

印机中，抽真空后将打印机底板预加热至700～800℃，然后按照上述扫描速度和束流进行

打印。

[0050]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电子束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的方法进行详细的

说明，但是不能把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51] 实施例1

[0052] (1)将粒径均为1～10μm的60重量份的Co粉末，32重量份的Cr粉末，7重量份的Al粉

末，1重量份的Ti粉末、1900重量份的WC粉末和8000重量份的水湿法球磨32小时进行混合，

然后将球磨混合料进行真空干燥，得到粒径为2μm左右混合金属粉末；

[0053] (2)采用Ar和H2为等离子气源，循环的Ar为淬冷气体，功率为45kw，送粉率为5Kg/h

的条件，对所述混合金属粉末进行感应等离子球化处理，从反应器底部收集混合料，得到3D

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

[0054] 利用粒度分析仪对所得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进行表征；

[0055] 利用TCH-600氧氮分析仪对所得3D打印特种合金粉末进行测定；利用Hall时间对

实施例1得到的3D打印特种高温合金粉末进行粉体流动性的表征；其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56] 表1：实施例1得到的3D打印特种合金粉末的性能指标

[0057]

[0058] 根据表1可以看出，处理后的合金粉末粒度为45～105μm，且流动性好，密度高。

[0059] (3)利用三维设计软件设计合金的成型结构，导出快速成型格式，导入分层切片软

件设置参数进行切片，得到切片数据。

[0060] (4)将所得特种高温合金粉末装入电子束3D打印机，电子束3D打印机底板采用氮

化硅制作，抽真空后预热底板在700℃，以0.2m/s的扫描速度，8mA束流开始打印得到最终制

品。

[0061] 所得打印制品的外观图片如图1～2所示，根据图1～2可以看出，所得打印制品成

型质量良好，表面光滑，无裂纹。

[0062] 实施例2

[0063] 其他条件和实施例1相同，仅将步骤(1)中原料粉末的用量改为：70重量份的Co粉

末，22重量份的Cr粉末，6重量份的Al粉末，2重量份的Ti粉末、1900重量份的WC粉末。所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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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品成型质量好，表面光滑，无裂纹。

[0064] 实施例3

[0065] 其他条件和实施例1相同，仅将步骤(2)中功率改为60kW，送粉率改为5Kg/h，所得

打印制品成型质量好，表面光滑，无裂纹。

[0066] 实施例4

[0067] 其他条件和实施例1相同，仅将步骤(4)中的底板预热温度改为800℃，扫描速度改

为0.35m/s，束流改为9mA。所得打印制品成型质量好，表面光滑，无裂纹。

[0068] 实施例5

[0069] 其他条件和实施例1相同，仅将步骤(4)中的底板预热温度改为750℃，扫描速度改

为0.3m/s，束流改为8.5mA。所得打印制品成型质量好，表面光滑，无裂纹。

[007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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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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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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