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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激光熔覆和激光冲

击的3D打印方法，步骤包括：1)利用计算机辅助

技术(CAD)设计出需要打印产品的三维数字化模

型，将模型导入到加工系统中；2)将基板安装在

加工平台上，金属粉末通过喷头喷射至基板上，

在激光作用下熔化，然后凝固，打印数层后，取下

备用；3)将试件安装在激光冲击装置的加工平台

上，依次铺设吸收层、约束层，进行冲击强化；4)

取下工件，复位到激光熔覆加工平台上，重复以

上操作，直至打印完成。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制备

大型、质量优良工件的3D打印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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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激光熔覆和激光冲击的3D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设计出需要打印产品的三维数字化模型，并将三维数字

化模型导入到激光熔覆加工系统当中，为激光熔覆打印做好准备；

步骤二：将准备好的基体(1)置于激光熔覆设备的加工平台上，金属粉末(3)在送粉气

的作用下通过喷头(4)被喷射到基体(1)表面，在保护气(6)的氛围中，利用激光熔化金属粉

末(3)，以形成熔池(8)，最后凝固；喷头(4)按照数字化模型所规划的路径进行喷射，最后完

成第一层的打印；设置打印层数，当激光熔覆打印到设置的层数后，暂停打印，将激光熔覆

后的试件(17)取下来备用；

步骤三：在步骤二制得的试件(17)表面铺设一层吸收层(9)，作用是吸收激光能量以产

生等离体子，形成冲击波；在吸收层(9)上方铺设一层约束层(10)，以提高激光冲击压力的

幅值并延长压力作用时间；

步骤四：利用激光器(13)输出激光束(12)，激光先经过光学装置(11)改变传输方向并

聚焦，之后透过约束层(10)被吸收层(9)吸收，产生等离子爆炸形成冲击波，对基体(1)材料

表面进行强化，得到激光冲击强化后的试件(18)；

步骤五：将步骤五制得的试件(18)重新复原到激光熔覆装置的加工平台上，再一次进

行打印；每打印一定层数进行一次冲击，依次循环，直到产品(19)打印完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说的基于激光熔覆和激光冲击的3D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金

属粉末(3)为Ti6Al4V合金。

3.如权利要求1所说的基于激光熔覆和激光冲击的3D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吸

收层(9)为黑漆或聚四氟乙烯。

4.如权利要求1所说的基于激光熔覆和激光冲击的3D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约

束层(10)为水或光学玻璃。

5.如权利要求1所说的基于激光熔覆和激光冲击的3D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

骤二中，激光熔覆装置采用同轴送粉装置，确保金属粉末(3)和激光光束抵达基体(1)的一

致性，以保障打印质量更优。

6.如权利要求1所说的基于激光熔覆和激光冲击的3D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二中，保护气(6)采用惰性气体，确保金属粉末(3)在熔化、凝固等过程中不被氧化，以保障

打印质量更优。

7.如权利要求1所说的基于激光熔覆和激光冲击的3D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四中，激光器(13)采用高功率调Q型Nd:YAG激光器，激光束能量遵循近平顶分布，即激光光

斑内能量分布均匀，以保证冲击强化的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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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激光熔覆和激光冲击的3D打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激光熔覆和激光冲击的3D打印方法，属于增材制造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3D打印技术又称为增材制造技术，是指一种具备将数字模型快速转换为物理模型

的成型技术，是一种新型的加工工艺。3D打印被广泛运用于金属、树脂、碳纤维等材料的加

工。目前，3D打印技术主要分为粉末床熔合技术(Powder  bed  fusion，PBF)和定向能量沉积

技术(Directed  energy  deposition，DED)两类。选择性激光烧结(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SLS)、选择性激光熔化(Selective  laser  melting，SLM)、激光熔覆(Laser 

cladding，LC)等属于粉末床熔合技术，熔融沉积成型(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

属于定向能量沉积技术。其中，主要用于打印金属材料是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选择性激光

熔化技术和激光熔覆技术。

[0003] 激光技术在金属3D打印中起着重要作用。激光熔覆技术是一种利用高能激光束照

射，使丝或者粉末全熔并伴随基体微熔后快速凝固，形成冶金结合的熔覆层的技术。激光熔

覆技术具有热影响区域小，熔覆后热变形小；熔覆层结晶均匀致密，具有较高结合强度和耐

磨耐腐蚀性能；便于自动化控制等优点。激光冲击强化技术(Laser  shocking  peening，

LSP)是利用强激光束产生的冲击波来强化金属材料，是一种提高金属材料的抗疲劳、耐磨

损和抗腐蚀能力的技术。激光冲击强化技术运用了激光的力效应，可以有效避免热影响造

成的缺陷。该技术具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在瞬时巨大的激光冲击压力作用下，材料表面以及

亚表面将产生晶粒细化效应，并且将形成较深的残余压应力层，从而增强材料的机械与物

理性能。

[0004] 目前，3D打印技术在制造业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依然存在不足。就金属3D打印

而言，其制造的零件最大的缺点是强度不足，难以直接用于对材料性能要求高的场合，不能

代替传统工艺制造的零件。因此，提高金属3D打印零件的机械性能十分重要。激光冲击能有

效强化金属表面，将激光冲击强化技术和3D打印技术相结合是一种全新的3D打印方法。

[0005] 目前，可以检索到相关的3D打印方法，如名称为“一种激光热力逐层交互增材制造

的组合装置”(专利号：ZL201710273048.3)的发明，增材制造过程如下：在基体上铺设一层

金属粉末，采用选择性激光熔化技术将粉末熔化、凝固；打印数层后采用激光冲击强化技术

对金属表面进行冲击强化；依次循环这两个步骤，直至工件制造完成。该发明将选择性激光

熔化技术和激光冲击强化技术结合起来，提高了工件的质量，但该方法受到选择性激光熔

化技术的限制，难以制造大体积的工件。再如名称为“一种激光辅助激光熔覆的增材制造方

法”(专利号：  ZL201811001406.6)，增材制造过程如下：使用连续激光束对基板表面加热至

再结晶温度，立即使用激光熔覆装置对同一位置进行激光熔覆，完成第一层熔覆；在熔覆层

上先使用连续激光加热，再使用激光熔覆装置进行熔覆，完成第二层熔覆；如此往复，完成

金属工件的增材制造。该发明采用连续激光对材料表面进行改性，可以代替传统热处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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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激光熔覆技术所制造工件的质量，但该方法采用连续激光束，仍会产生热影响区，会对工

件的性能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发明一种可以打印大型工件，且工件结构性能良好的增材制

造新工艺。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激光熔覆和激光冲击的3D打印方法。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激光熔覆和激光冲击的3D打印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一：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CAD)设计出需要打印产品的三维数字化模型，并将

三维数字化模型导入到激光熔覆加工系统中，为激光熔覆打印做好准备；

[0009] 步骤二：将准备好的金属基板置于激光熔覆设备的加工平台上，金属粉末(如 

Ti6Al4V合金)在送粉气的作用下通过喷头被喷射到基体表面，在保护气的氛围中，激光熔

化金属粉末，熔化的金属粉末形成熔池，随后熔池冷却、凝固成型；喷头按照数字化模型所

规划的路径进行喷射，完成第一层的打印；设置打印层数  (如5层)，当激光熔覆打印到设置

的层数后，暂停打印，将激光熔覆后的试件取下来备用；

[0010] 步骤三：在步骤二制得的试件表面铺设一层吸收层(如黑漆或聚四氟乙烯)，作用

是吸收激光能量以产生等离体子，形成冲击波；在吸收层上方铺设一层约束层(如水或光学

玻璃)，以提高激光冲击压力的幅值并延长压力作用时间；

[0011] 步骤四：利用激光器输出激光束，激光先经过光学装置改变传输方向并聚焦，之后

透过约束层被吸收层吸收，产生等离子爆炸形成冲击波，对材料表面进行强化，得到激光冲

击强化后的试件；

[0012] 步骤五：将步骤四制得的试件重新复原到激光熔覆装置的加工平台上，再次进行

打印；每打印一定层数进行一次冲击，依次循环，直到产品打印完成。

[0013] 优选地，所述步骤二中，激光熔覆装置采用同轴送粉装置，确保金属粉末和激光光

束抵达基板的一致性，以保障打印质量更优。

[0014] 优选地，所述步骤二中，保护气采用惰性气体，确保金属粉末在熔化、凝固等过程

中不被氧化，以保障打印质量更优。

[0015] 优选地，所述步骤四中，激光器采用高功率调Q型Nd:YAG激光器，激光束能量遵循

近平顶分布，即激光光斑内能量分布均匀，以保证冲击强化的均匀性。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7] (1)本发明提出一种将激光熔覆技术和激光冲击强化技术相结合的3D打印方法，

是一种全新的加工工艺；与现有的加工工艺相比，本发明可加工大、小型工件，加工尺寸范

围大。

[0018] (2)本发明采用激光冲击强化技术作为强化手段，可提高工件的强度、硬度等性

质；同时，没有热影响区，不会对工件的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加工工件质量更高。

[0019] (3)本发明采用激光熔覆技术作为主要加工手段，与其他制造工艺相比，具有节省

材料，可控性强以及对环境友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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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基于激光熔覆和激光冲击的3D打印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0021] 其中，1.基体，2.打印层，3.金属粉末，4.喷头，5.送粉气，6.保护气，7.激光熔覆激

光光束，8.熔池，9.吸收层，10.约束层，11.光学装置，12.激光冲击激光光束，13.激光器，

14.精密光学隔振平台，15.六轴机器人夹具，16.六轴机器人，  17.激光熔覆后的试件,18.

激光冲击强化后的试件,19.产品；

[0022] 图2是激光熔覆技术的三维示意图；

[0023] 其中，1.基体，2.打印层，4.喷头，7.激光熔覆激光光束；

[0024] 图3是激光冲击强化技术的三维示意图；

[0025] 其中，1.基体，2.打印层，9.吸收层，10.约束层，12.激光冲击激光光束，15.  六轴

机器人夹具，20.激光扫描路径。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更明显易懂，兹以优选实施例，并配合附图作详细说明如下。

[0027] 实施例

[002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

的范围。

[0029]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激光熔覆和激光冲击的3D打印方法，具体步骤

如下：

[0030] 步骤一：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如CAD)设计出需要打印产品的三维数字化模型，并

将三维数字化模型导入到激光熔覆加工系统当中，为激光熔覆打印做好准备；

[0031] 步骤二：将准备好的金属基体1置于激光熔覆设备的加工平台上，金属粉末  3(如

Ti6Al4V合金)在送粉气5的作用下通过喷头4被喷射到基体1表面，在保护气6的氛围中，利

用激光熔化金属粉末3，以形成熔池8，最后凝固；喷头  4按照数字化模型所规划的路径进行

喷射，最后完成第一层的打印；设置打印层数(如5层)，当激光熔覆打印到设置的层数后，暂

停打印，将激光熔覆后的试件17取下来备用；

[0032] 步骤三：在步骤二制得的试件17表面铺设一层吸收层9(如黑漆或聚四氟乙烯)，作

用是吸收激光能量以产生等离体子，形成冲击波；在吸收层9上方铺设一层约束层10(如水

或光学玻璃)，以提高激光冲击压力的幅值并延长压力作用时间；

[0033] 步骤四：利用激光器13输出激光束12，激光先经过光学装置11改变传输方向并聚

焦，之后透过约束层10被吸收层9吸收，产生等离子爆炸形成冲击波，对基体1材料表面进行

强化，得到激光冲击强化后的试件18；

[0034] 步骤五：将步骤五制得的试件18重新复原到激光熔覆装置的加工平台上，再一次

进行打印；每打印一定层数进行一次冲击，依次循环，直到产品19打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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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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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7

CN 111088488 A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