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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熔融沉积成型的金属三维打印机的打

印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熔融沉积成型的金属三维

打印机的打印方法，金属三维打印机包括打印头

组件、成型座、移动组件和耗材供给组件，移动组

件用于移动打印头组件，耗材供给组件用于驱动

第一成型材料和第二成型材料输送到打印头组

件中，第一成型材料包括金属材料和粘结剂，第

二成型材料由细砂或者陶瓷与黏结剂组成，打印

方法包括：打印支撑部步骤，打印过渡支撑部步

骤，打印三维物体步骤，脱脂步骤，烧结步骤以及

去除过渡支撑部步骤。利用第一成型材料和第二

成型材料存在材料温度差异，可快速去除过渡支

撑部和支撑部，缩短打印周期，且提升打印物体

表面光滑度。初步固化物体在脱脂步骤和烧结步

骤处理时不会变形，提高了成型物体的精度以及

打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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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熔融沉积成型的金属三维打印机的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三维打印

机包括打印头组件、成型座、移动组件和耗材供给组件，所述移动组件用于移动所述打印头

组件，所述耗材供给组件用于驱动第一成型材料和第二成型材料输送到所述打印头组件

中，所述第一成型材料包括金属材料和粘结剂，所述第二成型材料由细砂或者陶瓷与黏结

剂组成，所述打印方法包括：

打印支撑部步骤：通过所述打印头组件将呈熔融状态的所述第一成型材料按照设定的

方案在所述成型座上打印支撑部；

打印过渡支撑部步骤：通过所述打印头组件将呈熔融状态的所述第二成型材料按照设

定的方案在所述支撑部的上面打印过渡支撑部；

打印三维物体步骤：通过所述打印头组件将呈熔融状态的所述第一成型材料按照设定

的方案在所述过渡支撑部的上面打印初步固化物体；

脱脂步骤：将所述成型座以及位于所述成型座上的所述支撑部、所述过渡支撑部和所

述初步固化物体一同放置到脱脂装置内进行脱脂处理，脱去所述粘结剂和所述黏结剂；

烧结步骤：经过脱脂处理后的所述成型座以及位于所述成型座上的所述支撑部、所述

过渡支撑部和所述初步固化物体一同放置到烧结成型室内，把所述初步固化物体烧结固化

为成型物体；

去除过渡支撑部步骤：通过切削装置对粘贴在所述成型物体外表面的所述过渡支撑部

进行切削  。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脱脂步骤中，所述脱脂装置内部的温度高于所述粘结剂和所述黏结剂的沸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烧结步骤中，所述烧结成型室的温度高于所述金属材料的熔点。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脱脂装置的加热温度控制在50℃至200℃；

所述烧结成型室的温度控制在200℃至20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金属材料为钴基合金、铜基合金、金基合金、镍基合金、不锈钢、铁、铅、锌合金中的

至少一种，所述粘结剂为树脂蜡、光固化蜡、光固化UV材料、聚乙二醇类黏结剂、聚甲基丙烯

酸甲酯黏结剂、聚氧化乙烯类黏结剂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黏结剂为树脂蜡、光固化蜡、光固化UV材料、聚乙二醇类黏结剂、聚甲基丙烯酸甲

酯黏结剂、聚氧化乙烯类黏结剂中的至少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所述的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打印支撑部步骤之前，所述打印方法还包括建立三维物体的计算机实体模型步

骤、对所述模型进行切片分层步骤以及得到所述模型每层的成型信息步骤。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打印方法在真空条件下或惰性气体保护下进行。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打印支撑部步骤、所述打印过渡支撑部步骤以及所述打印三维物体步骤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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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打印头组件把所述第一成型材料和所述第二成型材料以条状形式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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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熔融沉积成型的金属三维打印机的打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快速成型方法，特别涉及一种熔融沉积成型的金属三维打印机的

打印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三维打印机是一种基于三维物体的数字模型，利用塑料、液态光固化树脂、粉末状

金属等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构造三维物体的设备。其中一种熔融沉积成型的三维打

印机是以丝料的形式向打印头供给成型材料，成型材料在打印头内以电加热的方式被加热

至熔融状态，打印头将按照三维打印机的控制器产生的打印头相对载物台移动的路径，以

逐层的方式打印出三维物体。

[0003] 现有熔融沉积成型的金属三维打印机在进行打印一些复杂结构的物体时，特别是

一些弧形不规则曲面或拱面时，都需要在打印物体的曲面或拱面的下面填充支撑部。但是，

由于支撑部和打印物体存在一个切合接触面，如果支撑部的材料和打印物体的材料一样

时，容易导致切合接触面在后续脱脂或者热处理工艺中，由于支撑部的材料和打印物体的

材料之间相互熔融作用，很难从切合接触面把打印物体和支撑部分离开，因此需要利用外

部工具来实现支撑部和打印物体之间的分离，从而引起了打印物体的表面整体不光滑，影

响打印物体的整体外观，而且增加了用户的操作繁琐程度。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采用熔融沉积成型方式、缩短打印

周期且提升打印物体表面光滑度的金属三维打印机的打印方法。

[0005]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熔融沉积成型的金属三维打印机的

打印方法，金属三维打印机包括打印头组件、成型座、移动组件和耗材供给组件，移动组件

用于移动打印头组件，耗材供给组件用于驱动第一成型材料和第二成型材料输送到打印头

组件中，第一成型材料包括金属材料和粘结剂，第二成型材料由细砂或者陶瓷与黏结剂组

成，打印方法包括：

[0006] 打印支撑部步骤：通过打印头组件将呈熔融状态的第一成型材料按照设定的方案

在成型座上打印支撑部；

[0007] 打印过渡支撑部步骤：通过打印头组件将呈熔融状态的第二成型材料按照设定的

方案在支撑部的上面打印过渡支撑部；

[0008] 打印三维物体步骤：通过打印头组件将呈熔融状态的第一成型材料按照设定的方

案在过渡支撑部的上面打印初步固化物体；

[0009] 脱脂步骤：将成型座以及位于成型座上的支撑部、过渡支撑部和初步固化物体一

同放置到脱脂装置内进行脱脂处理，脱去粘结剂和黏结剂；

[0010] 烧结步骤：经过脱脂处理后的成型座以及位于成型座上的支撑部、过渡支撑部和

初步固化物体一同放置到烧结成型室内，把初步固化物体烧结固化为成型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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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去除过渡支撑部步骤：通过切屑装置对粘贴在成型物体外表面的过渡支撑部进行

切屑。

[0012] 由此可见，金属三维打印机的打印方法采用熔融沉积成型方式，利用第二成型材

料打印过渡支撑部，第一成型材料打印支撑部和成型物体，由于第一成型材料和第二成型

材料存在材料温度差异，因此高温烧结后，可快速去除过渡支撑部和支撑部，缩短打印周

期，且提升打印物体表面光滑度。并且，初步固化物体位于过渡支撑部的上面，过渡支撑部

位于支撑部的上面，从而初步固化物体在脱脂步骤和烧结步骤处理时不会变形，提高了成

型物体的精度以及打印效率。采用该金属三维打印机的打印方法，可以避免出现打印支撑

和物体不容易分离情况，提高打印用户的体验，打印出的产品更加美观，性价比高。

[0013]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在脱脂步骤中，脱脂装置内部的温度高于粘结剂和黏结剂的

沸点。

[0014]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在烧结步骤中，烧结成型室的温度高于金属材料的熔点。

[0015]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脱脂装置的加热温度控制在50℃至200℃，烧结成型室的温度

控制在200℃至2000℃。

[0016] 由此可见，通过上述三种打印方式，使得第一成型材料的金属材料实现金属三维

打印，在高温烧结后，使金属材料固化成致密化和再结晶的成型物体，而第二成型材料的细

砂或者陶瓷没有固化成型，可快速去除过渡支撑部和支撑部。

[0017]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金属材料为青铜、钴基合金、铜基合金、金基合金、镍基合金、

不锈钢、铁、铅、锌合金中的至少一种，粘结剂为树脂蜡、光固化蜡、光固化UV材料、聚乙二醇

类黏结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黏结剂、聚氧化乙烯类黏结剂中的至少一种。

[0018]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黏结剂为树脂蜡、光固化蜡、光固化UV材料、聚乙二醇类黏结

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黏结剂、聚氧化乙烯类黏结剂中的至少一种。

[0019]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在打印支撑部步骤之前，打印方法还包括建立三维物体的计

算机实体模型步骤、对模型进行切片分层步骤以及得到模型每层的成型信息步骤。

[0020]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打印方法在真空条件下或惰性气体保护下进行。

[0021]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在打印支撑部步骤、打印过渡支撑部步骤以及打印三维物体

步骤中，打印头组件把第一成型材料和第二成型材料以条状形式挤出。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金属三维打印机的打印方法实施例中打印头组件打印过程的示意

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金属三维打印机的打印方法实施例中打印头组件打印过程的局部示

意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金属三维打印机的打印方法实施例的流程图。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参见图1，金属三维打印机包括打印头组件1、成型座5、移动组件（未标示）和耗材

供给组件（未标示），移动组件用于移动打印头组件1，耗材供给组件用于驱动第一成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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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成型材料输送到打印头组件1中，第一成型材料和第二成型材料均呈条状设置，打印

头组件1包括依次连通的导向管11、喉管12和打印喷嘴14，喉管13的周向外壁上设置有加热

装置13，条状打印材料经过导向管11和喉管12然后从打印喷嘴14挤出。加热装置13可对打

印喷嘴14内的成型材料进行加热并使成型材料加热至熔融状态，具体温度大致在150-200

摄氏度，其能够将粘结剂和黏结剂加热至熔融状态。

[0027] 第一成型材料包括金属材料和粘结剂，粘结剂为水溶性黏结剂或石蜡。具体地，金

属材料为青铜、钴基合金、铜基合金、金基合金、镍基合金、不锈钢、铁、铅、锌合金中的至少

一种，粘结剂为树脂蜡、光固化蜡、光固化UV材料、聚乙二醇类黏结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黏

结剂、聚氧化乙烯类黏结剂中的至少一种。

[0028] 第二成型材料由细砂与黏结剂组成或者陶瓷与黏结剂组成，黏结剂为水溶性黏结

剂或石蜡。具体地，黏结剂为树脂蜡、光固化蜡、光固化UV材料、聚乙二醇类黏结剂、聚甲基

丙烯酸甲酯黏结剂、聚氧化乙烯类黏结剂中的至少一种。

[0029] 参见图2和图3，本实施例金属三维打印机的打印方法在真空条件下或惰性气体保

护下进行，在真空条件下或惰性气体保护下进行包括下面的步骤。

[0030] 首先，执行建立三维物体的计算机实体模型步骤S10，即通过各种建模软件进行所

需打印的三维物体的计算机实体模型的建立。

[0031] 接着，执行对模型进行切片分层步骤S20，根据已建立的计算机实体模型进行切片

分层处理，即将建成的计算机实体模型“分区”成逐层的打印截面。

[0032] 随后，执行得到模型每层的成型信息步骤S30，金属三维打印机通过有线或者无线

方式获取模型每层的打印成型信息。

[0033] 进一步，执行打印支撑部步骤S40，通过打印头组件1将呈熔融状态的第一成型材

料按照设定的方案在成型座5上打印支撑部4。具体地，条状的第一成型材料经过导向管11

和喉管12后进入打印喷嘴14，加热装置13对打印喷嘴14内的第一成型材料进行加热并使第

一成型材料加热至熔融状态，然后打印喷嘴14将呈熔融状态的第一成型材料按照支撑部模

型每层的打印成型信息在成型座5上打印支撑部4。在打印支撑部4的过程中，移动组件可控

制打印头组件1向上移动，抑或成型座5向下移动。

[0034] 进一步，执行打印过渡支撑部步骤S50，通过打印头组件1将呈熔融状态的第二成

型材料按照设定的方案在支撑部4的上面打印过渡支撑部3。具体地，条状的第二成型材料

经过导向管11和喉管12后进入打印喷嘴14，加热装置13对打印喷嘴14内的第二成型材料进

行加热并使第二成型材料加热至熔融状态，然后打印喷嘴14将呈熔融状态的第二成型材料

按照过渡支撑部模型每层的打印成型信息在支撑部4的上面打印过渡支撑部3。在打印过渡

支撑部3的过程中，移动组件可控制打印头组件1向上移动，抑或成型座5向下移动。

[0035] 进一步，执行打印三维物体步骤S60，通过打印头组件1将呈熔融状态的第一成型

材料按照设定的方案在过渡支撑部3的上面打印初步固化物体2。具体地，条状的第一成型

材料经过导向管11和喉管12后进入打印喷嘴14，加热装置13对打印喷嘴14内的第一成型材

料进行加热并使第一成型材料加热至熔融状态，然后打印喷嘴14将呈熔融状态的第一成型

材料按照三维物体模型每层的打印成型信息在过渡支撑部3的上面打印初步固化物体2。在

打印初步固化物体2的过程中，移动组件可控制打印头组件1向上移动，抑或成型座向5下移

动。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8746626 B

6



[0036] 进一步，执行脱脂步骤S70，将成型座5以及位于成型座5上的支撑部4、过渡支撑部

3和初步固化物体2一同放置到脱脂装置内进行脱脂处理，脱去粘结剂和黏结剂。脱脂处理

的方式有高温脱脂和利用脱脂剂脱脂，其中高温脱脂指的是脱脂装置内部的温度高于粘结

剂和黏结剂的沸点，加热温度可控制在50℃至200℃，粘结剂和黏结剂将会气化排出，所以

脱脂步骤的操作较为容易。

[0037] 进一步，执行烧结步骤S80，经过脱脂处理后的成型座5以及位于成型座5上的支撑

部4、过渡支撑部3和初步固化物体2一同放置到烧结成型室内，把初步固化物体2烧结固化

为成型物体（未标示）。在高温烧结过程中，烧结成型室的温度高于金属材料的熔点，具体

地，烧结成型室的温度控制在200℃至2000℃，使金属材料固化成致密化和再结晶的成型物

体。由于细砂或者陶瓷的熔点基本上高于2000℃，因此在烧结过程中细砂或者陶瓷没有固

化成型，抑或烧结过程中细砂或者陶瓷没有完全固化成型。

[0038] 然后，执行去除过渡支撑部步骤S90，通过切屑装置对粘贴在成型物体外表面的过

渡支撑部3进行切屑。在高温烧结时，细砂颗粒或者陶瓷颗粒会粘贴在成型物体的外表面，

利用切屑装置，比如打磨机或者抛光机等，对成型物体外表面的过渡支撑部3进行切屑抛

光，从而获取高表面光滑度的成型物体。

[0039] 本实施例金属三维打印机的打印方法采用熔融沉积成型方式，利用第二成型材料

打印过渡支撑部，第一成型材料打印支撑部和成型物体，由于第一成型材料和第二成型材

料存在材料温度差异，因此高温烧结后，可快速去除过渡支撑部和支撑部，缩短打印周期，

且提升打印物体表面光滑度。并且，初步固化物体位于过渡支撑部的上面，过渡支撑部位于

支撑部的上面，从而初步固化物体在脱脂步骤和烧结步骤处理时不会变形，提高了成型物

体的精度以及打印效率。采用本实施例金属三维打印机的打印方法，可以避免出现打印支

撑和物体不容易分离情况，提高打印用户的体验，打印出的产品更加美观，性价比高。

[0040] 以上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例，并非来限制本发明实施范围，故凡依本发明

申请专利范围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应包括于本发明专利申请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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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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