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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

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按比取料：纯钨粉80～

95份，纯金属粘接相粉末5～20份；(2)原料处理：

将混合粉末在真空条件下烘干，然后装入激光快

速成形系统的送粉器的料筒中备用；(3)装置准

备：采用高纯氩气置换成形腔室内气氛，再采用

循环净化方法降低成形腔室内水氧含量；建立待

加工细晶高比重钨合金样件的三维模型，进行分

层切片处理和路径规划；(4)激光制备成形：启动

激光快速成形系统，同轴输出激光与粉末，根据

设定的切片信息和扫描路径信息，逐层熔化沉积

在成形基板上。该方法采用送粉式激光快速成形

技术来制备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简单快速高效，

且制备得到的钨晶粒尺寸与原始钨粉尺寸几乎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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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按比取料：按以下重量份数取原料并混合得到混合粉末：纯钨粉80～95份，纯金属

粘接相粉末5～20份；

(2)原料处理：将混合粉末在真空条件下烘干，然后装入激光快速成形系统的送粉器的

料筒中备用，送粉时采用高纯氩气作为载粉气和保护气；

(3)装置准备：采用高纯氩气置换成形腔室内气氛，再采用循环净化方法降低成形腔室

内水氧含量；建立待加工细晶高比重钨合金样件的三维模型，进行分层切片处理和路径规

划，将切片信息和扫描路径信息导入激光快速成形系统；

(4)激光制备成形：启动激光快速成形系统，同轴输出激光与粉末，根据设定的切片信

息和扫描路径信息，逐层熔化沉积在成形基板上，制备出粒度为原料纯钨粉粒度1.0～1.1

倍的细晶高比重钨合金；

其中，混合粉末中纯钨粉是部分熔化、纯金属粘接相粉末是全部熔化后沉积在成形基

板上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4)中，激光快速成形系统中的参数设定如下：激光功率为600～3000W，扫描速率为300～

900mm/min，送粉速率为5～20g/min，载粉气流量为5～15L/min。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中纯钨粉的平均粒度为5～20微米。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中纯金属粘接相粉末的平均粒度为30～150微米。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中纯金属粘接相粉末为钨粉、镍粉、铁粉、铜粉、钴粉、锰粉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的混合。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1)中采用三维混料机进行混粉，在混合过程中添加不锈钢弹簧来促进搅拌，

混合时间为1～3小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成形腔室内水氧含量低于20ppm。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切片层厚为0.2～0.7mm。

9.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一种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4)中成形基板为316L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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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合金材料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激光快速成形技术制备细晶高

比重钨合金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比重钨合金是由钨颗粒和粘接相组成的一种两相合金，其中粘接相一般由镍、

铁、铜、钴、锰等元素中两种及以上元素组成，且钨在粘接相中也有一定固溶度。高比重钨合

金在航空航天、武器、汽车、能源、医疗等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背景。

[0003] 传统高比重钨合金一般采用平均粒径为0.5～6微米的原始钨粉和平均粒径为1～

6微米的镍、铁、铜等粉末液相烧结而成，然而，在液相烧结过程中钨晶粒在粘接相中溶解析

出，至使原始钨晶粒由0.5～6微米长大到20～80微米，钨晶粒尺寸一般为原始钨晶粒尺寸

的10～13倍，这种粗大的钨晶粒降低了高比重钨合金的力学性能。

[0004] 由于细晶化可有效提升高比重钨合金的力学性能，尤其可提高其绝热剪切性能。

因此，目前国内外研究学者多采用超细/纳米复合粉末，利用固相烧结的方式制备细晶高比

重钨合金。然而，这种超细/纳米复合粉末的制备工序复杂，后续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

还需要经过混料、装料、压制、烧结过程，工序复杂，且制备过程需要模具，最终大幅提高了

其整个制造成本和制造难度。

[0005] 因此，开发新的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方法成为了本领域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

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方

法，该方法以纯元素粉末为原料，采用送粉式激光快速成形技术来制备得到细晶高比重钨

合金，简单快速高效，且制备得到的钨晶粒尺寸与原始钨粉尺寸几乎一致。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按比取料：按以下重量份数取原料并混合得到混合粉末：纯钨粉80～95份，纯

金属粘接相粉末5～20份；

[0010] (2)原料处理：将混合粉末在真空条件下烘干，然后装入激光快速成形系统的送粉

器的料筒中备用，送粉时采用高纯氩气作为载粉气和保护气；

[0011] (3)装置准备：采用高纯氩气置换成形腔室内气氛，再采用循环净化方法降低成形

腔室内水氧含量；建立待加工细晶高比重钨合金样件的三维模型，进行分层切片处理和路

径规划，将切片信息和扫描路径信息导入激光快速成形系统；

[0012] (4)激光制备成形：启动激光快速成形系统，同轴输出激光与粉末，根据设定的切

片信息和扫描路径信息，逐层熔化沉积在成形基板上，制备出粒度为原料纯钨粉粒度1.0～

1.1倍的细晶高比重钨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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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其中，混合粉末中纯钨粉是部分熔化、纯金属粘接相粉末是全部熔化后沉积在成

形基板上的。

[0014] 具体的说，所述步骤(4)中，激光快速成形系统中的参数设定如下：激光功率为600

～3000W，扫描速率为300～900mm/min，送粉速率为5～20g/min，载粉气流量为5～15L/min。

[0015] 具体的说，所述步骤(1)中纯钨粉的平均粒度为5～20微米。

[0016] 具体的说，所述步骤(1)中纯金属粘接相粉末的平均粒度为30～150微米。

[0017] 具体的说，所述步骤(1)中纯金属粘接相粉末为钨粉、镍粉、铁粉、铜粉、钴粉、锰粉

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的混合。

[0018]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步骤(1)中采用三维混料机进行混粉，在混合过程中添加

不锈钢弹簧来促进搅拌，混合时间为1～3小时。

[0019]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步骤(3)中成形腔室内水氧含量低于20ppm。

[0020]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步骤(3)中切片层厚为0.2～0.7mm。

[0021]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步骤(4)中成形基板为316L不锈钢。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1)本发明利用激光加工的快速熔化和凝固特点，钨元素与其他合金元素的熔点

差异大且粒度设定差异的特点，以及特定的工艺参数的控制，可实现其他合金元素的完全

熔化，而原始钨粉少量熔化的目的，再通过控制原始钨粉的粒度，最终制得钨晶粒尺寸与原

始钨粉尺寸几乎一致的细晶高比重钨合金。

[0024] (2)本发明中的制备方法以纯元素粉末为原料，与传统细晶钨合金的制备方法相

比，不需要采用超细/纳米复合粉，可大幅降低原材料价格，同时本制备方法可实现最终产

品的近净成形，具有材料利用率高，无需模具，制备工序简单，制备周期短，自动化程度高等

特点。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流程框图。

[0026] 图2为实例中采用初始平均粒度为10微米的钨粉制备的细晶钨合金微观组织照

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方式包括但不仅限

于以下实施例。

[0028] 实施例

[0029] 本实施例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材料利用率高、无需模具、制备工序简单、制备周

期短、自动化程度高的细晶高比重钨合金的制备方法，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30] (1)按比取料：按以下重量份数取原料并混合得到混合粉末：纯钨粉80～95份，纯

金属粘接相粉末5～20份；所述纯钨粉平均粒度在5～20微米之间，且钨粉形状为球形、类球

形或多角形，以便于使其差异于纯金属粘接相粉末；所述纯金属粘接相粉末平均粒度为30

～150微米，且该纯金属粘接相粉末可以是钨粉、和镍粉、铁粉、铜粉、钴粉、锰粉中的任意一

种粉末或者多种粉末的混合粉末，且其粉末形状为球形或类球形，可更易熔化。混粉时，可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182871 A

4



采用三维混料机进行混粉，在混合过程中添加不锈钢弹簧来促进搅拌，混合时间为1～3小

时，以使粉末混合更加均匀。

[0031] (2)原料处理：将混合粉末在真空条件下烘干，然后装入激光快速成形系统的送粉

器的料筒中备用，送粉时采用高纯氩气作为载粉气和保护气；在此，对于粒度较细，流动性

不佳的粉末，在送粉过程中可以在料筒中加入搅拌器匀速搅拌以促进粉末均匀输出。

[0032] (3)装置准备：采用高纯氩气置换成形腔室内气氛，再采用循环净化方法降低成形

腔室内水氧含量，使其低于20ppm；建立待加工细晶高比重钨合金样件的三维模型，进行分

层切片处理和路径规划，将切片信息和扫描路径信息导入激光快速成形系统；其中，切片层

厚度为0.2～0.7mm，可使最终成形效果更好。

[0033] (4)激光制备成形：启动激光快速成形系统，同轴输出激光与粉末，根据设定的切

片信息和扫描路径信息，逐层熔化沉积在316L不锈钢成形基板上(成形基板的安装、及具体

的激光成形流程与现有的激光成形技术相同，属于本领域的现有技术，因此在此不赘述)，

制备得到细晶高比重钨合金；其中，激光快速成形系统中的参数设定如下：激光功率为600

～3000W，扫描速率为300～900mm/min，送粉速率为5～20g/min，载粉气流量为5～15L/min。

[0034] 上述步骤中，激光功率、扫描速率、送粉速率、载粉气流量关键工艺参数的配合十

分重要，并且其与钨粉和粘接相的材料选择和粒度控制相配合，最终实现混合粉末同时进

料，但钨粉少量熔化，而作为粘接相的镍粉、铁粉、铜粉、钴粉、锰粉完全熔化的目的，最终得

到粒度为原料纯钨粉粒度1.0～1.1倍的细晶高比重钨合金。

[0035] 以下以一个具体的实例来对本实施例的制备方法进行详细的介绍。

[0036] 实例：利用激光快速成形技术，制备细晶高比重钨-镍-铁合金薄壁样件。

[0037] 该制备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0038] (1)将商用钨粉、铁粉、镍粉进行筛分，获得平均粒度分别为10微米、30微米和130

微米的钨粉、镍粉和铁粉，其中钨粉形状为多角形，镍粉和铁粉形状为类球形。按重量比钨：

镍：铁＝90：7：3称量粉末，将粉末装入三维混料机的料罐中，在混合过程中添加不锈钢弹簧

来促进搅拌，混合时间为1.5小时。

[0039] (2)将混合粉末在真空烘箱中采用80℃烘2小时后装入激光快速成形系统的送粉

器料筒中，送粉时采用高纯氩气作为载粉气和保护气。

[0040] (3)采用高纯氩气置换成形腔室内气氛，再采用循环净化方法使腔室内水氧含量

降至20ppm以下范围。

[0041] (4)建立待加工细晶高比重钨-镍-铁合金薄壁样件的三维模型，进行分层切片处

理和路径规划，切片层厚为0.5mm，每层激光扫描方向相同，将切片信息和扫描路径信息导

入送粉式激光快速成形系统；

[0042] (5)设定激光功率为600～3000W，扫描速率为300～900mm/min，送粉速率为5～

20g/min，载粉气流量为5～15L/min，同轴输出激光与粉末，根据步骤(1)中确定的切片信息

和扫描路径信息，逐层熔化沉积在316L不锈钢基板上，制备出细晶高比重钨合金，其微观组

织照片如图2所示。

[0043] 由图1可明显看出，本实例制备得到的高比重钨合金晶粒尺寸较为均匀，且平均晶

粒尺寸平均晶粒尺寸约为10微米，与原料中10微米平均粒度的钨粉几乎一致。由此可见，采

用本实施例方法制备可直接制备得到细晶高比重钨合金，且其具有材料利用率高，无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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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制备工序简单，制备周期短，自动化程度高等明显优势。

[0044]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之一，不应当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但凡在本发明的主体设计思想和精神上作出的毫无实质意义的改动或润色，其所解决

的技术问题仍然与本发明一致的，均应当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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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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