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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首饰品或艺术品的

激光增材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设计首饰艺

术品的镂空外层结构，画出该结构的3D打印模

型；准备内嵌物体，大小满足：能够被从上往下放

置于已打印的镂空外层结构的半成品之内，并完

全没入已打印的粉床中；采用增材制造的方式按

照3D打印模型开始逐层铺粉并打印镂空外层结

构；在打印过程中，当内嵌物体能够被放置于已

打印的镂空外层结构之内，并完全没入已打印的

粉床中时暂停打印，将内嵌物放入镂空外层结构

的半成品内，使得内嵌物体能够完全没入已打印

的粉床中；继续打印镂空外层结构直到完成，通

过该方法可以一次性成型镂空并内嵌活动结构

及物体，减少工艺流程，降低加工难度提高生产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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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首饰品或艺术品的激光增材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设计首饰品或者艺术品的镂空外层结构，画出该镂空外层结构的三维的3D打印模

型；

B、准备好首饰品或者艺术品的内嵌物体，所述内嵌物体大小满足：能够被从上往下放

置于已打印的镂空外层结构的半成品之内，并完全没入已打印的粉床中；

C、在3D打印机上采用增材制造的方式按照设计好的3D打印模型开始逐层铺粉并打印

镂空外层结构；

D、在打印过程中，当内嵌物体能够被放置于已打印的镂空外层结构之内，并完全没入

已打印的粉床中时,则暂停打印，打开3D打印机舱门，将内嵌物放入镂空外层结构的半成品

内，使得内嵌物体能够完全没入已打印的粉床中；

E、关闭3D打印机舱门，重新充入打印保护气体，继续打印镂空外层结构直到完成；

F、打开3D打印机舱门，取出打印好的首饰品或者艺术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首饰品或艺术品的激光增材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首饰品或者艺术品的3D打印模型中至少有一镂空外层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首饰和艺术品的激光增材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3D

打印模型中有一个以上的首饰品或者艺术品的镂空外层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首饰品或艺术品的激光增材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C和E中，采用选择性激光烧结成型或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的方式打印镂空外层结

构，且成型过程中激光光斑直径介于20μm～80μm之间，激光功率介于1W～400W之间，扫描速

度介于100mm/s～3000mm/s之间，单层铺粉厚度介于15μm～300μm之间，扫描间距介于30μm

～200μm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用于首饰品或艺术品的激光增材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镂空外层结构具有用于容纳内嵌物体的空腔，所述内嵌物体需满足：暂停

打印时，所述内嵌物体能够被放置于已打印的镂空外层结构之空腔，并完全没入已打印的

粉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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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首饰品或艺术品的激光增材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首饰品或艺术品的制造方法，尤其是一种用于首饰品或艺术品的激光

增材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传统首饰品或艺术品的制作方法主要以失蜡铸造结合手工工艺为主，而对

于首饰品或艺术品的设计，其强调独特性和款式多样性，款式更新迭代速度快、设计复杂度

高。因此，在首饰品或艺术品的设计中，采用镂空结构及在镂空结构内嵌入固定或活动的结

构及物件的设计居多。对于内嵌活动的结构或物件的镂空结构的首饰品或艺术品，其镂空

结构的外层即为镂空，内部嵌入的内嵌物体为同种或不同种材料制得。

[0003] 现有技术中，制作镂空结构和在镂空结构内内嵌相应的结构及物体，其加工程序

复杂且难度大，致使加工成本较高。此类款式需分别制作出半封闭的外层镂空结构和相应

的内嵌结构及物件，然后将相应的内嵌结构及物件嵌入已制作好的半封闭外层镂空结构

中，之后在对外层镂空结构进行加工焊接而完成封闭的外层镂空接结构。然而，此加工程序

对工人的手工工艺技术有很高的要求，加工缺陷和失败几率大，而且因为需要逐件加工焊

接，进而大大增加了加工时间，存在生产效率较低，加工成本高的缺陷。

[0004] 由于首饰品和艺术品的现有工制造工艺工序多、制造过程复杂、环境污染大、工作

环境恶劣等制约着首饰品和艺术品行业的发展，因此，难于满足消费市场对首饰品和艺术

品的个性化设计、快速定制、设计多样化的需求。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特此而提

出。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用于首饰品或艺术品的激光增材制

造方法，通过该方法可以一次性成型镂空并内嵌活动结构及物体，减少工艺流程，降低加工

难度，能够有效减少或避免加工缺陷和失败，降低对技术人员的要求，降低人工成本，提高

生产效益。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一种用于首饰品或艺术品的激光增

[0007] 材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A、设计首饰品或者艺术品的镂空外层结构，画出该镂空外层结构的三维的3D打印

模型；

[0009] B、准备好首饰品或者艺术品的内嵌物体，所述内嵌物体大小满足：能够被从上往

下放置于已打印的镂空外层结构的半成品之内，并完全没入已打印的粉床中；

[0010] C、在3D打印机上采用增材制造的方式按照设计好的3D打印模型开始逐层铺粉并

打印镂空外层结构；

[0011] D、在打印过程中，当内嵌物体能够被放置于已打印的镂空外层结构之内，并完全

没入已打印的粉床中时,则暂停打印，打开  3D打印机舱门，将内嵌物放入镂空外层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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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成品内，使得内嵌物体能够完全没入已打印的粉床中；

[0012] E、关闭3D打印机舱门，重新充入打印保护气体，继续打印镂空外层结构直到完成；

[0013] F、打开3D打印机舱门，取出打印好的首饰品或者艺术品。

[0014] 如上所述的一种用于首饰品或艺术品的激光增材制造方法，首饰品或者艺术品的

3D打印模型中至少有一镂空外层结构。

[0015] 如上所述的一种首饰和艺术品的激光增材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3D打印模

型中有一个以上的首饰品或者艺术品的镂空外层结构。

[0016] 如上所述的一种用于首饰品或艺术品的激光增材制造方法，在步骤C和E中，采用

选择性激光烧结成型或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的方式打印镂空外层结构，且成型过程中激光

光斑直径介于20μm～80μ  m之间，激光功率介于1W～200W之间，扫描速度介于100mm/s～ 

3000mm/s之间，单层铺粉厚度介于15μm～300μm之间，扫描间距介于30μm～200μm之间。

[0017] 如上所述的一种用于首饰品或艺术品的激光增材制造方法，所述镂空外层结构具

有用于容纳内嵌物体的空腔，所述内嵌物体需满足：暂停打印时，所述内嵌物体能够被放置

于已打印的镂空外层结构之空腔，并完全没入已打印的粉床中。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如下优点：

[0019] 1、本发明可以一次性成型镂空外层结构，并可内嵌活动结构及物体，无需手工焊

接及二次加工。

[0020] 2、本发明减少工艺流程，降低加工难度，有效减少或避免加工缺陷和失败。

[0021] 3、本发明大大降低对技术人员的要求，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0022] 4、本发明无需逐个加工，可一次性批量完成镂空外层结构，并内嵌活动结构及物

体的相同或不同款式的首饰和艺术品。

[0023] 5、本发明能够设计和生产出传统铸造、手工或计算机数控技术难以制造甚至无法

制造的薄壁、封闭内腔或网络的复杂结构，它实现了轻质化、节省材料、个性化定制、多规格

尺寸和多配件一体化成型的产品制造。为摆脱传统铸造和手工工艺的束缚，提供了新的技

术路线，突破首饰品和艺术品加工及生产的技术瓶颈，使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更自由，符合设

计个性化和多样化、生产小型化和分散化的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

【附图说明】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

[0025] 图1是本发明制作的一种首饰品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制作的一种工艺品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描述：

[0028] 本发明一种用于首饰品或艺术品的激光增材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A、设计首饰品或者艺术品的镂空外层结构，画出该镂空外层结构的3D打印模型，

首饰品或者艺术品的3D打印模型中至少有一镂空外层结构。

[0030] B、准备好首饰品或者艺术品的内嵌物体，所述内嵌物体大小满足：能够被从上往

下放置于已打印的镂空外层结构的半成品之内，并完全没入已打印的粉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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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C、在3D打印机上采用增材制造的方式按照设计好的3D打印模型开始逐层铺粉并

打印镂空外层结构。

[0032] D、在打印过程中，当内嵌物体能够被放置于已打印的镂空外层结构之内，并完全

没入已打印的粉床中时,则暂停打印，打开3D打印机舱门，将内嵌物放入镂空外层结构的半

成品内，使得内嵌物体能够完全没入已打印的粉床中。

[0033] 所述镂空外层结构具有用于容纳内嵌物体的空腔，所述镂空外层结构的外接圆直

径为D，所述内嵌物体外接圆的直径为d，镂空外层结构的壁厚为t，镂空外层结构上最低点

到3D打印机上基板的高度为l，已打印镂空外层结构的高度为h，则满足：d＜0.8(D-2t)，且

步骤D在打印暂停时，满足：

[0034]

[0035] 通过上述关系式控制镂空外层结构和内嵌物体之间的大小关系，以便内嵌物体能

够更好的实现嵌入镂空外层结构内，避免过早或者过迟的暂停，简化操作步骤。

[0036] E、关闭3D打印机舱门，重新充入打印保护气体，该保护气体可以为氮气或氩气，使

得保护气体充满打印机腔室内，继续打印镂空外层结构直到完成。

[0037] F、打开3D打印机舱门，取出打印好的首饰品或者艺术品。

[0038] 在步骤C和E中，采用选择性激光烧结成型或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的方式打印镂空

外层结构，且成型过程中激光光斑直径介于20μ  m～80μm之间，激光功率介于1W～400W之

间，扫描速度介于100  mm/s～3000mm/s之间，单层铺粉厚度介于15μm～300μm之间，扫描间

距介于30μm～200μm之间。

[0039] 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3D打印模型采用适合3D打印机的stl格式文件或其他文件，

可以设计一个、两个或者多个具有的镂空外层结构的首饰品或者艺术品，这些首饰品或者

艺术品之间间隔设置，并准备对应的内嵌物体。在3D打印过程中，同种规格的首饰品或者艺

术品可同时放置内嵌物体；不同规格的首饰品或者艺术品则在各自设定的打印高度暂停打

印之时，放置对应的内嵌物体后，再关上3D打印机舱门继续打印。

[0040] 因此，无需逐个加工，可一次性批量完成多个首饰品或者艺术品的镂空外层结构，

并放入内嵌物体。故本发明制造的首饰品或艺术品的激光增材制造方法可以一次性成型镂

空外层结构，无需手工焊接及二次加工；减少工艺流程，降低加工难度，有效减少或避免加

工缺陷和失败；大大降低对技术人员的要求，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0041] 本发明中镂空外层结构的长、宽、高只要满足3D打印机的打印腔的尺寸即可，可以

适用于普遍的首饰品或工艺品。

[0042] 当所述镂空外层结构选择金属材料时，在步骤C和F中，采用选择性激光烧结成型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 ,简称SLS)或者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Selective  Laser 

Melting,简称SLM)的方式打印镂空外层结构。不同的成型过程中的参数分别设置为：

[0043] 采用选择性激光烧结成型时，激光光斑直径介于20μm～80μ  m之间，激光功率介于

80W～200W之间，扫描速度介于100mm/s～  3000mm/s之间，单层铺粉厚度介于15μm～100μm

之间，扫描间距介于30μm～200μm之间，使金属材质的镂空外层结构成型更加的稳定，减少

后修补加工。

[0044] 采用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时，激光光斑直径介于20μm～80μ  m之间，激光功率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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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W～400W之间，扫描速度介于100mm/s～  2000mm/s之间，单层铺粉厚度介于15μm～100μm

之间，扫描间距介于30μm～200μm之间，使金属材质的镂空外层结构成型更加的稳定，减少

后修补加工。

[0045] 当所述镂空外层结构选择树脂材料时，在步骤C和F中，采用  SLS的方式打印镂空

外层结构，且成型过程中激光光斑直径介于20 μm～80μm之间，激光功率介于1W～20W之间，

扫描速度介于100  mm/s～3000mm/s之间，单层铺粉厚度100μm～300μm之间，扫描间距介于

50μm～200μm之间，使树脂材质的镂空外层结构成型更加的稳定，减少后修补加工。

[0046] 如图1所示，为一种首饰品的实施例，选择青铜粉作为打印原材料，其元素组成为

质量占比90％的Cu与质量占比10％的Sn，粉末颗粒的直径为15μm～35μm，中值粒径为24.0μ

m，以利于首饰品或者工艺品的成型，及壁厚的控制。

[0047] 首饰品的镂空外层结构1为网格状球型，镂空外层结构1的外接圆直径D为20mm，壁

厚t为1mm，内嵌物体2可选用直径d为10mm 的球形宝石。在打印镂空外层结构的球体结构之

前先打印的基层结构的厚度，即镂空外层结构上的球体结构的球体最低点到3D打印机上基

板的高度l为2mm，则在打印高度为13～19.48mm之间暂停，设定3D打印的层厚为30μm，可算

出打印应在434～649层间暂停，并放入宝石。

[0048] 将青铜粉放置于选区激光熔化设备的供粉缸中，选用200W的激光功率，600mm/s的

扫描速度，30μm的层厚和120μm扫描间距，通入氮气作为保护气，开始打印。

[0049] 打印进行到500层时暂停打印，打开舱门，将宝石放入镂空外层结构内，并关闭舱

门，充入氮气，继续打印直到结束。

[0050] 打开舱门，取出打印完毕的内嵌宝石的网格状球形的首饰品。

[0051] 如图2所示，为另一种实施例，为兔子形状的工艺品，该艺术品摆件的镂空外层结

构1为网格状不规则形，长、宽、高均介于10～  14cm间，且身子高度约10cm，头颈高度约4cm，

壁厚1mm。内嵌物体2为三颗不规则形宝石，每颗最大宽度为10mm。

[0052] 选择青铜粉作为打印原材料，其元素组成为质量占比90％的Cu  与质量占比10％

的Sn，粉末颗粒的直径为15μm～35μm，中值粒径为24.0μm。

[0053] 将青铜粉放置于选区激光熔化设备的供粉缸中，选用200W的激光功率，600mm/s的

扫描速度，30μm的层厚和120μm扫描间距，通入氮气作为保护气，开始打印。

[0054] 由于镂空外层结构在从下往上0～9cm的范围内横截面都很宽敞，到头颈后突然收

紧，考虑到到内嵌物体的尺寸，选择任意打印高度在3cm～9cm间的时机暂停打印，打开舱

门，将宝石放入镂空外层结构内，并关闭舱门，充入氮气，继续打印直到结束。

[0055] 打开舱门，取出打印完毕的内嵌宝石的网格状不规则形艺术品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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