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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

材料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

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制备方法，属于3D打印材料

技术领域。通过选择啄木鸟喙、牡蛎壳等具有多

孔梯度特性和多层复合特性的生物材料为仿生

模本建立CAD模型，采用以非晶合金粉末为原材

料，并以选择性激光熔融成形技术的方法制备该

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通过3D打印的方

法打印不同层的材料，从而获取具有抵抗高冲击

载荷的仿生多层复合梯度材料。通过对该仿生抗

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合金材料以及纯非晶合

金材料三者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该仿生抗冲击多

层复合梯度材料通过打印非晶合金层和孔隙率

不同的合金层非晶合金层模拟仿生样本的多孔

梯度特性和多层复合特性，从而具有良好的抗冲

击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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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1）选择具有啄木鸟喙和牡蛎壳生物材料结构为仿生模本，对其多孔梯度结构、空隙分

布、多层复合材料的分层耦联方式、层间剥离行为、力学性能的分层差异性进行测试，获取

其材料结构的力学参数、孔隙特征；建立基于生物天然多孔梯度和分层耦联原理的增材制

造数字模型；

2）采用激光作为加工热源，选定Zr基非晶合金粉末材料，确定激光加工参数功率P、光

束直径D、光束移动速度v；

3）加工基板的移动速度为10‑100mm/s，设定基板的温度为274K；

4）在基板上进行单道熔覆实验，并对熔覆的单道进行测量，其宽度为w、高度为h；

5）对建立的CAD模型进行切片分层，层厚由铺粉的高度决定，层厚为(h‑0.2)‑h；根据设

定的20%‑30%的搭接率以及加工时的熔道宽度w，分割图形，并生成加工轨迹线，相邻轨迹线

距离为0.6w‑0.8w；

6）模拟加工过程的温度场分布并采用热成像仪对加工过程中的温度分布进行监测，热

源为激光热源，热源的移动轨迹与步骤5）所述的加工轨迹线相同，热源的参数为步骤2）所

述的激光加工参数；

7）根据监测所得的温度场数据，拟合出各合金层材料加工区域中心点的温度‑时间曲

线，选择各合金层材料的熔化‑凝固区间；

8）固定好加工基板，铺粉，按照设定的加工工艺参数打印非晶合金层，继续铺粉，根据

设定的相应加工工艺参数打印合金层，依次交替打印成形多层复合梯度功能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粉末材料是均匀精细的非晶合金粉末材料，以Zr基非晶合金粉末材料作

为打印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适用于不同基体的非晶合金粉末材料加工，对La基、Zr基、Mg基、Al基、Ti基、Pb

基、Fe基、Cu基和Ce基非晶合金粉末材料进行加工制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通过调控激光加工参数功率P、扫描速率v和加工环境气氛加工打印出具有不同

孔隙率的晶体层；加工环境气氛的调控主要通过控制环境中的氧含量，其他加工条件相同

时，氧含量在0.02%以下，加工获得的孔隙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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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仿生以及3D打印材料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仿生原理的3D

打印用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的制备方法，尤指一种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

合梯度材料制备方法。本发明制备的材料具有高抗冲击吸能作用，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土木

工程和交通运输等领域，包括在警用、军用防护装备等方面。

背景技术

[0002] 自然进化使得生物材料具有最优化的宏观和微观结构、自适应性和自愈合能力以

及优异的抗冲击止裂、抗疲劳等性能。仿生材料，通常是指模仿生物的运行模式和生物材料

的结构规律而设计制造的人工材料。根据仿生材料所针对的天然生物材料的不同特性，仿

生材料可以包括仿生高强度材料、仿生超亲水/超疏水材料、仿生高黏附材料、仿生智能薄

膜材料、仿生抗冲击材料以及仿生机器人等。

[0003] 仿生材料来源于对天然材料的模仿，又与实际应用关系密切，比如根据荷叶不会

粘上水珠这一现象仿生制备了超疏水薄膜、通过仿生牙釉质微观结构制备坚韧仿生材料

等。仿生材料的研究起源于对天然材料的详细考察，其中明确天然材料的宏观、微观结构与

特定性质和功能之间的关系成为制备仿生材料的必经之路。

[0004] 3D打印是增材制造技术的一种，它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一

层又一层的多层打印方式来构造零部件。金属材料的3D打印方法，主要有选区激光烧结、激

光选区熔化、电子束选区熔化、喷墨3D打印、微滴喷射技术以及金属熔融沉积成形等。金属

材料零件的3D打印制造为解决工业装备领域中难加工金属构件的制造提供了一条快速、柔

性、成本低的新途径。原材料是影响3D打印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它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表

面质量、耐热性以及力学性能等。因此，开发具有优越性能的复合材料来克服单一材料的缺

陷和应用局限性是3D打印材料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

[0005] 非晶合金兼有金属和玻璃优点，又克服了它们各自的弊病。现已开发出的块体非

晶合金材料体系有La基、Zr基、Mg基、Al基、Ti基、Pb基、Fe基、Cu基和Ce基等。因其优异的力

学、物理和化学性能，在工业生产、体育器材、生物医学和消费电子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006] 目前，非晶合金材料的3D打印主要基于选区激光熔融技术成形，利用高能束激光

加热熔融粉末时，产生的高温会使粉末熔化形成熔池，通过调控激光参数，使成形材料进行

极冷，从而获得非晶合金材料零部件，但是再利用激光加热熔融粉末时，产生的高温会使部

分材料温度超出过冷液态温区，导致部分材料晶化。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制备

方法，解决了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基于啄木鸟鸟喙以及牡蛎壳的优异的缓冲

吸能机理结合3D打印多层打印的方式，对以锆铜铝镍粉末为代表的非晶合金粉末进行打印

加工，从而实现晶体层和非晶层的分布式、交错式增材制造，即呈现出”非晶层‑晶体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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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层‑晶体层…” 的分层交错特性，最外层为具有优良抗冲击性能的非晶层，其内层为具有

不同孔隙率的晶体层，该复合材料的中间层为孔隙率最高的晶体层。

[0008] 非晶合金主要包括La基、Zr基、Mg基、Al基、Ti基、Pb基、Fe基、Cu基和Ce基非晶合

金，本发明中选取常见的Zr基锆铜铝镍合金粉末作为3D打印材料。

[0009]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10] 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1）选择具有啄木鸟喙和牡蛎壳生物材料结构为仿生模本，对其多孔梯度结构、空

隙分布、多层复合材料的分层耦联方式、层间剥离行为、力学性能的分层差异性进行测试，

获取其材料结构的力学参数、孔隙特征；建立基于生物天然多孔梯度和分层耦联原理的增

材制造数字模型；

[0012] 2）采用激光作为加工热源，选定Zr基非晶合金粉末材料，确定激光加工参数功率

P、光束直径D、光束移动速度v；

[0013] 3）加工基板的移动速度为10‑100mm/s，设定基板的温度为274K；

[0014] 4）在基板上进行单道熔覆实验，并对熔覆的单道进行测量，其宽度为w、高度为h；

[0015] 5）对建立的CAD模型进行切片分层，层厚由铺粉的高度决定，层厚为(h‑0.2)‑h；根

据设定的20%‑30%的搭接率以及加工时的熔道宽度w，分割图形，并生成加工轨迹线，相邻轨

迹线距离为0.6w‑0.8w；

[0016] 6）模拟加工过程的温度场分布并采用热成像仪对加工过程中的温度分布进行监

测，热源为激光热源，热源的移动轨迹与步骤5）所述的加工轨迹线相同，热源的参数为步骤

2）所述的激光加工参数；

[0017] 7）根据监测所得的温度场数据，拟合出各合金层材料加工区域中心点的温度‑时

间曲线，选择各合金层材料的熔化‑凝固区间；

[0018] 8）固定好加工基板，铺粉，按照设定的加工工艺参数打印非晶合金层，继续铺粉，

根据设定的相应加工工艺参数打印合金层，依次交替打印成形多层复合梯度功能材料。

[0019] 所述的粉末材料是均匀精细的非晶合金粉末材料，以Zr基非晶合金粉末材料作为

打印材料。

[0020] 本发明适用于不同基体的非晶合金粉末材料加工，对La基、Zr基、Mg基、Al基、Ti

基、Pb基、Fe基、Cu基和Ce基非晶合金粉末材料进行加工制备。

[0021] 本发明通过调控激光加工参数功率P、扫描速率v和加工环境气氛加工打印出具有

不同孔隙率的晶体层。加工环境气氛的调控主要通过控制环境中的氧含量，其他加工条件

相同时，氧含量在0.02%以下，加工获得的孔隙率较小。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3] 本发明通过选取具有优良耐磨、抗冲击止裂、抗疲劳性能的啄木鸟喙和牡蛎壳等

生物材料结构为仿生模本，对其宏、微观结构及力学性能进行了测试分析，测试了其多孔梯

度结构、空隙分布、多层复合材料的分层耦联方式、力学性能的分层差异性，了解了仿生模

本的抗冲吸能原理。根据其缓冲吸能的机理，结合激光3D打印技术制备基于非晶合金的具

有优良抗冲击性能的仿生多层复合梯度材料。

[0024] 本发明通过对仿生模本进行分析后构建基于生物天然多孔梯度和分层耦联原理

的增材制造数字模型，采用选择性激光熔融成形技术对该模型进行打印。该方法通过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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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扫描速率等激光打印参数调节，实现晶体层和非晶层的分布式、交错式增材制造，即

呈现出”非晶层‑晶体层‑非晶层‑晶体层…” 的分层交错特性，最外层为具有优良抗冲击性

能的非晶层，其内层为晶体层，该复合材料的中间层为孔隙率最高的晶体层。

[0025] 传统的激光3D打印加工非晶合金粉末时，使用激光加热熔融粉末时，产生的高温

会使部分材料温度超出过冷液态温区，导致部分材料晶化。本发明通过设置激光头的加工

路径和加工方式，进行逐点（点实际为加工通道微小化后的一圆形区域）的加工，通过有限

元分析软件分析模拟激光打印过程中的温度场分布以及热成像仪所监测到的温度分布反

馈，拟合出各合金层材料加工区域中心点的温度‑时间曲线，选择各合金层材料的熔化‑凝

固区间，根据上述分析，即通过增材制造参数调整，直接获取非晶层和具有孔隙率梯度特性

的晶体层，并采用热成像作为反馈源，实时原位监测非晶层制备的温度变化，并与非晶合金

材料玻璃态转变温度比较，即为基于温度图谱实时监测的原位仿生材料增材制造。

[0026] 一般来说，材料孔隙率越大，多孔性特征使其具有特殊的压缩应力‑应变特性，从

而具备优异的抗冲击吸能特性。本发明通过控制激光功率p、扫描速率v以及加工环境气氛

可以控制加工不同晶态合金层中的孔隙率，从而使得该多层复合梯度材料与纯非晶合金材

料相比具有更优异的抗冲击性能。

附图说明

[0027]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的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与纯非晶合金抗冲

击对比的示意效果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的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的制备流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详细内容及其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参见图1所示，为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呈现出”非晶层‑

晶体层‑非晶层‑晶体层…” 的分层交错特性，最外层为具有优良抗冲击性能的非晶层，其

内层为晶体层，该复合材料的晶体层由外往内孔隙率逐渐增高，中间层为孔隙率最高的晶

体层，呈现出了多孔梯度的特性。

[0033] 参见图2所示，为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与纯非晶合金抗

冲击对比的示意效果图，在同等载荷冲击之下仿生复合梯度材料与纯非晶材料的宏观表现

以及微观局部裂纹延展图。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与纯非晶材料在

冲击载荷作用下相比，裂纹的延展主要表现为横向延展，纵向冲击被其内部具有多孔梯度

特性的晶体层缓冲吸收，表现了该材料优异的抗冲击性能。

[0034] 参见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的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制备

方法，通过选择啄木鸟喙、牡蛎壳等具有多孔梯度特性和多层复合特性的生物材料为仿生

模本建立CAD模型，采用以非晶合金粉末为原材料，并以选择性激光熔融成形技术的方法制

备该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通过3D打印的方法打印不同层的材料，从而获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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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高冲击载荷的仿生多层复合梯度材料。通过对该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合金

材料以及纯非晶合金材料三者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该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

料通过打印非晶合金层和孔隙率不同的合金层非晶合金层模拟仿生样本的多孔梯度特性

和多层复合特性，从而具有良好的抗冲击性能。包括如下步骤：

[0035] 1）选择具有优良耐磨、抗冲击止裂、抗疲劳性能的啄木鸟喙和牡蛎壳等生物材料

结构为仿生模本，对其多孔梯度结构、空隙分布、多层复合材料的分层耦联方式、层间剥离

行为、力学性能的分层差异性进行测试，获取其材料结构的力学参数、孔隙特征等；建立基

于生物天然多孔梯度和分层耦联原理的增材制造数字模型；

[0036] 2）采用激光作为加工热源，选定锆铜铝镍非晶合金粉末材料，确定激光加工参数

功率P、光束直径D、光束移动速度v；

[0037] 3）加工基板的移动速度为10‑100mm/s，设定基板的温度为274K；

[0038] 4）在基板上进行单道熔覆实验，并对熔覆的单道进行测量，其宽度为w、高度为h；

[0039] 5）对建立的CAD模型进行切片分层，层厚由铺粉的高度决定，层厚为(h‑0.2)‑h；根

据设定的20%‑30%的搭接率以及加工时的熔道宽度w，通过打印机配套的切片软件分割图

形，并生成加工轨迹线，相邻轨迹线距离为0.6w‑0.8w；

[0040] 6）使用有限元分析软件模拟加工过程的温度场分布并采用热成像仪对加工过程

中的温度分布进行监测，热源为激光热源，热源的移动轨迹与步骤5）所述的加工轨迹线相

同，热源的参数为步骤2）所述的激光加工参数；

[0041] 7）根据有限元软件和热成像仪监测反馈所得的温度场数据，实时原位监测非晶层

制备的温度变化，拟合出各合金层材料加工区域中心点的温度‑时间曲线，并与非晶合金材

料玻璃态转变温度比较，选择各合金层材料的熔化‑凝固区间；

[0042] 8）固定好加工基板，铺粉，按照设定的加工工艺参数打印非晶合金层，继续铺粉，

根据设定的相应加工工艺参数打印合金层，依次交替打印成形多层复合梯度功能材料。

[0043] 9）对加工打印出的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以及纯非晶合

金材料进行冲击试验，比较分析两者的在同等冲击载荷作用的不同表现。

[0044] 所述的粉末材料是均匀精细的非晶合金粉末材料，本发明中以常见的Zr基非晶合

金粉末材料作为打印材料。

[0045] 本发明法具有普适性，适用于不同基体的非晶合金粉末材料加工，如对La基、Zr

基、Mg基、Al基、Ti基、Pb基、Fe基、Cu基和Ce基等非晶合金粉末材料进行加工制备。

[0046] 本发明通过调控激光加工参数功率P、扫描速率v和加工环境气氛加工打印出具有

不同孔隙率的晶体层。加工环境气氛的调控主要通过控制环境中的氧含量，其他加工条件

相同时，氧含量在0.02%以下，加工获得的孔隙率较小。

[0047] 实施例：

[004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3D打印用金属复合材料，原材料为均匀精细的锆铜铝镍合金粉

末，通过不同激光参数的设置，打印出非晶合金层以及孔隙率不同的晶态合金层。

[0049] 1）选择具有优良耐磨、止裂、抗疲劳性能的啄木鸟喙和牡蛎壳等生物材料结构为

仿生模本，对其多孔梯度结构、空隙分布、多层复合材料的分层耦联方式、层间剥离行为、力

学性能的分层差异性进行测试，获取其材料结构的力学参数、孔隙特征等。建立多层复合梯

度材料零件的CAD模型，长方体模型，长×宽×高：60mm×30mm×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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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2）采用激光作为加工热源，选定Zr基锆铜铝镍合金粉末材料，确定激光加工参数

功率P=300~500W、光束直径D=1mm、光束移动速度v=0.005m/s~0.05m/。

[0051] 3）本发明所述加工基板选用304不锈钢薄板，移动速度10‑100mm/s，设定基板的温

度为274K。

[0052] 4）在基板上进行单道熔覆实验，测量单道熔覆宽w=0.5mm~0.8mm和单道高h=0.2mm

~0.5mm。

[0053] 5）对建立的CAD模型进行切片分层，层厚为0.2mm~0.5mm；根据设定的20%‑30%的搭

接率以及加工时的熔道宽度w=0.5mm~0.8mm，通过打印机配套的切片软件分割图形，并生成

加工轨迹线，相邻线距离为0.3mm~0.7mm。

[0054] 6）使用有限元分析软件模拟加工过程的温度场分并采用热成像仪对加工过程中

的温度分布进行监测反馈，热源为激光热源，热源的移动轨迹与上述步骤的加工轨迹线相

同，热源的参数为上述步骤2）所述的激光参数。

[0055] 7）根据有限元软件和热成像仪监测反馈所得的温度场数据，实时原位监测非晶层

制备的温度变化，拟合出各合金层材料加工区域中心点的温度‑时间曲线，并与非晶合金材

料玻璃态转变温度比较，选择各合金层材料的熔化‑凝固区间。

[0056] 8）固定好加工基板，铺粉，按照设定的加工工艺参数打印非晶合金层，继续铺粉，

根据设定的相应加工工艺参数打印合金层，依次交替打印成形多层复合梯度功能材料。

[0057] 9）对加工打印出的基于非晶合金的仿生抗冲击多层复合梯度材料以及纯非晶合

金材料进行冲击试验，比较分析两者的在同等冲击载荷作用的不同表现。

[005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对本发明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

均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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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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9

CN 111299584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