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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板料的复合成形装置及方

法，包括主动工具头模块，辅助工具头、背压气

缸、粉末喷头、第一驱动模块和第二驱动模块，其

中，主动工具头模块包括支架，以及安装在支架

上的激光器和主动工具头，主动工具头和辅助工

具头相对设置，待加工的板料设置在主动工具头

和辅助工具头之间，两端由夹具固定，辅助工具

头连接背压气缸，第一驱动模块分别连接支架和

背压气缸，带动主动工具头和辅助工具头同步运

动，粉末喷头安装在主动工具头模块的同一侧，

第二驱动模块连接粉末喷头。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将增材制造技术和渐进成形技术进行融

合，实现对异质金属叠层板复合加工和渐进成形

加工的一体化操作，减少加工工序和成本，提高

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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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板料的复合成形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主动工具头模块，辅助工具头、背压气

缸、粉末喷头、第一驱动模块和第二驱动模块，其中，所述的主动工具头模块包括支架，以及

安装在支架上的激光器和主动工具头，所述主动工具头和辅助工具头相对设置，待加工的

板料设置在主动工具头和辅助工具头之间，两端由夹具固定，所述的辅助工具头连接背压

气缸，所述的第一驱动模块分别连接支架和背压气缸，带动主动工具头和辅助工具头同步

运动，所述的粉末喷头安装在主动工具头模块的同一侧，所述的第二驱动模块连接粉末喷

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料的复合成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驱动模块带动粉

末喷头将金属粉末喷洒在板料一侧的加工处，然后，第一驱动模块带孔激光器发射激光对

加工处进行加热，最后，第一驱动模块带动主动工具头和辅助工具头移动到加工处，背压气

缸带动辅助工具头配合主动工具头对加工处压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板料的复合成形装置，其特征在于，当辅助工具头配合主动工

具头对第一个加工处进行压实的同时，激光器对第二个加工处进行加热，第二驱动模块带

动粉末喷头将金属粉末喷洒在第三个加工处，当辅助工具头配合主动工具头对第二个加工

处进行压实的同时，激光器对第三个加工处进行加热，粉末喷头将金属粉末喷洒在第四个

加工处，依次类推进行板料和金属粉末的复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料的复合成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动工具头和辅助

工具头均采用平底圆角式压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板料的复合成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平底圆角式压头的平

底直径为5～10mm。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板料的复合成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平底圆角式压头的圆

角半径为2.5～5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料的复合成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动工具头和辅助

工具头均由镍基高温合金制成。

8.一种基于如权利要求1～5中任一所述的复合成形装置的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具

体步骤包括：

S1、将板料的表面去除氧化层后固定于工作台上；

S2、根据异质叠层板零件的形状，设置第一驱动模块的运行轨迹，并设置激光器的激光

功率，同时设置第二驱动模块的运行轨迹和送粉量；

S3、运行第一驱动模块，同时粉末喷头在加工处喷洒金属粉末，滞后一定的时间运行第

二驱动模块，激光器发射激光束熔覆金属粉末，随后主动工具头和辅助工具头通过处于熔

融状态的金属粉末层，其相对挤压力会对熔覆粉末和板料产生一定的压实加固作用进而复

合成叠层板，同时其对叠层板的成形力会使之成形出相应的零件。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复合成形装置的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背压气缸

提供的背压力补偿辅助工具头在竖直方向运动轨迹，同时在复合成形叠层板时提供一定大

小的挤压力。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复合成形装置的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板材的表面

去除氧化层后，在主动工具头的一面喷镀中间层材料，用于加固金属粉末和板料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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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板料的复合成形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工程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板料的复合成形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异质金属叠层板是以层状复合方式结合而成的新型复合板料，通过多层材料的复

合充分发挥和合理利用了各种金属的特殊物理、力学性能，具有理想的电、热特性，低密度，

优良的弯曲刚度、塌陷耐性以及振动阻尼特性，综合性能比单一金属更加优越。

[0003] 中国专利CN  106311876A提出了一种将渐进成形与增材制造结合用来加工含有块

体的薄壁零件的方法，缩短了复杂薄壁件的制造周期。中国专利CN  107737929A提出了一种

将渐进成形与3D打印结合起来用来加工变壁厚钣金零件的方法，解决了板料在渐进成形中

侧壁变薄，厚度无法控制的问题。对比双点渐进成形与增材制造的技术可以看出，虽然两种

技术分别针对板料的成形和连接，但技术的实施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使融合两种工艺来

进行叠层板复合成形成为可能。中国专利CN104607523A提出了一种复合成形方法，该方法

针对梯度材料提出将两种板料搅拌、焊合，在材料制备的同时完成了形状的成形，形成带有

一定形状的复合板。但是以上装置生成的复合板料具有表面质量不佳，难以控制焊合时温

度，搅拌摩擦过程较为复杂、轴向力较高且叠层板结合强度不高等缺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板料的复合成

形装置及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板料的复合成形装置，包括主动工具头模块，辅助工具头、背压气缸、粉末喷

头、第一驱动模块和第二驱动模块，其中，所述的主动工具头模块包括支架，以及安装在支

架上的激光器和主动工具头，所述主动工具头和辅助工具头相对设置，待加工的板料设置

在主动工具头和辅助工具头之间，两端由夹具固定，所述的辅助工具头连接背压气缸，所述

的第一驱动模块分别连接支架和背压气缸，带动主动工具头和辅助工具头同步运动，所述

的粉末喷头安装在主动工具头模块的同一侧，所述的第二驱动模块连接粉末喷头。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驱动模块带动粉末喷头将金属粉末喷洒在板料一侧的加工

处，然后，第一驱动模块带孔激光器发射激光对加工处进行加热，最后，第一驱动模块带动

主动工具头和辅助工具头移动到加工处，背压气缸带动辅助工具头配合主动工具头对加工

处压实。

[0008] 进一步地，当辅助工具头配合主动工具头对第一个加工处进行压实的同时，激光

器对第二个加工处进行加热，第二驱动模块带动粉末喷头将金属粉末喷洒在第三个加工

处，当辅助工具头配合主动工具头对第二个加工处进行压实的同时，激光器对第三个加工

处进行加热，粉末喷头将金属粉末喷洒在第四个加工处，依次类推进行板料和金属粉末的

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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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主动工具头和辅助工具头均采用平底圆角式压头。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平底圆角式压头的平底直径为5～10mm。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平底圆角式压头的圆角半径为2.5～5mm。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主动工具头和辅助工具头均由镍基高温合金制成。

[0013] 一种基于任一上述板料的复合成形装置的成形方法，具体步骤包括：

[0014] S1、将板料的表面去除氧化层后固定于工作台上；

[0015] S2、根据异质叠层板零件的形状，设置第一驱动模块的运行轨迹，并设置激光器的

激光功率，同时设置第二驱动模块的运行轨迹和送粉量；

[0016] S3、运行第一驱动模块，同时粉末喷头在加工处喷洒金属粉末，滞后一定的时间运

行第二驱动模块，激光器发射激光束熔覆金属粉末，随后主动工具头和辅助工具头通过处

于熔融状态的金属粉末层，其相对挤压力会对熔覆粉末和板料产生一定的压实加固作用进

而复合成叠层板，同时其对叠层板的成形力会使之成形出相应的零件。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的背压气缸提供的背压力补偿辅助工具头在竖直方向运动轨迹，

同时在复合成形叠层板时提供一定大小的挤压力。

[0018] 进一步地，将板材的表面去除氧化层后，在主动工具头的一面喷镀中间层材料，用

于加固金属粉末和板料的连接。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0] 1、本发明将增材制造技术和渐进成形技术进行融合，实现对异质金属叠层板复合

加工和渐进成形加工的一体化操作，减少加工工序和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0021] 2、本发明通过对第一驱动模块和第二驱动模块运动轨迹的协调优化，第二驱动模

块先带动粉末喷头在待加工处进行金属粉末喷洒，然后第一驱动模块带动激光器对金属粉

末进行加固，并且带动工具头对板料的进行渐进成形加工，同时，第二驱动模块带动粉末喷

头加工下一处待加工处，实现渐进成形和增材制造的同步不间断运作。

[0022] 3、与传统叠层板复合成形方法相比，本发明通过一层待加工板料外覆加固成形的

金属粉末层来代替两层板料的复合结构，能够克服双层板料所存在的板料内外材料排布约

束、成形回弹以及破裂等缺陷，解决了现有技术中不同材料变形协调性低所形成的缺陷，此

外，在未加工处无需进行金属粉末的喷洒，比起传统的两块板材节省材料、降低成本。

[0023] 4、相比于搅拌渐进复合成形方法，本发明的通过金属粉末层的直接加固和成形，

提高了成形后零件的表面质量，并且可以通过调整激光功率的大小实现对成形温度的精确

控制，获得更好质量的零件。

[0024] 5、本发明的工具头采用平底圆角式的压头，该工具头形状可以在圆角部分成形零

件形状的同时，利用平底部分提供一定的挤压力用于压实加固叠层板的复合质量。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的周向结构局部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的径向结构局部示意图；

[0028] 附图标记：1、粉末喷头，2、激光器，3、主动工具头，4、辅助工具头，5、背压气缸，6、

第一驱动模块，7、第二驱动模块，8、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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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本实施例以本发明技术方案

为前提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

下述的实施例。

[0030]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板料的复合成形装置，包括主动工具头3模块，辅

助工具头4、背压气缸5、粉末喷头1、第一驱动模块6和第二驱动模块7。

[0031] 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的主动工具头3模块包括支架8，以及安装在支架8上的激光

器2和主动工具头3，所述主动工具头3和辅助工具头4相对设置，待加工的板料设置在主动

工具头3和辅助工具头4之间，两端由夹具固定。辅助工具头4连接背压气缸5，第一驱动模块

6分别连接支架8和背压气缸5，带动主动工具头3和辅助工具头4同步运动，并保持主动工具

头3和辅助工具头4之间的恒定间隙。粉末喷头1安装在主动工具头3模块的同一侧，并且粉

末喷头1连接第二驱动模块。第一驱动模块和第二驱动模块使用两套不同的控制系统，即主

动工具头3、激光器2和辅助工具头4采用同一控制系统，粉末喷头1采用另一控制系统，复合

成形时，粉末喷头1先运作，激光器2与主辅工具头随之运作。背压气缸5不但可以控制辅助

工具头4沿着既定轨迹运动，补偿辅助工具头4竖直方向的运动轨迹，而且在复合成形过程

中提供一定大小的挤压力，挤压力的存在可以使金属粉末和板料之间结合强度得到显著提

高，确保能够形成具有高结合强度的异质叠层板。背压气缸的背压力大小可以根据成形叠

层板零件所需的挤压力大小进行调节。

[0032] 主动工具头3和辅助工具头4都一般采用平底直径长度为5～10mm的平底圆角式压

头，平底圆角式压头的圆角半径一般为2.5～5mm。本实施例中，主动工具头3和辅助工具头4

选择由镍基高温合金制成、平底直径长度为5cm、圆角半径为2.5mm的平底圆角式压头。平底

部分提供挤压力用于压实复合层板，进而提高复合处的结合强度，圆角部分则用于成形叠

层板。

[0033]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为：

[0034] 如图1所示，第二驱动模块带动粉末喷头1将金属粉末喷洒在板料一侧的加工处，

然后，第一驱动模块6带孔激光器2发射激光对加工处进行加热，最后，第一驱动模块6带动

主动工具头3和辅助工具头4移动到加工处，背压气缸5带动辅助工具头4配合主动工具头3

对加工处压实。与此同时，第一驱动模块6还带动主动工具头3和辅助工具头4对加工处同步

地平移，进行渐进成形的加工。

[0035] 当辅助工具头4配合主动工具头3对第一个加工处进行压实的同时，激光器2对第

二个加工处进行加热，第二驱动模块带动粉末喷头1将金属粉末喷洒在第三个加工处，当辅

助工具头4配合主动工具头3对第二个加工处进行压实的同时，激光器2对第三个加工处进

行加热，粉末喷头1将金属粉末喷洒在第四个加工处，依次类推进行板料和金属粉末的连续

不间断复合。

[0036] 本实施例成形方法的具体步骤包括：

[0037] 步骤一、将2mm厚的钢材去除表面氧化层后，在其需要复合铝粉的一面喷镀上

0.2mm锌层作为中间层材料，然后使用压边圈将母材装夹固定于工作台上；

[0038] 步骤二、根据异质叠层板锥台件的形状，设置同一控制系统下的第一驱动模块的

XYZ三个方向的运动轨迹，并设置激光束的激光功率为2000-3000W，同时也设置另一控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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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下的第二驱动模块的XYZ三个方向的运动轨迹以及设置送粉量为3～4g/s等，该实施例中

铝粉的喷涂厚度为2mm；

[0039] 步骤三、运行第一驱动模块，同时粉末喷头1在加工处喷洒金属粉末，滞后1.5s运

行第二驱动模块，机光器发射激光束熔覆金属粉末，随后主动工具头3和辅助工具头4通过

处于熔融状态的金属粉末层，其相对挤压力会对熔覆粉末和板料产生一定的压实加固作用

进而复合成叠层板，同时其对叠层板的成形力会使之成形出相应的零件。在上述运行的同

时，打开背压气缸5，调节背压力为1000N，使背压气缸5对辅助工具头4施加背压力，补偿其Z

向的运动轨迹。

[0040]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

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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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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