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406336.1

(22)申请日 2017.06.0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00899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8.04

(73)专利权人 河南科技大学

地址 471000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

48号

(72)发明人 韩红彪　郭敬迪　焦文清　陈俊潮　

隋新　司东宏　薛玉君　李济顺　

(74)专利代理机构 洛阳公信知识产权事务所

(普通合伙) 41120

代理人 王学鹏

(51)Int.Cl.

B23K 9/04(2006.01)

B23K 9/167(2006.01)

B23K 9/1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6363275 A,2017.02.01,

CN 104308296 A,2015.01.28,

CN 106735730 A,2017.05.31,

CN 104842042 A,2015.08.19,

CN 105772945 A,2016.07.20,

WO 2013140147 A1,2013.09.26,

审查员 张素敏

 

(54)发明名称

一种金属冷焊增材制造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金属冷焊增材制造的方

法，首先在主控计算机上对零件进行3D建模，然

后其分层处理得到每个分层的尺寸和形状特点，

规划移动路径和选择焊接工艺参数，随之建立其

相应的焊缝模型和堆积层的三维模型，得到焊缝

和堆积层成形的尺寸；将堆积层成形的尺寸与分

层的尺寸对比，然后对堆焊路径、焊接工艺参数

进行重新优化和选择；主控计算机将其输入到焊

机、送丝机、机械手和变位机中；然后采取高能脉

冲精密冷焊技术进行断续点焊，在每个脉冲期间

增加一个点焊缝，每个脉冲间隔期间进行冷却散

热，确保基体处于常温状态；由断续点焊缝逐点

逐线逐层堆积成形为零件，解决其过程中热输入

量、热变形、晶粒组织较大和路径规划困难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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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冷焊增材制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在主控计算机上对零件进行3D建模，对零件进行分层处理，得到每个分层的尺

寸和形状特点，然后对焊枪的移动路径进行规划以及选择其焊接工艺参数；

步骤二：对分层通过上述选择的每道焊缝的焊接工艺参数和规划的移动路径建立其相

应的焊缝模型；然后基于焊缝的间距和堆焊路径对分层建立堆积层的三维模型，得到焊缝

和堆积层成形的尺寸；将堆积层成形的尺寸与步骤一中得到的分层的尺寸进行对比，然后

对堆焊路径、焊接工艺参数进行重新优化和选择；主控计算机将重新优化后的每道焊缝的

焊接工艺参数输入并设定到高能脉冲精密冷焊机和送丝机中，堆焊路径输入并设定到机械

手和变位机中；

步骤三：控制机械手按照设定的堆焊路径操作焊枪移动，变位机调整制造零件的焊接

位置，且与机械手配合实现复杂形状和结构零件的堆焊成形；高能脉冲精密冷焊机和送丝

机按照设定的焊接工艺参数进行断续点焊，在每个脉冲期间增加一个点焊缝，每个脉冲间

隔期间进行冷却散热；高能脉冲熔化一个焊点后立即熄弧冷却，以使整个增材制造过程中

基体处于常温状态；然后由断续点焊缝逐点逐线搭接完成一分层的堆焊成形；

步骤四：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检测获得上述分层的三维尺寸，反映和记录到主控计算

机中，主控计算机对其与零件所需的尺寸即3D建模中该分层的尺寸进行对比，从而确定下

一个分层的尺寸和形状，然后开始下一个分层的堆焊成形；如此循环往复，重复步骤二至

三，直到完成所有分层的堆焊成形，然后将所有分层逐层堆焊成形为零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冷焊增材制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增材制造过程

中电弧和熔池的温度、大小由高速红外摄像仪检测和记录，并将其反映和记录到主控计算

机中，主控计算机根据熔池的大小实时控制送丝量、脉冲电流和脉冲时间，实时控制焊接工

艺参数和移动路径，以确保每个熔池的成形精度。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冷焊增材制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焊接工艺参

数包括脉冲电流、脉冲时间、熄弧时间、焊丝直径、送丝速度和焊接速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冷焊增材制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能脉冲的脉

冲电弧时间为1-300ms，脉冲间隔时间为1-10s。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冷焊增材制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焊接工艺参

数中焊丝的直径为0.1mm-3.0mm，送丝的速度为0.1m/min-5.0m/min，焊接的速度为  0.2mm/

s-5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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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属冷焊增材制造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零件成形制造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金属冷焊增材制造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增材制造技术是基于离散-堆积原理、根据零件三维数字模型、采用材料逐层累加

的方法直接制造实体零件的数字化制造技术，又称“3D打印技术”。该方法的优点是：无需传

统的刀具即可实现自由成形，降低了生产工序和制造周期，适于低成本小批量产品制造，特

别适合结构复杂、原材料附加值高的产品的制造。早期的快速原型制造、三维打印、实体自

由制造技术等主要是非金属的原型或模型制造；现在，金属增材制造技术则是各国科学研

究的重点和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各类金属焊接和熔敷技术都可以用于进行金属的增材制

造，常用的金属增材制造技术有激光增材制造技术、电子束增材制造技术和电弧增材制造

技术。

[0003] 现在的金属增材制造技术还存在以下问题：

[0004] 一、无论是激光增材制造技术还是电弧增材制造技术，都是连续热态堆焊过程；其

热源连续输入，使热输入量较大，基体处于过热状态，容易产生较大的热应力和粗大的晶粒

组织，导致零件出现热变形和内部缺陷，使增材制造零件的成形精度和各项性能无法保证；

这是制约金属增材制造技术发展和应用的重要问题；

[0005] 二、在连续电弧增材制造过程中，由于热量积累和散热条件的影响，起弧段焊缝的

质量和成形与收弧段焊缝明显不同，使焊缝成形和质量控制比较困难；对焊缝连续性的要

求也给制造过程中的路径规划造成了困难；

[0006] 三、对一些易氧化的金属如钛合金在受热时非常容易氧化，在进行热态堆焊增材

制造时必需采用充分的气保护措施，提高了生产成本，也降低了灵活性。

[0007] 因此，需要一种金属冷焊增材制造的方法解决现有金属增材制造技术中由于热输

入量大而导致的热变形和热应力较大、晶粒组织粗大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种金属冷焊增材制

造的方法，解决了金属增材制造过程中的热输入量、热变形、热应力、晶粒组织较大和路径

规划困难的问题。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10] 一种金属冷焊增材制造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步骤一：在主控计算机上对零件进行3D建模，对零件进行分层处理，得到每个分层

的尺寸和形状特点，然后对焊枪的移动路径进行规划以及选择其焊接工艺参数；

[0012] 步骤二：对分层通过上述选择的每道焊缝的焊接工艺参数和规划的移动路径建立

其相应的焊缝模型；然后基于焊缝的间距和堆焊路径对分层建立堆积层的三维模型，得到

焊缝和堆积层成形的尺寸；将堆积层成形的尺寸与步骤一中得到的分层的尺寸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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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堆焊路径、焊接工艺参数进行重新优化和选择；主控计算机将重新优化后的每道焊

缝的焊接工艺参数输入并设定到高能脉冲精密冷焊机和送丝机中，堆焊路径输入并设定到

机械手和变位机中；

[0013] 步骤三：控制机械手按照设定的堆焊路径操作焊枪移动，变位机调整制造零件的

焊接位置，且与机械手配合实现复杂形状和结构零件的堆焊成形；高能脉冲精密冷焊机和

送丝机按照设定的焊接工艺参数进行断续点焊，在每个脉冲期间增加一个点焊缝，每个脉

冲间隔期间进行冷却散热；高能脉冲熔化一个焊点后立即熄弧冷却，以使整个增材制造过

程中基体处于常温状态；然后由断续点焊缝逐点逐线搭接完成一分层的堆焊成形；

[0014] 步骤四：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检测获得上述分层的三维尺寸，反映和记录到主控

计算机中，主控计算机对其与零件所需的尺寸即3D建模中该分层的尺寸进行对比，从而确

定下一个分层的尺寸和形状，然后开始下一个分层的堆焊成形；如此循环往复，重复步骤二

至三，直到完成所有分层的堆焊成形，然后将所有分层逐层堆焊成形为零件。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增材制造过程中电弧和熔池的温度、大小由高速红外摄像仪检测

和记录，并将其反映和记录到主控计算机中，主控计算机根据熔池的大小实时控制送丝量、

脉冲电流和脉冲时间，实时控制焊接工艺参数和移动路径，以确保每个熔池的成形精度。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的焊接工艺参数包括脉冲电流、脉冲时间、熄弧时间、焊丝直径、送

丝速度和焊接速度。

[0017] 进一步的，所述高能脉冲的脉冲电弧时间为1-300ms，脉冲间隔时间为1-10s。

[0018] 进一步的，增材制造过程中所述基体处于常温即基体处于冷态，不需采取特殊的

气保护措施。

[0019] 进一步的，所述的焊接工艺参数中焊丝的直径为0.1mm-3 .0mm，送丝的速度为

0.1m/min-5.0m/min，焊接的速度为  0.2mm/s-5mm/s。

[0020]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1 .在金属冷焊增材制造的方法中，增材制造过程的电弧是不连续的，脉冲与脉冲

之间没有维弧电流，每个脉冲过程都包含起弧、焊接、熄弧三个过程，每个脉冲电弧时间为

1-300ms左右，脉冲间隔时间为1-10s左右；该方法进行多点多层堆积成形时，其热输入量很

小，每个焊点对以前的堆焊层的热影响很小，而且每个熔池存在时间短且冷却速度快，使晶

粒细小，从而使堆焊成形零件的热变形、热应力和晶粒组织都很小；

[0022] 2.每个脉冲电弧都能精确控制，从而精确控制每个焊点的成形，近净成形的精度

高，可媲美激光和电子束等高能束的熔丝成形技术；

[0023] 3.增材制造过程中，基体基本保持室温，不存在连续堆焊时热积累现象引起的起

弧段与收弧段焊缝成形和质量的不同；

[0024] 4.该方法中每个脉冲只堆焊一个焊点，即以点焊缝为单元进行路径规划，控制每

个独立的点焊缝逐点逐线逐面逐层地堆焊成形而实现了零件的增材制造，零件成形的精度

和质量控制便于通过每个熔池的控制来实现；同时，在路径规划时比较自由，可规划出最佳

的堆焊路径，从而方便地控制整个焊缝和零件的成形质量，也可方便地通过控制焊接路径

而使焊点的应力方向分散，减少零件的内应力和变形；

[0025] 5.该方法进行增材制造时，由于其热输入量很小使基体处于冷态，不需要特殊的

气保护措施，从而降低了成本，且焊枪移动灵活，增加了操作的灵活性，可实现复杂零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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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焊成形；

[0026] 6.该方法进行金属零件的增材制造时减小了热输入量，从而减小零件的变形和热

应力，提高增材制造零件的成形精度，细化内部晶粒组织，改善零件的性能，降低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金属冷焊增材制造方法的原理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金属冷焊增材制造方法过程中实现堆焊成形的工作原理图；

[0029] 图3是本发明堆焊成形的零件—钛金属圆环的主视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堆焊成形的零件—双螺旋钛金属柱体的主视图；

[0031] 图5是本发明堆焊成形的零件—钛金属微型塔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0033] 如图1-5所示：该方法使用一种特殊的脉冲钨极氩弧焊即P-TIG焊，采用高能脉冲

精密冷焊机，增材制造过程的电弧是不连续的，短时高能脉冲电弧迅速将基体和焊丝熔化，

形成点焊缝；脉冲与脉冲之间没有维弧电流，即进入熄弧冷却阶段；每个脉冲过程都包含起

弧、焊接、熄弧三个过程，每个脉冲电弧时间为1-300ms左右，脉冲间隔时间为1-10s左右；其

脉冲间隔时间远大于脉冲焊接时间，也就是冷却时间远大于加热时间，使增材制造过程的

热输入很小，基体处于常温状态，不需要特殊的气保护措施，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操作

的灵活性；金属冷焊增材制造的方法是基于零件的3D模型对零件进行分层处理、路径规划

和焊接工艺参数选择，控制TIG焊枪按照设定的路径进行移动，控制高能脉冲精密冷焊机和

送丝机按照设定的焊接规范进行断续点焊，在每个脉冲期间增加一个点焊缝，每个脉冲间

隔期间进行冷却散热；由断续点焊缝逐点逐线逐层堆积而实现零件的成形；三维激光扫描

仪检测获得每个分层的三维尺寸，便于实时确定下一分层的焊接工艺参数和移动路径，从

而实现零件成形精度的闭环控制；增材成形的路径更加多样灵活，便于通过路径规划减小

零件的变形、热应力和晶粒，控制零件的成形精度和组织性能。

[0034] 实施例1

[0035] 如图3所示：钛金属圆环的外径20mm，高度4mm，壁厚2mm，由80层环形件堆焊形成，

每层环形件的高度为0.2mm；其制造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0036] 步骤一：在主控计算机上对钛金属圆环进行3D建模，对钛金属圆环进行分层处理，

得到每个分层的尺寸和形状特点，然后对焊枪的移动路径进行规划以及选择其焊接工艺参

数，其中，脉冲电流为50-100A，焊丝的直径为0.5mm的  Ti5Al2.5Sn  ，送丝的速度为0.1m/

min-0.2m/min，焊接的速度为0.2mm/s-0.5mm/s，焊缝宽度为  0.2-2mm；

[0037] 步骤二：对分层通过上述选择的每道焊缝的焊接工艺参数和规划的移动路径建立

其相应的焊缝模型；然后基于焊缝的间距即焊缝宽度和堆焊路径对分层建立堆积层的三维

模型，得到焊缝和堆积层成形的尺寸；将堆积层成形的尺寸与步骤一中得到的分层的尺寸

进行对比，然后对堆焊路径、焊接工艺参数进行重新优化和选择，其中，选择脉冲电流为50-

90A，焊丝的直径为0.5mm的  Ti5Al2.5Sn，送丝的速度为0.1m/min-0.2m/min，焊接的速度为

0.2mm/s-0.5mm/s，焊缝宽度为  0.2-1.5mm；主控计算机将重新优化后的每道焊缝的焊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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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参数输入并设定到高能脉冲精密冷焊机和送丝机中，堆焊路径输入并设定到机械手和变

位机中；

[0038] 步骤三：控制机械手按照设定的堆焊路径操作焊枪移动，变位机调整制造零件的

焊接位置，且与机械手配合实现该零件的堆焊成形；高能脉冲精密冷焊机和送丝机按照设

定的焊接工艺参数进行断续点焊，在每个脉冲期间增加一个点焊缝，每个脉冲间隔期间进

行冷却散热；高能脉冲熔化一个焊点后立即熄弧冷却，以使整个增材制造过程中基体处于

常温状态，其中，每个脉冲电弧时间为20-50ms，脉冲间隔时间为1-3s左右；电弧和熔池的温

度、大小由高速红外摄像仪检测和记录，并将其反映和记录到主控计算机中，主控计算机根

据熔池的大小实时控制送丝量、脉冲电流和脉冲时间，实时控制焊接工艺参数和移动路径，

以确保每个熔池的成形精度；从而由断续点焊缝逐点逐线搭接完成一分层的堆焊成形；

[0039] 步骤四：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检测获得上述分层的三维尺寸，反映和记录到主控

计算机中，主控计算机对其与该零件所需的尺寸即3D建模中该分层的尺寸进行对比，从而

确定下一个分层的尺寸和形状，然后开始下一个分层的堆焊成形；如此循环往复，重复步骤

二至三，直到完成所有分层的堆焊成形，然后将所有分层逐层堆焊成形为零件即钛金属圆

环。

[0040] 实施例2

[0041] 如图4所示：双螺旋钛金属柱的高度为20mm，单螺旋钛金属柱的直径为1.5mm，两个

单螺旋钛金属柱间的最大间距为5mm；其制造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0042] 步骤一：在主控计算机上对双螺旋钛金属柱进行3D建模，对双螺旋钛金属柱进行

分层处理，得到每个分层的尺寸和形状特点，然后对焊枪的移动路径进行规划以及选择其

焊接工艺参数，其中，脉冲电流为30-40A，焊丝的直径为0.3mm的TC4钛合金焊丝，其中，按重

量份数TC4钛合金焊丝的成份中有4-6份Al、2.5-4份V、0.01-0.02份C、0.1-0.2份O和0.003-

0.005份N，其余量为Ti，送丝的速度为0.1m/min-0.2m/min，焊接的速度为0.2mm/s-0.3mm/

s，焊缝宽度为0.5-1.5mm；

[0043] 步骤二：对分层通过上述选择的每道焊缝的焊接工艺参数和规划的移动路径建立

其相应的焊缝模型；然后基于焊缝的间距即焊缝宽度和堆焊路径对分层建立堆积层的三维

模型，得到焊缝和堆积层成形的尺寸；将堆积层成形的尺寸与步骤一中得到的分层的尺寸

进行对比，然后对堆焊路径、焊接工艺参数进行重新优化和选择，其中，选择脉冲电流为30-

40A，焊丝的直径为0.3mm的TC4钛合金焊丝，送丝的速度为0.1m/min-0.2m/min，焊接的速度

为0.2mm/s，焊缝宽度为1.5mm；主控计算机将重新优化后的每道焊缝的焊接工艺参数输入

并设定到高能脉冲精密冷焊机和送丝机中，堆焊路径输入并设定到机械手和变位机中；

[0044] 步骤三：控制机械手按照设定的堆焊路径操作焊枪移动，变位机调整制造零件的

焊接位置，且与机械手配合实现该零件的堆焊成形，在工作台上焊接工件由变位机和机械

手带动在x、y、z方向上运动；高能脉冲精密冷焊机和送丝机按照设定的焊接工艺参数进行

断续点焊，在每个脉冲期间增加一个点焊缝，每个脉冲间隔期间进行冷却散热；高能脉冲熔

化一个焊点后立即熄弧冷却，以使整个增材制造过程中基体处于常温状态，其中，每个脉冲

电弧时间为25ms左右，脉冲间隔时间为2s；电弧和熔池的温度、大小如熔池的宽度由高速红

外摄像仪检测和记录，并将其反映和记录到主控计算机中，主控计算机根据熔池的大小实

时控制送丝量、脉冲电流和脉冲时间，实时控制焊接工艺参数和移动路径，以确保每个熔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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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形精度；从而由断续点焊缝逐点逐线搭接完成一分层的堆焊成形；

[0045] 步骤四：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检测获得上述分层的三维尺寸，反映和记录到主控

计算机中，主控计算机对其与该零件所需的尺寸即3D建模中该分层的尺寸进行对比，从而

确定下一个分层的尺寸和形状，然后开始下一个分层的堆焊成形；如此循环往复，重复步骤

二至三，直到完成所有分层的堆焊成形，然后将所有分层逐层堆焊成形为零件即双螺旋钛

金属柱。

[0046] 实施例3

[0047] 如图5所示：钛金属微型塔的高度为2.5mm，其底部正方形的边长为2.5mm；其制造

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0048] 步骤一：在主控计算机上对钛金属微型塔进行3D建模，对其进行分层处理，得到每

个分层的尺寸和形状特点，然后对焊枪的移动路径进行规划以及选择其焊接工艺参数，其

中，脉冲电流为40-60A，焊丝的直径为0.4mm的钛合金焊丝，送丝的速度为0.1m/min-0.2m/

min，焊接的速度为0.2mm/s-0.4mm/s，焊缝宽度为0.5-1.5mm；

[0049] 步骤二：对分层通过上述选择的每道焊缝的焊接工艺参数和规划的移动路径建立

其相应的焊缝模型；然后基于焊缝的间距即焊缝宽度和堆焊路径对分层建立堆积层的三维

模型，得到焊缝和堆积层成形的尺寸；将堆积层成形的尺寸与步骤一中得到的分层的尺寸

进行对比，然后对堆焊路径、焊接工艺参数进行重新优化和选择，其中，选择电流为40-60A，

焊丝的直径为0.4mm的钛合金焊丝，送丝的速度为0.1m/min-0 .2m/min，焊接的速度为

0.2mm/s-0.3mm/s，焊缝宽度为0.5-1.0mm；主控计算机将重新优化后的每道焊缝的焊接工

艺参数输入并设定到高能脉冲精密冷焊机和送丝机中，堆焊路径输入并设定到机械手和变

位机中；

[0050] 步骤三：控制机械手按照设定的移动路径操作焊枪移动，变位机调整制造零件的

焊接位置，且与机械手配合实现该零件的堆焊成形，高能脉冲精密冷焊机和送丝机按照设

定的焊接工艺参数进行断续点焊，在每个脉冲期间增加一个点焊缝，每个脉冲间隔期间进

行冷却散热；高能脉冲熔化一个焊点后立即熄弧冷却，以使整个增材制造过程中基体处于

常温状态，其中，每个脉冲电弧时间为30ms，脉冲间隔时间为2s左右；电弧和熔池的温度、大

小由高速红外摄像仪检测和记录，并将其反映和记录到主控计算机中，主控计算机根据熔

池的大小实时控制送丝量、脉冲电流和脉冲时间，实时控制焊接工艺参数和移动路径，以确

保每个熔池的成形精度；从而由断续点焊缝逐点逐线搭接完成一分层的堆焊成形；

[0051] 步骤四：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检测获得上述分层的三维尺寸，反映和记录到主控

计算机中，主控计算机对其与该零件所需的尺寸即3D建模中该分层的尺寸进行对比，从而

确定下一个分层的尺寸和形状，然后开始下一个分层的堆焊成形；如此循环往复，重复步骤

二至三，直到完成所有分层的堆焊成形，然后将所有分层逐层堆焊成形为零件即钛金属微

型塔。

[0052] 上述该方法进行金属零件的增材制造能够减小热输入量，零件的基体处于常温即

冷态，从而减小零件的变形和热应力，路径规划更加灵活多样，便于选择更好的堆焊路径，

棱角、楞线、尖峰部位都能够实现堆焊成形，从而提高增材制造零件的成形精度，细化内部

晶粒组织，改善零件的性能，降低生产成本。

[0053] 上述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应用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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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般

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这里的实施例，本

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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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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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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