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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3 D 打印与现代制造业
摘要：以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智能制造模式，正在引发整个制造业
的深刻变革。作为制造业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3D 打印正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抢占未
来产业制高点的焦点领域。金属材料增材制造技术作为 3D 打印应用的重要方向之一，
已经有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相比传统加工制造方式具有周期短、效率高、节约材料以
及特别适合成形复杂零件等优点。本文介绍了金属材料增材制造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发
展技术、材料及历程，列举了增材制造在国内外应用研究现状及其取得的成果，以及
发展趋势。
0 前言
3D 打印制造是制造模式的一次“革命”。3D 打印作为一种新的加工工艺，正是
互联网和制造业的有效结合，为传统制造技术带来颠覆性创新，也带来无限可能性，
将改变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的以装配生产线为代表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使产品生产向
个性化、定制化转变，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3D 打印机的推广应用将减少产品推
向市场的时间，产品用户只要简单下载设计图在数小时内通过 3D 打印将产品“打印”
出来，从而不需要大规模生产线，不需要库存大量的零部件，不需要大量的工人。数
字化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在传统制造业之中，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3D 打印直接将虚拟的数字化实体模型转变为产品，极大地简化了生产流程，降低
研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使得任意复杂结构零部件的生产成为可能。据国际数据公
司 IDC 预计，未来 5 年内，全球 3D 打印市场将以 22.3% 的年复合增长率扩大，在 2020
年达到 289 亿美元。
《福布斯》 杂志的报道称，2017 年预计有 57% 的制造业企业增加在 3D 打印方面
的投入，47% 的企业在 3D 打印方面的投资回报率较去年增加，更有 95% 的企业将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视为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所在。
3D 打印近年来取得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的高度重
视。中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政策支持和鼓励 3D 打印技术的普及和应用。金属材料
3D 打印技术正在迅速改变着传统加工制造方式，随着德国“工业 4.0”和中国的“中
国制造 2025”战略的提出，世界各国纷纷将 3D 打印技术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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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发展规划。比如，美国于 2012 年成立国家增材制造创新机构，目的是通过加强在
材料、设备和技术标准等方面的研发和进步，真正实现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重夺
制造业王者地位。欧洲在 3D 打印技术方面的投入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资金投入和
政府扶持力度方面始终居于世界前列。欧盟在航空航天大型组件的快速成形技术领域
已经展开了合作，并且在欧盟第 7 框架计划的资助下，名为“3D 打印标准化支持行动
（SASAM）”的项目于 2015 年 6 月发布了一份 3D 打印标准化路线图，旨在促进 3D
打印技术的标准化和产业化。为加速 3D 打印行业标准制定，从而更好地推动此行业发
展，美国国家增材制造机构 America Makes 和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在 2016 年 3
月联合成立了 3D 打印标准化合作组织 AMSC。随后，该组织绘制了美国的“3D 打印
标准化路线图”。线路图明确了现有和正在制定中的标准和规范，评估了差距，推荐
了需要额外标准或与标准化研发的优先领域，确定了设计、工艺、材料（包括前驱材
料、过程控制、后处理、成形材料性质）、资格认证、无损评估、以及维护维修等方
面的总共 89 个空白（目前没有已发布的标准或规范），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美国
《时代》周刊将增材制造列为“美国 10 大增长最快的工业”，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则认为它将“与其他数字化生产模式一起推动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
1 3D 打印技术
3D 打印（3Dprinting），即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AM）， 增材制造
技术突破了传统“减材制造”依赖多工序结合制造的方式。基于计算机生成的图像数
据和机器人集成系统， 再通过添加材料的方式， 增材制造可快速精密地制造任意复杂
形状的零件，实现真正的“自由制造”。
1.1 技术原理
3D 打印技术是实现加式制造的一种方式。加式制造的主要特征就是利用逐层增加
材 料 的 方 式 生 产 各 种 产 品 ， 无 须 模 具 ， 因 此 也 被 称 为 无 形 制 造 技 术 （ Freeform
Fabrication， 简称 FF 或 F F F ) 。现代加式制造技术直接起步于 1968 年 Swainson 的专
利、1972 年 Ciraud 的专利和 1979 年 Housholder 的专利，分别开创了激光三维聚合成
型、直接粉末沉积和粉末激光烧结等加式制造技术。一般认为， 1972 年德国人 Ciraud
提出的利用激光能量光束进行粉末沉积，实现分层叠加成型的技术，是世界上第一个
成功的现代加式制造过程。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各种各样的加式制造技术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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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许多领域里进行了创造性的应用，形成今天的加式制造，特别是 3D 打印技术的新
局面。
金属材料增材制造技术主要是通过激光金属沉积（LMD）来实现的。LMD 是基于
激光熔覆技术发展起来的先进填料加工制造技术，利用激光能量将金属粉末熔化并在
基底材料上生成熔池，随着激光光斑的移动，进入熔池并熔化的粉末凝固后与基底材
料形成冶金结合，通过层层堆积生成 3D 物理实体。为防止镀层的氧化，工艺过程中需
要使用氦气、氩气等惰性气体作为保护气氛。LMD 工艺的送粉方式通常分为同轴送粉
和侧向送粉两种，两种送粉方式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a）同轴送粉；（b）侧向送粉。
图 1 LMD 工艺原理示意图

同轴送粉系统中，激光束与粉末喷头前端的粉束具有相同的中轴线，系统在 x - y
平面上的工艺特性不受移动方向的影响，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另外，由于喷头前端的
粉末聚焦于一点，使该系统加工精度较高。因此，同轴 LMD 送粉系统适用于 LMD 增
材制造及零件修复等应用。侧向送粉系统中，喷头将粉末从侧向送入由激光束产生的
熔池当中，系统在 x - y 平面上各个方向的工艺条件不同，具有较强的方向性；侧向送
粉系统中的粉末喷头通常为矩形，喷出矩形粉末束，使其可以满足较高的送粉量工况
要求，并经常应用于管状零件的金属包层，以提高零件的耐磨性等。
1.2 技术研究现状
根据热源的不同，将金属增材制造分为高能束（激光、电子束和等离子）增材制
造和电弧增材制造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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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激光增材制造技术
根据金属成型原理不同， 将激光增材制造分为两种工艺： 粉末激光烧结（熔化）
成型：选择性激光烧结； 粉末热熔敷成型：激光工程净成型。
1.2.1.1 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
选择性激光烧结（SelectiveLaser Sintering，SLS）又叫选择性激光熔化（Selective
Laser Melting ， SLM ） ， 由 德 国 Fraunhofer 激 光 研 究 所 的 Dr.WilhelmMeiners 和
Dr.KonradWissenbach 获得 SLM 技术发明专利。选择性激光烧结原理如图 2 所示。

图 2 选择性激光烧结原理

SLS 技术的优点： ①生产速度快， 可达 25.4mm/h；②没有用过的粉末可循环利
用，未烧结的粉末保持原状可作为支撑结构； ③成型件致密度高，机械性能优异，可
媲美精密铸造。SLS 技术的缺点：①表面粗糙度为 0.1～0.2mm，需要后续处理；②加
工室需要氮气保护，会产生有毒气体。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激光增材制造工艺，SLS 在航空航天和生物医疗领域有广泛应
用。比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华明教授团队利用 SLS 技术，在国际上首次突破了钛
合金和超高强度钢这两种难加工合金复杂关键件的激光成形技术， 成功研制了五代激
光熔融沉积装备，成型能力可达 4m×3m×2m。在 2013 年 1 月凭借“3D 激光快速成
形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美国 J-2X 型航空发动机，其燃气发生器导管为
GH625 高温合金材料，为了改善发动机燃烧不稳定问题，导管呈大曲率、小弯曲半径
结构特点。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采用 SLM 技术替代了分部制造再焊接的工艺， 进一步
提高了发动机的整体可靠性。2010 年，何兴容等人通过 SLM 技术， 使用 500 目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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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16L 球形粉末打印出了医用牙冠，所得试样密度达到 7.22 g/cm3，表面粗糙度为
20μm。
1.2.1.2 激光工程净成型技术
1998 年，Optomec 将 SLS 和激光熔覆（LaserCladding）相结合提出激光工程净成
型技术（LaserEngineeringNet Shaping，LENS）。该工艺中，激光和送粉同步，利用激
光熔化金属表面，在基体上形成熔池时将具有不同成分、性能的粉末送入。其工作原
理图如图 3 所示。LENS 常用来增材制造不锈钢、钛和超合金。

图 3 LENS 技术原理图

LENS 工艺的优点如下： ①相比 SLM 工艺，成型效率高；②与喷涂、电镀和堆焊
相比，LENS 具有涂层与基体冶金结合强度高的特点； ③可以用于修补焊。LENS 工艺
的缺点如下：①成型精度低，一般加工余量 3～6mm。
1.2.2 电子束增材制造技术
目前电子束增材制造多采用电子束熔化和电子束直接制造方式实现。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美国 MIT 的 VRDave 等人提出用电子束作为热源，对金属进行三维制造的设
想。后来瑞典 Arcam 公司申请了专利并制造出了电子束增材制造设备。
1.2.2.1 电子束熔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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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束熔化（Electron BeamMelting，EBM）技术与 SLS 工艺原理相似，只是在高
真空条件下用电子束代替了激光作为热源。由于打印过程在真空中进行，EBM 适合打
印易氧化和易和空气反应的金属，比如铝和钛。图如 4 所示。

a 电子束熔化成形原理

b 电子束熔化成形工艺步骤

图 4 电子束熔化成形技术

EBM 工艺的优点如下：①相比 SLS，成型件致密度大； ②EBM 是金属 3D 打印中
速度最快的，可达 15kg/h。EBM 技术的缺点如下：①实验条件为真空，电子束成本高；
②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略差（精度为 0.13～0.20 mm）。
德国的 MALodes 等人选用颗粒尺寸为 45～106μm、纯度 99.94%的纯铜粉末作为
原料， 使用 Arcam 公司生产的 A2EBM 设备， 利用 EBM 技术制造尺寸为 15mm×
15mm×10mm 的三维构件。研究热输入对成型性的影响。实验表明，当热输入为
0.3J/mm 时，该构件可以形成致密的组织，当热输入过低和过高时，材料表面会出现孔
状缺陷。
T Fujieda 等人研究了利用 EBM 工艺实现 AlCoCrFeNi 高熵合金的增材制造。相比
于铸件，该方法制得的高熵合金的延展性得到显著提高，断裂强度可达 1400MPa，是
304 不锈钢强度的 6 倍。GeW 等人研究了工艺参数对 EBM 增材制造 Ti-47Al-2Cr-2Nb
合金的微观组织的影响。实验表明，随着热输入的增大，组织中 Al 元素的含量降低，
导致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微观组织由薄层状的 α2-Ti3Al /γ-TiAl 相，网篮状的 α2-TiAl 相
组成。随着热输入增加， 冷却速率增加， 进而会导致薄层状 α2-Ti3Al 相的厚度减少。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的 TangHP 等人采用电子束增材制造的无裂纹 Ti-45Al-7Nb0.3W 合金构件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其抗压强度可达 2750MPa，断裂应变达到 37%。
1.2.2.2 电子束直接制造技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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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束直接制造（Electron Beam DirectManufacturing，EBDM） 是金属丝材直接
送进打印头， 同时用电子束同步在送丝打印头熔融和打印材料，所以这种工艺可以说
是逐滴地打印金属件的，工艺精度和质量都非常高， 最关键的是材料利用率非常高。
其工作原理如图 5 所示。

图 5 EBDM 技术原理图

在中航工业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院的支持下，我国 EBDM 技术突破了丝材高速
稳定熔凝技术、复杂零件路径优化技术和大型结构变形控制技术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已成功开发出 2100mm×450mm×300mm 的钛合金主承力结构件。
1.2.3 等离子增材制造技术
离子熔化成型（Ion Fusion Formation，IFF）技术和电子束直接制造（EBDM）的
原理相似，不同点在于用等离子束代替了电子束作为热源。
等离子体是由电子、正负离子、激发态的原子、分子等粒子组成的特异性气体，
并表现出集体行为的一种准中性非凝聚态，可以看作第四种物质状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等离子增材制造技术是在等离子熔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国内外等离子弧 3D 打印研究主要集中在快速成型、系统设计、数值模拟和成形工艺方
面。
美国 Norsk 公司研发的离子熔化成型工艺，是将室温钛丝材输送到一个在氩气环
境下由一对焰炬生成的等离子弧中，熔融钛在沉积后迅速固化，钛成型件在一个闭环
工艺中层层构建，几乎不需要精加工。
KBalani 等人利用石墨和 6061 铝作为芯轴材料，采用真空等离子 3D 成型出直径
500mm，高 50mm，厚 0.60～0.76mm 的钒环和厚 0.4～0.6mm 的氧化铝壳体。
邹海平等人基于等离子弧 3D 成型原理，设计了包含梯度功能多路送粉器、五轴运
动执行机构和工控软件系统的直接制造系统。许超等基于微束等离子熔焊系统设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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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空零件成型实验验证 3D 成形系统的可靠性。闫松江等研发的容积式送粉系统，
在 3D 打印过程中将送粉和计量分开，解决了 3D 成形精度问题。
王桂兰等基于 ANSYS 开发了 APDL 计算程序，实现了等离子焊三维瞬态温度场的
模拟，通过实验验证表明，采用对称跳跃扫描路径及适当的 3D 打印工艺，能有效改善
零件的综合力学性能。
乌日开西·艾依提等研究发现等离子束扫描方向会影响工件的强度和伸长率， 故
而他们提出不同的 3D 打印层采用不同的扫描方向来获得各向同性的成型件。XuFJ 等
采用脉冲等离子弧沉积方法制备出镍铬铁 625 高温合金块，并发现 3D 成型过程中加强
层间冷却可明显改善枝晶臂粗大的问题，提高拉伸性能。
基于等离子束的金属 3D 打印技术采用的原料主要有不锈钢、钛合金和镍合金的粉
末和丝材，成形件有模具、薄壁件和结构件等。目前等离子束增材制造主要依赖离子
熔化成型技术。
1.2.4 电弧熔丝增材制造技术
电弧熔丝增材制造（Wire Arc AdditiveManufacture，WAAM）技术是一种采用电
弧为热源，同步添加金属丝材，在程序的控制下打印出金属零件的技术。与激光增材
制造相比，WAAM 对金属材质不敏感，可以成形对激光反射率高的铝合金和铜合金。
电弧增材制造技术可追溯到西屋电气 Baker 申请的一项采用电弧热通过金属熔滴
逐层堆积制造金属物件的专利。20 世纪 70 年代，Ujiie 等人以 SAW、TIG 等工艺采用
不同种焊丝成形了外壁为功能梯度材料的压力容器。20 世纪 90 年代， Ribeiro 等人描
述了“基于金属材料快速成形技术”的工艺过程，Spencer 等人将 GMAW 的焊枪固定
在六轴机器人上，再进行零件的快速制造，这两项研究奠定了电弧增材制造的基础。
近年来，众多科研院所对 WAAM 技术的几何成型能力、材料的显微组织特征及力
学性能展开了大量研究。英国的 Kazanas 等人将 Fronius 的 Transpulse Synerigic 5000 型
CMT 焊机与 ABB 的 MTB250 六轴机器人配合，组建了 WAAM 系统平台， 并以直径
为 1.2mm 的 ER706S-6 碳钢焊丝和 ER4043 铝合金焊丝为原料，成形倾斜薄壁件及几何
封闭结构薄壁件。为了改善第二、三层鼓包现象，他们用全位置焊代替了垂直堆积，
实现了从水平到垂直各角度薄壁件和封闭薄壁件的成形。因经历复杂热循环过程， 故
WAAM 制造的 TC4 钛合金的显微组织一般呈外延生长的长柱形β 晶。Paul 等人利用
外电磁场和通过滚轮轧制加压的方法，实现磁搅拌和枝晶破碎，进而获得等轴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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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Fude 等人开展的电弧增材制造钛合金的材料力学性能研究表明：WAAM 制造
TC4 沉积态比锻造件疲劳寿命较长，屈服强度和断裂强度略低，伸长率相当，同时力
学性能方向性不明显。
当前，WAAM 技术在国外应用相对成熟。LockheedMartin 公司以 ER4043 焊丝为
原料，采用电弧增材的方法研制出了高约 380mm 的大型锥形筒体；Bombardier 公司采
用电弧增材技术在大型平板上直接制造了尺寸 2.5m×1.2m 的飞机肋板。克莱菲尔德大
学采用 MIG 电弧增材制造技术制造了钛合金大型框架构件。
天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展了 WAAM 成形工
艺与控制研究工作，成形方法包含了 TIG、MIG 和 CMT。但均处于实验规律性描述、
成型物理过程、熔池系统稳定性、组织演变和表面质量控制的探索阶段。
1.3、 3D 打印材料的发展
3D 打印材料从功能用途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于快速原型制造的非金属材料，
另一类是用于高性能金属零件直接制造的金属粉末。
1.3.1 快速原型制造用非金属材料
快速原型制造即通常所说的快速成型，现已成为工业模型设计与制作中的一项关
键技术，主要是做树脂、石蜡、纸等原型件，用途主要集中于新产品的快速设计方面。
目前 3D 打印快速成型用特种粉体材料大多是设备工艺厂商针对各自设备特点定制
的，优点是对专属设备的适用性好、研制难度相对小，缺点是材料的通用性差、产品
成型过程的精度不高、产品成型后的强度较低。国内外很多科研单位也在开展有关 3D
打印非金属材料的研发工作，如塑料、高分子材料、树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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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有部分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对相关打印材料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着我国高端 3D 打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1）钛合金
钛合金是航空航天工业中使用的一种新的重要结构材料，具有强度高、热强度高、
耐蚀性好、低温性能好的优点。但钛合金的工艺性能差，切削加工困难，生产工艺复
杂，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钛合金的应用，而金属粉末的 3D 打印技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
这些问题，特别是应用于航天航空工业中的钛合金 3D 打印技术在近年来得到突飞猛进
的发展。
（2）高温合金
高温合金是指以铁、镍、钴为基，能在 600℃以上的高温及一定应力作用下长期
工作的一类金属材料。因其具有较高的高温强度，良好的抗氧化、抗腐蚀性能、疲劳
性能、断裂韧性等综合性能，高温合金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船舶工
业中。
高温合金由于其复杂、恶劣的工作环境，其加工表面完整性对于其性能的发挥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高温合金是典型的难加工材料，其微观强化项硬度高，加工
硬化程度严重，并且其具有高抗剪切应力和低导热率，因此与钛合金类似，金属粉末
3D 打印技术的出现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其难加工的问题。同时对于铸态高温合金来说，
3D 打印技术也能解决偏析严重、组织不均匀的问题。
（3）不锈钢
不锈钢指耐空气、蒸汽、水等弱腐蚀介质和酸、碱、盐等化学浸蚀性介质腐蚀的
钢，又称不锈耐酸钢。因其粉末成型性好且成本低廉，是较早应用于 3D 金属打印的材
料。如德国 EOS 公司很早就将不锈钢列为其 3D 打印机的一种基本原材料。
1.4 存在的问题
虽然增材制造技术在很多领域已有应用， 但该技术的诸多优点还远未体现。究其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受限于设计理念、增材成本及成型件组织性能和尺寸精
度， 工业级 3D 打印只能作为传统制造方法的辅助手段， 无法充分体现 3D 打印的设
计自由度；②增材原材料很少，制约了其发展；③专业人才相对缺乏，增材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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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长、难度大，增材模型获取过程复杂、效率低；④增材制造仍处于探索阶段，工
程应用存在一定风险；⑤激光增材制造精度高、效率低，电弧熔丝增材制造效率高、
成形性差。
2、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
金属增材制造作为 3D 打印体系中最为前沿和最具潜力的技术，在航空航天、生物
医疗和车辆工程等领域发展前景广阔，主要应用如下：航空航天：航空航天领域要求
产品结构复杂、精细可靠；就传统制造业而言，复杂的型腔结构往往很难实现，而 3D
打印的优势明显；生物医疗：在生物医疗领域，利用 3D 打印可以制造医用人体器官和
医疗器械，个性化和永久化的的增材制造组织植入将提高医疗技术和解决医疗难题；
车辆工程： 随着能源危机加重和人们安全意识提高， 增材制造在车辆减重、安全和设
计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模具制造：相较于传统模具加工的长周期，增材制造除了直
接快速制模还可根据零件形状和尺寸反刻得到所需要的模具。
3D 打印可以制造传统制造技术无法实现的结构，为设计创新提供了非常大的创新
空间。可以将数十个、数百个甚至更多的零件组装的产品一体化一次制造出来，大大
简化了制造工序，节约了制造和装配成本。以 3D 打印新工艺的视角对产品、装备再设
计，可能是 3D 打印为制造业带来的最大效益所在。
2.1 国外研究进展及应用
2.1.1 航空航天领域
金属材料增材制造技术在成形复杂零件方面有传统加工方法无可比拟的技术优势，
并且材料的利用率远高于传统加工方法。目前金属 3D 打印技术主要应用在航空航天、
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德国的 EOS（Electro Optical System）公司是选择性激光烧结
（SLS）技术领域的佼佼者。在航空航天领域，EOS 3D 打印技术很大一部分的应用是
在涡轮发动机方面，主要包括涡轮叶片和发动机的燃烧室。瑞典的 Arcan 公司在电子
束熔融技术（EMB）领域的研发和应用处于世界前列，该技术利用高能电子束熔化金
属粉末，层层累积，制造出高致密度、高精度的三维几何模型。俄罗斯和意大利也分
别利用该技术制造出发动机机匣和叶片。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在航空航天 3D 打印领域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其
采用 3D 打印机直接打印出来的 LEAP 喷气发动机燃料喷嘴，已于 2015 年开始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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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零部件的耐久性是传统方法生产的零部件的 5 倍以上。另外，3D 打印大大减少
了零部件的数量，使发动机燃料喷嘴由过去的多达 20 多个零部件减少到了 3 个，成本
材料大幅度减少，还节省燃油 15%。过去，每开发一代发动机要上亿欧元，现在一个
喷嘴就解决了。美国 3D 打印的概念飞机，重量可以减轻 65%。通过 3D 打印能够加快
航空发动机的生产，缩短交货时间，特别是在一些设计复杂的零件上，在车间里切割
昂贵材料显得非常浪费。GE 表示，到 2020 年，3D 打印的航空发动机燃料喷嘴将达到
4 万个。
惠普公司（HP）“静洁动力”发动机 PW1500 也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该齿轮传
动涡轮风扇发动机已于 2015 年交付庞巴迪公司，并且已获得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
认证。惠普公司在过去 25 年已采用增材制造技术制造了超过 10 万个原型零部件，并
且为支持静洁动力齿轮传动式涡扇发动机系列的开发已制造了数百个零部件，节省了
大量材料，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在国际知名的大型企业中，波音公司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飞机的部分零件，米其
林公司利用 3D 打印技术进行轮胎生产，美国“太空制造”公司还成功在太空环境下完
成了大型物体的 3D 打印。
新西兰一家公司“火箭实验室”在新西兰东海岸发射全球首枚 3D 打印电池动力的
“电子号”火箭。该火箭发动机的主要部件几乎都是 3D 打印制造。这枚火箭制造成本
低、发射周期短。
上述技术中采用的材料主要是钛合金，其他轻金属材料的 3D 打印技术研究比起钛
合金材料相对滞后一些。美国于 1999 年最早进行了铝合金的 3D 打印研究，所采用的
材料是 AlSi10Mg，工艺为 LMD。由于当时所采用的铝合金粉末成分和粒度等原因，
未能取得理想结果。德国劳恩霍夫激光研究所 Fraunhofer 于 2013 年研发出两种用于 3D
打印的铝合金粉末材料 AlSi10Mg 和 AlMgSc-Zr，将粉末的成分、粒度都进行了改善，
从而提高了 3D 打印零件的综合性能。实验结果显示，利用上述两种粉末打印出的零件
的相对密度达到 100%，综合力学性能高于铸造铝合金 20%以上，且表面光洁度高，无
微裂纹。在有轻量化设计要求的场合，如航空航天、汽车等行业，铝镁合金等轻金属
材料的 3D 打印技术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2.1.2 汽车制造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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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技术已渗透至汽车研发、产品设计、零部件制造和汽车维修等多个领域。
在汽车研发方面，设计师可以利用 3D 打印技术进行整车外形概念设计，使其更加快速、
更加精准的将 3D 设计图转化为实型，取代传统的手工制作油泥模型；在零部件制造方
面，采用 3D 打印技术不仅可以制造轮胎等橡胶类零部件、门口板、仪表盘等汽车内外
饰零部件，还可以生产空调箱、压缩机端盖等结构精密复杂总成，甚至可以生产车身、
底盘等汽车主体零件；在汽车维修方面，对于进口车型，厂商零配件配货不充足，单
个小零件的损坏可能导致整套配件总成的更换，3D 打印技术可以成功修复损坏的小零
件，实现原有零件功能。
意大利电动车制造商 XEV 公司宣布将与中国 3D 打印机材料企业 Polymake 公司合
作生产 3D 打印电动车 LSEV，这将是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的 3D 打印电动汽车，这辆车
的制造周期大约为 3 天，车子最高时速达到 43 mile/h，单次充电可累计行驶 93 mile，
一辆完整车子的重量仅有 450 kg。日本本田也制造了一款单座式电动车，其车身几乎
是由 3D 打印镶板构成的，现在主要用于送饼干，但本田表示，该车型适合量产。虽然
现在还没有 3D 打印电动汽车的具体配置数据，尤其是安全性的数据，但对于这种先进
技术甚至有可能颠覆制造业的技术。从目前知道的几款 3D 打印电动车来看，都集中在
小型化、低速化领域，相信在未来 1~2 年内肯定会有 3D 打印电动汽车的相关数据，比
如车辆的安全性、操作性、舒适性等。3D 打印电动汽车现在还处在起步阶段，对于后
续车辆的安全试验、乘坐体验都会有所规定。德国汽车公司宝马集团（BMWGroup）
采用 3D 打印金属敞篷车顶支架，据称该 3D 打印金属敞篷车顶支架是生产系列车辆中
使用的第一个 3D 打印金属部件，使用在 BMWi8 敞篷车中。一方面拓扑优化后支架减
重 44%；另一方面设计的结构在打印过程中无需支撑，而且目前已经批量生产，可以
一次打印超过 600 个支架。在实施 3D 打印技术之前，宝马集团金属增材制造主管
Maximilian Meixlsperger 花了十年时间开发车顶支架设计。采用选择性激光熔化（SLM）
技术（3D 打印技术的一种）后，金属车顶支架在三个月内为 BMWi8Roadster 生产。
法 国 高 性 能 汽 车 制 造 商 布 加 迪 （ Bugatti ） 为 其 最 新 的 超 级 跑 车 布 加 迪 威 龙
（BugattiChiron）打造了 3D 金属制动钳。这种钛组件使用 SLM500 机器进行 3D 打印，
工作持续 45h。
目前，3D 打印技术在汽车行业已得到广泛实际应用。如英国豪华汽车品牌宾利展
示了 2036 年自动驾驶概念汽车，其内饰摒弃了皮革，全部采用 3D 打印部件，打造出
了更运动更优雅的豪华休息室；3D 打印公司 Stratasys 利用 3D 打印技术生产奥迪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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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灯罩，将原型制作周期缩短 50%；中国公司 Polymaker 与意大利车企 XEV 研发的首
款 3D 打印汽车将于 2019 年第二季度实现量产，该款低速电动车除了底盘、座椅和玻
璃外，均利用 3D 技术完成；在我国，为有效解决进口消防车配件必须从国外进口难题，
总队装备维修中心利用 3D 打印技术生产了某型进口消防车的前雾灯边框，缩短了维修
时间，节约了维修成本。
2.1.3 零部件修复领域的应用研究
3D 打印技术在修复受损的金属零部件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对于涡轮叶片、齿轮和
轴承等易断裂或易磨损零件，3D 打印技术可以重建零件缺失部分，将受损零件修复到
设计的形状尺寸。Kelbassa 等用 3D 打印技术修复了 BR175 发动机的高压压气机前轮
阻尼线槽及机匣。Optomec Design 公司采用 3D 打印技术修复了 T700 发动机受磨损的
重要零件。
2.1.4 其他领域
美国军方也对 3D 打印技术敞开了怀抱。美国海军陆战队研发出一款可移动的 3D
打印设备，用于制造零部件，并有可能用于海外军事设备维护。美国海军通过和橡树
岭国家实验室共同研发出的 3D 打印技术，可以在 4 周内就建造出一艘概念“潜水
艇”。未来几年内，这一技术可能会应用于批量生产。
2.2 国内应用
3D 打印的科研方面，我国的研究起步并不晚，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清华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就开始了研究，“九五”期间，已经基本掌握了当时的
几种主流技术，掌握了其制造工艺和软硬件控制技术，开发了这些技术装备，开展了
推广应用。90 年代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开始了金属材料增材
制造研究，可以制造与锻件性能媲美的大型构件。
2.2.1 航天军工领域
作为先进制造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3D 打印技术一直备受航天科技关注。目
前我国依靠自己开发的大型金属 3D 打印设备，在飞机大型承力件应用方面处于国际
领先，在军机、大飞机研发中，充当了急救队的作用。而且，钛合金大型结构件已经
率先应用于飞机起落架及 C919 的研发中。西北工业大学于 1995 年就开始研究金属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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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 3D 打印技术，并于 2012 年用该技术为国产大飞机 C919 制造出长达 3 m 且成形
精度极高的中央翼缘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 529 厂采用 3D 打印技术研制的多个复杂形状铝
合金结构件成功应用于我国探月工程中承担着对地对月测控、数传中继的重要卫星—
—嫦娥四号中继星。529 厂通过铝合金、钛合金等材料激光选区熔化成型的工艺技
术，获得了激光选区熔化成型技术的上星许可。本次星上搭载的 3D 打印产品全部采
用拓扑优化构型，通过与轻量化设计技术的结合，零件重量大幅降低，承载比有效提
升，3D 打印的技术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529 厂的 3D 打印技术已在载人航天、深空
探测、遥感、通信等多个领域的正样、初样产品研制中得到广泛应用。529 厂还通过
与地方政府部门合作，先后建立了重庆永川和山西武乡宇航智造技术研究院，着力打
造基于工业互联网的 3D 打印智能制造平台。
3D 打印制造出了耐温 3315T 的高温合金，用于龙飞船 2 号，大幅度增强了飞船推
力。利用 3D 打印高能束的集中能量，以 3D 打印设备作为材料基因组计划的研制验证
平台，可以开发出超高强度、超高韧性、超高耐温、超高耐磨的各种优秀材料，增材
制造变成为创材技术。
2.2.2 其他方面
3D 打印应用于组织支架制造、细胞打印等领域，实现了生物活性器官的制造，一
定意义上在创造生命。3D 打印可以为生命科学研究和人类健康服务。
3 发展趋势
3D 打印技术在制造业的普及程度，关键取决于新兴材料的发展。虽然目前塑料依
然是主导材料，但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会有更多的材料进入 3D 打印市场。惠普已经
在美国科瓦利斯设立了全球首个 3D 开放材料和应用实验室，推出业界首个 3D 材料开
发套件（MDK），与很多世界领先的材料公司合作进行新材料的研发。Divergent 3D
公司也于今年 3 月宣布与德国金属 3D 打印机制造商 SLM Solutions 达成合作，以开发
分散式制造平台的硬件和软件，允许通过结合 3D 打印生产更轻、更具成本效益、更
环保的车辆。
随着智能制造的进一步发展，新的软件技术、控制工程、材料科学等不断被应用
到增材制造领域，增材制造将呈现出以下趋势： 首先， 随着成品增材速度、表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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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力学性能的提高，增材制造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其次，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增材
原料将进一步多元化，比如功能梯度材料和复合材料，特别是金属快速成型会是增材
制造的主流。第三，随着设计与制造一体化、软件集成化，增材制造将从传统制造业
的辅助手段中解放出来， 充分发挥其设计自由度的优点。同时，政府部门应该统筹规
划整体目标，加强产研互动和协调各部门职能， 并且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促使增材制
造技术良性发展。
4 总结
在应用方面，我国工业级设备装机量居全世界第四，但金属打印的商业化设备还
比较薄弱，主要还依靠进口。非金属工业型打印机，我国 60%以上立足国内。小型
FDM 打印机，已批量出口，销量跻身世界前列。但国产工业级装备的关键器件，如激
光器、光学振镜、动态聚焦镜、打印头等还主要依靠进口。工业级 3D 打印材料的研
究刚刚起步，除了个别研发能力强的公司研发了少量材料外，3D 打印的材料基本依靠
进口。
从产业发展看，我国发展缓慢。美国有两家最大的 3D 打印公司，2015 年达到近
10 亿美元的规模。而我国企业基本是校办企业起家，最多 1 个多亿人民币产值。现在
进口设备大举“进攻”中国市场。金属打印装备，国外则实行材料、软件、设备、工
艺一体化捆绑销售。现在国内已经有若干 3D 打印公司上市，科技开始与资金结合。
金属材料的 3D 打印增材制造技术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智能化加工新技
术。除了钛合金和铝合金以外，镍基合金、铜基合金、钴铬合金等航空航天、汽车等
行业广泛应用的金属材料都可以用于 3D 打印。目前金属材料 3D 打印在金属粉末、零
件表面质量、成形尺寸、国际标准、使用成本和固定支撑等方面还存着在一定的挑
战，需要世界各国对该技术持续深入研究，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关键技术的突破，成形
产品的综合力学性能将不断提升，同时向陶瓷零件和复合材料的增材制造技术发展。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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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武 3D 打印再制造冶金部件技术实现产业化应用
连接激光 3D 打印设备，就能直接打印金属部件，不仅可以让废旧部件“重获新
生”，还能提升性能、延长寿命。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制造业
技术革命。最近，宝武集团在成功实现多种冶金部件 3D 打印再制造的基础上，又成功
在冶金核心部件——结晶器铜板表面“打印”出激光强化涂层，使之寿命提高两倍，
引领和推动激光 3D 打印再制造技术在国内冶金行业的产业化应用。
作为工业 4.0 最受瞩目的技术之一，3D 打印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速度“突飞猛
进”。近年来，我国对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更是空前关注，《中国制造 2025》
重点领域路线将 3D 打印列入重点发展领域。但是，由于在材料和工艺方面还存在一些
关键共性问题有待解决，国际上 3D 打印技术离大批量工业化应用还有一段距离，尚处
于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2006 年，作为集团公司负责金属 3D 打印产业化应用的企业，上海宝钢工业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技术）将 3D 打印应用于钢铁行业，用项目推动 3D 打
印在工业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宝钢技术表面工程事业部依托与钢铁主业的互动发展，
联合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将激光金属 3D 打印技术与钢铁冶金部件的再制造需求
相结合。2007 年，宝钢技术利用激光 3D 打印再制造技术，成功修复了宝钢股份初轧 1
号轧机牌坊窗口面，不仅大大提高了修复效率，设备使用寿命也成倍增长。该技术为
国内首创，推动了 3D 打印再制造技术在冶金行业的产业化应用，并形成了多项专利。
近年来，宝钢技术成功“打印再制造”出轧机牌坊、扁头套、万向接轴及足辊等
一系列产品，还先后参与制定了激光增材再制造多项行业标准，如《在线激光修复轧
机架技术规范》、《激光修复轧机扁头套技术条件》等。宝钢技术还将致力于扩大激
光 3D 打印再制造技术的外延，在做精冶金行业的基础上，在航空发动机、航空起落架、
地面燃机、海工军工产品等领域开展多方位合作及交流，推动 3D 打印在工业领域的广
泛应用。

Wilhelmsen 和 Ivaldi 开展 3D 打印船舶备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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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威尔森航运公司（Wilhelmsen）已经联手伊瓦尔迪集团（Ivaldi Group）在
新加坡的威尔森船舶服务公司（WSS）建了一个增材制造厂。该增材制造厂具有的按
需生产能力，将为到港船舶和选择的合作伙伴提供 3D 打印零件。
该合作计划第一批用户合作伙伴之一为新加坡 Berge bulk 公司。Berge Bulk 公司采
购经理 Sim Teck Siang 称，“长研制周期、有限的零件可用性和范围广泛的物流为海上
备件行业面临的一些挑战。由于运营和管理 50 多艘船舶，我们要求备件用户化并有效
和在短时间内交付我们的船舶。由于 3D 打印技术的进步及其可利用各种各样的材料生
产我们需要的零件的能力，我们期待着通过这个联合方案在根据需要用户化设计生产
零件过程中探索 3D 打印的多功能性。
由于海运业拥有老化的船队和使用时间超过 10 年的设备，因此将导致对原设备生
产厂商随时都有备件的高需求，按时将零件发送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船舶是船舶管
理机构正面临的挑战。

荷兰将建成 3D 打印不锈钢桥梁
2018 年 4 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完成了一座全功能性大桥，不同寻常的是，桥跨
结构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标志着这一独创的不锈钢 3D 打印项目已经取得了里程碑式
的成功。2018 年夏季，在建成的桥梁上进行了结构性测试。
早在 2015 年 6 月，MX3D 公司就曾首次宣布，计划兴建一座全功能性的、3D 打印
的金属人行天桥；同年 10 月，建成了相关制造厂，2016 年开始进入设计和测试阶段；
2017 年 3 月正式开始打印，同年 9 月提出最终的设计方案，并完成了 2m 长的首段打
印；2018 年 4 月，就在四个工业机器人连续打印六个月之后，最终制造出桥梁跨段，
这座大桥将于 2019 年进行安装，横跨阿姆斯特丹最古老和著名的运河之一 Oudezij ds
Acht erburgwal。
设计软件曾经提出了各种功能性和安全性的要求，但并不能处理复杂的几何结构。
此外，依旧存在一些未知的问题，其中包括中世纪运河墙可以承受多大的应力以及没
有现成的 3D 打印材料性能可供参考等。通过重新设计，尽可能地减少复杂性和拉伸应
力。在 2016 年 11 月之前，研发小组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研究小组开始探讨一种
“薄板建造”的方法，而不是此前尝试的“围绕体积优化”。薄板概念的优点之一就
是主要与压缩力有关，采用应力分析软件产生横穿物体的力。高度详细的 3D 扫描结果
证实，桥头并不完全是平行的，基于这一全新的发现，研究小组决定将桥梁设计成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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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形状，这增大了动态形状参数，而且显示出这项专利技术并不同于传统的对称
形式。通过制定整座桥梁的设计参数，每个设计细节上实现了自动设计。
该项目充分显示，在材质坚实、复杂形状、构造多样的 3D 打印方面，多轴机器人
具有相当的潜力。机器人配备了专用工具，并由专业软件进行控制。桥梁的长度为
12.5m（41 英尺），宽 6.3 米（20.7 英尺），不锈钢的用量为 4500kg（9920 磅），钢丝
绳长度超过了 1100km（683.5 英里）。桥梁的其余部分将在同年 10 月完成打印。最后，
这座桥梁将于 2019 年安装于阿姆斯特丹。
早在 2016 年 7 月，在机器开始打印之前，在设计方案上曾多次调整。2017 年 2 月，
在解决了有关控制、施工和操作等实际问题之后，确定了最终的设计方案。在 18 个月
的设计和施工之后，于 2017 年 3 月正式开启了桥梁的打印工作，研究团队打印了长约
1m 的大型配件，并组装成一体。在 2017 年 9 月，打印了桥梁整体的三分之一，并在
桥梁上安装了一个机器人，2018 年 3 月完成了桥跨结构的制造。
这座 3D 打印桥梁由 Joris Laarman 实验室设计，Arup 负责结构施工，安赛乐米塔
尔公司提供钢材及相关技术，Autodesk 公司提供数码生产工具，Heij mans 公司是建造
负 责 方 ， 联 想 集 团 提 供 计 算 机 硬 件 支 持 ， ABB 公 司 提 供 机 器 人 技 术 支 持 ，
AirLiquide·Oerl ikon 公司提供焊接技术支持，Pl ymovent 公司提供气体，代尔夫特理
工大学和阿姆斯特丹政府机构也参与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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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工业大学开发 3D 打印机用金属粉末
名古屋工业大学近日宣布，成功开发出革新性的层叠塑型（3D 打印）用金属粉末。
与传统材料相比，不仅降低了其内部缺陷，还可制造出高品质的造型产品。同时，该
材料可用于目前难以用于 3D 打印的金属种类，有助于今后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
名古屋工业大学的研究团队将铝等组织细微化的异质核生成理论应用于层叠塑型
技术，实现了组织的细化，以用于飞机部件等的 Ti-6Al-4V 合金作为母材金属，并选定
TiC 粒子作为异质核粒子进行了实验。新开发出将各粉末预先混合制成的层叠塑型用
金属粉末，采用粉末床熔融法用这种粉末试制出层叠塑型件，确认这种产品与传统只
用母材金属粉末制成的产品相比，相对密度提高且原始晶粒组织细化。
通过实验确认，通过采用开发出的新型层叠塑型用金属粉末，可制造出品质更高
的层叠塑型产品，同时还可降低塑型时所需的激光输出。由此可实现塑型工艺的节能
化，并提高了采用低品位激光制成高品质塑型件的可能性。
本方法通过选定与母材金属对应的异质核粒子，可适用于采用各种不同金属、合
金种类的层叠塑型方法。今后，除有望应用于纯铝等层叠塑型技术，还将确认在其他
金属或合金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对添加的异质核粒子形状、大小及添加量最佳化
进行研究，更进一步发挥性能。

欧洲开展金属丝电弧增材制造技术研究
1 前言
截至目前，金属 3D 打印的技术、创作规则、规范和监管制度依旧处于初期阶段。
就目前而言，3D 打印金属材料仅仅只能应用于一些建筑构件，如接头和节点等。在某
些方面，3D 打印金属材料是优于铸钢节点的，因为它无需铸模制作。
由奥雅纳（Arup）的类骨钢节点所证实的拓扑优化技术有可能用于制作内部增强
钢管或变截面钢管，这主要是通过在长度方向的局部增强区域改变钢管横截面来实现。
2 概念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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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宣布了一些 3D 打印建筑工程，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阿姆斯特丹的钢桥打印项
目。该项目由荷兰机器人制造公司 MX3D 发起，在试验和测试阶段停留了很久，这是
因为制造一套水平承载结构并非易事。MX3D 公司的设计师最初将这座桥视为一种概
念验证项目，并称只是想看看能否通过这种新方法建造桥梁，这样人们就可以借助想
象产生新的创意。
从设计的观点来看，各种创意已经源源不断。增材制造在产品定制方面又提供了
巨大的可能性，产品尺寸可以更为精准，还可进行修改和模拟，因此，已经成为了颠
覆传统工业观点的驱动力。如果用于建造，这项技术可以制作形状独特的小型建筑构
件或者连接件，而无需批量生产的优势使其成本更为低廉，这有助于提高材料的利用
率，以及建造几何形状复杂的结构。不过，依然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3 术语
采用金属粉末或金属丝为原料的非传统制造工艺创造了诸如快速成形、快速制造、
增材制造、自由形式制造或网络化制造等一系列新术语。
优点显然就是速度和单一项目的定制，但缺点则是不能完全自由设计、沉积层水
平低、表面粗糙度高、容易腐蚀、出现残余应力和变形等。激光聚光束、电子束和电
弧焊机提供了金属原料熔化的热源。由于沉积速率高，最广为采用的建造技术就是粉
末床熔化（powder bed f usion）和金属丝电弧增材制造（WAAM）。粉末床包括激光
烧结（l aser sintering）和激光熔化（l aser mel t ing），尽管受限于成形室（buil d
chamber）的尺寸，但是却具有较高的精度。粉末喂料的成本高于金属丝喂料，而且还
涉及到安全和健康问题，奥雅纳（Arup）类骨钢节点就是通过粉末床打印出来的，可
以看作是概念验证。WAAM 更具商业可行性，基本就是一个安装了机器人手臂的电弧
焊机。WAAM 的精度并不及粉末床，但是在尺寸方面的限制更小，可以提供更大的沉
积速率。在制作钢桥上，阿姆斯特丹 MX3D 公司就采用了电弧增材制造工艺，这一想
法利用了两个六轴机器人，跨度为 3m，钢制焊接枪体装有一个气体金属焊接头，按照
结合 CAD 模型的激光制导装置产生的路径运行。它们可以在半空接触，能够解决一些
有关机械性能和结构完整性的问题。
4 质量控制
为了探讨可行性，MX3D 公司依旧在作出大胆尝试。仅仅在焊接参数方面就有较
大的改进空间，比如金属丝喂料速率、电弧电压、在线监测、喷嘴角度、冷却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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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粗糙度和后处理等。所有变量都会影响载荷容量以及传统的结构需求，例如，
12m 跨度的结构已经转变为由多个 1m 零件组成的壳体结构，而且单个部件的厚度相对
较小。
机械性能也取决于金属丝喂料的质量，以及制作零配件的方式等因素。3D 打印是
一项无需人工干预的工作，主要用于产品试制。在建造方面，此项技术依旧处于起步
阶段。3D 打印的元件外观并不美丽，需要经过精磨等后处理。另外，3D 打印出的水
平结构在不使用临时支撑结构的情况下是无法独立固定的。而且，工程师将如何处理
并证实一个一次性的试样可以用于一个复杂的结构呢？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一名
研究人员已经确定如何对这种新型金属进行安全设计，并测定材料的性能。MX3D 公
司打印出的不锈钢钢管借助 3D 扫描设备进行屈曲试验，还将采用四点弯曲和压缩试验
获取弯曲刚度等基本性能，以及应力-应变曲线。
目前，鹿特丹 RAMLAB 增材制造中心已将 3D 打印技术用于铸造，而且与港务局
和造船行业形成战略联盟，并获得了 Val k Wel ding、Autodesk、IBM 等供应商的大力
支持。首批零配件产品已经成功发货，并用于造船行业，但为了通过英国劳氏船级社
认证，在工艺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还有待提高。
5 技术
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激光与焊接工程中心在金属打印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就
在 2017 年，该中心使用航空级铝合金，采用电弧增材制造工艺制作出 6m 长的大型单
体零件——双面翼梁，这在金属打印技术发展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制造这个重
300kg 双面翼梁的是由两个机器人操控的一台新的 10m 长金属打印机。这个经过周密
设计的零件测试了增材制造单元的能力，并评估了建造这样尺寸结构的风险性。尽管
增材制造工艺有利于降低成本和缩短交货周期，但质量控制依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为了理解钢铁材料对当代建筑现状的影响，应该关注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动态。
截至目前，采用 WAAM 工艺制作的工件主要用于海洋造船工业，该工艺近似于
MIG 焊接工艺，在一层金属上添加另一层金属，形成最终形状。采用机器人技术，解
决了机械运动的局限性。由 Autodesk 和松下开发的特殊软件程序创造出一种流动模型，
又称工具路径或测序技术。
对于普通金属 3D 打印而言，重要的参数就是工件的尺寸，以及焊接工艺的热输入
量和速度。这些参数取决于工件的复杂程度，为了避免扭曲，可以通过软件分解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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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部分。RAMLAB 的创始人 Vincent Wege ner 表示，试生产在工作中占据了较大比
重，此后就像焊接工艺一样便于操作了。
RAMLAB 的工作人员对位于鹿特丹的达门船舶维修（Damen Shiprepair）的螺旋
桨进行测试，初步发现螺旋桨桨叶比叶根的材料更薄。这是一项定制化的工作，手头
没有现成的标准软件可用，而且在实际生产方面，必须采用专业技能，这是因为
WAMM 需要机器人控制、冶金以及焊接工艺的综合知识。测试螺旋桨的直径为 1.3m，
重约 230kg，很快将进行实际测试，并用于监控工艺是否可以简化，工艺规模是否可
以扩大。
焊接是一项成熟的技术，材料性能和施工计算也是广为人知的。用于海洋工程的
标准焊丝需要添加 Cu，在施工计算方面，将参考法国国际检验局的铸钢生产标准，改
进焊接的机械性能，必须通过抗拉试验验证。
只有借助多学科团队，才能使 WAAM 技术今后处于领先地位，其产品才能被广为
接受，进而扩大生产规模。另外，认证对于这项技术的实施至关重要。
为了将 WAAM 技术提升一个档次，其他的计划还包括软件的简化，同时采用多个
机器人进行联合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施工的第一步是由 Studio Rap 设计鹿特丹的水
上出租车，该机构也位于鹿特丹 RDM 创新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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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信息
一种 3D 多孔石墨烯/过渡金属氧化物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申请号：CN201810017055
公开(公告)日：2018.06.29
申请(专利权)人：湘潭大学
发明人：汪形艳; 蔡治邦; 金显明等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 3D 多孔石墨烯/过渡金属氧化物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将氧化石墨通过超声分散至水中后，再加入过渡金属盐及
碳酸氢钠搅拌溶解，得到混合溶液；所述混合溶液转入水热反应釜内进行水热反应，
水热反应产物经过干燥后，置于保护气氛下煅烧，即得具有 3D 多孔结构，且过渡金属
氧化物原位生长在石墨烯表面的 3D 多孔石墨烯/过渡金属氧化物复合材料，该复合材
料具有良好的电化学性能，可以应用于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或锂离子负极材料，且其
制备方法简单、成本廉价、环境友好，满足工业生产标准。

一种可再生钛基复合骨骼材料的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1810069994
公开(公告)日：2018.05.11
申请(专利权)人：山东建筑大学
发明人：徐淑波; 孟子翔; 曹兆义等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 3D 粉末打印制备可再生多孔钛基复合骨骼材料的方法，属于
钛基复合材料制备领域。本实验采用打印基体配比为 95.5%Ti +1.6%Zn +2.5%Mg + 0.4%
Ag（质量分数）的混合纳米粉，然后通过机械球磨法进行机械混粉 24h，均匀后对其
以 80℃烘干 1h，得到金属粉末基。构建 3D 打印模型，用麦芽糊精基的液态粘合剂进
行打印，熔覆结束后，将 3 维熔覆件放在白织灯加热的特定热氛围中保持 60min，未熔
化的粉末通过高压气流吹离支架，去除未熔粉末后，支架被放在氩气保护电子炉中烧
结步骤来制得，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植入物的多孔性设计提高了细胞的附着、增殖
以及新血管的产生，实现了骨骼可再生。钛基复合材料改善了钛合金的耐蚀性、耐磨
性以及抗菌杀毒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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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材料 3D 打印机用钛合金及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1810006674
公开(公告)日： 2018.06.19
申请(专利权)人：艾伯尔三氐打印技术（重庆）有限公司; 杨陈
发明人：杨陈; 邢孟秋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生物材料 3D 打印机用钛合金，所述钛合金由下列组分组成：Al
3.0~4.5wt ％ ， Zr1.0~1.5wt ％ ， Cr2.5~3.5wt ％ ， Mn10~15wt ％ ， Si19~21wt ％ ， Fe1.8
~2.2wt％，Cu2.2~2.4wt％，Ce0.1~0.2wt％，余量为 Ti 和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 Al、Zr
和 Mn 三种合金元素的含量配比需满足 Al：Zr：Mn＝3:1:10，所述钛合金的组织为 α+β
相基体以及弥散分布在基体上的 Al3Ti、Al3Zr、TiFe 和 TiMn 化合物颗粒，所述弥散分
布的金属间化合物颗粒的总量为 0.4~0.6wt％。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备料、熔炼浇注和热
等静压处理。该钛合金抗拉强度可达 1100~1200MPa，且耐压能力高，可经受往复压力
循环，室温伸长率可达 20％以上，并且耐高温和抗腐蚀性能优异。

用于 3D 打印的碳纳米管/金属混合溶液的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1810037347
公开(公告)日：2018.06.12
申请(专利权)人：西南大学
发明人：汪敏; 庞墉; 罗宇峰
摘要：本发明涉及了一种用于 3D 打印的碳纳米管/金属混合溶液的制备方法，属于 3D
打印材料领域。其制备方法为将活性官能团碳纳米管分散液、金属纳米粉末缓慢加入
到 Nafion 溶液中，形成混合溶液，超声 30~60min 后，再磁力搅拌 24~48h，使其充分
混合，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浓度，即可得到用于 3D 打印的碳纳米管/金属混合溶液。本
发明具有低成本的、易实现规模化 3D 打印碳纳米管/金属的纳米材料的特点，且打印
的产品具备实用化前景和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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