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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激光熔化工艺参数对气雾化 31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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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系统考察了激光功率和扫描速度对 316L 不锈钢粉末选区激光熔化工艺成形熔道、制品微观组织及
力学性能的影响，并分析了各类缺陷的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在低激光功率和高扫描速度条件下，熔道中出
现了大量球状颗粒，这些颗粒之间的空隙恶化了下一层粉末的熔化条件，这正是成形制品中熔道分布混乱以及孔
洞、裂纹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而导致成形制品力学性能降低；在高激光功率和低扫描速度条件下，熔池快速升温
/ 冷却的热应力作用增强，使得成形制品的熔道交界处也存在孔洞和裂纹等缺陷。在本研究实验条件下，激光功
率为 350 W，扫描速度为 1750 mm/s 时，SLM 成形制品的力学性能最为优异，其中抗拉强度为 731 MPa、屈服强
度为 638 MPa、断后伸长率为 40.0%，致密度为 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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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an additive manufacturing method, a supplement to th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gained a lot of attentions due to the advantages of rapid preparation of complex part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he range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raw materials has been expanded
from the organic materials with low melting points to the metal materials with the high melting points, which
extends its application range to the fields of aerospace and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The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 is a mainstream technology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with the metal materials. However, the supply of
high quality metal powder has become an obstacle for the SLM development. Currently, the amount of stainless
steel powder, such as 316L, used in molds accounts for about 20% of the global 3D printing metal materials. In
this study, the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with the low oxygen content, fine particle size and good circ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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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prepared by the vacuum gas atomizati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including the
angle of repose, the bulk density and the tap density, of the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a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LM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effects of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 process parameters, including the laser
power and scanning speed, on the melt channel,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were investigated in detail. The formation reasons of various defects were also analyzed. The results
could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low laser power or the high scanning speed,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laser energy, the powder in the molten pool is not completely melted,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ing
viscosity of the molten pool and the poor wettability between the molten pool and substrate. Therefore, a large
number of spherical particles appear in the melt channel, and in the severe cases, the melt channel could be even
broken. In addition, there is a large amount of voids between the spherical particles, which further deteriorates the
melting condition of the next layer of powder. It is the root cause of disordered distribution of the melt channels
and the generation of holes and cracks in the longitudinal and horizontal sections of SLM forming product. During
the stretching process, the above defects are the source of cracks causing the fracture of SLM forming product,
which further leads to a decrease i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LM forming product, such as the tensile
strength, yield strength, elongation at break and relatively densit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high laser power
and low scanning speed, the Marangoni flow inside the molten pool enhanced and exhibits instability. In addition,
the rapid heating or cooling processes of molten pool enhances the thermal stress in the SLM forming product.
The above phenomenon leads to the fact that the defects, including holes and cracks, could also be found in the
SLM forming product. And these defects are generally present at the junction of adjacent melt channel in the same
or different powder layers. Furthermore,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f this work, when the laser power
is 350 W and the scanning speed is 1750 mm/s,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are best,
which includes a tensile strength of 731 MPa, a yield strength of 638 MPa, an elongation of 40.0% and a relatively
density of 96.27%.
Keywords: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Laser power; Scanning speed;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9]。特别是在汽车轮胎及随

0 引言

形冷却模具制造领域，选区激光熔化用 316L 不锈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增材制造技术逐渐
兴起，并快速发展为世界主流制造技术之一

[1-4]

钢粉末的需求量日益提高。针对国外 3D 打印用

。

高性能金属粉末价格高，国内同类型粉末性能不

该技术可快速直接精确地将设计思想转化为具有

足的情况，本研究在采用真空气雾化法制备低氧

一定功能的工业模型，不仅缩短了开发周期，而

含量、细粒径 316L 不锈钢粉末的基础上，系统考

且降低了开发费用，提高了企业竞争力。随着增

察了激光功率和扫描速度等选区激光熔化工艺典

材制造技术的不断提升，其原材料已由低熔点有

型参数对粉末成形熔道、成形制品微观组织及力

机材料拓展至高熔点金属材料，应用范围也延伸

学性能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制品缺陷的形成原

至汽车制造、军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属材料增材制造技术的主流工艺

[5-7]

。作为金

因。

[5,8]

，选区激光熔

化（Selective Laser Melting，SLM）逐渐受到科研
工作者的重视，但高品质金属粉末的供应却成为
限制其发展的瓶颈。

1 实验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真空气雾化工艺制备了低氧含量
316L 不锈钢粉末，并利用气流分级机对其进行粒

不锈钢合金粉末作为使用范围最广且成本最

度调控，从而获得了细粒径 316L 不锈钢粉末。在

低的合金粉末材料之一，已被广泛应用于煤炭、

此基础上，对粉末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如表 1 所

石油、通信、航海、汽车零部件等领域，使用量

示；采用电子扫描显微镜镜（SEM）观察粉末形

约占整个增材制造用合金粉末材料的五分之一，

貌特征，如图 1 所示；采用图像分析法、马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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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粒度仪分别统计粉末圆形度及粒度分布，如

备的 316L 不锈钢粉末呈现球形颗粒特征，圆形度

图 2 及图 3 所示；并采用粉体综合特性测试仪分

较好，粉末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能均满足选区激光

别对粉末安息角、松装密度、振实密度进行检测，

熔化工艺要求。

粉末物理性能汇总于表 2。整体而言，本研究制
表 1 316L 不锈钢粉末的化学成分（wt.%）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wt.%)
Ni

Cr

Fe

Mo

Mn

Si

C

S

11.26

18.34

Bal.

2.08

1.30

0.52

0.03

0.0038

P

O

0.0320

0.0291

表 2 316L 不锈钢粉末的物理性能
Table 2 Physical properties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安息角（°）

松装密度
（g/cm3）

振实密度
（g/cm3）

29.5

4.38

5.02

图 3 316L 不锈钢粉末的粒度分布
Fig. 3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本研究采用汉邦 SLM 280 型 SLM 设备进行
SLM 工艺参数影响。首先，将激光功率以 25 W
图 1 316L 不锈钢粉末的 SEM 形貌（×200）
Fig. 1 SEM (×200)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的递增幅度逐步由 250 W 提高至 450 W，扫描速
度 以 125mm/s 的 递 增 幅 度 由 1000 mm/s 递 增 至
3000 mm/s，并采用光学显微镜系统考察激光功
率和扫描度对熔道连续性的影响。其次，采用从
熔道分析中优选的激光功率和扫描速度参数进行
SLM 成形制品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研究，工艺参
数汇总于表 3；为避免成形过程中能量集中对制
品组织及性能的影响，采用层内 S 形，每两层正
交的成形工艺策略，如图 4 所示；成形制品尺寸
为 10×10×10 mm3，力学性能标准拉伸件尺寸如
图 5 所示（参照 GB/T 228-2002）；在此基础上，
将制品的侧面和底面打磨抛光后，用王水对其表

图 2 316L 不锈钢粉末的圆形度分布
Fig. 2 Circularity distribution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面进行腐蚀，采用 SEM 观察制品的微观组织和断
口形貌，采用阿基米德排水法测量制品致密度，
并采用拉伸实验机分析制品的抗拉强度、屈服强
度、断后伸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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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SLM 成形工艺参数
Table 3 SLM forming process parameters
编号

激光功率（W）

扫描速度（mm/s）

扫描间距（μm）

铺粉层厚（μm）

A-1

300

2000

80

30

A-2

350

2000

80

30

A-3

400

2000

80

30

B-1

350

1750

80

30

B-2

350

2250

80

30

图 4 SLM 成形工艺策略
Fig. 4 SLM forming process strategy

图 5 拉伸件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test piece

2 实验结果和讨论
2.1 熔道分析

图 6 不同激光功率下的熔道形貌
Fig. 6 Melt channel at different laser power

本研究进一步选取熔道连续段的最大 / 最小

不同激光功率下的单熔道形貌如图 6 所示。

值为熔道宽度的极值，激光功率对单熔道宽度的

当激光功率仅为 250-275 W 时，由于熔道吸收的

影响如图 7 所示。整体而言，随着激光功率的提

激光能量较少，连续性较差，出现了球状颗粒 (a)

高，熔道宽度呈增大趋势。当激光功率为 350-400

和熔道中断 (b) 的现象；随着激光功率逐步提高，

W 时，熔道连续性较好，但在激光功率为 325 W

熔道连续性和稳定性逐渐增强，但仍存在少量熔

和 450 W 时，分别由于熔道扭折和飞溅液滴现象，

道扭折 (c) 现象；当激光功率进一步增大至 450 W

导致熔道宽度极差增大。

时，由于熔道吸收的激光能量过高，在熔道边缘
出现了飞溅重熔的小液滴凝固颗粒 (d)，熔道再次
出现不连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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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激光功率对熔道宽度的影响
Fig. 7 Effect of laser power on melt channel width

图 9 扫描速度对熔道宽度的影响
Fig. 9 Effect of scanning speed on melt channel width

不同扫描速度下的熔道形貌及其对单熔道宽

综合而言，在低激光功率和高扫描速度条件

度的影响分别如图 8 和图 9 所示。整体而言，随

下，熔道中均出现了大量球状颗粒，即“球化”

着扫描速度的提高，熔道稳定性呈现先升高、后

现象。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为：激光功率

降低的变化趋势，而熔道宽度则逐渐降低。当扫

过低或扫描速度过高时，粉床吸收的激光能量不

描速度较低时，熔道出现了飞溅重熔小液滴引起

足，使得粉末熔化不充分，熔池粘度增加，进而

的凸起 (a) 和中断 (b) 现象；当扫描速度提高至

导致熔池与基板之间润湿性较差，凝固时更倾向

2125 mm/s 时，熔道内出现了球状颗粒 (c) 现象；

于形成球形颗粒而非均匀铺展于基板（如图 10 所

随着扫描速度的进一步增加，熔道连续性进一步

示），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熔道中断现象 [10-12]。但是，

降低。相对而言，扫描速度为 1750-2000 mm/s 时，

在高激光功率和低扫描速度条件下，熔道中同样

熔道连续性较好。

出现了大量的球形颗粒和由此引发的熔道中断。
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可能为以下两点：一方面，由
于粉床吸收的激光能量较高，使得熔池体积增大，
导致熔池内部 Marangoni 流相应增强，进而使得
熔池稳定性急剧降低；另一方面，SLM 工艺过程
中熔道冷却速度可达到 103-108 K/s 左右 [13]，极高
的冷却速度使得熔道各处收缩速率差异较大。

图 10 不同润湿性下的熔道形貌示意图
Fig. 10 Schematic diagram of melt channel
under different wettability
图 8 不同扫描速度下的熔道形貌
Fig. 8 Melt channel at different scanning speed

2.2 制品微观形貌分析
基于熔道分析结果，分别优选熔道连续性相
对较好的 3 组激光功率和扫描速度进行成形制品

第2期

选区激光熔化工艺参数对气雾化 316L 不锈钢粉末成形制品性能的影响

·

63 ·

微观形貌分析。不同激光功率下的 SLM 成形制品

不足，成形制品水平截面也存在大量球形颗粒以

微观组织形貌如图 11 所示。整体而言，与熔道分

及由颗粒导致的大面积孔隙现象 (D)。当激光功率

析结果类似，激光功率对制品微观组织结构的影

提高至 350 W 时，成形制品纵向及水平截面均无

响较为明显。当激光功率为 300 W 时，成形制品

明显缺陷，且纵向截面熔道呈均匀的鱼鳞状排列。

纵向截面组织较为混乱，且出现了孔洞 (A) 和裂

随着激光功率进一步提高至 400 W，尽管纵向截

纹 (B、C) 等缺陷，但这些缺陷的形成位置有所差

面熔道呈明显的鱼鳞状分布，但也存在较多孔洞

别，其中孔洞 A 形成于同层相邻熔道与相邻正交

(E) 及裂纹 (F、G) 等缺陷，其中孔洞 E 和裂纹 F

层熔道的三熔道交界处，细微裂纹 B 存在于相邻

中均存在于熔道交界处，而裂纹 G 则沿熔道内部

两层同向熔道交界处，而更大的裂纹 C 则存在于

枝晶生长方向形成；此外，成形制品水平截面亦

相邻两层正交熔道交界处；此外，由于激光能量

在熔道边界处存在大量裂纹 (H)。

图 11 激光功率对 SLM 成形制品微观组织形貌的影响 (a)300 W，垂直截面 ; (b)300 W, 水平截面 ; (c)350 W, 垂直截面；
(d)350 W, 水平截面 ; (e)400 W, 垂直截面；(f)400 W, 水平截面
Fig. 11 Effect of laser power on microstructure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a) 300 W, vertical cross-section, (b) 300 W, horizontal cross-section, (c) 350 W, vertical cross-section, (d) 350 W, horizontal
cross-section, (e) 400 W, vertical cross-section, (f) 400 W, horizontal cross-section

不同扫描速度下的 SLM 成形制品微观组织

综合而言，在低激光功率和高扫描速度条件

形貌如图 12 所示。当扫描速度为 1750 mm/s 及

下，正如前文熔道分析所述，由于激光能量不足，

2000 mm/s 时，不管是水平截面，还是纵向截面，

导致熔道中出现了大量球状颗粒，这正是纵向截

熔道均较为均匀且无明显缺陷。当扫描速度的提

面中熔道分布混乱以及孔洞、裂纹产生的根本原

高到 2250 mm/s 时，成形制品纵向截面熔道不均

因。球化颗粒对铺粉的影响如图 13 所示。一方面，

匀性增强，在相邻两层同向熔道 (I) 以及相邻两层

由于球化颗粒之间的空隙难以被下一层粉末填充，

正交熔道交界处 (J) 均存在孔洞；此外，成形制品

在 SLM 过程中，这些空隙逐渐演变为成形制品内

水平截面也存在大量球形颗粒以及由颗粒导致的

部孔洞 (a)；另一方面，即使球化颗粒之间较大的

大面积孔隙 (K)。

空隙可以被下一层粉末填充，但这等同于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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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扫描速度对 SLM 成形制品微观组织形貌的影响 (a)1750 mm/s，垂直截面；(b)1750 mm/s，水平截面 ;
(c)2000 mm/s，垂直截面 ; (d)2000 mm/s，水平截面 ; (e)2250 mm/s，垂直截面 ; (f)2250 mm/s，水平截面
Fig. 12 Effect of scanning speed on microstructure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a) 1750 mm/s, vertical cross-section, (b) 1750 mm/s, horizontal cross-section, (b) 2000 mm/s, vertical cross-section,
(d) 2000 mm/s, horizontal cross-section, (e) 2250 mm/s, vertical cross-section, (f) 2250 mm/s, horizontal cross-section

单层铺粉厚度，使得较小的激光能量无法穿透空

熔池区域受热膨胀，对熔池边界呈现压应力，而

隙，进而导致空隙中的粉末难以熔化，从而形成

冷却熔池区域凝固收缩，对熔池边界呈现拉应力，

新的小球化颗粒。

二者相互牵制，甚至在热影响的作用下呈周期性
变化 [14-16]。特别是在高激光能量下，熔池温度梯
度更大，热应力作用效果更为显著。因此，受热
应力影响易出现裂纹的位置一般位于同层相邻熔
道与相邻正交层熔道交界处 (a)、相邻两层正交熔
道交界处 (b)、相邻两层同向熔道交界处 (c) 等，
如图 14 所示。

图 13 球化颗粒对铺粉的影响
Fig. 13 Effect of spheroidized particles on powder
spreading

此外，在高激光功率和低扫描速度条件下，
尽管熔道分布较为均匀，但也存在一些孔洞和裂
纹等缺陷。这些缺陷可能是熔道成形后产生的，
其主要形成原因可能为热应力，即：受激光热源
影响时金属不同部位的热膨胀与收缩变形趋势不
一致而造成。在 SLM 工艺过程中，由于激光运动
较快，熔池受热升温及冷却凝固时间极短，高温

图 14 受热应力影响易出现裂纹的位置
Fig. 14 Location where cracks are easy to occur due to
thermal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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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力学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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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随着扫描速度的提高，SLM 成形制品的抗拉

激光功率对 SLM 成形制品力学性能的影响汇

强度、屈服强度、断后伸长率和致密度等力学性

总于图 15，对致密度的影响汇总于图 16。整体而

能均呈现降低趋势，这与成形制品微观形貌分析

言，随着激光功率的提高，SLM 成形制品的抗拉

结果一致。当扫描速度为 1750 mm/s 时，SLM 成

强度、屈服强度、断后伸长率和致密度等力学性

形制品各项力学性能均较为优异，其中抗拉强度

能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特别是当

为 731 MPa、屈服强度为 638 MPa、断后伸长率

激光功率为 300 W 时，SLM 成形制品力学性能最

为 40.0%，致密度为 96.27%。

差，这与成形制品微观形貌分析结果一致。当激

不同 SLM 工艺参数下的断口形貌如图 19。

光功率为 350 W 时，SLM 成形制品各项力学性能

在低激光功率和高扫描速度条件下（图 17(a) 和

均较为优异，其中抗拉强度为 729 MPa、屈服强

(e)），成形制品断口处可以看到大量球化颗粒和

度为 629 MPa、断后伸长率为 35.5%，致密度为

孔洞，在拉伸过程中，裂纹优先从这些球化颗粒

96.24%。

和裂纹处扩展，这也是成形制品力学较差的重要
原因 [17-18]。在其他 SLM 工艺参数下，成形制品断
口存在大量细小的韧窝 , 表现出韧性断裂与沿晶
断裂特征。

图 15 激光功率对 SLM 成形制品性能的影响
Fig. 15 Effect of laser power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图 17 扫描速度对 SLM 成形制品力学性能的影响
Fig. 17 Effect of scanning speed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图 16 激光功率对 SLM 成形制品致密度的影响
Fig. 16 Effect of laser power on density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扫描速度对 SLM 成形制品力学性能的影响汇
总于图 17，对致密度的影响汇总于图 18。整体而

图 18 扫描速度对 SLM 成形制品致密度的影响
Fig. 18 Effect of scanning speed on density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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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卷

热 喷 涂 技 术

图 19 不同 SLM 工艺参数下的断口形貌：(a)300 W, 2000 mm/s；(b)350 W, 2000 mm/s；(c)400 W, 2000 mm/s；
(d)350 W, 1750 mm/s；(e)350 W, 2250 mm/s
Fig. 19 Fracture morphology under different SLM process parameters:(a)300 W, 2000 mm/s , (b)350 W, 2000 mm/s,
(c)400 W, 2000 mm/s, (d)350 W, 1750 mm/s, (e)350 W, 2250 mm/s

3 结论

稳定性降低，且在熔池快速升温 / 冷却的热应力
作用下，使得成形制品中也存在孔洞和裂纹等缺

本研究采用真空气雾化法制备了低氧含量、

陷，这些裂纹一般存在于熔道交界处。在本研

细粒径 316L 不锈钢粉末，粉末整体呈现球形颗粒

究实验条件下，激光功率为 350 W，扫描速度为

特征，圆形度较好，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能均满足

1750 mm/s 时，SLM 成形制品的力学性能最为优

选区激光熔化工艺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

异，其中抗拉强度为 731 MPa、屈服强度为 638

统考察了激光功率和扫描速度等选区激光熔化工

MPa、断后伸长率为 40.0%，致密度为 96.27%。

艺典型参数对粉末成形熔道、成形制品微观组织
及力学性能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各类缺陷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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