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8L 不锈钢热丝等离子弧增材构件组织和性能

冯曰海， 汤荣华， 刘思余， 陈琪
(南京理工大学，南京，210094)

摘要： 随着增材构件重量的大幅度增加和形状复杂性的急速提升，增材时间成本占比越来越高，为了在保持焊枪达

到尽可能多空间位置的基础上，提高熔敷效率，降低时间成本比例，提出了热丝等离子弧增材制造工艺. 分别采用

冷丝等离子弧增材制造 (CW-PAM)和热丝等离子弧增材制造 (HW-PAM)两种工艺进行了 50层直壁体增材对比

试验，研究了 HW-PAM工艺的特性，并对增材试样的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HW-PAM工

艺的平均熔敷效率提高了 105%, 在电弧行进速度为 20 cm/min时，熔敷金属损失率最多可降至 1.42%，比 CW-
PAM工艺降低了 6.18%. 在电弧行进速度为 50 cm/min时，试样内部存在大量非等轴铁素体，平均晶粒直径从

CW-PAM工艺的 8.37 μm细化到 7.62 μm. HW-PAM试样的抗拉强度均在 700 MPa以上，断后伸长率最高可达

到 53%，比 CW-PAM工艺提高了 6.25%.

创新点： 提出电阻热与等离子弧同步加热熔丝增材工艺，既保证了丝材等离子弧增材精度，又使熔丝效率成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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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言

等离子弧增材制造工艺是一种以等离子弧为

热源，以丝材为增材材质，与 CAD等软件模型设计

相结合，按照预设路径逐层制造，不断累加，直接成

形构件的工艺. 增材的构件经过少量的表面加工处

理就可以使用[1]，该工艺具有能量密度高、成形精

准等优点[2-3]，广泛应用于制备大型构件和一些复杂

构件. 然而随着电弧增材构件的尺度越来越大，从

前几年几十厘米到目前的十几米，重量从公斤级过

渡到吨级,增材制造过程中的时间成本占的比例越

来越高，因而对丝材等离子弧增材效率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单填丝等离子弧增材时，送丝速度过大时，

由于电弧中丝材加热位置的限制，没有足够的时间

加热，容易产生丝材不熔化的现象，使得送丝速度

难以进一步提高. 早期曾经提出了通过双填丝等离

子弧增材制造工艺提高熔敷效率[4]，但经过应用发

现，双填丝等离子弧增材制造工艺由于外置双送丝

夹具的体积较大，在增材制造直线型形状简单的构

件时确实提高了熔敷效率，但在制造曲面等复杂构

件时容易发生干涉，空间位置可达性明显降低. 因
此迫切需要开发一种新的工艺在提高等离子弧增

材制造工艺熔敷效率的同时，保持熔敷空间位置可

达范围大的优点.

热丝工艺技术是指在进入熔池前通过电阻热

对丝材加热到一定温度，能够在不改变电弧热输入

的情况下，在相同时间内熔化更多的丝材，大幅度

提高熔敷效率[5-7]
. 目前热丝工艺主要应用于 TIG

焊接和激光焊接，能够在保证焊缝成形质量好、电

弧稳定性高、降低母材稀释率的同时提高熔敷效

率. Cao等人 [8] 采用电阻加热的热丝 TIG焊接系

统，将丝材加热温度稳定在 220 ℃，此时热丝 TIG
焊接工艺的焊接效率是传统 TIG焊接工艺的两倍

以上. Markus 等人[9] 对冷丝激光增材和热丝激光

增材工艺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热丝工艺将增材效

率提高了 612 g/h，显著提高了熔敷效率. 鉴于等离

子弧在增材过程中电弧热量集中、成形精度高的特

点，文中将热丝工艺与等离子弧增材制造工艺相结

合，实现高熔敷效率与精确成形的优势结合. 目前

对于热丝等离子弧增材制造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

集中于利用旁路电流对丝材进行加热[10]，用于减少

构件的稀释率，利用热丝工艺提高熔敷效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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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少有学者涉足. 所以深入研究热丝等离子弧增

材制造工艺 (hot wire plasma arc additive manufac-
turing, HW-PAM)的特点对其进一步推广应用和发

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文中以等离子弧为增材热源，308L不锈钢为

熔化丝材，并采用独立热源加热不锈钢丝材，进行

了直壁体的增材制造. 然后选取了 3组典型的电弧

行进速度，分别利用热丝等离子弧增材制造和冷丝

等离子弧增材制造 (cold  wire  plasma  arc  additive
manufacturing, CW-PAM)工艺进行单道多层增材

试验，对 HW-PAM工艺的熔敷效率进行深入研究，

并对试样的成形、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进行对比分

析，获取 HW-PAM工艺对 308L不锈钢增材制造成

形件组织和性能影响规律. 

1    试验方法

试验选用直径 1.0 mm的 308L不锈钢丝材为

熔化丝材，尺寸 400  mm  ×  200  mm  ×  10  mm的

304不锈钢钢板为基板，丝材和基板化学成分如

表 1所示. 试验采用 HW-PAM制造系统进行，增

材过程中，热丝电源通过铜材、电弧、工件之间形成

回路，利用铜螺母与工件之间的丝材产生的电阻热

对不断送进的丝材进行加热，提高丝材温度. 利用

等离子弧热丝设备，分别采用 HW-PAM和 CW-
PAM两种工艺在 304不锈钢基板上逐层增材了单

道多层直壁体试样. 优化后的工艺规范参数如

表 2所示，其它工艺过程参数为：钨极直径 4.8 mm，

喷嘴孔径 3.2 mm，离子气体和保护气体均为 99.99%
纯氩，其中保护气体流量为 18 L/min，离子气体流

量为 1.0 L/min，喷嘴到工件距离为 6.0 mm，增材

直壁体试样长度为 160  mm，HW-PAM和 CW-
PAM增材层数均为 50，层间等待时间为 120 s. 经
过大量工艺试验发现，采用上述工艺参数，冷丝送丝

速度在 0.8 ~ 1.8 m/min之间, 热丝送丝速度在 1.5 ~
3.2 m/min之间，均可实现增材直壁体的良好成形.

 

  
表 1    基板和丝材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substrate and wire
 

材料 C Mn Cr Si Ni P S N Fe

304不锈钢基板 ≤ 0.08 ≤ 2.0 19.0 ≤ 1.0 9.0 ≤ 0.035 ≤ 0.03 ≤ 0.1 余量

308L不锈钢丝材 0.03 1.80 20.0 0.60 10.0 0.015 0.008 — 余量

 
 
 

  
表 2    增材试验工艺规范参数

Table 2    Deposition process parameters
 

工艺方法 组别 熔敷电流Id/A 电弧电压Ua/V 电弧行进速度vd/(cm·min
−1) 送丝速度vs/(m·min

−1) 热丝电流Ih/A

CW-PAM

I 150 24.7 50 1.4 —

II 150 25.1 40 1.4 —

III 150 24.8 20 1.4 —

HW-PAM

IV 150 24.5 50 2.8 57

V 150 24.5 40 2.8 57

VI 150 24.2 20 2.8 57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增材成形与宏观形貌分析

图 1为两种工艺增材的直壁体试样的外观. 可
以看出，HW-PAM试样的表面成形良好，表面没有

肉眼可见的裂纹、气孔等缺陷，但 CW-PAM试样的

表面更加平直，侧壁表面起伏更小.图 2为两种工

艺增材的直壁体试样的平均层高柱状图，平均层高

根据直壁体的高度和增材层数计算得到，直壁体的

增材高度选择距离起始点 30，60和 90 mm处测量

获得. 当电弧行进速度分别为 50，40和 20 cm/min
时，CW-PAM试样平均层高分别是 0.53，0.55 和
0.77 mm，而 HW-PAM试样平均层高分别是 1.02，
1.09和 1.51  mm，是 CW-PAM试样的 1.92倍、

1.98倍和 1.96倍. 可以得出采用 HW-PAM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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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电弧行进速度 20 ~ 50 cm/min的范围内，均

可以实现稳定的增材，且与 CW-PAM工艺相比，

HW-PAM增材试样平均层高提升明显. 

 

20 mm

冷丝-I 冷丝-II 冷丝-III 热丝-IV 热丝-V 热丝-VI

 
图 1    增材制造的直壁体试样

Fig. 1    Deposited samples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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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增材试样平均层高

Fig. 2    Average heights of deposited samples
   

2.2    HW-PAM 工艺特点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 HW-PAM工艺的特点，对直

壁体试样的熔敷体积、熔敷金属损失率和单位时间

的热输入进行计算对比分析.

试样的实际熔敷体积通过试样的横截面积与

长度的乘积获得；横截面积是借助 Image J软件来

计算，先通过像素设定比例尺，再根据比例尺来计

算实际面积. 理论熔敷体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即

Vt =
πd2

4
vs ·

L
vd
·n (1)

式中：Vt 为理论熔敷体积；d 为丝材直径；vs 为送丝

速度；vd 为电弧行进速度；L 为直壁体长度；n 为增

材层数.

熔敷金属损失率 μ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即

µ =
Vt−Vr

Vt
(2)

式中：Vr 为实际熔敷体积.

CW-PAM和 HW-PAM工艺单位时间的热输

入 Q1 和 Q2 分别运用下列公式计算,即

Q1 =
ηUaId

vd
(3)

Q2 =
ηUaId+ I2

hR

vd
(4)

式中：Ua 是电弧电压平均值；Id 为熔敷电流平均值；

Ih 是热丝电流平均值；R 是热丝电阻 (经测量为

0.143 Ω)；η 是等离子热效率 (设定值 70%[11])；vd 是
电弧行进速度.

根据上述公式，依据表 2的工艺参数，具体计

算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增材制造试样的熔敷体积、熔敷金属损失率和热输入

Table 3    Deposition volume, wire lose rate and heat input of deposited samples
 

工艺方法 组别 横截面积S/mm2 实际熔敷体积Vr/mm
3 理论熔敷体积Vt/mm

3
熔敷金属损失率μ(%) 热输入Q/(kJ·m−1)

CW-PAM

I 107 17 120 17 593 2.69 5.19

II 132 21 120 21 991 3.96 6.59

III 254 40 640 43 982 7.60 13.02

HW-PAM

IV 215 34 400 35 186 2.23 6.07

V 270 43 200 43 982 1.78 7.59

VI 542 86 720 87 965 1.42 15.03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当电弧行进速度为 50 ,40
和 20 cm/min时，CW-PAM与 HW-PAM试样的实

际熔敷体积比值分别为 1∶1.97,1∶2.05和 1∶2.13.
表明在相同的工艺参数下，HW-PAM工艺的平均

熔敷效率提高了 105%. 通过表 3的熔敷金属损失

率计算值对比发现，相比较 CW-PAM试样，在相同

工艺条件下，HW-PAM试样的熔敷金属损失率显

著降低，当电弧行进速度为 20 cm/min时，HW-PAM
试样的熔敷金属损失率最大可降至 1.42%，比 CW-
PAM减少了 6.18%. 同时对于 HW-PAM工艺，当

电弧行进速度从 50 cm/min降低到 20 cm/min时，

试样的熔敷金属损失率从 2.23%降低到 1.42%.

这是因为 HW-PAM工艺对丝材进行预热，使丝材

熔化更加充分，飞溅更小，材料利用率更高. 同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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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弧行进速度提升时，热输入降低，丝材熔化不充

分，丝材损失量就会增多. 上述的分析表明，HW-
PAM工艺具有高熔敷效率和低熔敷金属损失率的

特点. 

2.3    增材试样显微组织特征

使用电火花线切割机从增材制造的直壁体试

样中切割出金相试样，并用砂纸打磨至 1000号，抛

光后用浓度为 10%的草酸电解溶液进行电化学腐

蚀，腐蚀时间为 60 s，通过 OLYMPUS(GX71)光学

显微镜对显微组织观察分析.图 3为增材制造直壁

体试样中心部位放大 500倍的显微组织，白色区域

为 γ奥氏体，黑色为 δ铁素体.
 

 

等轴铁素体

非等轴铁素体

等轴铁素体

非等轴铁素体
等轴铁素体

非等轴铁素体

等轴铁素体

非等轴铁素体

等轴铁素体

非等轴铁素体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a) CW-PAM 试样 20 cm/min (b) HW-PAM 试样 20 cm/min (c) CW-PAM 试样 40 cm/min

(d) HW-PAM 试样 40 cm/min (e) CW-PAM 试样 50 cm/min (f) HW-PAM试样 50 cm/min 

图 3    直壁体试样微观组织

Fig. 3    Microstructure of  the straight  wall  structure samples.  (a)  CW-PAM deposited sample-20 cm/min;  (b)  HW-PAM
deposited  sample-20  cm/min;  (c)  CW-PAM  deposited  sample-40  cm/min;  (d)  HW-PAM  deposited  sample-40
cm/min; (e) CW-PAM deposited sample-50 cm/min; (f) HW-PAM deposited sample-50 cm/min

 
 

由图 3a，3c和 3e可以看出 CW-PAM试样内

部等轴 δ铁素体数量较多，随着电弧行进速度从

20 cm/min 提升到 50 cm/min，等轴 δ铁素体数量变

化不明显. 由图 3b，3d和 3f可以看出电弧行进速

度为 20 cm/min时，HW-PAM试样内部含有大量等

轴 δ铁素体，随着电弧行进速度提升到 50 cm/min，
试样内部等轴 δ铁素体数量逐渐减少，大部分形态

变为非等轴 δ铁素体. 且 CW-PAM试样和 HW-
PAM试样的铁素体数量均随着电弧行进速度提升

而增多，晶粒变的更细小.

对比图 3在相同电弧行进速度下获得的两种

工艺的显微组织，明显可以发现，HW-PAM试样内

部的 δ铁素体含量明显高于 CW-PAM试样，且 CW-
PAM试样的铁素体多数呈现等轴形态，而 HW-
PAM试样的铁素体多数呈现非等轴形态. 这主要

是因为在 HW-PAM工艺中，金属丝材在进入熔池

之前就已经受热，较少的电弧能量就能使其熔化，

在先共析铁素体达到等轴形态后，剩余的热量使得

等轴晶向柱状晶形态继续生长.

图 4为增材制造直壁体试样平均晶粒直径尺

寸统计图，测量方式为选取 3个不同位置的显微组

织，随机选取 20组晶粒进行晶粒直径的测量，计算

得到平均晶粒尺寸. 当电弧行进速度为 20，40 和
50 cm/min时，CW-PAM试样的平均晶粒直径 dg 分
别为 10.41，9.42 和 8.37 μm，HW-PAM试样分别

是 9.98，8.71 和 7.62 μm. 可以看出随着电弧行进

速度的提升，CW-PAM和 HW-PAM增材试样的平

均晶粒直径均逐渐减小，这是因为电弧行进速度提

升时，热输入降低，冷却时间缩短，晶粒没有足够的

长大时间[12]
. 在相同工艺参数下，CW-PAM试样平

均晶粒直径明显小于 HW-PAM试样，这是因为

HW-PAM工艺提前对丝材预热，电弧所提供的热

输入降低，晶粒生长时间较短. 因此，说明 HW-PAM
工艺能够获得晶粒更细小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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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拉伸性能对比分析

为了探究 HW-PAM试样的力学性能，在平行

堆敷方向取 3个拉伸试样，在室温下使用 CSS-
44100万能试验机以加载速度为 3.0 mm/min进行

拉伸测试，然后用 FEI Quanta 260F 场发射环境扫

描电镜对拉伸断口形貌进行观察.图 5为增材制造

直壁体试样的力学性能柱状图. 其中图 5a为抗拉

强度柱状图. 测试结果显示，当电弧行进速度从

20 cm/min升高到 40 和 50 cm/min时，CW-PAM试

样的抗拉强度分别为 741，773 和 775 MPa，而 HW-
PAM试样抗拉强度则分别为 712，731 和 736 MPa.

可看出同种工艺增材试样的抗拉强度随着电弧行

进速度的增加也呈现上升趋势，这是因为随着电弧

行进速度的增加，增材试样的显微组织逐渐变细.

同时在相同工艺参数时，CW-PAM试样的抗拉强

度高于 HW-PAM试样，主要原因是，虽然 HW-PAM
试样的晶粒尺寸较小，但其非等轴铁素体的含量较

高，等轴铁素体的含量较低，而等轴晶组织能够提

高材料抗拉强度[13]，使得 CW-PAM抗拉强度较高.

图 5b为断后伸长率柱状图，当电弧行进速度

分别为 20，40 和 50 cm/min时，CW-PAM试样的断

后伸长率分别为 58.23%，49.07%和 46.75%，HW-
PAM试样的断后伸长率则分别为 49.90%，50.03%
和 53.00%. 检测数据显示，随着电弧行进速度的提

升，CW-PAM试样的断后伸长率呈下降趋势，而

HW-PAM试样的断后伸长率则略呈上升趋势. 当
电弧行进速度为 40 和 50 cm/min时，HW-PAM试

样的断后伸长率更高，韧性更好，这是因为其组织

内部非等轴铁素体明显增多，提高试样的韧性.

图 6为选取典型的 2组直壁体拉伸试样断口

形貌. 从断口的扫描电镜图片可以看出，断口呈纤

维状、灰暗色，存在大量的韧窝，表明 2组试样均为

韧性断裂. 与 CW-PAM试样的拉伸断口相比，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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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直壁体试样平均晶粒直径尺寸

Fig. 4    Mean grain sizes of the deposited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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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直壁体试样抗拉强度和断后伸长率

Fig. 5    The  tensile  properties  of  deposited  samples.
(a) ultimate tensile strengths; (b) elon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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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拉伸断口形貌

Fig. 6    Two different tensile fractures morphology. (a) CW-
PAM  deposited  sample;  (b)  HW-PAM  deposited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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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增材试样的拉伸断口中第二相粒子数量差距

不明显，但 HW-PAM试样的韧窝尺寸较大而深，表

明其韧性性能更好. 

2.5    显微硬度分布特征对比分析

使用 HVS-1000Z显微维氏硬度计在金相试样

上进行硬度测试，试验力为 4.903 N，保持时间为

10 s，测量间距为 0.5 mm.图 7为增材制造直壁体

试样显微硬度分布曲线. 选取中间稳定段作为有

效区域，由图 7看出当电弧行进速度为 20，40 和 50
cm/min时，CW-PAM试样的平均显微硬度分别为

189.6，190.3 和 192.4 HV0.5，HW-PAM试样的平

均显微硬度值为 199.5，197.6 和 195.6 HV0.5，均
在 200 HV0.5上下波动，两者的差值仅为 9.9，7.3
和 3.2 HV0.5，表明电弧行进速度对直壁体增材试

样的显微硬度的影响并不明显，HW-PAM工艺使

试样的显微硬度略有提高. 其原因主要为显微硬度

与层间温度的控制有关，6组试样在增材试验中采

用的层间等待时间均为 120 s，使 6组试样的层间

温度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 6组试样的显微硬

度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3    结论

(1)采用 HW-PAM工艺增材制造了不锈钢直

壁体试样，试样成形良好. 相同工艺参数条件下，

HW-PAM工艺的平均熔敷效率可提高 105%，熔敷

金属损失率明显降低，在电弧行进速度 20 cm/min
时，最高时熔敷金属损失率降低达到 6.18%.

(2)显微组织对比分析表明，HW-PAM工艺试

样中铁素体含量较高，且随着电弧行进速度的提

升，试样显微组织的非等轴铁素体数量增多. 当电

弧行进速度 50 cm/min时，平均晶粒直径由 CW-
PAM工艺的 8.37 μm细化到 7.62 μm.

(3)力学性能测试结果显示，HW-PAM试样的

抗拉强度均在 700 MPa以上，当电弧行进速度 50
cm/min时，断后伸长率最高可达 53.00%，比 CW-
PAM试样提高 6.25%，拉伸试样断口上存在大量

韧窝和第二相粒子，断裂形式为韧性断裂.

(4)显微硬度试验表明，增材试样中间有效区

域的显微硬度值均在 200 HV0.5上下波动，HW-
PAM试样的显微硬度略高于 CW-PAM试样的显

微硬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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