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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快速成形与绿色制造
张人佶 颜永年 林 峰 吴任东 熊 卓 王小红

（清华大学机械系教育部先进成形制造重点实验室，北京 "$$$%&）

摘 要：在快速成形技术中，在低温下进行成形制造的新技术、新工艺（即低温快速成形）非常有特色，明显

应当属于绿色制造范畴。介绍了两种新的快速成形技术，包括低温冰型快速成形（!"#）和低温沉积

生物制造（$%&），它们均属于微滴喷射方法，都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应当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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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成形（-R ’ -5L1; RC3D3DAL1/4）技术自从 "W%!
年首次面世以来，至今已经诞生了几十种工艺，共分为

两大类：基于激光的 -R 技术与基于喷射的 -R 技术。

相对而言，基于喷射的 -R 技术对环境的污染较小，耗

能也省得多，即更加“ 绿色”，甚至可以将基于喷射的

-R 称为绿色 -R。

在 -R 技术中，如果采用低温（ 例如低于 $3Q），则

可以称为低温快速成形（6O ’ -R ’ 63S O.ML.C5D?C.
-5L1; RC3D3DAL1/4）技术。随着对更低制作成本的追

求，低温冰型快速成形工艺发展非常快，同时发展出不

同的低温转换工艺，能够方便地得到金属件。另外，由

于只有在低温下，生物材料和细胞才可能保持其生物

活性，因此开发低温下成形制造的新技术，将生物材料

或细胞或它们的复合体喷射成形，对生物制造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现已将低温沉积制造应用于大段人工骨

的成形制造。本文对本实验室开发的上述两种 6O ’
-R 技术进行介绍，由此说明 -R 技术与绿色制造有着

紧密的联系。

近年来基于喷射的快速成形工艺发展非常快，将

有越来越多的喷射成形技术应用于低温领域，从而使

6O ’ -R 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并对绿色制造的推广和

深化起到积极作用。本文介绍的两种低温 -R 技术均

采用微滴喷射方法。

4 低温冰型快速成形

在所有的成形材料中，以水或溶液作为成形材料

可能是最为价廉的，也是对环境无污染的。在数字信

号控制下，水或溶液的微滴通过按需喷射，在低温环境

中迅速凝固，逐层粘结、堆积，最后获得冰型，这种新工

艺是清华大学激光快速成形中心首先提出的。低温冰

型快速成形（7-R ’ 7G. -5L1; RC3D3DAL1/4）工艺［"，X］具有

运行成本低、精度高、操作简单等优点，特别是节能减

耗、对环境无污染的特点，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具有

广泛的推广应用前景。目前，正在寻求将该项新技术

应用于制造业，致力于拓宽其应用范围。

4U 4 低温冰型快速成形设备与工艺

7-R 的成形原理与其它快速成形工艺基本相同。

首先由 Q*K 软件设计出所需工件的计算机三维曲面

或实体模型，即数字模型或称电子模型；然后根据工艺

要求，按照一定的规则将该模型离散为一系列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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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通常在 ! 向将其按一定厚度进行离散（ 习惯称

为分层），把原来的三维电子模型变成一系列的二维

层片；再根据每个层片的轮廓信息，进行工艺规划，选

择合适的加工参数，自动生成数控代码；最后由成形机

接受控制指令，把成形的液体材料通过喷头的转换作

用成为基本堆积单元（亦即微小水滴），在低于凝固点

的成形环境中迅速凝固，并逐步堆积成形，得到一个三

维物理实体。对于原型悬臂或悬空部分，采用凝固点

不同的异种材料包围加支撑的办法，成形完后利用材

料的不同转变温度去除支撑。其基本原理如图 $ 所

示。图 " 是 %&’ 系统简图。因水或者稀溶液流动性非

常好，故而可采用压电喷射等技术，喷头的设计与开发

有其明显的特色［(］。在成形工艺问题中，为了保证水

喷出后快速而均匀固化，需对许多参数进行大量实验，

例如：成形室温度、喷头扫描速度、供水压力、喷嘴与成

形面的距离等。另外，如果水不能迅速凝固，因较好的

流动性而蔓延开，这种效应积累后，在宏观上就表现为

层面顶部有锯齿形。为了更好地控制成形质量，需做

理论分析。该工作包括冰成形中热传导问题的数学建

模和数值求解［)］。

获得无污染的 &’ 原型是非常有意义的。由于水

廉价、来源广泛，不受供应的限制，无需任何运输费用，

这使得低温冰型快速成形技术的整个运行费用降低。

最重要的是成形过程及 &’ 原型成品均绝对无污染，

完全属于绿色制造范畴。图 ( 是采用自行研制的 %&’
设备制造的冰型样件。

!* " 低温熔模铸造

&’ 技术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迅速产生复杂的形

状，而熔模铸造（失蜡铸造）的长处是无需拔模就能制

造复杂的铸件，两者结合在一起，可快速制造任意形状

的工件。这 一 方 法 已 实 用 化，如 基 于 +,- 方 法 的

./0123456 工艺和基于 789 方法的 &4:0; 3456 工艺，它

们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将 %&’ 原型与低温熔

模铸造相结合，是一种新的工艺路线［$］。图 ) 是低温

熔模铸造工艺流程图。在冰型低温翻模及铸造工艺

中，需进一步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优化陶瓷浆料的配方，

提高陶瓷浆料在低温下的流动性和焙烧后的强度。另

外，分型剂问题也是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因

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不含水和不与水反应的陶瓷浆

料，分型剂在冰型翻模中就尤为重要，它使冰型与陶瓷

浆料隔绝，避免灌浆时浆料将冰型表面融化、水稀释陶

瓷浆料，从而保证陶瓷型有很好的复型精度［"］。

采用 %&’ 原型可以解决熔模精密铸造中一直没有

克服的缺点，即：以蜡、-<+ 或光敏树脂为材料的原型

在熔化消失时体积膨胀，常常对陶瓷型壳产生压力，导

致型壳变形，留有残余应力，严重的甚至使得型壳开

裂，影响铸件的质量；而且蜡或 -<+ 原型在熔化消失

时易留下残渣，难以清理干净，同时也污染环境。采用

水或其他溶液凝固后的固体（ 统称为冰型）作为熔模

精密铸造的母模翻陶瓷型，由于冰型在升温融化时体

积收缩，不会对陶瓷型壳产生压应力，不会损伤陶瓷型

壳，水和溶液可以通过蒸发的方式去除，故可得到精度

高、表面粗糙度好的型腔，从而制造出高精度零件或模

具，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可提供若干种新的快速制

模方法。除了基于冰型的熔模精密铸造快速制模工

艺，还可用冰型翻制陶瓷型或硅胶型，然后与铸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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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制造模具或零件。图 $ 是采用冰型翻制的陶瓷型

和硅胶型，明显可以与铸造相结合，从而获得具有足够

精度的铸件。

!% " &’( 柔性制造

&’( 原型的成形具有最大的柔性，由此形成其绿

色制造的鲜明特色。冰型的制作与一般的快速成形

（’(）技术相同，是由 )*+ 模型直接驱动的物理制造

过程。在 ’( 中，)*+ 与 )*, 的结合程度高，极大缩

短了从概念设计到部件制造的时间。这种基于离散 -
堆积原理的成形理念，将复杂形体的制造过程转化为

有序的低维简单单元体（ 线单元或点单元）的制造和

结合过程。其深远意义还在于 ’( 取消了一切专用工

具，使原型成形具有最大的柔性。当形状、尺寸需要改

变时，不需要和传统制造工艺那样需进行重新设计、制

造工装和专用工具，只需要改变它的 )*+ 模型，调整

和设置工艺参数，即可制造出新的原型件。’( 发展成

快速制造（’, . ’/012 ,/345/6748139），可以直接获得

功能性零件，甚至金属件。’( 适应现代社会对产品个

性化、小批量的需求，既节省能源，又大量节省了制造

工装和专用工具的成本。’( 成形方法不仅信息过程

是数字化的，材料的转移过程也是建立在以零维点单

元体制造基础上的材料累加，是完全意义上的空间数

字成形，具有对复杂形状成形更好的适应性和更高的

成形精度。在诸多的 ’( 技术中，&’( 明显更具绿色的

特色。

# 低温沉积生物制造

低温快速成形技术可以应用于生物制造领域。生

物制造，即通过制造科学与生命科学相结合，在微滴、

细胞和分子尺度的科学层次上，通过受控组装完成器

官、组织和仿生产品的制造之科学和技术的总称［$］。

在生物制造中，强调通过材料微滴（ 粒）单元和细

胞 . 材料单元的受控组装，完成所需具有生物活性的

人工器官或植入物的设计和制造。关键问题是进行能

在结构和功能上反映人体器官特点的、具有微管 - 孔隙

结构和宏观结构的可植入物制造，以及以细胞 . 材料

单元为可控的细胞组装单元制造，通过控制组装条件，

保证其组装体具有生命特征和功能实现。通过低温下

多喷头复合数字喷射，可以保证多种材料（不同物理、

化学和生物学性能的材料）和细胞通过微量喷头，定

量、实时、无流涎地根据计算机指令所规划的路径精确

堆积成形，同时可以使生物材料和细胞保持生物活

性［:］。下面以低温沉积制造工艺为例加以介绍。

#% ! 生物材料低温沉积制造设备与工艺

对于骨组织工程而言，研制适用的细胞载体支架

的成形设备与工艺是关键问题之一。支架应该满足以

下几点性能要求［!］：!三维贯通的可控孔隙结构和高

孔隙率，为组织的长入、组织再生过程中的营养输送和

代谢产出排出提供通道；"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

降解性能，实现支架降解速度与组织再生速度的良好

匹配；#适合细胞粘附、增殖与分化的表面化学性能；

$良好的力学性能。为了使支架能够同时满足上述复

杂的性能要求，支架材料往往应该是由两种或两种以

上不同材料组成的复合材料，而且应该具有适合组织

再生的复杂多孔结构。因此，成形时可采用将材料的

挤压 - 喷射过程和热致相分离过程集成起来。开发的

骨组织工程支架快速成形新工艺称为低温沉积制造

（;+, . ;<= 7>?0>8/748> +>0<@171<3 ,/345/6748139）工

艺［A］。

图 : 是低温沉积制造设备———生物材料快速成形

机 B1@@C<8?B,。该设备基于 ’( 的离散 - 堆积成形原

理，将复杂的三维实体的成形离散为一系列二维层片

的逐层成形和堆积过程。喷头可以做 !、" 方向的二

维扫描运动，液态的原料从储料罐中通过管道流入喷

头顶部的进料口，在喷头内部的螺杆挤出装置的驱动

下，从喷头底部的喷嘴挤出。喷嘴的直径为 DE F G DE "
??。挤出的原料在可沿 # 方向运动的工作台面上逐

层堆 积 成 形。每 堆 积 一 层，工 作 台 下 降 一 个 层 高

（DE H$ ??）。喷头的扫描运动、工作台面的升降运动

和喷头螺杆的转动均在计算机的控制下，根据预先的

载体框架设计，通过数控系统驱动。整个成形过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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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的低温成形室中进行，以实现材料的固

化堆积，得到冷冻的骨组织载体框架。

通常的 )*+ 复合工艺步骤包括［,］：!低温沉积成

形，即在低温成形室中，从喷头中出来的生物材料迅速

凝固且相互粘接在一起，堆积成形冷冻支架。"冷冻

干燥处理，即将成形后的支架放入冷冻干燥机中，进行

冷冻干燥处理，去除溶剂和支撑材料，得到常温下为固

态的支架。同时，溶剂的升华使冷冻支架内的两相结

构转变为微孔结构（图 !）。

!" ! #$%& ’ ()# 多孔骨组织支架的成形制造

通过低温沉积制造工艺可成形制造用于骨组织工

程的 -)./ 0 12- 多孔骨组织支架。在成形过程中，浆

料浓度、温度、成形室温度、螺杆转速等参数对支架的

通透率、孔隙率以及微孔都有影响，在实验过程中调整

适合的参数才能得到符合要求的骨组织支架。图 3 是

几种骨组织支架的照片。

具体的工艺步骤为：将溶解材料溶液从螺杆喷头

挤出，在低温下（ $ %& ( ’ $ 4& (）固化成形，同时进

行液 $ 固相 0 液 $ 液相分离，然后在冷冻干燥机中去除

溶剂，从而得到具有可设计网格大孔结构（ 如图 3 所

示）和相分离得到的贯通微孔结构（ 如图 % $ " 所示）

的具有分级多孔结构的组织工程支架。目前主要用于

成形骨、软骨组织支架，材料为聚酯（-))/、-)./）和

磷酸钙复合材料，溶剂为有机溶剂。目前修复兔桡骨、

犬桡骨、兔关节软骨的实验已经成功［5&］。

目前，类似的工艺正在推广到其它具有复杂生物

功能的组织工程支架的直接成形，甚至应用于细胞三

维直接组装，请参阅相关文献。

* 结论

低温快速成形（)1 $ 6-）技术是具有宽广应用前

景的绿色制造技术，在 6- 与绿色制造相结合的领域，

占据重要的地位。

（5）以廉价的水或稀溶液作为成形材料，通过 )1
$ 6-，可以获得具有足够精度的冰型件（ 低温冰型成

形 76-），既能对设计人员提供创新概念，又能通过低

温熔模铸造工艺或其它特种铸造工艺，获得金属件。

如能在应用上突破，是一种有价值的绿色制造。

（%）以生物材料 8 细胞作为成形材料，采用不同

的 )1 $ 6-（ 例如本文介绍的低温沉积制造 )*+ 工

艺），可以获得骨组织工程支架，并且可以推广到具有

复杂生物功能的组织工程支架的直接成形，甚至应用

于细胞三维直接组装，相关成果正在越来越多地涌现，

值得密切注视，不断追踪。这也是一种应用于医学领

域的新颖的绿色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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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干切削技术及其应用
!

刘晓旭 袁松梅 刘 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北京 $%%%&’）

摘 要：介绍了准干切削技术的主要内容以及准干切削技术的三种重要实现方法：雾化冷却润滑切削技术、

低温切削技术、微量润滑切削技术，研究了各个技术的优缺点，分析了各个技术的实现难点，并对准

干切削技术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准干切削技术 雾化冷却润滑切削技术 低温切削技术 微量润滑切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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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材料切削加工中，需要使用大量切削液

浇注在切削区，以起到冷却、润滑、清洗、排屑等作用。

而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人们开始意识到

切削液对环境的巨大负面影响，这就需要一种对环境

污染最小以及对资源利用率最高的绿色制造技术。无

污染、环境友好的绿色制造技术就成为了 S$ 世纪机械

行业的研究焦点。干式切削及准干式切削被认为是绿

色制造行业的可行性方法。干切削存在对环境无污

染、对人体无危害、形成的切屑干净、易回收、省去了切

削液及相关费用等优点。但干切削加工需要具有较好

性能的刀具和相应的制冷设施，这就使得总成本提高，

所以干切削在实用化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弊端［$］。

而准干切削技术既可满足加工要求，又可使与切削液

相关的费用降至最低。

. 准干切削技术

介于湿式切削与干式切削之间的加工技术称为准

干切削技术（7:/@ A@F 9/;<.7.78）［S］。其工作机理是在

保持切削工作的最佳状态（ 即不缩短刀具寿命，不降

低加工表面质量等）的同时，使得切削液的用量最少。

准干切削技术的具体优势在于：少量的冷却液或

润滑油借助压缩空气或者冷风对切削部位进行冷却，

加工后刀具、工件、切屑仍然保持干燥，不需要进行废

液处理，对人体无危害，对环境无污染；节约资源，减小

刀具 K 工件、刀具 K 切屑的摩擦，抑制温升，防止粘结，

延长刀具寿命，提高加工表面质量；由于使用切削液量

为最少，因此系统结构简单，占地面积小，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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