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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Part One

随形水路的模具应用优势



金属3D打印·SLM技术

基于铺粉的选区激光熔化技术—Selective Laser Melting（SLM）



金属3D打印·价值应用

轻量化
Light Weight Design

生命科学
Medical

原型或备品备件
Prototype or Spare Parts

随形冷却
Conformal Cooling

复杂（仿生）结构
Complex-Bionic Structure

功能集成
Function Integtation



金属3D打印·模具制造优势

采用金属3D打印的模具将冷却水道形状依据产品轮廓的变化而变化，模具无冷却盲点，有效提高冷却效

率，减少冷却时间、提高注塑效率；水道与模具型腔表面距离一致，有效提高冷却均匀性、减小产品翘

曲变形，提高了产品质量，最终实现高效率、高合格率的同步输出。



金属3D打印·模具行业应用领域

汽车模具 家电产品 医疗用品

电动工具 化妆品包装 消费包装产品



金属3D打印·随形水路的设计



金属3D打印·随形水路设计的操作流程

随形水路的设计 效果检查 打印产品效果



金属3D打印·模具应用分享

随形水路的管道不是越长、越复杂效果就好，必须

根据产品冷却要求设计合理的随形水路。

水管口腔设计：φ1.5~φ6mm是比较合理的范围；水管转弯

角度不得低于25°；水路距离运动位（活动顶针）直线距离不

得低于1.5mm

设计常见的主要事项



公司概况·模具专机

定制性价比高的模具打印专机，有效打印范围：280*280*400mm，

改进型上送粉系统，配合精密光学系统，更好满足模具客户对装备

稳定性要求，可以满足模具市场80%以上的客户需求。汉邦科技是

一家技术驱动型公司，我们企业口号是：金属3D打印工匠，技术创

新和贴心服务是我们的行动指南。

HBD-280M模具专机



公司概况·模具制造优势

打印模具粉材：主要采用模具钢1.2709，

通用称为18Ni300，18Ni300是高强度、

高韧性马氏体模具钢，激光烧结后可再进

行机加工，后热处理后硬度可以达到

50~55HRC，同时具有良好的导热性能

和抛光性能。同时我们对S136，H13，

SUS-420等不同粉材现行测试开发。

性能类别

传统模具钢 金属3D打印

3Cr2Mo MS1.2709

预硬状态 热处理前 热处理后

强度Kg/m3 7.8*103 8.05*103 8.05*103

硬度HRC 29~34 33~37 50~56

抗拉强度MPa 1000 1100 2054

抗屈强度MPa 800~900 1000 1980

断裂延伸率 12%~14% 10% 4%

/ / / /

模具打印后力学性能比较



公司概况·模具制造优势

在模具水路中，当冷却介质（水和油）温度达到60℃

以上后，钙镁离子很容易分解结垢，当水冷却后，冷却

水中的微溶物质结晶析出，在水道表面结成硬垢。金属

3D打印处理的随形水路形状复杂，一旦保养不到位，

更容易堵塞，失去用金属3D打印随形水路的优势。除

了日常水路的保养外，常用的清洗分为物理清洗法和化

学清洗法。

带水压监测模具清洗机，一般3个月需要清洗一次。



02 Part Two

应用案例的分享



金属3D打印·模具应用分享

通过我们不断在模具行业的积累，我们拥有成熟的直接打印和“嫁接式”打印方式的选择；

直接打印 “嫁接式”打印



金属3D打印·模具应用分享

应用案例之一：浇口套

存在的问题：

1、浇口位置冷却效果易黑纹、黄纹、拉裂，粘口（特别

是温度敏感的PET材料）；

2、冷却周转比较长。

解决方案：

采用金属3D打印出来的随形水路。

效果验证；

1、冷却周期缩短10秒；

2、产品浇口位光滑，无拉裂、粘口等质量问题。

传统制造的打印效果 金属3D打印效果



金属3D打印·模具应用分享

应用案例之二：叶罩模具

存在的问题：

1、冷却效果不均匀；

2、制品容易变形、翘曲等质量问题；

改善的措施和效果：

1、贴合壁面的随形水路设计，无法比拟的冷却效果，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2、设计分布均衡的随形水路，出众冷却一致性，保证产品均匀收缩，提高

产品质量；

3、少量的加工余量，减少了材料消耗和机加工时间，缩短模具制造周期；

4、冷却时间从35S降低至24S，效率提升31%；



金属3D打印·模具应用分享

应用案例之三：涡轮模具

存在的问题：

1、产品壁厚比较厚、深骨位冷却时间过长，生产效率低；

2、产品冷却温度不均导致收缩不均，产品变形严重，成品较率货；

改善的措施和效果：

1、通过3D打印的贴合产品表面的随形水路缩短冷却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2、通过深骨位布置随形水路，实现模具温度的大体均衡，确保收缩均匀，

减小变形，提高成品率；

3、冷却时间：从62秒降至36秒；冷却温度：从178度降至58度；温度梯度：

从83度降至5度



金属3D打印·模具应用分享

应用案例之四：汽车模具镶件嫁接3D打印

存在的问题：

1、原模具镶件均由传统方式机加而成水路无法延伸到上部胶位；

2、胶位无水路冷却时间较长；

3、温度不均衡导致产品收缩不均，产品存在曲翘变形的缺陷；

改善的措施和效果：

1、镶件上方胶位部分设计随形水路3D打印加工，下方仍采用传统机加工；

2、采用嫁接方式加工，在改进镶件冷却的基础上，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3、变形更少，机械性能更好，表面质量更高；

4、冷却时间从65秒下降到38秒，提高41%；冷却温度从106度降到了86度；

温度梯度从90度降到了18度；生产率从每分钟1个部件上升到了2个；



金属3D打印·模具应用分享

应用案例之五：汽车模具镶件嫁接3D打印

存在的问题：

1、塑料制品的生产成本较高；

2、产品壁厚比较厚、深骨位冷却时间过长，生产效率低；

3、产品存在曲翘变形的缺陷；

改善的措施和效果：

1、镶件上方胶位部分设计随形水路3D打印加工，下方仍采用传统机加工；

2、基座为长方形可为后期加工镶件提供基座，解决异型工件3D打印好后加工困

难问题；

3、冷却时间从38秒降到17秒；冷却时间减少了68%，提高生产效率；平均注塑

温度从105度下降到67度；模具拖花率从40%下降为0；生产率提高到每分钟3个；



03 Part Three

汉邦科技简介



公司概况·企业简介

一家受人尊敬的数字智造科技公司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

ITSED DO EIUSMOD TEMPOR INCIDIDUNT UT LABORE ET DOLO

RE MAGNA ALIQUAUT ENIM AD MINIM VENIAM QUIS NOSTRU

D EXERCITATION ULLAMCO LABORIS DOLOR SIT AMET DOLOR.

广东汉邦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美丽的中山市，专注金属（SLM）3D打印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应用技术，为客户提供高品质、全

方位的3D打印技术解决方案。

2007年创始团队正式进入金属3D打印行业，拥有十年装备与应用技术积累、沉淀。一直以来，我们不断创新迭代金属3D打印装备、软件与控制

系统、工艺技术参数库，获得了六十多项技术专利、九项软件著作权，凝聚了强大的合作专家资源。凭借丰富的市场服务经验，结合创新现代的经营

管理理念，赢得了良好的市场份额和客户口碑。我们坚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汉邦科技致力于成为金属3D打印行业大工匠，依托丰富前沿的应用技术和工程化实力，更好的服务于航空航天、医疗齿科、骨科、模具、汽车、

个性化定制、教育科研等领域，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上海汉邦联航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于上海市闵行区，是汉邦科技为响应国家智能制造2025所做的重大布局，特别是航空航天、军工、船舶等

领域。上海汉邦具备完善的工艺研发能力，秉持汉邦科技的工匠精神，深耕并服务于金属3D打印应用端。同时，凭借汉邦科技成熟的设备研发能力，

以及行业应用基础，强大的销售服务体系，依托“东方之珠”的国际地位，遵行国家“一带一路”顶层战略，为客户提供金属增材制造全套完善技术

解决方案，成为全球客户的利益共同体和最佳合作伙伴。

企业愿景



公司概况·企业形象

广东汉邦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金属（SLM）3D打印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应用技术；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高品质、全方位的3D打印技术解决方案，努力成为行业里的大工匠！

金属3D打印工匠

上海汉邦联航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概况·发展历程

创新驱动 品质卓越 诚信为本 共享多赢



公司概况·金属3D打印设备

产品型号： HBD-100

产品规格： 100mm*100mm*100mm

激光功率： 200W/500W 

打印层厚： 10μm-40μm

打印线宽： 40μm-80μm

线扫描速度： ≤10000mm/s

线成型速度： 100-1800mm/s

氧浓度： ≤100PPM

成型气氛： 密封、氩气循环净化、除尘率≥99%

打印材料： 不锈钢、钴铬合金、哈氏合金、镍基合金、钛合金、模具钢及贵金属等

零件致密度： 98%-近乎100%

打印精度： 0.05-0.1mm

金属3D打印机 HBD-100



公司概况·金属3D打印设备

金属3D打印机 HBD-150

产品型号： HBD-150

产品规格： 150mm*150mm*200mm

激光功率： 200W/500W

打印层厚： 20μm-60μm

打印线宽： 60μm-100μm

线扫描速度： ≤7000mm/s

线成型速度： 600-3000mm/s

氧浓度： ≤100PPM

成型气氛： 密封、氩气循环净化、除尘率≥99%

打印材料： 不锈钢、钴铬合金、哈氏合金、镍基合金、钛合金、模具钢及贵金属等

零件致密度： 98%-近乎100%

打印精度： 0.05-0.1mm



公司概况·金属3D打印设备

产品型号： HBD-280M

产品规格： 280mm*280mm*400mm

激光功率： 500W/1000W

打印层厚： 30μm-80μm

打印线宽： 70μm-200μm

线扫描速度： ≤7000mm/s

线成型速度： 600-3000mm/s

氧浓度： ≤100PPM

成型气氛： 密封、氩气、氮气净化循环、除尘率≥99%

打印材料： 不锈钢、钴铬合金、哈氏合金、镍基合金、钛合金、模具钢、铝合金及钨，

钽等难熔金属

零件致密度： 98%-近乎100%

打印精度： 0.05-0.2mm

金属3D打印机 HBD-280M（模具专机）



公司概况·模具专机设备结构

精密光路及激光系统

气氛控制与打印室

铺粉系统

电气控制系统

设备操作界面

外置净化系统

水冷系统

供粉系统



公司概况·与惠普合作

卓越、稳定的部件品质

• 通过惠普独有的多介质打印流程，实现极高的尺寸精度以及精美细节；

• 生产具备最理想的机械性能且真正具备功能性的部件，速度大幅提升；

• 获得可预测、可靠且符合您设计的最终打印部件；

• 通过惠普多射流熔融开放式平台，获取全新的未来材料，发现全新的应用；

突破性的生产力

• 通过连续打印和快速冷却功能来提高每日部件产量；

• 通过惠普的自动化材料制备及后期处理功能来简化您的工作流程；

• 通过一体式的处理站以及被分类为非危险品的材料来实现更加洁净的体验；

• 依靠惠普世界级的技术服务和支持来最大限度地提高正常运行时间和生产力；

• 从多种多样的打印和处理选项中选择您理想的端对端解决方案；

最低的单个部件成本

• 实现最低的单个部件成本，并降低运营成本，从而为短期制造提供机会；

• 获益于价格低廉的 3D 打印解决方案；

• 通过具备业界领先水平的可复用率和超高性价比的材料来优化成本和部件品质；

• 更加准确、可预测地规划生产时间，从而提高您的整体运营效率；



总结

参天大树，根为之本

根深，方可蒂固

蒂固，方可撑得起一片天地

汉邦科技——金属3D打印工匠



竭诚为您服务

0760-89965021

sales@hb3dp.com

www.hanbang3d.com

联络人：李水生 手机：13823987435         邮箱：liss@hb3d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