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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束 3D 列印技術
郭哲男、蘇郁倫

近幾年來，3D 列印（積層製造）技術的興起造成金屬製造業的旋風，
突破過去的諸多障礙，堪稱是 21 世紀的工業革命。

你我身邊從茶杯、手機殼到汽車車體
處處都是金屬產品，這些產品的製造都需
要相當複雜及難以想像的製程，且由於材
料特性與製造方法的限制，並不是任何產
品設計都能輕易實現。例如，鈦合金、鎳
合金等高活性、高熔點、高硬度的材料，
使用於鑄造、鍛造、加工製程上相當困難。
而由於科技的發展，為了因應功能上的需
求，產品的設計逐漸變得複雜，甚至有些
部分難以用現在的技術製作。
科學家為了突破上述的製程困難，紛
紛投入金屬 3D 列印技術的研發，近幾年成

功研發出電子束及雷射的鋪粉式金屬 3D 列

印技術。本文將以電子束 3D 列印技術為
例，帶大家進入金屬 3D 列印的世界。

設備與技術

電子束 3D 列印設備的外觀。一個主機由電腦、電
控系統、高壓（電）單元等組成，所有的管線及電
路經由中間黑色部分後面的空間連接至右邊的主
機，從上至下包含電子槍、成形艙、升降平台。

電子束 3D 列印設備由兩台主機組成，
整體大小有如一台大型的雙開冰箱。一個
主機由電腦、電控系統、高壓（電）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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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組成，以管線及電路和另一邊的主機連

金屬 3D 列印技術的原料是金屬粉末，唯

接，從上至下包含電子槍、成形艙、升降

有符合規範的粉末才能應用於製程中。電子

平台。

束 3D 列印所用的粉末大小須介於 40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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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米之間，累積至 50％體積百分比的粉末

大小須小於 80 微米，所有粉末的形狀須接

球形粉末

近於球狀才能確保良好的流動性。
當準備好金屬粉末後，所有的金屬粉
末會放置於成形艙內的粉槽中，一個粉槽
最大可存放約 40 公斤的金屬粉末。製程開

始後，藉由鋪粉刷把一層厚度約 100 微米

非球形粉末
衛星形粉末
（小球黏大球）

的粉末均勻鋪在基板上，稱為粉床。
接著透過電子束加熱欲成形的區域使
粉末熔融，當電子束移到下一個區域後，
熔融的粉末會冷卻成形，而熔融成形的區

電子顯微鏡下的金屬粉末，形狀較好的是黃色箭頭
處粉末，接近球狀，適合用於 3D 列印技術中。紅
色箭頭處的粉末形狀不良，會造成鋪粉時不平整而
影響產品品質。

域因粉末變成液體後的攤平及冷卻時的收
縮，厚度會縮減成約 50 微米。因此，當一
層的製程完成後，平台會使基板連同粉床
一同下降 50 微米，進行下一次的鋪粉與電
子束熔融。經由一直重複這樣的過程，就
可製作出複雜形狀的產品。

遮罩
真空腔壁

特點
由於電子束的產生需要高真空的環境，

粉槽

粉槽

電子束

因此整個艙體也有真空保護，而真空保護
的環境可以避免鈦合金等高活性合金在加

鋪粉刷

粉床

製造艙

基板

熱熔融的過程中氧化，在如骨科醫療植入
物的應用中，低含氧量是鈦合金產品成功
的關鍵。

平台

電子束的功率高達 3,000 ∼ 3,500 瓦，

約為一般雷射 3D 列印的 6 ∼ 10 倍，且電

電子束 3D 列印技術成形艙概念圖

子束因為不像雷射會被金屬表面反射，所
以能量被金屬吸收的比率高，熔融區域的
溫度及大小也會較大。這個特點有兩個好
處，一是電子束很適合各種高熔點材料的
製造，二是較大的熔融區域有利於避免熔

因為電子束是藉由電磁線圈來控制其

融不完全的情況，否則往往會造成材料內

聚焦與移動，反應速度可以非常快，因此

有空孔，而使後續應用時機械性質不穩定。

製造速度最高可達 80 立方公分∕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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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金屬 3D 列印技術是藉由粉床熔融成形，
因此製造的產品並沒有形狀的限制，而可以實現過去無法完成的設計。

從設計到列印
由於金屬 3D 列印技術是藉由粉床熔融
成形，因此製造的產品並沒有形狀的限制，
而可以實現過去無法完成的設計。
雖然 3D 列印的限制較小，但 3D 設計
圖的品質會直接影響列印後產品外觀的品
質，因此設計好以後，還需要 3D 繪圖軟體

協助建立 3D 模型。而準備好的 3D 檔案匯
入系統後，可以把 3D 模型擺放在電腦模擬
製造平台上，選擇要擺放的位置、數量、
方式。最後，藉由電腦軟體協助，把這個
3D 模型轉變成 3D 列印設備可以了解的檔

把髖關節球頭 3D 設計圖置於電腦模擬製造平台上

案，便可以準備列印。
列印出來的東西都是埋在粉床裡，還
需要粉末回收系統把產品旁的粉末吹走、
回收。且由於設計的關係，產品表面可能
還有一些支架要拆除。當粉末清理完、支
架拆除以後，漂亮的金屬產品就出現了，
但表面上都有相當多複雜的孔洞結構，且
孔洞跟孔洞間的結構非常精細，這些複雜
的形狀與結構都是傳統製程難以在高活性、
高熔點材料上實現的。
3D 列印的方便就是一次可以製造很多
不同形狀的產品，這是電腦處理的優點。
即藉由電腦模擬製造平台可以把數個不同
的 3D 模型同時擺在裡面，甚至可以繼續往
上堆疊做好幾層的產品。你能想像嗎？當
你星期五晚上設計出各種不同的 iPhone 6S
機殼，在設定好 3D 列印的製程後，出去度

電子束 3D 列印技術製造出的鈦合金髖關節球頭

3D 列印技術才剛起步，還有非常多的挑戰如可用材料不多、
材料特性控制難、產品後處理困難等有待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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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 3D 列印技術的出現突破了過去金屬製造上的困境，
使得許多功能性的設計不再只是夢想。
個 2 天假回來，80 個不同款式的機殼就都
做出來了。

挑戰
雖然 3D 列印技術可以製造任意形狀的
產品，但由於設備昂貴，粉末原料單價較
高，因此並不能完全取代傳統製程。且由

擺放不同的產品在同一爐次中製造

於 3D 列印技術才剛起步，還有非常多的挑
戰如可用材料不多、材料特性控制難、產
品後處理困難等有待克服。
粉末價格昂貴肇因於有能力製造 3D 列
印可用粉末的廠商仍不多，目前世界上所
用的 3D 列印金屬粉末總量也不夠大，因此
成本降不下來。

的產品在應用之前還需經研磨、拋光等後
處理。且現在應用於金屬 3D 列印技術的材
料多是硬度高、難加工的材料，也增加後
處理的難度。加上透過 3D 列印製造的產品

可用材料不多的主因並不是設備或技

通常形狀都非常複雜，也造成傳統的後處

術本身不能應用太多材料，而是有太多材

理技術難以符合各種 3D 列印產品的需求。

料還需要開發相關參數才能使用。不同材

金屬 3D 列印技術的出現突破了過去金

料在 3D 列印時所用的功率大小、掃描速度

屬製造上的困境，使得許多功能性的設計

等差異相當大，也因此需要投入相當多的

不再只是夢想。相對地，新技術的演進也

人力、資源及時間研究。

帶來更多的課題，上述的問題只是冰山一

由於 3D 列印過程中熔融金屬冷卻的速

角，隨著應用的層面變廣，未來會出現更

率相當快，因此在製程中要控制合金材料

多的挑戰。但隨著一道又一道難關的突破，

的微結構並不如傳統製程容易。雖然可透

相信這個技術會越來越完善，21 世紀的工

過調整參數來控制，但調整的幅度依照各

業革命正一步一步地前進。

種材料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且同一種材料
面對不同的應用環境，對於材料特性的需
求也不同。因此，為了控制材料特性而進
行參數開發是必要的。
由於粉床或粉末大小的限制，3D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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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產品表面粗糙度並不好，因此相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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