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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究光纤微秒激光加工中关键工艺参量对心血管支架重铸层和热影响区的形成机理及变化趋势，采用

了基于不同单因素参量下光纤微秒激光切割３１６Ｌ医用不锈钢的实验方法。通过进行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得到了单因
素参量下３１６Ｌ心血管支架的实物模型及其热影响区及重铸层的检测数据。结果表明，重铸层厚度主要受脉冲宽度及激
光功率影响，随脉冲宽度和脉冲功率的增大而增大，当脉宽为２０μｓ时，最小重铸层厚度为３．０μｍ；热影响区厚度与脉冲
宽度、脉冲频率、激光功率、切割速率有关，即随脉冲宽度及脉冲频率的增大而增大，随功率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随切割

速率的增大先减小后增大，当脉冲频率为５０００Ｈｚ时，最小热影响区厚度为０．２μｍ。通过研究３１６Ｌ心血管支架重铸层及
热影响区的形成机理及变化趋势，为后续的正交实验及抛光实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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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植入心血管支架作为心脏介入手术的主要治疗手

段，工业上成熟的产品为球囊式支架。目前球囊式支

架大多数采用激光切割工艺，这种加工方法生产效率

高且成本低。但由于激光切割属于“热”加工，在切缝侧

面形成的热影响区（ｈｅａ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ｚｏｎｅ，ＨＡＺ）及重铸层
会直接影响材料的强度和疲劳寿命［１４］。近年来国内外

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激光加工血管支架重铸层及热影

响区的分布规律，得到了影响重铸层及热影响区的关键

因素：脉冲宽度、脉冲频率、脉冲功率及切割速度［５１０］。

光纤激光加工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工艺方

法，与Ｎｄ∶ＹＡＧ相比，激光光束质量更优、加工精度更
高，从而逐渐应用于心血管支架制造行业［１１２１］。

为了探究光纤激光工艺参量（激光脉冲宽度、脉

冲频率、激光功率、切割速度）对心血管支架重铸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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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影响区形成机理及变化规律的影响，本文中从激光

切割过程中材料内部产生的熔体区及受热区入手，分

析了在关键工艺参量下重铸层及热影响区的形成机理

及变化趋势，为后续的正交实验及电解抛光提供了数

据依据。

１　实　验

１．１　激光切割设备及支架裸架
如图１ａ所示，本次切割心血管支架选用的激光切

割设备的型号为ＴＬＳＨＴ１１００，其激光参量如表１所示。

Ｆｉｇ１　Ｌａｓｅｒ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ｔｅｎｔ
ａ—ＴＬＳＨＴ１１００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ｔｅｎｔｌａｓｅｒｃｕｔ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ｔｈｅｃａｒｄｉｏ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ｔ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ｆｉｂｅｒｌａｓｅｒｃｕ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ａｌ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ｌａｓ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ｐｕｌｓｅｐｏｗｅｒ ｐｕｌｓｅｗｉｄｔｈ ｐｕｌｓ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

５０Ｗ～１５０Ｗ １μｓ～１０ｍｓ １Ｈｚ～１００００Ｈｚ ０ｍｍ／ｓ～１０ｍｍ／ｓ

　　该支架激光切割机中光纤激光器波长为１０６４ｎｍ，
光束质量因子Ｍ２＝１．０５，光斑聚焦直径为２０μｍ，并采
用与光纤激光器同轴、气压为０．３ＭＰａ的氩气作为保
护气体，同时向管内注入冷却水实现湿式切割。在切

割过程中工控机控制ｘ轴平移和ｙ轴转动使工件相对
于光束移动完成切割，切割后３１６Ｌ心血管支架长度为
１３ｍｍ，外径为２．６ｍｍ，管厚为０．２ｍｍ（如图１ｂ所示）。
１．２　重铸层及热影响区厚度检测

采用Ｑｕａｎｔａ２５０型号的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ｃａｎ
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ＥＭ）对切割后的心血管支架
的热影响区及重铸层进行检测、数据处理及分析。

２　实验结果分析

２．１　重铸层及热影响区形成原理
根据激光功率密度的计算公式可知，该设备的功

率密度级数为１０７Ｗ／ｃｍ２，因此切割支架主要方式为融
化去除。在加工过程中材料会形成熔体区及受热区，

其具体形成机理如图２所示。当激光光斑射向材料表
面时，材料吸收激光热量而达到融化温度形成熔体区，

　　

Ｆｉｇ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Ｚａｎｄｒｅｃａｓｔｌａｙ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同时熔体区将一部分热量继续传递给材料内部形成受

热区。熔体区主要分布在光斑内部，而受热区则分布在

光斑外部，当激光停止作用时熔体区的一部分在力和热

的作用下排出，剩余部分冷却形成重铸层。此外，受热

区冷却后则形成与母相不同的晶体结构即热影响区。

２．２　脉冲宽度对重铸层及热影响区的影响
图３为不同脉冲宽度下支架重铸层及热影响区的

变化规律。从图３中可以看出，支架重铸层及热影响
区的厚度随脉冲宽度的增大而增大，从熔体区变化情

况来看，随着脉宽增大，激光峰值功率密度降低，熔体

获得的反冲动量减小使熔体的流速变慢，残留在切缝

侧面的熔体质量及体积增多，导致重铸层厚度增大；另

一方面当脉冲宽度增加时，激光占空比增大，光斑与材

料的接触时间增长，导致光斑热辐射强度增大，熔体区

向受热区传递的热量增多，增大了热影响区的厚度。

当脉冲宽度在２０μｓ～４０μｓ之间变化时，重铸层厚度变
化范围为３．０μｍ～３７．４μｍ；热影响区厚度变化范围为
６．４μｍ～２２．２μｍ。

Ｆｉｇ３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ＨＡＺｖａｒｙ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ｕｌｓｅｗｉｄｔｈ

２．３　脉冲频率对重铸层及热影响区的影响
图４为不同脉冲频率下支架重铸层及热影响区的

变化规律。可以看出，脉冲频率在５０００Ｈｚ～１００００Ｈｚ
之间变化时无明显重铸层。这是因为一方面脉冲频率

增加导致峰值功率密度降低，熔体反冲动量及吸收的

热量减小，导致熔体的流速变慢，残余在切缝表面的熔

体增多使重铸层的厚度增大；另一方面随着脉冲频率

的增大，单位时间内激光冲击材料的次数增多、熔体强

制流动的动量增强，两者作用抵消导致脉冲频率变化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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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ＨＡＺｖａｒｙ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ｕｌｓ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时无明显的重铸层厚度。当脉冲频率小于 ７０００Ｈｚ
时，未检测到明显的热影响区。这是由于脉冲频率与

激光占空比成正比，当激光占空比过低时热量被熔体

完全吸收，因而无法继续传递至材料内部，此时无明显

的热影响区。随着脉冲频率的增大，激光占空比增大，

光斑的热辐射强度增大，此时熔体不能全部吸收来自激

光的热量，导致一部分热量通过熔体转移至受热区，由

于熔体区达到融化状态所需的热量是一定的，占空比越

大导致熔体区向受热区传递的热量越多，形成的热影响

区越厚。当脉冲频率从５０００Ｈｚ～１００００Ｈｚ变化时，热影
响区变化范围为 ０．２μｍ～６．４μｍ，图 ５为脉冲频率
９０００Ｈｚ时，ＳＥＭ检测支架热影响区的分布情况。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ｅｎｔＨＡＺｗｉｔｈ９０００Ｈｚｐｕｌｓｅ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２．４　脉冲功率对重铸层及热影响区的影响
图６为不同激光功率对支架重铸层及热影响区影

响规律。从图６中看出，重铸层厚度的总体趋势是随
脉冲功率增大而增大。这是由于当脉冲功率增大时，

激光能量密度增大，导致光斑对材料表面作用强度增

大，从而导致重铸层厚度逐渐增大，而热影响区厚度的

变化趋势为先增大后减小。一方面是因为当激光功率

升高时，激光能量密度增大，光斑内达到３１６Ｌ医用不
锈钢阈值的面积增大，切缝的宽度也随之增大；另一方

面当激光功率增大时，在激光光斑面积恒定的情况下，

光斑功率密度增大导致热辐射强度增大，熔体区向受

热区传递的热量增多，导致热影响区厚度也随之增大。

因此，在加工过程中，提高激光功率会导致受热区厚度

增大，同时也会导致切缝增大，两者共同作用导致热影

　　

Ｆｉｇ６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ＨＡＺｖａｒｙｉｎｇｗｉｔｈｌａｓｅｒｐｏｗｅｒ

响区厚度发生变化。当功率在１２５Ｗ以下时，切缝的增
大程度低于受热区增厚程度，热影响区厚度逐渐增大；

当激光功率大于１２５Ｗ时，切缝的增大程度大于受热区
增厚程度，热影响区厚度逐渐减小。当脉冲功率在

１００Ｗ～１３５Ｗ之间变化时，重铸层变化范围为３．２μｍ～
２３．３μｍ，热影响区变化范围为６．４μｍ～２３．５μｍ。
２．５　切割速率对热影响区及重铸层的影响

图７为不同激光切割速率对支架重铸层及热影响
区的影响规律。从图中看出，热影响区厚度在切割速

率小于 ６ｍｍ／ｓ时，随切割速率的增大而减小，大于
６ｍｍ／ｓ时，随切割速率的增大而增大。用温度变化公
式表示某点的热辐射强度：

Ｔ（ｄ）＝ １０００Ｐ
４ｖ（πｋ）

１
２
ｅｘｐ－ｄ

２

４ｋ( )
１

（１）

式中，Ｔ为３１６Ｌ不锈钢某点温度；ｄ为材料上某点到
切缝中心的垂直距离；Ｐ为激光功率；ｖ为激光切割速
率；ｋ为固定值，与３１６Ｌ不锈钢的比热及密度有关；ｋ１
也为固定值，与３１６Ｌ医用不锈钢的热扩散率有关。若
切割速率 ｖ越低，根据（１）式可知，材料上同一点处温
度越高，则代表光斑的热辐射越强，导致激光向熔体区

传递的热量增多，而切割速率的变化与光斑的能量分

布无关即熔体区的分布在切割速率变化时为恒定值，

因此熔体区融化状态下所需的热量也为恒定值，则受

热区吸收的热量越多，热影响区的厚度越大。当切割

　　

Ｆｉｇ７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ＨＡＺｖａｒｙｉｎｇｗｉｔｈｌａｓｅｒｃｕｔ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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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增大至６ｍｍ／ｓ时，热影响区厚度本应减小，但是
由于辅助气体喷头与光斑直径同轴且共同作用，当切

割速率增大时，辅助气体与被融化的材料接触时间变

短，导致吹走的热量减小，残留在材料内部的热量增

多，导致热影响区厚度增加。当切割速率在３ｍｍ／ｓ～
９ｍｍ／ｓ之间变化时，由于激光与管材充分作用，导致
形成的熔体在反冲动量及激光的不断冲击下完全流出

切缝侧面，故无明显的重铸层厚度产生。当切割速率

在３ｍｍ／ｓ～９ｍｍ／ｓ之间变化时，热影响区分布范围为
２．０μｍ～２１．０μｍ，图８为当切割速率为５ｍｍ／ｓ时ＳＥＭ
检测支架热影响区的分布情况。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ｅｎｔＨＡＺｗｉｔｈ５ｍｍ／ｓｃｕｔ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

３　结　论

从峰值功率密度及激光占空比两个角度分析了激

光工艺参量对重铸层及热影响区的影响规律。

（１）支架重铸层厚度受脉冲宽度及脉冲功率影
响，随脉宽及功率的增大而增大；当脉冲频率为２０μｓ
时，重铸层最小厚度为 ３．０μｍ；当脉冲频率为 ４０μｓ
时，支架重铸层最大厚度为３７．４μｍ。

（２）支架热影响区厚度受脉冲宽度、脉冲频率、激
光功率及切割速率影响，随脉频及脉宽的增大而增大，

当功率低于１２５Ｗ时，随功率的增大而增大，功率高于
１２５Ｗ时，随功率的增大而减小；当切割速率低于
６ｍｍ／ｓ时，随切割速率的增大而减小，切割速率高于
６ｍｍ／ｓ时，随切割速率的增大而增大；当脉冲频率为
５０００Ｈｚ时，支架热影响区最小厚度为０．２μｍ；当激光
功率为１２５Ｗ时，支架热影响区最大厚度为２３．５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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