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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思想创新引领技术变革，3D 打印国产化趋势向好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光荏苒，斗转星移。一眨眼，2020 年就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在 2020 年剩下四分之一
的时光里，《3D Imperial》期刊会一如既往地伴随各位奋斗在茫茫人生征途一线的逐梦朋友们，为所有读者带来
关于 3D 打印科技与时代浪潮碰撞时所迸发的前沿思想的火花，感受 3D 打印为科技文明进步所带来的先进生产方
式和社会行业的变革理念。
时代的前沿，是浩如烟海的思想创新和无穷无尽的技术变革。2020 年，我国 3D 打印材料行业规模与发展前景看好，
市场发展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从供给端的行业数据分析来看，和 3D 打印技术相关的产业规模正在不断扩大，3D 打

编者笔记

印材料是 3D 打印技术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材料技术是 3D 打印技术的核心，直接制约了 3D 打印的发展进程。

PolyJet 技术带来了大量可能的材料产品组合，可满足 3D 打印在各

目前，3D 打印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国内 3D 打印行业行业的应用情况来看，3D 打印设备主要在消费品、

行各业的需求，通过广泛的颜色和属性选择，可在产品发布前提早制

电子、医疗、工业设备、汽车领域、航天航空等行业应用的比较广泛。

作出贴近实物的产品。PolyJet 材料拥有超过 500,000 种材料选择，

在医疗领域，医疗设备制造商一般会提供最优产品，以支持医疗保健行业的进步，并在市场上参与竞争。这通常涉

可提供各种各样的 3D 打印解决方案，可以使人观看、触摸、感觉、

及坚持不懈地追求产品开发和改良，需要医生反馈来评估市场需求或改良现有产品的方式。

测试、分析并使用具有热塑塑料或弹性材料特性的新产品。这些材料

设计师对各项领域的优势进行吸收反馈，并进行初步设计。原型制作经理基于这些信息制作原型，与设计师合作完

具有极佳属性，几乎与刚性不透明材料相同。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刚

善设计。这些原型投入测试或用于试点以衡量其是否成功，随后，整个流程进入量产阶段，或是重复进行修改和测

度，这些材料的刚度比刚性不透明材料高出近 50%，因此既强韧又刚

试步骤，直到得到可行的产品结果。

硬。3D 打印使用的尼龙材料，采用的是零污染的加工过程。本期《3D

3D 打印的出现使设计师和快速原型制作工作室能够以快得多的速度创建产品，从而增强迭代和创造设计的能力，这

Imperial》将对 3D 打印相关设计师 Mathias Bengtsson( 马赛厄

最终使设备制造商能够消除问题并实现最佳设计。3D 打印技术能够制作有颜色和多种纹理的完整产品部件和原型。

斯 本特森 ) 展开独家专访，了解设计师对于 3D 打印技术的独特认知，

无需更多处理步骤，比如组装和上色等。最终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能够更快地将产品投入市场。

3D 打印的数字模具技术对于生活品质的提升也很有帮助，精彩内容，

由于 3D 打印行业的不断发展，3D 行业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宽，其下游市场由于感受到这种技术带来的

敬请翻阅。

成本和精度优势，需求量也在逐渐增长，而这种需求在质量以及多功能的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会逐渐淘汰
低质量、低产能的产品，而高质量环保的产品将会在今后迎来较大发展。
据专家预测 3D 打印未来发展趋势，其国产化程度会越来越高。目前，我国 3D 打印材料生产较为落后，多数 3D
打印材料还依赖国外进口。此外，国产 3D 材料价格也相对较高，一方面源于国外的专利和垄断，国内 3D 打印材
料基础理论研究、原材料生产工艺、材料制备装备开发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另一方面，我国 3D 产业起步晚，
市场规模相对较小，需求量少，自主化程度低，无法实现大批量生产，制作成本高昂。
但随着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升级发展、技术的提高和成本的下降，3D 打印技术将脱离孤岛，可以更多地应用于我国各
大行业的生产和生活领域中。
在不久的未来，我国 3D 打印材料行业将会呈现国产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随之带来的首要变化必将是材料企业
向技术含量更高、产品附加值更高的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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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广东省培育激光与增材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政策解读

image©gd-3d.com

image©Weaver

一、出台背景

（二）主要举措

广东省是国内最大的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集聚区，产业规模、企业数量、有效专利量等均居全国首位，但也存在部

1. 推进六大重点任务

分领域高度依赖进口、技术应用有待深化等问题。为了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粤府函〔2020〕82 号）等文件的精神，加快培育激光与增材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是优化区域布局，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集群，促进产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省科技厅牵头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市场监管局
等单位发布了《广东省培育激光与增材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二是培育优势企业，加速产业集群发展。

三是强化创新驱动，推动技术跨越发展。

二、主要内容
四是加强应用推广，助力产业深度发展。
《行动计划》主要包括五大部分。
五是建设平台载体，支撑产业全面发展。
（一）四大发展目标
六是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全球创新网络。
一是产业规模保持全国领先。在执行期内，产业营收年均增长超 15%，到 2025 年，超过 1800 亿元，培育形成年
营收超 50 亿元的企业 5 家以上，超 10 亿元的企业 30 家以上龙头骨干企业。

2. 实施七大重点工程

二是产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在执行期内，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长 8%，到 2025 年，有效发明专利量超 1 万件，制

一是强链补链工程。围绕产业重点环节，加强重大产业化项目建设，推进产业集群“强筋壮骨”。

定标准超 200 项，重点龙头骨干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 8%。
二是园区增效工程。省市联动建设 15 个以上的激光与增材制造专用材料、零部件、器件、整机装备等产业特色园区（基
三是产业布局持续优化。打造以广州、深圳为核心，以珠海、佛山等地为重要节点的产业发展格局，建成产业园区

地）或综合性园区（基地）。
image© 科技传媒网

或基地 15 个以上。四是产业生态更加完善。打造激光与增材制造全流程产业链，基本形成产学研协同、开放创新、
安全有序的产业发展生态。

三是创新领航工程。组织实施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激光与增材制造”重大专项，形成若干重大标志性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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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应用示范工程。围绕各地区产业发展特色和重点应用领域，建立 100 个以上典型产业应用示范场景。

三、主要特点

五是平台聚势工程。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大科学装置的科技牵引作用和产业集聚效应。

六是质量品牌培育工程。加强制造工艺研究和应用，提升产品质量设计能力。

七是知识产权提升工程。支持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完善专利、商标、软件保护机制，建立各类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image©gd-3d.com

一是广东省首次出台专题支持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发展的政策。首次针对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提出四大发展目标，
围绕发展目标制定六大重点任务，依据重点任务，提出了推动产业发展的七大重点工程。

二是对广东省激光与增材制造全产业链技术发展重点作出了明确表述。上游产业发展重点主要包括大模场光纤、高
品质晶体、高端增材制造材料等专用材料和高功率合束器、光纤光栅、光隔离器等核心零部件；中上游产业发展重
点主要包括半导体激光器、万瓦级工业用光纤激光器、超短脉冲激光器、高亮度泵浦源等专用软件；中下游产业发
image© 科技传媒网

展重点主要包括精密激光智能装备、增材制造高端装备等重大装备的研制；下游产业发展重点主要包括推动与传统
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应用。

3. 强化四大保障措施
三是对广东省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园区作了明确的规划。广州重点建设广州市 3D 打印产业园、深圳重点建设深圳
激光谷产业园等；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等地市重点建设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产业园、佛山南海

一是加强纵横向联动协同。

3D 打印产业基地、华南高能激光产业园等，构建支撑产业链延伸及完善的重要基地。
二是加大政策扶持与引导。加大对重大专项、重大平台、产业园区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
四是大力支持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学研合作以打造产业创新策源地。支持企业、高校院所加强核心技术攻关，鼓励申
三是加快人才培养与引进。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靶向引进一批有产业背景的高端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培育一批

报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激光与增材制造”重大专项项目和国家激光与增材制造技术攻关项目。加强产学研合作，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型技术和管理人才。

推动激光与增材制造技术与电子信息、汽车等传统产业创新应用与融合，推进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超高清视频显示、
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广东省光通信、光传感、光制造、光诊疗科研与国防等产业的快速发展。

四是建立健全跟踪考评机制。建立健全的动态跟踪服务体系，制订 2021 ～ 2025 年重点工作计划，完善考核与评
来源：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

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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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为阿尔特弥斯勘探任务

打印机制造商

3D 打印火箭发动机

Desktop Metal 即将上市

（image© NASA）

Desktop Metal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EO）里克·富洛普（Ric Fulop）
（image© Desktop Metal）

NASA（美国国家宇航局）正在计划把人类送往月球，然后进一步送往火星，这也是他们阿尔特弥斯太空勘探任务
的一部分。为了这次的太空飞行，NASA 决定用金属 3D 打印技术来设计下一代航天火箭，制造航天火箭的大型发

在 增 材 制 造 公 司（3D 打 印 公 司） 的 一 系 列 积 极 投 资 新 闻 中， 有 一 则 最 新 公 告，5 岁 的 3D 打 印 独 角 兽 企 业

动机。

Desktop Metal 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里克·富洛普（Ric Fulop）在接受
《福布斯》采访时表示，与 Trine 收购公司合并后的此次公开上市 , 新资金总额为 5.75 亿美元，将为 Desktop

NASA 多年来一直在挖掘 3D 打印技术的潜力，主要专注于金属 3D 打印，这将使该机构能够更快地设计卫星和火

Metal 提供积极扩张的强大动力。

箭的组件，并保持其强度和复杂性。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整合包括 3D 打印，描述材料和测试结果
在内的全新制作工艺。

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伯灵顿的 Desktop Metal，预期估值可能高达 25 亿美元，它将会通过股市交易。

来源：3dnatives

最近，对增材制造行业的投资一直在增长，其中值得关注的是 BCN3D，Arevo，Additive Industries，ICON
和 VELO3D 等打印机制造商高达数百万美元的投资。

来源：Desktop 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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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next 重回虚拟舞台

沃伦巴菲特向日本和 3D 打印产业

投资 60 亿美元

Formnext, 增材制造商的核心交易会

Berkshire Hathaway 公司董事长兼 CEO 沃伦巴菲特

（image© ALL3DP）

（image© 环球邮报）

世界上最大的增材制造会议 Formnext 的主办方在 6 月宣布，它将于今年 11 月以现场的形式举办活动。该组织又

沃伦巴菲特在他 90 岁大寿那天向日本五家百年贸易公司投资 60 亿美元，这一举动震惊了投资界。这五家拥有全球

于 9 月 2 日宣布，他们将以虚拟的形式举办活动。

触角的大公司分别是三井株式会社、丸红株式会社、三菱株式会社、伊藤忠株式会社和住友株式会社。

正如大家猜测的那样，主办方 Mesago Messe Frankfurt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改变是由于“近期全球

Berkshire Hathaway 公司已通过旗下子公司 National Indemnity Company 收购了这些老牌日本投资公

COVID-19（新冠病毒）感染数据的增长，以及旅游限制的相应增加。”

司超过 5% 的股份，并愿意将持股比例提高至 9.9%。这些投资将是长期的，巴菲特非常想要平衡 Berkshire
Hathaway 公司的投资（目前严重倾向苹果公司），来补偿美国因近期情况和仍在继续的新冠疫情造成的严重损失。

虽然你今年不会去德国的法兰克福，但请为 11 月 10 - 13 日的 Fromnext Connect 虚拟展会做好准备，他们承
诺这将不仅仅只是一个 Zoom 会议。主办方表示出席者会登录进入一个全面的多媒体参展商和产品展示网站，这个

那些没有紧跟这些巨头发展的人可能会误以为它们仍然是低利润率商品交易公司。然而，他们正在发展成为战略股

网站会“把增材制造的一切展现在一个平台上”。会议展示、主题演讲、作品展示、挑战分析和颁奖仪式的举行，

权投资者，包括对 3D 打印产业的投资。

都会以直播的形式进行，甚至有现场连线的机会。大部分展会内容将在活动结束的数月之后供观众点播观看。
来源：fabbaloo
来源：ALL3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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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E 3D 打印会议

为新的对话做铺垫
TIPE 3D 打印会议将于明年 1 月召开，它将为增材制造行业提供专家演讲和交流的新资源。

今年早些时候，Women in 3D Printing 宣布，TIPE 是他们全新的年度会议。这一活动的演讲者均为女性，主要
关注的四个话题为：技术，行业，人物，经济。

本周，TIPE 的白金赞助商已经员满，Women in 3D Printing 的创始人诺拉图雷宣布：“我们非常荣幸地欢
迎 TRUMPF、MatterHacker、HP、Dassault Systèmes 和 GE Additive 成为我们首届 Women in 3D
Printing 年度会议的五家白金赞助商，感谢他们支持我们促进和鼓励女性参与 3D 打印行业的使命。”

来源：Fabbaloo

TIPE 2021 白金赞助商
image© TIPE 3D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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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Today’s Motor Vehicles
最终的 CNC 加工原型被集成到麦格纳汽车
（image© Javelin）

麦格纳：

用 3D 打印技术抢占轻资产电动汽车
市场

研发税收抵免
3D 打印无论是用于创建和测试原型，还是用于最终生产，都是一个表明符合研发税收抵免的活动正在进行的迹象。
公司在任何时候实施这一技术都应该考虑研发税收抵免政策。
美国联邦研究与开发 (R&D) 税收抵免政策于 1981 年颁布，期限为永久，允许为符合条件的新产品和改良产品及

加拿大大型汽车零部件制造商麦格纳国际 (Magna International) 凭借轻资产商业模式，已成为电动汽车初创企

流程的支出提供 4%-7% 的抵免。

业的首选供应商。麦格纳是世界三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之一，它拥有一个独特的工程业务部门，名为斯太尔 (Steyr)，
负责设计和组装完整的电动汽车。斯太尔的电动汽车业务包括 : 梅赛德斯 G-Class(1979)、宝马 5 系、全电动捷

研究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

豹 I-Pace 和丰田 Supra。除了组装汽车，斯太尔还拥有数千名工程师设计车辆，除了提供制造服务外，他们还提

·本质上必须是技术性的

供汽车开发服务。这使得车辆的耐用性和灵活性能满足客户的定制需求和市场波动。

·必须是纳税人业务的一部分
·必须代表实验意义上的研发，并且大体包含开发或改进产品或流程相关的全部成本

麦格纳的 3D 打印应用

·必须通过考虑一个或多个方案的试验过程来消除不确定性

麦格纳为众多品牌生产电动汽车，使其能够充分利用 3D 打印技术。

2015 年 12 月 18 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路径法案》，使研发税收抵免永久化。从 2016 年开始，研发税收抵免
已用于抵消收入低于 5000 万美元的企业的替代性最低税 (AMT)，并且初创企业每年可获得高达 25 万美元的工资

麦格纳国际的子公司 Magna Closures，一直都是领先的车门模组、窗户系统、电源关闭系统、闭锁系统供应商。

税现金回扣。

通过购买 FDM 技术，该子公司将进行内部建造，除了最终的原型外，其余的工作都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完成。3D
扫描仪还被用于提供具有精确几何形状的 CAD 文件，从而更准确地集成到麦格纳汽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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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D 金属打印粉末供应商面
临的挑战

Ultimaker 报道疫情期间的显著增
长

（image©3DPrint.com PRO）

大部分 AM（additive manufacturing, 增材制造，即 3D 打印）公司的第一季度公共资讯表示，新冠病毒预计将
Ultimaker 的 S3 和 S5 捆绑包（image©Ultimaker）

会在第二季度对他们造成更大的影响。他们没有说错，今年三月起，一些西方公司开始遭遇关门和不确定的情况。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2019 年 3D 金属产业已经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

Ultimaker 报告称，该公司的财政报告在 2020 年上半年实现了显著增长。
· 虽然现在大部分的 3D 打印金属硬件的销量遭遇滑坡，但是金属粉末的销售仍然保持着非常好的状态。
· 相对较小的 3D 打印用户群体在推动着金属粉末的销售，他们已经实现了某些部件的批量生产，尤其是在航空航天、

在股票市场上，3D 打印机制造商很少进行公开交易。因此，我们通常很难知道其他公司的表现如何。

医疗、石油和天然气领域。
· AM(3D 打印 ) 公司的成果将继续推动金属粉末的销售。虽然主流增材粉末正在走向商品化，但是 SmarTech

在疫情的早期阶段，以效率为导向的供应链模式严重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更加强调灵活性、敏捷

相信 3D 打印粉末市场被推到前沿还需等到明年。

性的本地生产，以避免供应链崩溃。

· 3D 金属材料市场正在见证 3D 打印领域前所未有的新动态。与五年前相比，2020 年 3D 打印材料在多样性方
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种模式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3D 打印技术的广泛使用。虽然近年来这项技术已被很多公司使用，但在“真正的”
生产线上，它主要适用于原型设计，比如夹具及固定装置的生产。如今，大疫情迫使企业重新审视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

总的来说，3D 打印材料产业在低迷期间的表现还不错，但产品的成熟度可能会使其自身经历一些小衰退。不过，金

他们意识到，如今的设备确实可以生产少量最终用途的产品。这使得一些 3D 打印机供应商的设备销售大幅增加。

属粉末的供应商们不需过于担心，AM（3D 打印）材料的前景还是相当鼓舞人心的。

事实上，这是 Ultimaker 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的事情，他们现在的战略完全集中在专业和工业市场上。

来源：3DPrint.com PRO

来源：Fabbal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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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MELD）

（image©ALL3DP）

MELD 新型金属打印机模型

适用于桌面和车间的新型双挤出打印
机

美国工业制造商 MELD 的新型 3D 金属打印机是该公司 K2 模型的缩小版本，采用同样的技术，但是价格更吸引人。

位于巴塞罗那的打印机制造商 BCN3D 这周推出了两台新型打印机，目标是 3D 打印领域两个独特且不断增长的细

新的 L3 模型是为金属零件的制造和维修而设计的。

分市场。首先 Epsilon W27 是一个比该公司广受欢迎的 Epsilon 打印机更小的新版本。该西班牙公司表示，这项
设计旨在针对拥有自己打印车间，但却被低于 1 万美元的强大机器所吸引的前工业环境中的专业人士。

MELD 独特的专利技术不会熔化金属，并且可以与任何金属媲美。L3 打印机的体积为 14.2 立方英尺，其工作台
尺寸为 51×23 英寸 (129.5x 58.4 厘米 )。L3 是 3 立方英尺的 B8 模型和 82 立方英尺的 K2 打印机产品线的补充。

新型 Sigma D25 是 BCN3D 的台式打印机，取代了 Sigma R19 和 Sigmax 打印机。该公司表示，D25 重新

该公司还未公布 L3 打印机的价格，但是相较于 Aniwaa 来说，K2 的售价预计将会超过 25 万美元。

设计了新的硬件和电子设备，增加了更多功能，以吸引教育和研究领域的高级台式打印机和制造功能原型的用户。
这两台打印机预计将于十月中旬在全球发售。

来源：ALL3DP/MELD

来源：ALL3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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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labs 大 型 树 脂 打 印 机 即 将 发
行

无干扰工业用树脂打印机系统

（image©Formlabs）

（image©Genera）

自从 2019 年春天 Formlabs 宣布要推出更大型的打印机开始，你就一直在等待，那么你的等待结束了。与 Form

奥地利制造商 Genera 公司凭借其第一台树脂打印机迈入了工业 3D 打印市场，希望在不断增长的“打印机即生产

3L 同等大小的姊妹机器 Form 3BL（B 代表生物相容性）即将发行。两个机器都有 13.2 x 7.9 x 11.8 的结构体

平台”这一市场中为自己开拓一席之地。公司创始人 Klaus Stadlmann 表示，他一直讨厌戴手套，讨厌处理 3D

积和 25 微米的 XY 分辨率，唯一的区别是 Form 3L（市场价格 1,1000 美元）不能使用 Formlabs 的生物相容

部件的清洁和固化工作，所以他的目标是让工业树脂的打印工作像用办公室复印机打印一样简单。

性材料进行打印。
该公司表示，G2 / F2 双机程序可以取代一整个生产实验室，并可以生产可重复、可追踪的零件，是一个非常好的
伴随着新的较大尺寸打印机的是较大尺寸的清洗和保养配件。Formlabs 的 Wash L 和 Cure L 是一个全自动的

解决方案。G2 是一台具有数字光处理技术 (DLP) 的高分辨率树脂打印机。F2 是一个基于创新的解决方案，具有“无

后期处理系统，用于大规模打印。这些配件将于 2021 年发货。

手套处理过程”的集成后处理单元。整个生产过程都将被优化，零件在一个密封的盒子或梭中移动，不受任何滴水，
污染，或外部光线的影响。该系统是全封闭的，经过空气过滤，可在办公环境中使用。

来源：ALL3DP
来源 : ALL3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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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生产环境中使用的热塑塑料和弹性材料是不同类的塑料，但是光敏树脂在机械特性、热特性和视觉特性方面均
可模拟这些材料。

PolyJet 3D 打印机产品系列中，有 29 种可丰富技术功能的基本树脂。但使 PolyJet 技术真正脱颖而出的原因是，
其不仅能够在单个零件中组合使用多种材料（多材料 3D 打印），而且还可从 29 种基本树脂中选择混合基本树脂，
从而创造混合的材料属性和颜色。这就是使用数字材料进行 3D 打印的意义所在，并且该技术可提供超过 500,000
种不同的材料选择。
image©Stratasys
这些材料均有一些共同特性。PolyJet 3D 打印的零件具有高精度、高分辨率和光滑表面。完成打印后，移除支撑材料，
零件便可立即使用，无需后固化。此外，PolyJet 光敏树脂符合 REACH 法规要求，对环境安全无害。

PolyJet 材料技术

让 3D 打印实现众多可能性

PolyJet 中的材料选择和久经考验的应用已在近几年广泛扩展，因此客户有望看到大量的相关实验。为了取得最佳
效果，了解 PolyJet 光敏树脂及其相应的 3D 打印平台的机械原理和最佳实践十分重要。

PolyJet 材料

基本树脂

材料对于原型制作和生产的成功至关重要。出色应用的核心始终是合适的材料，即能够 根据需要在应用条件下发挥
作用的材料。对于模制、机械加工和铸造始终是如此，对于 3D 打印亦是如此。

PolyJet 技术可提供 29 种基本树脂。“基本树脂”是指材料盒中未混合的材料。通常，这些材料可单独使用或成
对使用或进行三重混合（现在可以通过 Stratasys J735 ™ 和 Stratasys J750 ™ 获得更多选择）来制造复合数

虽然 3D 打印行业有大量材料可供选择，从塑料到金属，从蜡到纸，范围广泛，但是对 于特定技术而言，选择通常

字材料。

受到很大的限制。对于特定 3D 打印机来说，限制甚至更多，但有一个例外。
考虑到采用 PolyJet 技术所制零件的高分辨率和光滑表面，这些基材是制作展示和显示模具、外形和拟合原型及模
3D 打印使用 Polyjet 技术采用 PolyJet ™ 技术的 3D 打印能够以具有各种属性（从刚性到橡胶，不透明到透明）

型的理想选择。这些材料也用于在功能性测试中为早期性能评估模拟产品，而测试结果将因生产塑料的不同而有所

的材料制作高度逼真的功能性 3D 模型。其中的很多材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集卓越韧性和耐热性于一身的工程塑

差异。在高质量模式下进行纯基本树脂 3D 打印，能够实现目前最佳的 PlolyJet 层厚度：14-16 微米或红血细胞

料。使用 PolyJet 光敏树脂，设计师、工程师和艺术家可创造出高度精确、精妙细致的模型来满足几乎所有行业都

的大约两倍宽度。

存在的原型制作需求。

对于许多行业来说，PolyJet 材料可超越概念模型和原型制作应用。在牙科诊所中，PolyJet 技术可以制作在治疗

刚性不透明材料

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和器械。在制造业
中，PolyJet 光敏树脂可生产制造辅助用具，如夹具和治具。从模型制作到制造，采用 3D 打印的公司需要广泛的

刚性不透明系列材料，是 Vero ™ 系列中的一种材料——正如其名所指：刚性且不透明（图 1）。这七种材料是

材料组合，才能使材料满足计划应用的性能要求。总之，他们需要多样化的材料。

PolyJet 3D 打印机使用最广泛的材料。刚性不透明光敏树脂是一种多用途材料，可用于制作视觉模型、工程原型、
产品装配和 RTV 铸造模型。

PolyJet 技术通过喷射细液滴的光敏树脂打印 3D 物品，这种材料被紫外线照射时会发生固化。尽管光敏树脂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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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接近 1。但是，耐热性不是高温材料的唯一优势，它的强度和刚度也是 ABS 材料平均值的 150% 至 200%。

更甚者，其冲击强度达到所有 ABS 材料 1 的最低值。高温材料是涉及热空气或水的功能性测试的明智选择，例如
卫生洁具和家具电器的评估。耐温性可能也是需经受强烈热光的展览品的一个考虑因素。如果不考虑温度，高温材
料对于需要极高刚度和强度的原型是个不错的选择。

数字材料

image©Stratasys

相比普通工程塑料（如标准 ABS 热塑塑料）以及行业平均拉伸强度、挠曲强度和弯曲模量 1 ，刚性不透明光敏树

PolyJet 数字材料是一种复合材料，由 29 种基本树脂材料组合中的多达六种材料同时喷射而成。通过以特定浓度

脂更强韧和更坚硬。但是，相比与 ABS、PC、聚丙烯或聚酰胺的类似度，刚性不透明材料的总体特性与丙烯酸更

和基质混合材料，PloyJet 技术可实现广泛的材料属性和视觉特性。 数字材料是采用 PolyJet 技术的 3D 打印机

为类似。这就是刚性不透明材料通常指定用于光功能性测试、模子、原型和模具的原因。

专用的材料。详情请参阅下一页的“3D 打印机”部分。

在美学角度上，Vero 系列提供七种色调，包括蓝色、白色、黑色、灰色、青色、品红色和黄色。无论何种颜色，

数字 ABS Plus：刚硬、坚韧且不透明数字 ABS Plus 材料超越了耐高温材料、Rigur 材料 和 VeroClear 材料

所有刚性不透明材料都具有类似的机械特性、热特性和电气特性。VeroBlue 和 VeroGray 的中等色无眩光或暗影，

的耐温性、韧性和透明度，扩大了工程热塑塑料的模拟范围。数字 ABS Plus 是 Digital ABS ™ 的升级版本，可

提供细节最佳的视觉效果，而 Vero PureWhite（属于一种 PolyJet 光敏树脂）的不透明度比 VeroWhite 高两倍，

提高原始材料的冲击强度。

亮度高 20%，而且具有更强的防紫外线功能。 VeroFlex 和 VeroFlexVivid 用于 Stratasys J750 和 J735，
发挥了 Vero 的硬度优势、柔韧性和明亮色彩，是快速制作眼镜原型的理想选择。

顾名思义，这种材料与 ABS 类似。与 ABS1 材料的平均强度、柔性、耐久性和耐热性相比，数字 ABS Plus 材
料具有相同或更高的值。它的抗冲击性低于 ABS1 材料的平均值，但仍在所有 ABS 材料的范围内，且是 Vero 材

PolyJet 光敏树脂已超越作为工程师和设计师手中的工具的身份，现已成为医学和牙科应用中领先的 3D 打印技术。

料抗冲击性的三倍。

Stratasys 认识到医学美术领域的特定需求，为医学和牙科应用特别开发了六种材料。这些材料具有极佳属性，几
乎与刚性不透明材料相同。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刚度，这些材料的刚度比刚性不透明材料高出近 50%，因此既强韧

image©Stratasys

又刚硬。

生物相容性材料
如果 3D 打印的零件需要肢体接触，医学和牙科专业人员均可使用生物相容性材料。它获得五项认证：细胞毒性、
基因毒性、迟发型超敏反应、刺激性和 USP VI 级塑料。凭借这些认证，生物相容性材料可以用于皮肤（超过 30 天）
和短期粘膜接触。

顾名思义，此材料适合于高温应用环境。与所有其他 PolyJet 基本树脂相比，直接从 3D 打印机中打印的高温材料
的热变形温度 (HDT) 高出达 55 ° C。由于可选择热后固化，HDT 可升至 80 ° C (176 ° F)，这与 ABS 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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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种数字材料可模拟 ABS 材料。它们是数字 ABS
Plus 材料和数字 ABS2 Plus ™ 材料，颜色都有绿色
和象牙色。它们主要的区别是，数字 ABS2 Plus 材
料制造的薄壁零件 (< 1.2 mm/0.04 in.) 的硬度和韧
性丝毫无损。这使数字 ABS2 Plus 材料成为需要高
稳定性和薄壁几何结构的家用电子产品和其他日用消
费品（包括小家电和手机）的理想选择。

所有数字 ABS Plus 材料均可用于制造功能性原型
（甚至包含具有卡扣配合的功能性原型）——模子、
注塑成型的原型模具以及制造辅助用具，如夹具、治
具和仪表类橡胶材料的这一属性范围在 3D 打印行业
是无可匹敌的。借此，设计师和工程师可实现生产弹
性材料的柔性或测试大量具有细微差异的材料，以找
到触感最合适的材料。

有四种数字材料可模拟 ABS 材料。它们是数字 ABS
Plus 材料和数字 ABS2 Plus ™ 材料，颜色都有绿色
和象牙色。它们主要的区别是，数字 ABS2 Plus 材
料制造的薄壁零件 (< 1.2 mm/0.04 in.) 的硬度和韧
性丝毫无损。这使数字 ABS2 Plus 材料成为需要高
稳定性和薄壁几何结构的家用电子产品和其他日用消
费品（包括小家电和手机）的理想选择。

所有数字 ABS Plus 材料均可用于制造功能性原型
（甚至包含具有卡扣配合的功能性原型）——模子、
注塑成型的原型模具以及制造辅助用具，如夹具、治
具和仪表。

类橡胶材料的这一属性范围在 3D 打印行业是无可匹
敌的。借此，设计师和工程师可实现生产弹性材料的
柔性或测试大量具有细微差异的材料，以找到触感最
合适的材料。

image©Strata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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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和色调：产品真实感数字材料扩展的不仅是材料属性的范围。它们还提供了大量的不透明颜色和半透明颜色。
对于刚性塑料，有成百上千种独特的颜色选择，其中一些可使用刚性 或橡胶基本树脂制成，从而增加单个零件中可
能达到的属性组合总数量。

采用 PolyJet 技术的 3D 打印机功能多种多样，且全部使用相同的喷射技术。所有打印机均可提供无需后打印固化
和支撑去除的高分辨率、光滑表面零件，但各款打印机在类型和可用材料的数量以及可同时喷射的材料数量上有所
不同。

Objet 和 Objet Eden：一次使用一种材料这些系统一次可使用一种基本树脂进行打印。支撑材料数量从 8 种到
15 种不等。系统包括 Objet30 Pro ™、Objet30 Prime ™ 及 Objet Eden260VS ™。Connex1 ™：三重喷射
技术 Objet500 Connex1 ™ 及 Objet260 Connex1 ™ 可使用三种材料进行 3D 打印，但它们不支持混合的数字
材料。

image©Stratasys

3D 打印机
Stratasys J735 和 Stratasys J750：突破性的高效解决方案，兼具高逼真度和多功能性 Stratasys J735 和
J750 是唯二的真全彩 3D 打印机，可带来最佳美感和材料特性。这两款 3D 打印机配备全新 PolyJet 打印头，
而且可以同时使用六种基本树脂。全彩零件可以包含一系列柔性肖氏硬度值 (A) 或透明度，而且能够打印超过
500,000 种颜色。

与上一代 PolyJet 相比，Stratasys J735 和 J750 的层厚度更薄，使用高质量模式时能够达到 14 微米的层厚度。
它们是打印速度最快的多材料 3D 打印机，可高速打印两到三种成分的数字材料，由于几乎无需更换材料，因此不
但高效，而且单位零件成本更低。

这 两 款 3D 打 印 机 具 有 纹 理 贴 图 和 渐 变 功 能。 这 些 功 能 可 用 于 打 造 从 设 计 者 的 软 件 直 接 传 输 的 逼 真 细 节。
与 Connex3 一 样，Stratasys J735 和 J750 也 有 两 种 支 撑 材 料 选 项： 通 过 水 枪 去 除 的 SUP705； 以 及
image©Strata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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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706B，该材料在自动化后期处理中可轻松去除并可溶，提升了打印复杂和精致特征以及小腔体的几何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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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tratasys

结论
PolyJet 技术带来了大量可能的材料产品组合，可满足各行各业的 3D 打印需求，以及在设计、工程、制造和艺术
应用中的不同要求。通过广泛的颜色和属性选择，可在产品发布前提早制作出贴近实物的产品。PolyJet 材料拥有
超过 500,000 种材料选择，可提供各种各样的 3D 打印解决方案，让您可以观看、触摸、感觉、测试、分析并使
用具有热塑塑料或弹性材料特性的新产品。
image©Stratasys
来源： Strata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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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 说，尽管头部非常复杂，但最
困难的步骤是将头部分割成可以打印
的尺寸的碎片。他用微软 Windows
3D Builder，最终将它分成了 53 块
可印碎片。3D 打印这 53 块碎片足足
耗费了 700 多个小时，也就是一个月
不 止。 令 人 惊 讶 的 是，Clark 表 示，
在这项冗长的打印过程中，没有经历任
何失败。

这个结果非常惊人，不禁让人们好奇接

分割霸王龙的头部模型以进行 3D 打印

下来 Clark 会怎样打印这个怪兽的其

image©Simon Clark

他部分。

文章来源：Fabbaloo

巨型霸王龙头 (image©Simon Clark)

惊艳设计：

巨型霸王龙头
完全组装好的 3D 打印霸王龙头
来自新西兰的 Clark 制造了一个 3/4 比例的霸王龙头，它经涂漆后看起来栩栩如生，这也许是今年最惊人的 3D 打

焊接 3D 打印的巨型龙头碎片

印产品了。

image©Simon Clark

image©Simon Clark

Clark 持续数周以来一直在不断推进这像项巨型 3D 打印工作，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成果，它是一个巨大的头部，
大到似乎无处安放，它看起来是如此的活灵活现，一定会吓到参观者们。

Clark 使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设计方法，他通过 SketchVR 在虚拟现实中构建了整个 3D 模型。尽管这不是常规
的方式，但对于 Clark 来说似乎非常合意。在此之前他已经制作过其他的一些恐龙头，但是这个巨型霸王龙头是目
前为止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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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笔艺术：

令人震惊的 3D 作品
3D 笔将 3D 打印机的概念浓缩到一支笔中。3D 笔不由机器编码来编写 3D 打印设计，而是由艺术家直接控制。这
和画画很像，但是是三维的，而不是二维的。

笔中储存着塑料丝。在笔尾轻轻一按，塑料丝就会融化并从笔尖喷出，让你能够随心所欲地画画和涂鸦。融化的塑
料丝在空气中快速冷却，使它在三维空间中很快成型。以下是一些令人震惊的 3D 笔的作品。

重塑经典艺术
艺术家 Hector Lara Pino 用 3D 笔在古典绘画中注入了新的元素。独特的金色线条和 3D 笔的实体线条结合在一起，
赋予了他的作品一种极易识别的风格。

护树罗锅
这个可爱的护树罗锅来自电影《神奇动物在哪
里》，是由 3D Pen Lab 制作的。 很难相信这
里面所有东西都是 3D 笔创造的，甚至是他用来
摆姿势的石头和树干。

image© Hector Lara P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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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LL3DP

image© 3D Pen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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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些 3D 打印尤克里里所需的常用材料。首先，毫无疑问的是，您需要一些尤克里里的琴弦，
还需要选择好大量的打印材料，比如某些较大的型号需要大量的灯丝。

有些模型需要金属螺钉或调弦钮，不过每个设计都有各自不同的需求。一些项目可能还建议使用特定的工具来进行
尤克里里的制造，比如螺丝刀或刮刀。

班卓尤克里里
一些大功率的打印机可以一下打印出一个尤克里里的大部分！（image©Stratasys）

3D 打印的尤克里里
3D 打印正在迅速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它吸引了全球数百万人的关注，并已证明它为企业
提供帮助的同时，也为业余爱好者们提供了一种有趣而有效方式，来度过他们的时间。

3D 打印对音乐产业的影响也是一样，现已有许多可以 3D 打印的乐器和乐器配件，打印一个尤克里里竟是一件出奇
简单的事情。

以下提供了两个最独特的可 3D 打印的尤克里里模型，都可以在家里直接打印和组装，最终可以使人们将自己对音
乐和 3D 打印的兴趣结合在一起。

一个安全放置尤克里里的盒子
（image©Stratasys）

班卓尤克里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定制
（image©chuckbobuck via Thingiverse）

在商店买的尤克里里有不同的形状和尺寸，3D 打印的尤克里里也不例外。这把班卓尤克里里让您有多种选择，来创
造独特而与众不同的声音，而且看起来也很酷。

这种新奇的尤克里里不管听起来还是弹起来都和普通的一样，并且在大部分的小输出打印机上打印相对比较简单。
班卓尤克里里的设计是可定制的，有三种不同的琴桥设计可供选择。

实际上，这个模型是创造者第二次尝试设计，相比第一个模型，它的音色更加饱满，整体声音更加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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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ias Bengtsson 马赛厄斯·本特森
Mathias Bengtsson Studio 创办人

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硕士，家具设计和工业设
计）、丹麦设计学院（学士，家具设计）、美国艺术
中心学校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

现居瑞典斯德哥尔摩

3D 打印昭示未来艺术形态发展新趋势

《3D Imperial》独家专访丹麦家具和工业设计师
Mathias Bengtsson
自从 3D 打印技术进入家具制造领域之后，家具设计及制造模式开始快速的更新迭代，越来越多家具产品设计
师已经把 3D 打印设备当成必备的工具。与此同时，现代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这些新型家装的兴起，让美好
版权属于 Mathias Bengtsson Studio

家居生活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人们的审美追求日益倾向个性化，颇具创意与格调的家具产品备受追捧。本期《3D
Imperial》专访来自丹麦的家具和工业设计师 Mathias Bengtsson，带你了解家具产品中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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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growth table 原料为铜
copyright: Mathias Bengtsson Studio & Galerie Maria Wettergren photo: Fabrice Dall'Anese

版权属于 Mathias Bengtsson Studio

Q 《3D Imperial》：

Q 《3D Imperial》：

您是在何时接触到 3D 打印技术的？

对于 3D 打印这样的新技术，您如何看待它为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影响？

A Bengtsson:

A Bengtsson：

我对工艺、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东西很感兴趣，同时，我也正在探索如何将这三者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对于新鲜事物，

在日常工作中，我经常会使用到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技术可以让我创作出新的作品形式，这些作品适合并反映于

我总能保持好奇心，3D 打印技术也是一样的，对于这项技术我很有兴趣，因为他是一项全新的科技加工方式。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41

42

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
您的作品被称为机器与人类手工的产物，您更倾向于高科技技术还是传统手工艺？您如何理解两者的差异？

A

Bengtsson：
3D 打印对我而言只是一种工具，和其他工具（譬如笔、锯和锉刀等）是一样的。如果在一个项目的创作过程中没有
手工艺的介入，那么我将对这个项目毫无兴趣。3D 打印技术意味着我能以此工具为基础，实现设计的最终形态。比
如，设计或呈现一个铜制艺术品的造型，如果没有 3D 打印技术的快速成型帮助，我们是很难通过手工艺实现的。

版权属于 Mathias Bengtsson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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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属于 Mathias Bengtsson Studio

Q

《3D Imperial》：
您的作品更接近于艺术品，而非简单的产品设计。有人说这样的作品重新定
义了艺术与设计的边界，您是如何理解的？

A

Bengtsson：
在我看来，艺术与设计的边界本来就是模糊的，甚至我们很难定这两种概念，
所以，对于艺术和设计我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一件艺术作品可能包含有
特殊的定义和内涵，或针对于特定的群体，又或者具备特殊的功能。但对于
其他人来说，这样的设计或许毫无用处。我认为艺术和设计是截然不同的领域，
但又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正因如此，才让我更加着迷于艺术和设计这两
大矛盾的对立。

Q

《3D Imperial》：
growth table 系列结合了有机形态和 3D 打印等尖端科技。请问灵感来源何
处？

A

Bengtsson：
我从周围的一切找寻灵感，比如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切，
以及万物生长都要遵循的自然生长法则。

版权属于 Mathias Bengtsson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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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属于 Mathias Bengtsson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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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属于 Mathias Bengtsson Studio

Q 《3D Imperial》：
据悉，您对材料的应用也颇有研究，对于作品设计如何选材？

A Bengtsson：
通常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接触各种材料，并从与材料相关联的加工方式中选择适合自己的设计方向。而在设计过程中，
我会从材料和加工方式中获取灵感，在与不同的技术之间相互协调中达成合作。我从来都不是将想法强加于一种材料、
一种加工方式或一种最终形态之上。我设计的作品都是与加工方式相融合的自然呈现。因此，我从来不将事情做的
极致、完美，因为在我看来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我也从不刻意隐瞒我所采用的材料或加工方式。

Q 《3D Imperial》：
您如何看待 3D 打印家具的市场前景？ 3D 打印与家具产品的结合能否走向大众市场？

A Bengtsson：
我非常看好 3D 打印家具的市场前景，而且我认为 3D 打印家具完全可以走向大众化市场。与此同时，3D 打印家具
会在不断的技术革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位置，尤其是当 3D 打印家具在材料的质量、牢固程度以及耐用性和实
用性上都在不断提升，引领着新一轮的设计潮流。

版权属于 Mathias Bengtsson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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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
作为一位资深设计师（艺术家），有什么话跟年轻人说？

A Bengtsson：
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把握住机会，在保持好奇心中享受你的工作和生活。艺术和设计
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想要在艺术和设计之路上有更好的发展，你需要好好的生活。

Q

《3D Imperial》：
未来有怎样的发展规划？

A

Bengtsson：
目前，我们正在使用高强度的 3D 打印塑料进行设计和创作，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项
目正在探索中。后期我们将不断采用陌生而又新奇的新材料和新技术。在一年一度的
米兰家具展上，我们将会给大家呈现一件全新的用 3D 打印模具浇铸的青铜作品。

版权属于 Mathias Bengtsson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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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属于 Mathias Bengtsson Studio

版权属于 Mathias Bengtsson Studio

版权属于 Mathias Bengtsson Studio

编后语：3D 打印丰富了创意家居生活，用数字模具取代了传统模具，数字模具的灵活性让家具深度定制成为可能。

整理：Claire Jiang@3D Imperial

从某种程度来看，将 3D 打印技术与传统工艺相结合，衍生出来的是全新的艺术形态，我们甚至很难在其中寻找到

撰文：Kris Tsui@3D Imperial

传统工艺的元素，这种全新的设计理念正在影响着新一代的审美。未来，只有将 3D 打印技术的个性化、复杂化、

版权声明：本文为 3D 帝国网独家原创撰稿，图片及视频（音视频资料）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

高难度的特点与传统制造业的规模化、批量化、精细化相结合，与制造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相结合，才能不

人未经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布 / 发表。凡侵犯本公司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本公司必依

断推动 3D 打印技术在家具制造业的创新发展。

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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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W Studio 是设计师 Alexis Walsh 和 Justin Hattendorf 在设计上的合作。这些首饰都是在美国纽约
当地完成设计和生产的。所有的产品都是定制的，并且按照（客户的）需求进行 3D 打印。
（3D 打印定制生产）
这种可持续性的经营方式消灭了对于库存的需求和过量的材料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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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视界

这些首饰都是用 3D 打印材料制作而成的，这其中包括 3D 打印使用的尼龙材料，采用的是零污染的加工过程。3D
打印的树脂，以及经过镀铜处理的 3D 打印不锈钢材料 。这些耳环采用的 3D 打印材料包括 3D 打印专用的 PLA
塑料，这种塑料是可生物降解的。同样也采用了零污染加工的 3D 打印尼龙材料和 3D 打印的树脂材料。完成打印后，
都会手工对耳环会进行安装，打磨和抛光。之后还会装配上 低敏感度的医用级别不锈钢耳钉。这些 3D 打印的首饰
在 Alexis 的 EXO COLLECTION 系列设计作品中首次呈现，线上首饰店于 2020 年 8 月正式上线。为了庆祝
Alexis 和 Justin 的首饰店的上线，他们在 Instagram 主页上传了 AR 特效滤镜。通过这个 AR 滤镜，可以试戴
3D 打印耳环。据悉，这也是 Alexis 和 Justin 首次销售自己的 3D 打印作品。

版权申明：本期栏目内容由 Alexis Walsh 和 Justin Hattendorf 主动授权发布，3D 帝国网编译。图片和版权归
原作者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帖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布 / 发表。凡侵犯本公
司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本公司必依法追求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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