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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3D 打印推动防疫进程
雁过留声，流年似水。这一年的尾声将尽，在节日缤纷闪耀的礼赞和圣诞夜欢乐喧腾的歌声中，我们即将挥别
2020，迎来崭新的 2021 年。
时光飞逝，伴随着岁末的钟声敲响，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人类的科学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的文明

编者笔记

变幻多姿、纷呈灿烂，技术的革新手段日新月异，此消彼长。随着时间推移，经过多年的锤炼，3D 打印技术也在时

FDM 系统和相关技术是迄今为止最容易获取且使用最广泛的 3D 打印工艺，从

代的滚滚洪流和进程中向着更高更精的方向发展。

消费级到工业级，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层面。基于 FDM 技术的 3D 打印机

象征高新科技技术的 3D 打印日趋先进，为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一页。

通过加热和挤压热塑塑料纤维（最常用的是 ABS），自下而上逐层打印零件。

回首 2020 年，在这人类命运跌宕起伏、坎坷曲折的一年里，发生了太多出乎我们意料又不胜感怀的事情，这一年，

FDM 适用于从概念模型到要求苛刻的生产零件等各种应用。尽管 FDM 不能打

诸多人生的离合悲欢和世事沉浮，在我们眼前交织成色彩或深沉或明媚的画卷，在这一幕幕令人动容的画卷中，我

印极细微的层，但提供了速度和分辨率之间的选择。选择较粗层意味着可以更快

们有过感动，有过欢笑，也有过泪水。

地打印更大的零件。立体光固化成型 (SL) 是世界上第一项 3D 打印技术，它仍

在这一年里，我们遭遇了一场全人类都需要共同面对的新冠危机，在这场人类的共同危机和灾难面前，在与新冠肺

然是需要微小公差和光滑表面的高度细致原型的理想选择。该技术使用紫外线激

炎争分夺秒的拉锯战中，我们奋勇争先，身先士卒，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新冠肺炎在全球的蔓延，更为人类敲响

光器在开放的固化缸中固化和凝固光敏树脂的精细层。光固化非常适用于原型制

了警钟，在灾难和危机面前，如何面对危机并行之有效地战胜它，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大课题。

作最终会进行上漆或涂层的零件，因为模型可以使用与最终产品相同的材料和工

新冠的出现，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在灾难和危机面前，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强大，即使科技和医学的

艺来完成。对于需要流动可视化、透光率或热稳定性的医疗、汽车和其他原型，

力量日趋进步，但在面临重大疫情和事故时，在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失去平衡时，我们依旧显得十分渺小。

透明、耐热和防潮材料也具有吸引力。

因此，我们更应当众志成城，团结起来，戮力同心，共同应对生态危机。唯有筚路蓝缕，励精图治，方可和衷共济，

如果快速制作时间至关重要，产品设计师可以选择光固化模型，并且他们可以将

生生不息。一人之力或一国之力都十分微弱渺小，因此平息纷争，和平共处，全人类上下团结一致，从容地应对危机，

时间和资源投入到额外的打磨过程中。此外，光固化还可以生产用于聚氨酯铸

战胜危机，寰宇全球同呼吸共命运。

造的主模子，以及用于生产航天、汽车、发电和医疗应用的金属零件的熔模铸造

我们亲历和见证着这个宏伟壮阔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变革，乃至大自然的生态危机，都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模子。本期《3D Imperial》将对全球知名 3D 打印设计师 Michaella Janse

3D 打印为我们带来了极致的技术变革和丰富的文化创新。

van Vuuren（米歇拉·扬瑟 ·范维伦）展开独家专访，共同与之探讨极富创意

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供应链断裂、防疫物资短缺等问题影响着防疫的进度，美国、意大利等国纷纷利用 3D

的 3D 构想，出于对精确人生的永恒追求。更多精彩内容，敬请翻阅。

打印机生产呼吸机配件、个人防护面罩等。3D 打印在全球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反映出 3D 打印技术普
及度的提高和应用领域的扩展。
3D 打印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它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发展对于 3D 打印产业的规模拓展具有关键作用。3D 打印巨头企
业的产业规模也由此不断扩大。作为 3D 打印起步较晚的中国，也在 3D 打印产业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近几年，
中国正在抓紧自主创新和研发，使 3D 打印产业逐渐朝着精细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在未来的时光中，《3D Imperial》期刊会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奉上与 3D 打印行业相关的精彩期刊内容，为众多对
3D 打印感兴趣或是从事 3D 科研创造工作的读者朋友们带来别开生面的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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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国标委工信部等六部门印发《增材制造标准领航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 )》

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562)，在增材制造专用材料、工艺、设备、检和服务等领城制定和实施了一批技术标准。
但与当前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迅猛态势相比，我国增材制造领域仍然存在标准缺失、国际标准跟踪转化滞后、
市场主体参与国内国际标准化工作程度不高等问题，迫切需要系统谋划和全面推进增材制造标准化工作，充分发挥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信部、科技部、教育部等六部门日前印发《增材制造标准领航行动计划（2020-2022 年）》，

标准对增材制造产业发展的规制和引领作用。

提出到 2022 年，立足国情、对接国际的增材制造新型标准体系基本建立。此外，推动 2-3 项我国优势增材制造技
术和标准制定为国际标准，增材制造国际标准转化率达到 90%，增材制造标准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为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等决策部署，实施新产业标准领航工程，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实施标准领航行动的背景
增材制造（又称 3D 打印）被誉为能够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之一，在个性化定制、复杂结构部件制备等方面
具有显著优势，正在对传统制造工艺流程、工厂生产加工模式及整个制造业产业链产生重要影响。从产业看，世界
工业发达国家纷纷将增材制造作为新的发展增长点，大力推动增材制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我国增材制造发展
迅猛，大型金属承力结构件等方面增材制造重大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增材制造在航空航天、生物医疗等领域应用取
得实质性进展，中国已经成为桌面级材料挤出设备的主要出口国，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企业和多个发展势头较好的
产业集聚区。

image©https://www.sohu.com/a/210629301_121913

二、主要行动
（一）构建和完善增材制造标准体系。
从当前增材制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需求出发，科学研判未来发展趋势，加快构建和完善我国增材制造标准体系，对
标国际适用的增材制造标准化体系架构和路线图，做好基础共性、关键技术和行业应用等方面标准的顶层设计。基
础共性标准主要规划制定术语和分类、环境、健康和安全等方面标准。关键技术标准重点面向制约当前产业发展的

image©http://gd.sina.com.cn

专用材料、工艺和设备、测试方法、专用软件和服务等方面核心技术，开展“领航”型标准布局。行业应用标准侧
从标准看，国际标准化组织增材制造技术委员会 ( ISO/TC 261)、欧洲标准化组织增材制造技术委员会 (CEN/TC

重满足航空、航天、船舶、轨道交通装备，汽车、核工业、电力装备、生物医疗、家电、模具、铸造等具体行业特

438) 与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增材制造技术委员会 ( ASTM F42) 达成协议，共同构建和执行同一套增材制造标准

殊应用标准需求。鼓励针对具体技术和产品制定具有引领性、竞争性的团体标准。鼓励运用综合标准化的理念和方法，

体系，制定和实施同一套技术标准；2014 年我国成为 ISO/TC 261 的 P 成员国，2016 年成立全国增材制造标准

成体系成系列地提出和研制标准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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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增材制造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加强国际标准跟踪转化，同步推进国际国内标准化工作，组建与国际相对应的
标准工作组，做好国际标准预研，积极推动增材制造服务、成形精度检测、加工过程在线监测等方面国际国内标准
项目同步提出、立项和研制，推动国内标准中英文版同步立项、制定和出版。创新增材制造标准制定工作机制。

推动增材制造专用材料、设备、检测等产业链上下游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协同，建立交叉融合项目联合提出、
联合归口、联合制定的工作机制，标准制定同步考虑检测和认证需求。结合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建设，探索建立
增材制造科技创新、标准化和产业化同步的工作机制，开展增材制造典型工艺参数库、材料数据库等建设，支撑具
有引领性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来源：http://zengcaizhizao.net/Information/news/456

image©www.5tu.com

（二）研制一批增材制造“领航”标准。
1. 专用材料标准。开展增材制造专用尼龙、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聚物、聚乳酸、聚醚醚酮、聚苯乙烯、光敏
树脂、碳纤维复合材料、铸造砂及铸造粘结剂、蜡材及陶瓷等非金属材料标准研制，制定铝合金、钛合金、钻铬合金、
高温合金、不锈钢、模具钢、金属间化合物、非晶合金等金属材料及其复合材料等金属材料标准 , 明确专用材料的
品质指标，提升性能稳定性要求开展面向增材制造专用材料生产过程控制、回收、处理、再利用等标准研制，推动
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2. 工艺和设备标准。制定粘结剂喷射、定向能量沉积、材料挤出、材料喷射、粉末床熔融、立体光固化等增材制造
基础工艺和设备标准。研制多材料、多色流、阵列式增材制造，以及 3D 打印笔、复合增材制造、微纳结构增材制造、
微纳尺度复合材料增材制造等新工艺和设备标准，促进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3. 测试方法标准。制定增材制造专用材料性能、安全等测试和评价方法标准。开展增材制造成形件性能、缺陷等方
面研究，制定成形件质量评价标准。围绕增材制造设备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等需求，研制增材制造设备安全和
性能评价标准。

（三）加强增材制造国际标准化工作。
开展欧洲、美国、亚太等国家和区域增材制造标准化政策跟踪研究，积极寻求开展更加务实的标准化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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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便携式 3D 扫描仪

Cobra Golf 成功开发

为逆向工程提供便利

首个 3D 打印高尔夫球杆

image©Zeiss

image©Cobra

德国蔡司公司（ZEISS）最新推出的轻型手持式 3D 扫描仪 T-Scan Hawk 是专为现场检测工作而设计的。该扫

运动器材制造商 Cobra Golf 最新发布了首个 3D 打印高尔夫球杆的消息。在设计、测试以及最终生产阶段，他们

描仪有独立的激光扫描系统，配有预装检测软件、多个激光源和三种扫描模式。

都运用了惠普金属喷射技术。该公司表示，这款售价 400 美元的限量版球杆有 3D 打印的外壳，和网格状内部结构，
而这种结构是无法用铸造和锻造技术来生产的。

该公司表示，T-Scan Hawk 适用于从逆向工程到质量控制等一系列工作。该扫描仪拥有 0.01mm 分辨率的精测
模式，最大扫描面积为 550 mm x 600 mm，扫描精度为 0.02mm。机载 GOM 检测软件可以对被检测零件进行

这家隶属于运动巨头 PUMA 的制造商不仅使用了惠普的打印机，而且还在过去两年里与惠普一起合作开发了球杆，

扫描，并对其进行网格编辑、CAD 导入、GD&T 和趋势分析、数字化装配和专利追踪。ZEISS T-Scan Hawk

并计划将在 2021 年推出两款新球杆。Cobra 表示：“惠普金属喷射技术提供了比传统制造方法更好的设计灵活

售价约为 4 万美元。

性，使我们能够更快地进行原型制作、产品测试并将其推向市场。”King Supersport-35 球杆由 316 不锈钢打
印 CNC 研磨而成，每一次推杆都能保持很好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帮助提高你的高尔夫得分。

来源：ALL3DP
来源：ALL3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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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A

Molyworks 获得 Formnext 创业挑战赛

利用增材制造技术设计车轮托架

AM 企业影响奖

image©FCA

image©3dnatives

来自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FCA) 的工程师团队与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合作，为他们的一款跑车

本届 Formnext 创业挑战赛得主已于 11 月 10 号在今年的 Formnext Connect 展会上揭晓，五名得主带领我们

设计了一个带有集成制动卡钳的 3D 打印车轮托架。该部件最初由 12 个独立部件组成，后来被整合成了一个整体，

看到了增材制造行业的最新科技发展。和以往一样，该竞赛不仅为创新的初创企业提名，同时也在寻找那些为可持

这不仅缩短了制造时间，还减轻了总重量，提高了汽车的性能。它现在仍处于原型设计阶段。

续发展做贡献的公司，为他们颁发 AM 企业影响奖。可持续发展是增材制造行业的关键支柱，它已被越来越多公司
关注。

多年来，不管是新汽车的开发，还是汽车部件的优化，增材制造已证实了其在汽车行业的用途。几乎所有汽车制造
商都在投资 3D 打印技术，他们相信它是制造原型和生产某些零部件最有效的方法。如今，FCA 集团旗下的阿尔法·罗

今年，五家公司以其创新产品赢得了 Formnext 创业挑战赛评审团的青睐，他们分别是：位于美国的 Addiguru、

密欧 (Alfa Romeo)、吉普 (Jeep)、玛莎拉蒂 (Maserati) 和 RAM 等多个品牌已经对增材制造表现出了兴趣。

Molyworks，位于荷兰的 AM Flow，位于瑞士的 NetmatX 和位于英国的 TOffeeAM。今年 AM 企业影响奖
的得主是 Molyworks。此外，AM Ventures 的首席执行官就今年的关注点——可持续发展，表示：“为可持续

来源：3dnatives

发展做出的努力已经不仅仅是初创企业的额外奖励，更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同时也能为他们提供丰富的商
业机会。”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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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Concre3DLab 专注 3D 打印混凝土结构

OpenDot 为

开启行业新领域

开发书写工具在线配置程序发起众筹

image©3dprint.com

image©OpenDot

Concre3DLab 是根特大学结构工程系内的一个研究所，专注于研究 3D 打印混凝土结构。该公司目前正在为

意大利创新实验与研究中心 OpenDot 运用 3D 打印技术发明了一种帮助患有神经障碍的儿童表现创造力并早日康

Grasshopper 开发几个 APP，为人们设计和制造混凝土打印产品提供帮助。其中一项产品是 VoxelPrint，这是

复的定制化书写辅助工具 Glifo。它是设计师、理疗师、制造师和患者家属们汇集智慧创造的成果。

一个能够构建仿真文件的 Grasshopper 插件，是专为混凝土 3D 打印设计的。它能通过将任意 3D 形状体素化成
一组相同的有限元素来创建 ABAQUS 模拟的输入文件，能够免费用于学术教育行业。

随后，为了开发该书写工具的在线配置程序，让每一位有需求的人都能在家中自己定制 Glifo, OpenDot 在环球众
筹平台 Kickstarter 上发起了一项众筹，现已得到 88 名支持者的资助。而面对 5876 美元的目标，他们还需筹集

如果你对它的商业用途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 Concre3DLab。研究团队还在开发一个名为 CobraPrint 的

2214 美元才能使项目顺利开启。

Grasshopper 插件，可以在不需要了解任何数值建模的情况下创建有限元模型。
来源：3dprint.com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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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优化产品供应链

SmarTech 预测 2030 年 3D 打印眼镜行业

加快企业生产进程

年收益将达 22.6 亿美元

image©3dprint.com

image©3dprint.com

如今，许多行业都非常依赖中国和东南亚的生产和供应链，尤其是在制造和物流等行业。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供

SmarTech 最新发表了一份名为《2021 年 3D 打印眼镜市场》的研究报告，聚焦 3D 打印在眼镜行业的应用情况，

应链的中断影响了许多公司的工业活动。在《财富》1000 家公司中，有超过 94% 家公司表示，此次危机严重影响

包括镜片、镜框、太阳镜、智能眼镜和运动装备等。为了获得最新的市场信息，他们采访了一批该行业的领军企业。

了他们的产品供应链。因此，这次疫情暴露了传统制造方法的局限性，特别是缺乏灵活性。
SmarTech 在去年的报告中曾经预测，3D 打印眼镜行业将在 2028 年发展成为一个资产达 34 亿美元的企业，
在疫情刚开始的几个月，3D 打印行业的重要性就逐渐显现了出来，尤其是在医疗领域，主要体现在为全球医务工作

但现在这个数字有了一点改变。该公司重新预测到：“自 2020 年起，3D 打印眼镜行业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为

人员和病人制造应急设备方面。在短短几天内，3D 打印拯救了无数的生命。

20%。到 2030 年，年收益将达到 22.6 亿美元。”

增材制造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便携性。它能够促进企业更快地进行生产，并将产品送往当地市场和客户那里。另外，

来源：3dprint.com

增材制造是一种更加高效的生产方式。通过整合制造所需的组件和流程，我们可以降低生产的复杂性和成本，从而
缩短交货和上市时间。因此，增材制造能够优化当前的供应链，并填补现存的一些生产漏洞，但不能完全取代传统
制造方法。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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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poly 系列软件

CONTEXT 最新发布

满足 3D 打印与虚拟现实市场需求

全球 3D 打印市场研究报告

image©Leopoly

image©3dnatives

Leopoly 是 3D 打印初学者和进阶用户都能使用的一套云 3D 建模工具。这套软件既能满足 3D 打印市场的需求，

CONTEXT 公司最新发布了一项关于全球 3D 打印的市场研究。该研究表明，中国 3D 打印机和桌面 3D 打印

也能满足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需求，提供多种功能，例如设计 3D 模型，并简单地将它们在 3D 环境中可视化。

机将在一段时间内引领 3D 打印市场的 U 型复苏。据该公司称，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工业打印机发货量增加了
24%，全球桌面 3D 打印机发货量增加了 68%。这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尤其是考虑到一年前硬件收入下降了

从 LeoShape、LeoTrainer 到 LeoSpace，再到 ShapeLab，Leopoly 为公司和个人都提供了完整的 3D 打

27%，这无疑是一个相当令人欣慰的消息。

印工具。这些工具是匈牙利公司 Leopoly 十年内的开发成果，最初的版本是为初学者设计的，但随着工具演变得越
来越精细且高级，该公司设计出了一个能够满足用户不同需求的模块化解决方案。在全球范围内，这套软件为该公

CONTEXT 在新冠疫情危机之下已经发布过一份报告，报告略显悲观，它显示 2020 年全球 3D 打印机的发货量

司带来了数以万计的用户。

下降了 4%，然而这一下降与中国打印机、桌面打印机无关。中国打印机和桌面打印机引领 3D 打印市场的复苏得
益于中国经济的总体恢复能力和工作习惯的改变。

来源：3dnatives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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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LulzBot 最新 TAZ Pro S

SLM Solutions 推出十二激光打印机

为您提供工业级专业 3D 打印体验

大幅提升打印速度

image©3dprint.com

image©SLM Solutions

去年，开源倡导者 LulzBot 转变其市场方向，发布了首台生物打印机，这不同于他们先前的传统纤维挤压系统。该

经过几个月的潜心研发，选择性激光熔化龙头企业 SLM Solutions 终于在 2020 Formnext Connect 展会上推

公司目前隶属于美国北达科他州的 FAME 3D 公司。近日，该品牌发布了其 TAZ Pro 工业桌面 3D 打印机生产线

出新型 3D 金属打印系统 NXG XII 600。

的最新产品：LulzBot TAZ Pro S。
这台备受期待的十二激光打印机的打印速度是标准单激光系统的 20 倍，专为大批量、系列化生产而设计。该公司
LulzBot TAZ Pro S 可用于打印专业零件、大型功能原型和辅助工具，售价不到 4000 美元。它的建造体积为

将 NXG XII 600 称为“工业制造的革命”，期望它能为供应链和常用模型带来永久性的改变。

280 x 280 x 285 毫米，比其前身 LulzBot TAZ 6 稍大一些，打印体积为 280 x 280 x 250 毫米。TAZ Pro
S 能为你提供专业、高质量、工业级的打印体验。

SLM Solutions 拥有 12 个同时工作的激光层，每个激光层 1000 瓦，融合技术创新、自动化功能，比任何同类打
印机更为高效和坚固。此外，该公司表示，激光在制造过程中的使用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从而实现了无可比拟的

来源：3dprint.com

制造速度。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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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J55 3D 打印机

新一代 REGENHU 3D 打印产品

优化 3D 雕塑的制作

稳定生物打印技术的发展

image©Selfi3D

image©3dprint.com

西班牙照片制造与服务机构 Selfi3D 致力于根据 2D 照片来制作逼真的 3D 全彩雕塑。为优化 3D 雕塑的制作，该

为了进一步推动医学改革，创新型生物医药公司 REGENHU 推出新一代 3D 生物打印机和打印软件。新的系列产

公司近日从 Stratasys 的合作伙伴 Pixel Sistemas 购入了最新的 J55 3D 打印机。该公司早在此前就已经使用

品 R-GEN 在质量、性能、易用性以及人体工程学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升，稳定了多年来生物打印技术的发展。

过包括粉末 SLS 彩色 3D 打印在内的多种 3D 全彩打印技术，然而其材料的稳定性和生成的模型并不尽人意。
每台 R-GEN 打印机都能满足每一位用户的个性化定制需求。它将喷射技术、接触式点胶技术、静电纺丝技术和
J55 是第一台拥有旋转打印技术的多材料 3D 全彩打印机，能够同时打印 5 种材料，共有 50 万种颜色。J55 的优

书写技术相结合，为细胞承载结构的构建提供一系列辅助技术选择，帮助人们进行超细纤维和纳米纤维的制造。

秀性能使其成为 Selfi3D 雕塑制造业务的不二之选。人们可以将 3D 打印的照片作为一份不错的惊喜礼物。

REGENHU 现已发布该系列两个产品：桌面 3D 生物打印机 R-GEN 100 和 3D 生物打印设备 R-GEN 200。

来源：3dprint.com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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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2019 3D Systems, Inc

决定金属增材制造品质和可重复性的关键因素
金属 3D 打印机将金属粉末材料转化为最终金属部件。该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这些环节如何相
互作用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管理，都影响着增材制造的整体品质可重复性。
image©2019 3D Systems, Inc（增材制造解决方案）
通常，企业投资金属增材制造的目的是利用数字化工作流程所带来的近乎不受限制的设计灵活性所具有的好处。本

在金属增材制造中实现

白皮书中包含的许多应用示例展示了几乎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生产的部件，其定制化的外部或内部几何形状

可重复性和优秀品质的关键因素

有助于减少重量（也就意味着缩减了生产或实施的成本，或二者的成本同时缩减）或改进功能（也具有巨大的经济
影响）。

金属增材制造是一种复杂工艺，通过不同系统间互相配合来实现。想要正确组合这些不同变量来获得优质、可重复

此外，金属增材制造还能够将多个部件整合到一个设计中并替换复杂的组件装配，这可以限制相关人工成本，并有

的部件或流程，需要对增材制造有一定的了解，而这需要花时间来学习及完善。因此，并非所有金属增材制造打印

助于通过去除脆弱的连接点来提高结构完整性。

机的设计目的都一样。

同时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同时投入精力掌握激光控制、粉末管理、惰性气体管理、实施流程监控以及作业准备软件
的制造商可提供出色的金属增材制造解决方案。这些因素不仅能够实现部件到部件和作业到作业可重复性，也是真
正可扩展性的基础，在不同 3D 打印机和不同制造场所都能实现可重复性。

关键在于先进智能的打印机工程，以使各行业的公司能够轻松灵活地以较低总体运营成本 (TCO) 打印优质金属部

金属增材制造为部件性能和生产经济性带来新的可能性。

image©2019 3D Systems, Inc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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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经济价值之外，金属增材制造还为敏捷性更高的制造业、大宗定制和供应链整合打开了大门。有了合适的

出色的激光控制，以实现高材料品质和部件准确度

金属增材制造解决方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库存以及加快上市时间成为了切实的战略机遇。
从激光光源到粉末颗粒熔化的流程链，是每台金属 3D 打印机的核心。这一过程中做出的任何让步都会降低增材制
金属增材制造是一种设计驱动型制造工艺，其采用高功率激光选择性地焊接规定区域的粉末材料，而在不需要材料

造工艺的质量和准确度，从而对所生产的部件造成负面影响。如上所述，金属增材制造是一种光学工艺。因此，激

的区域将材料去除。这样便可以实现以前无法想象的许多有机形状和功能。

光光源和整个光学过程必须准确、稳定。

目前有几种可用的金属增材制造打印机，它们使用基于激光的工艺来生产部件。激光粉床熔融工艺称为 LPBF，直

激光源必须发出高强度激光束，以将能量送入光学过程。在 3D Systems 打印机中，准直器设备将激光转换为平

接金属打印称为 DMP，选择性激光熔融称为 SLM，直接金属激光烧结称为 DMLS。关键在于找到一套可实现一

行光束，该光束的直径针对材料类型和处理条件经过优化。在整个光学链中，该平行光束使用不会像热透镜那样发

致品质和可重复性的系统。为了获得最佳结果，需要从整体上将这套系统视为 3D 打印机、粉末材料和文件或软件

生热降级的低吸收性、高品质光学元件进行聚焦。两个均沿单个旋转轴精准受控的电流镜同时将激光以相同强度偏

的优化交互。

转到焦面（在此案例中，焦面为粉床）上的任何位置。

影响金属增材制造品质和可重复性的因素包括：

通常产生 50 或 65 微米（取决于 DMP 打印机类型）的细激光束，可确保熔融恰当、准确度高的增材制造。结果，

1. 出色的激光控制，以实现高材料品质和部件准确度

DMP 系统品质通常可实现 150 微米的壁厚，标准偏差可低至 25 微米。

2. 定性使用粉末和工艺排放物去除，以实现卓越增材制造
3. 稳定的超低氧气水平惰性气体，以实现优质的金属增材制造

DMP 打印机具有到位的系统来主动冷却高强度激光源、准直器和扫描头，以保持稳定持续的运行。高精度光学链

4. 实时过程监控，以支持质量跟踪和信息可追溯

和这些 3D 打印机准确的分层系统相结合，构成优质材料和部件表面质量的基础。为了向精确增材制造交付一致的

5. 涵盖从设计到后处理的整个增材制造工作流程的软件

性能，我们开发了工艺反应舱的光学组件和机械结构以实现极高的刚性和热稳定性。

image©2019 3D Systems, Inc

image©2019 3D System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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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粉末使用和过程排放物去除，以实现最佳增材制造

DMP 系列打印机就具备此类系统，通过强大的硬件在粉床上维持平行一致的氩气流。稳定的氩气流可防止粉末颗
粒和排放物上升到激光窗口，从而在长时间作业期间保持氩气流清洁。这有助于确保优质的激光束质量，并避免因

由于氩气流量管理不当导致的过程排放物对金属增材制造中的质量不利。同样，使用质量或纯度不理想或与打印参

热透镜而产生焦点偏移。独立于内容物运行的过滤器负责捕捉被清除的排放物。过滤器的独立性和与氩气流分离的

数不充分匹配的合金粉末也会打印过程不利。上述关于打印机激光光学的讨论假定使用质量和纯度均为优异的优质

污染物对于保持稳定打印流程非常重要。

金属合金粉末。建议使用针对金属增材制造目的专门开发和供应的即用型金属合金粉末。例如，LaserForm® 材料
在供应时会随附全面测试的构建参数，与 3D Systems 的 DMP 打印机搭配使用。

3D Systems 的所有 DMP 打印机使用独特的气流管理系统来确保此独立性。过滤器状态和气流受到实时监控，
以保护处理条件。

根据您的应用，可选择各种合金材料，包括铝、马氏体时效钢、钢以及各种等级的钛、镍和钴铬合金等。在金属增
材制造打印机上使用经优化和微调的粉末类型有助于获得质量更高的部件及提升一次成功的体验。

来源：2019 3D Systems, Inc.

打印文件以针对每种材料广泛开发的算法为基础，为 3D 打印机的打印内容以及如何打印提供了说明。这些算法的
质量对最终部件的质量有重大影响，并从根本上减少了客户实现任何特定部件的目标特性所需的时间。

由于金属增材制造本质上是一种使用粉末的焊接工艺，因此适当管理打印室中的氩气流量非常重要。如果氩气流量
管理不当，所排放的颗粒就存在吸收激光能量的风险。为避免质量问题，需要使用稳健且高度可控的氩气流量系统。

image©2019 3D System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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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e Renew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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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增材制造技术生产海洋涡轮机

NSCC 拥有海洋领域的相关技术、潮汐波能量的专业知识，以及为许多行业提供原型制造的工程研究团队，
五年前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成立的工业工程设计公司 Biome Renewables，目前正在着手于一项优化自然能源，创

Biome Renewables 决定向 NSCC 寻求帮助。然而 NSCC 通常进行的是塑料 3D 打印，而海洋设备的要求则

建可持续性发展的未来的项目，该项目最值得关注的是涡轮机的建造。根据其网站上所说，该公司受枫树种子和翠

更高。PowerCone 涡轮机需要应对强大的潮汐力和碎片的冲击，承载量大且不被腐蚀，否则就可能会消失在深海，

鸟的启发设计的 PowerCone 海洋涡轮机，能够将风引导到叶片上，解决了渗漏问题，使年产量上涨了 13%。近

污染环境，减慢项目进度。

期，环球工程技术公司 Renishaw 和新斯科舍社区学院 (NSCC) 合作，运用 Renishaw 的金属增材制造专业知识，
共同打造了 PowerCone 海洋涡轮机的两个零件。

NSCC 决定使用一种名为 PowerCone 的非传统设计不锈钢材料，它能避免液体中气压骤变对涡轮机造成的损害。
过去人们曾利用增材制造技术来制造风力涡轮机，而 NSCC 利用 Renishaw 的专业知识来进行海洋涡轮机的制造。

加拿大 Renishaw 的增材制造业务经理 Mark Kirby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增材制造使我们能够在两个月

Biome Renewables 与 Renishaw、NSCC 合作，将涡轮机的原型部件 3D 打印了出来，并进行了测试。测试

内生产出最终的零件，这在传统工艺中是不可能的。海洋涡轮机项目不仅仅只是我们与加拿大客户合作的好机会，

结果显示利用 3D 打印技术对涡轮机的改造的确有助于在潮汐速度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功率。Biome 希望在未来能够

而且能让我们看到增材制造是如何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功效的。潮汐涡轮机能源是众多可再生能源中的一种，能够参

开发更大规模的拥有全转子功能的 PowerCone，减少负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与这样的项目我感到十分荣幸。人们常常认为，金属增材制造是一项非常昂贵的投入，然而科技的力量使 Biome
可以用 80% 的成本来制造涡轮机。我们期待有更多这样的项目，看到其他公司如何从金属增材制造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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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扬声器

Hylixa 扬声器的出现，是设计师们对声学设计进行全方位探索的结果。传统扬声器的方形边缘会使声音在一定程度

高品质音乐享受

上失真，并不符合声学系统，而我们的耳朵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声音的改变，尤其是人声。而 Hylixa 扬声器体
积较小，其圆弧形外壳还原了人类头部的声学特征，这提高了声音的清晰度和真实性，但是也限制了低音的表现。

Node 是一家坐标英国，致力于制造高品质音响设备的公司。为了探索声学设计的可能，英国工业设计师 Ashley

于是，设计师们又利用一种声波波导传输线来吸收高频音，输出低频音，并在扬声器内以螺旋的形式卷绕，以增强

May 和 David Evans 开发了其第一台扬声器 Hylixa。他们在意识到 3D 打印在设计和性能方面的诸多优势后，

低音输出。这种复杂的内部结构无法通过传统工艺加工、铸造和模压而成，而增材制造是实现这种性能增益的唯一

将这项技术应用到了设计的过程中。因此，Hylixa 音箱不仅外观独特，音质也非同一般。

办法。

设计师们表示：“不知何故，在追求方便的同时，我们逐渐失去了与所爱音乐的情感连接。传统的高保真音响（HiFi）

在充满无尽选择的商品世界里，增材制造帮助我们实现了更多的产品创新。它将设计师们从传统制造业的枷锁中解放，

系统已经从主流文化中渐渐消失了，音乐的欣赏失去了其应有的方式。”Node 的使命就是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家

促进了新产品的进步。然而，我们必须充分了解不同增材制造流程的可行性、限制性和成本，以确保产品具有商业价值。

用音响设备，使人们用一种不同的方式重新感受他们所爱的音乐。设计师们摒弃了体积庞大、结构复杂的 HiFi 系统，
对增材制造和声学原理进行探究，最大程度地实现了音乐的保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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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富创意的 3D 构想，出于对精确人生的永恒追求

Michaella Janse van Vuuren（米歇拉·扬瑟 ·范维伦）
- 现居地：南非约翰内斯堡地区

《3D Imperial》独家专访 3D 打印设计师
Michaella Janse van Vuuren

- 职业：全球知名 3D 打印设计师 艺术家 教育顾问
- 毕业学校：南非开普敦大学 （电气工程专业博士）
自由州中央理工大学（医学植入设计博士后研究生）
- 创立 NOMILI 公司，并担任 CREATENEERING 公司的总监。

image©Dr.Michaella Janse van Vuu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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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艺术和机械工程的热爱，Dr.Michaella Janse van Vuuren 在 3D 打印的设计领域潜心钻研多年，为自
己喜爱的事物勾勒出纷呈多彩的世界，Michaella 采取对 3D 打印技术的合理运用，通过极赋创造性的构想，天马
行空地创造出一系列造型精巧的作品。

3D 打印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做事方法，更让电子学原型设计变得触手可及，而 Michaella 抓住了时代所赋予她的
image©Dr.Michaella Janse van Vuuren

绝佳机遇，将自己内心世界的所思所想巧妙地通过 3D 打印的设计概念表现出来，她为之倾心打造的 Garden of
Eden（伊甸园）系列时尚配饰就是用 Stratasys Objet500 Connex3 打印机完成的。她将彩色的 3D 打印机与
硬度较高和弹性较好的材料相结合，使得作品更加五彩缤纷。

Q 《3D Imperial》： 3D 打印技术发展迅速，您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涉及这个领域的呢？

Michaella 还在医用植入设计上使用数字化制造，更是将玩乐的艺术和 3D 打印的设计理念相结合，因此，小小的

A Michaella: 在青少年时期，我专注于绘画和艺术。我尝试过木偶制作、视觉装置艺术和雕塑领域。但在二十多岁的

一块乐高也在她那巧夺天工的双手中绽放不一样的光芒，那些雕刻成色彩斑斓的积木块是她匠心独运的灵感来源。

时候，我的兴趣发生了转变，我想要深入学习科学技术。于是，在 2004 年，我获得了电气工程的博士学位。我喜
爱研究机械，但是我渴望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在艺术方面的想法。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 3D 打印图解

在创作的起初，Michaella 先用铅笔和纸来画出自己的想法，随后又将最终的设计创意转换成专业的绘画图，并将

过程的时候，3D 打印似乎可以把我所有的兴趣全部完美结合。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必须使用 3D 打印来完成作品。

所有的尺寸和规格都记录在 CAD 文件中。就目前而言，3D 打印行业更关注于打印机的使用和推广，而忽略了 3D

2006 年，我开始了博士后的学习，在医用植入设计上，我使用了数字化制造，在当时，这也是我在南非唯一可以

打印的设计品本身。当 3D 打印技术和设计软件变得更简单而且更容易学习的时候，也许正如 Michaella 所说的那

接触 3D 打印技术的途径。到了 2020 年，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现在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可以提供 3D 打印

样，定制化时尚配饰的市场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服务，所有你想要学习的东西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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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作为一位在 3D 打印领域中极赋天赋的设计师 / 艺术家，您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A

Michaella: 我 的 作 品 都 是 我 的 日 常 生 活 经 历、 我 对 于 机 械 工 程 以 及 纯 艺 术 的 爱 这 三 者 结 合 的 产 物。Horse
marionette（牵线木偶马）的灵感来自于我早些年在木偶制作方面的工作经历。这次的挑战是要设计出一个不但
外形美观而且增加了技术性的作品。这匹木偶马能够活动的部分都是 3D 打印直接完整打印出来的，并且不需要二
次装配。Rocking Springbuck（摇摆羚羊）的灵感来源于一只叫 Una 的小鹿，我亲手喂养了它，Una 和我们共
同生活了很多年。当我推动它的时候，摇摆羚羊会像钟摆一样开始摆动，羚羊身体里安装好的齿轮就会开始转动。
Birdman（鸟人）雕塑的灵感来源于小机器人和机械玩具。当鸟人头顶的小棒向上拉起时，鸟的嘴部就会闭上。当
我将小棒向下按时，鸟人的嘴就会张开，手臂也会向上展开。我有两个儿子，乐高玩具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
小小的一块乐高是我 The Art of Play（玩乐的艺术）作品中，那些雕刻积木块的灵感来源。Garden of Eden（伊
甸园）系列时尚配饰的灵感来源于自然，尤其是像水下生物那种胶状物的形态，很适合用于结合不同种类的材料。

37

image©Dr.Michaella Janse van Vuuren

38

热点人物

image©Dr.Michaella Janse van Vuuren

Q

《3D Imperial》：在设计过程中，您是如何运用 3D 打印的？请问 3D 打印作品的设计过程是怎么样的？

A

Michaella：我的设计过程从选择自己想要的技术方式开始。不同的机器有他们不同的优势和局限性，在设计中需
要将这些都考虑在内。Horse marionette（牵线木偶马）可以活动的部分是用 SLS（选择性激光烧结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粉末烧结机器打印出来的。作品的比例、部件之间的间隙、粉末的堆放，机械功能等必须全部
精心设计。当 3D 打印的部分打印完成，粉末都被清理掉后，马的形状就神奇地出现在了堆放着的打印粉末堆里面。

Garden of Eden（伊甸园）系列时尚配饰是用 Stratasys Objet500 Connex3 打印机完成的。这台彩色 3D

image©Dr.Michaella Janse van Vuuren

Q 《3D Imperial》：作为一名爱挑战的设计师，您是如何突破现有技术并接受新事物的？

打印机结合了硬度较高和弹性较好的材料，透明或者不透明的材料以及辅助性材料都可以一起打印。这种设计方式
和木偶马的很不同。在我理解这项技术的局限性以后，我开始用铅笔和纸来画出自己的想法。最终的设计创意被转

A Michaella：当我开始学习工程学的时候，电子部件和物理部件的样品制作和生产是非常复杂且昂贵的。从那时候起，

换成专业的绘画图，所有的尺寸和规格，我都需要记录在 CAD 文件中。整个设计过程非常消耗时间，而且打印成

3D 打印改变了我们的做事方法，比如 Adafruit（注：美国纽约的 Adafruit 是一家 DIY 公司） 和 Sparkfun（注：

本很高，不容许出错。结构上一个小小的错误，都可能导致最后整个设计结果会和你想要的不一样。

美国 SparkFun Electronics 是世界最具盛名的电子零配件供应商）这类的公司让电子学原型设计变得触手可及。

完整的设计会通过邮件发送给当地或者国外的增材制造商，一段时间后，完整打印的产品就会快递到我家。每次打

数字化设计和生产打破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壁垒，我已经成为了珠宝设计师，雕塑家，教育家， 灯具、时尚、家具和

开包裹的时候都是令人紧张的时刻，我会思考自己在设计的时候是否考虑周全，打印出的东西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鞋子的设计师，同时我也是医用植入设计的研究者。我永远都不会失去自己对于事物的纯粹好奇心，以及我对精确

当我手拿着一个外观和功能都和预期一样的产品时，所有规划和设计成功的喜悦都体现在这一纯粹时刻。

度方面的追求。在我青年时期，精确度是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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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 在您所有精美的 3D 打印作品之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为什么？

Q

《3D Imperial》: 自己的童年时光，那是人生中最美丽最快乐的时光。可以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设计理念吗？

A Michaella： Horse marionette（牵线木偶马）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设计和制作这个作品对我

A

Michaella：你说得很对，有时候人生是很无奈的 ，而我对这个世界的严肃性感到绝望。我的设计提供了一个场所，

来说是一次挑战，同时也因为这个作品被选为伦敦科学博物馆的永久展品之一。在享有盛誉的科学博物馆中有自己

在这里我可以变得安静，带有一点逃离感，同时带有一点对童年的幻想。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给其他人带来同样的

的艺术作品，是值得引以为傲的。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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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 您的 3D 打印时尚配饰，包括手镯、项链和鞋子，这些作品惊艳了整个 3D 打印行业。您认为定
制化的时尚配饰是否已经成功进入了全球的大众市场？

A Michaella：目前数字化生产的成本依旧很高，而且很多材料的外观、触感和牢固程度都不能和顾客的期待相匹配。
当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我认为手机软件的运用会有一个爆发式发展，届时可以使用个人的扫描数据来制作出完全
合身的产品，比如塑身衣和鞋子。

Statasys 公司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材料进行多彩 3D 打印。例如打印一只鞋子，即可以有结实的鞋底，又可以有柔
软的鞋面。用类似的方式，未来的技术可以替代很多传统的生产加工方式。

目前 3D 打印行业似乎更关注于打印机，而忽略了需要 3D 打印的设计品本身。当 3D 打印技术和设计软件变得更
简单且更容易学习的时候，我认为定制化时尚配饰的市场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Q 《3D Imperial》: 作为一位成功的设计师，您有什么建议可以送给努力的年轻设计师们？

A Michaella：冠状病毒疫情改变了整个世界，在这个时候，我很难给出建议。在生活中，当你奋力想取得成功时，
你也需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并善待你自己，善待你的朋友和家人。

image©Dr.Michaella Janse van Vuu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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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 作为一位在全球知名的 3D 打印设计师和艺术家，您拥有电气工程的博士学位。您为什么会想到

image©Dr.Michaella Janse van Vuuren

Q 《3D Imperial》: 您在未来有怎样的发展规划？目前有哪些新项目在进行？

将自己的精力转换到教育项目 createneering 上呢 ?

A Michaella：在疫情期间的封锁，让我觉得自己的时间慢了下来，我拿出了自己的颜料刷，开始给我 3D 打印的作
A Michaella：在我的祖国南非，整个社会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 。一些孩子已经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而其他孩子只能

品上色。我最开始喜欢用白色来打印作品，因为白色让人联想到希腊神像。但是现在我觉得它们需要一些色彩，于

去一些破旧的学校，他们甚至没有自来水和课本。在我的祖国，大部分的孩子都没有机会接触到昂贵的技术和培训

是 Delft Horse（代尔夫特马）这个作品诞生了。我现在正在研究一个交互型机器人式的代尔夫特马，而且我已经

机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后，我不能袖手旁观。我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最有效的，而且低门槛的入门课程，可以向

完成了基本的机械控制装置。下一个阶段就是想利用 AI 技术，通过手部姿势来控制这匹马。

学生介绍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新工具和新概念。我相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用艺术方式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方面
的教育，会起到积极的作用。Createneering 这个教育项目把我在艺术、设计和工程学方面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

Q 《3D Imperial》: 您想对《3D Imperial》的读者和您的粉丝们说些什么？

与教育相结合。这个项目开发了很多课程，通过艺术形式，用有趣的方式来介绍科学技术。这个项目鼓励不同背景
的学生成为创造者，他们可以独立使用科技作为一种工具来进行设想，并创建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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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chaella：谢谢你们对我作品的喜爱，我期待通过你们的期刊了解到更多 3D 打印在亚洲市场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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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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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整理：Claire Jiang@3D Imperial

3D 打印设计和别样的生产方式打破了行业之间的壁垒，3D 打印技术的广泛运用也无疑为这个世界增添了强大的凝

撰文：Gui Xin@3D Imperial

聚力，Dr.Michaella Janse van Vuuren 的身份在珠宝设计师、雕塑家、教育家和灯具、时尚、家具和鞋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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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师之间随意转换，这全都得益于 3D 打印技术为她带来的便利，不仅如此，3D 打印还为她在医用植入设计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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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过程中不断助力。Michaella 认为，自己永远都不会失去对于未知事物的纯粹好奇心和对精确度的永恒追求。

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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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视界

科学的世界浩如烟海，艺术的构造种类繁多，灿若星辰。3D 打印为我们勾勒出别具一格的视觉艺术，科技与生活相
结合，极强的视觉效果和独特丰富的文化理念，将我们带入一片我们从未到过的前所未知的奇妙领域，我们的思想
也会随之碰撞出非同一般的夺目火花。

在数字化和物理化之间来回穿梭，来自比利时的设计师 Nick Ervinck（尼克·埃尔维克）塑造了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
Nick Ervinck 创立的工作室 STUDIO NICK ERVINCK 运用了新媒体技术和工具，不断为之探索关于雕塑美学、
3D 打印装置、建筑学和设计方面的独特可能性。

通过 Nick 的发散性实践， 空间结构美学也由此呈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Nick 不仅专注于雕刻物体本身，他也
对空间定位方面进行了深刻而哲理性的思考，他的作品更涵盖了现象学方面的多样性体验，同时，他对空间进行具
体化的演绎和广泛化。 Nick 用新奇的思维方式，配合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设计出别具匠心的作品。

花样别具一格，创意突破认知界限，本期创意视界，让我们跟随 Nick 一起驰骋在雕塑美学和奇妙创想的世界，一
同欣赏 Nick 最新的 3D 打印作品 TANATRIUB 和 TANATILSUR。

image©STUDIO NICK ERVINCK

版权申明 : 本期栏目内容由设计师 Nick Ervinck 授权发布，3D 帝国网编译。图片版权归 STUDIO NICK
ERVINCK 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布 / 发表。凡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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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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