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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府 100 万美元投资

卷 首 语
from the Editor

3D 打印工艺在各领域中不断发展
伴随着五一劳动节的到来，增材制造也在各项领域中不断发展，开发了许多技术种类繁多的创新设计。3D 打印技术
在各个领域都具有较新的创举，开启了一种全新的门类与方式。由此可见，3D 打印工艺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推广，
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编者笔记

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实现大尺寸的整体零件制造对于航空航天的生产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整体零件能缩短生产时间、
减轻零件重量、减少组装步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3D 打印工艺，增加增材制造技术的实用性，那么 3D 打印会变

在全球范围内，3D 打印融合世界各国的科技风潮，加速了前沿最具创新意识的

得更加成熟，其所应用的领域也会更加完善。

技术延展。从对金属纤维的添加到对医学科技的建设，从智能智造到军事航天，

来自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的科学家团队正在研究可应用到智能手机、外太空和医疗领域的 3D 打印磁铁、软磁元

3D 打印技术在人工智能、军工、医疗等领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界定，这更加深

件和磁性系统。如果能够对此项领域开展更为广阔的研究，3D 打印技术的前景与未来将会十分明朗。

化了 3D 打印技术在各项领域中的地位。在本期内容中，你可以看到总部位于

我们将科技的视角延伸至更为遥远的大洋彼岸。在美国，3D 打印机制造商 Fortify 推出了两款新的数字光处理 (DLP)

中国成都的高科技技术服务公司蓝光英诺 (Revotek)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对

打印机——Flux Core 和 Flux 3D，这两款打印机都以其新颖的光敏聚合物增材制造技术为特色 , 这是一种在树脂

3D 打印血管的研究仍在不断取得进展；在技术应用方面，马氏体时效动力学模

中加入金属纤维和陶瓷纤维等功能性添加剂的数字复合材料制造技术。

型被用来预测在多道焊接铁素体 - 马氏体钢的硬度变化则大大开拓了 3D 打印在

位于印第安纳州普利茅斯的区块链创新公司 SIMBA 获得了美国空军快速维修办公室授予的第一阶段拨款，该资金

动力学方面的应用；而在生物领域中，瑞士细胞肉初创公司 Mirai Foods 以高

将用于开发下一代关键性技术和数字化供应链。若第一阶段获得成功，后续资金投入从将进一步推进该技术并将其

价值的日本和牛等动物干细胞来培育肉制品，旨在为了生产健康产品并解决畜牧

商业化。实现商业化的过程，意味着 3D 打印在空军领域逐渐成熟。

业的道德问题。本期《3D Imperial》将对全球知名 3D 打印设计师 Lilian van

在欧洲，意大利 3D 打印机制造商 Fabbrix 推出了 ELEMENTO 3D 打印机的更新版，系统专为大型工业部件而

Daal 莉莉安·范·达尔展开独家专访，共同与之探讨 3D 打印的前瞻性科技，

设计。打印机还有一个温度控制系统，能够激发材料的最佳性能。

架构人工设计桥梁。更多精彩内容，敬请翻阅。

而来自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科学家 Vittorio Saggiomo 将源源不断的灵感付诸于 3D 打印技术中，他模仿咖啡杯
和平底锅这两种工具研制出用于核酸检测的新型容器，利用 3D 打印技术将铝制的咖啡杯变成了一个小型化学反应
器，能够降低核酸检测相应的成本。
在本期期刊里，增材制造技术将会在航空航天领域，在医疗科技领域大放溢彩，向读者展现出增材制造的强大优势，
而在未来的时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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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材制造强力赋能制造强国建设

增材制造产业迈入应用推广新阶段

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经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增材制造产业已经从产业培育迈入了应用推广的新阶段。未来，

增材制造俗称 3D 打印，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采用金属、高分子等专用材料，进行逐层打印、堆积，形成实体

随着增材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宽，必将成为赋能制造强国建设强力的重要手段。

实物的过程，是数字和制造紧密结合的体现。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李方正博士表示，增材制造作为颠
覆传统产品生产制造理念，带动传统制造技术更新迭代，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手段，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的焦点。目前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时隔 35 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近日再次启动挖掘，在金面具残片、精美牙雕残件等

美国、德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加紧谋划布局，把增材制造作为重振制造业竞争力、抢占未来经济战略高

被发现的同时，3 号坑也发现了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规模最大的一件青铜器。为了保护好这件青铜器，考古工作者

点的重要手段。

首次运用增材制造（3D 打印）技术，给文物穿上了“防护服”。

image©U.S. Army DEVCOM Army Research Laboratory

经过近 40 多年发展，我国增材制造产业化步伐明显加快。据李方正介绍，为进一步推动增材制造产业发展，工业
和信息化部近年来联合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先后印发了《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划（2015—2016》《增材制
造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等政策规划。不仅如此，2017 年以来，国家及部委层面先后发布增材制
造相关政策超过 20 项，地方也相继出台增材制造相关政策 100 余项。通过政策引导，增材制造关键技术不断创新，

image©blog.sina.com.cn

装备材料性能显著提升，行业应用日益广泛，生态环境正在加速完善，正在进入由产业培育迈入应用推广的新阶段。
文物修复只是增材制造技术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作为先进制造的重要发展方向，增材制造技术目前已在航空航天、
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医疗装备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展示了重大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近日在江苏省徐州

据中国增材制造产业联盟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增材制造全产业链相关企业超过千家，本土企业实现快速成长。

市举行的“2021 增材制造创新发展论坛”上，与会者认为，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经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我国

2020 年联盟重点联系的 62 家企业产值达到 123 亿元，同比增长 15%。在工业、医疗、消费等领域保持较快增长

增材制造产业已经从产业培育迈入了应用推广的新阶段。未来，随着增材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宽，

的同时，我国增材制造产业已初步形成了以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为核心，中西部地区为纽带的产

必将成为赋能制造强国建设强力的重要手段。

业空间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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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近年来，在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在行业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增材制造产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重大技术
成果不断突破，产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目前，我国增材制造已在航空航天、汽车、生物医疗、模具制造、文化创
意等重点领域得到应用，产业规模增长很快。

image©3dprint.com

“增材制造迅速发展，开辟出神奇的世界，这项技术也一直被视为一项关键性的技术。在国外，有很多企业认为 3D
打印将对商业模式和价值链产生深远的影响。”雷力明介绍说，一项最新统计显示，预计到 2024 年，全球骨外科
手术植入物的医疗市场规模将从 2016 年的 12.29 亿美元飙升至 96.39 亿美元，其中 3D 打印植入物的市场规模
达 81.2 亿美元。

与会者认为，巨大的市场空间，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入了 3D 打印的行列，个性化定制的商业模式也让世界各大先
进制造企业纷纷引入 3D 打印，这不仅意味着生产的产品将以“1”为单位，也意味着整个制造业的生态系统将发生

image©ClearSpace

改变。

不断拓宽增材制造应用场景
来源：cfen.com.cn
增材制造在制造业的普及程度，关键还是取决于新兴材料的发展，专用材料也是增材制造技术创新的核心要素。

“增材制造材料是支撑增材制造产业进步的关键基础，也是增材制造进行创新的核心要素。由此可见，材料的性能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的综合性能。”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副总工程师张丽娟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增材制造材料
向更强、更韧、缺陷更少、应力更低的方向发展，其应用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展。

以光敏树脂为例，其在医疗模具、珠宝首饰领域广泛应用。它的金属粉末应用到航空航天、汽车特殊工装和医疗植入，
制成的线材可用于文物复原、雕塑和文艺创作。很长一段时间 3D 打印材料全部依赖进口，是增材制造领域发展的“卡
脖子”技术难题，如今我国自主生产的增材制造材料正在取代，甚至超越进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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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2021 年 3D 打印情绪指数显示

俄罗斯物理学家研究

全球 3D 打印认知提高

3D 打印磁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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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专业 FDM 3D 打印行业的领导者 Ultimaker 不久前发布了年度 3D 打印情绪指数，该指数来自 12 个国家的

来自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的一个物理学家团队正在研究 3D 打印磁铁、软磁元件和磁性系统，可应用于智能手机、

2525 名专业人士。该调查表明，在疫情对新技术的驱动下，全球对 3D 打印的认知提高到了 71%。中国的认知程

外太空和医疗领域。他们首先需要用一台德国的 3D 打印机和金属粉末来打印小的磁铁。

度最高 (84%)，其次是瑞士 (83%)、荷兰 (76%) 和美国 (76%)。
为了测试打印机的准确度，科学家们首先打印了三个小型样本，其中一个被送往德国进行额外配置。目前科学家们
各个企业对 3D 打印的整体情绪非常乐观。在对 3D 打印有所了解的被调查者中，65% 的人认为，在未来五年内，

还需对这些部件进行后处理，再将它们磁化。

3D 打印将在他们所在的行业内被广泛应用，这比之前的数据增长了 7%。许多人将 3D 打印放在了优先级，超过四
分之一 (27%) 的受访者称，3D 打印将成为他们的优先投资项目，这比之前增加了 7%，近一半 (49%) 的受访者认为，

此外，团队还将继续改进打印机，使其能够根据特定粉末进行工作，以便在未来能够快速生产出具有特定属性的磁

3D 打印将成为企业至关重要的一项能力。总体而言，该指数显示，美国、英国和德国对增材制造所带来的机遇和效

性物体。

益期望最高。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障碍在阻碍增材制造的广泛实施，比如企业的运营能力 (67%)、员工知识 (65%)
和健全的商业案例 (40%)。企业的运营能力包括更快的打印速度、现有工具与软件的结合以及打印的可靠性和精确

来源：3dprint.com

性，这些是公司最关心的问题。

来源：ALL3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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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麻省理工分支机构运用增材制造技术

美国空军资助区块链创新公司

设计新型鼻拭子

开发 3D 打印技术

image©OPT Industries

image©3dprint.com

麻省理工的分支机构 OPT Industries 近日运用增材制造技术研制出一种设计精细，用于核酸检测的新型鼻拭子。

区块链创新公司 SImple Blockchain Applications(SIMBA) 近日获得了美国空军快速维修办公室授予的小型企

Jifei Ou 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用了六年的时间研究 3D 系统，这个薄如毛发的鼻拭子结构也是由他设计

业创新研究第一阶段的拨款，该笔资金将用于开发下一代关键性技术和数字化供应链。

的。这种精细格纹编织结构能够很好地满足鼻拭子的材料要求，而 Ou 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决定借助 3D
打印技术来对抗疫情。OPT Industries 花了十二个月的时间，与各大医院一起，研制出这种新型鼻拭子，并将它

SIMBA 公司的研究旨在帮助美国空军在先进 3D 打印技术的支持和区块链的保障下，按需制造、测试和部署精密

命名为 INSTASWAB。

飞机零件和武器。如果该项目第一阶段获得成功，这家位于印第安纳州普利茅斯的公司还将获得一笔高达 100 万美
元的资金，从而进一步推进该技术并将其商业化。

鼻拭子的需求量还在不断上涨，而 OPT Industries 通过连续 3D 打印技术，加大了产量，更好地满足了市场需求。
目前，OPT Industries 已经向多家医疗机构和组织供应超过 800,000 份 INSTASWAB 鼻拭子，对于解决医院

来源：3dprint.com

资源短缺问题和确保检测的顺利进行，起着重要的作用。INSTASWAB 不仅能够解决医疗资源短缺问题，其特性
还能超越传统拭子。根据实验，这种精细格纹结构吸收和释放的液体比传统拭子更多，检测出的病毒是传统拭子所
检测出的 20 倍之多，因此检测结果会更加精确，效果也会更好。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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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海鲜 3D 打印公司 Revo Foods

为应对 3D 打印需求

首轮融资获得 150 万欧元

Carbon 进入意大利和英国市场

image©3dprint.com

image©Carbon

Revo Foods 是一家开创吃海鲜新体验的 3D 打印技术开发商。这家奥地利初创公司原名为 Legendary Vish，

3D 打印独角兽企业 Carbon 与英国的 Solid Print3D 和意大利的 Selltek 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加速扩大在欧洲

他们创造了一项基于食品 3D 打印的新技术，该技术用豌豆蛋白和藻类提取物等植物原料制作植物海鲜，与真正的

的版图。这家硅谷公司已经成立了 7 年，在 2019 年的估值约为 24 亿美元，他们的计划是向欧洲和亚洲扩张，而

海鲜质地、颜色和味道相同。

这项举措正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该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 Carbon 公司进入了两个新兴的市场。

2021 年 4 月 21 日，该公司宣布已完成第一轮项目融资，共获得 150 万欧元 (180 万美元 )，这笔资金将用于技

随着 3D 打印技术不断颠覆欧洲传统制造业，Carbon 也找到了在未来市场中保留自己一席之地的机会。许多小型

术发展和市场准入。参与投资的有：由金融专家 Frederik Hasselkjaer 创立的哥本哈根投资公司 Hazelpond

企业和大型企业都在将增材制造融入到他们的工作流程中，尤其是在意大利和英国，这其中包括一些知名汽车品牌：

Capital；德国风险投资公司 friends2grow；加州 MKO 控股公司的投资收购专家；植物和细胞食品顾问 Eva

法拉利、杜卡迪和劳斯莱斯。

Sommer 以及天使投资人 Jens Schumann。
在欧洲，许多不同领域的公司都已经开始使用 Carbon 的技术，而作为 Carbon 的两个最初合作伙伴，意大利领
来源：3dprint.com

先经销商 Selltek 和位于英国的打印专家及经销商 Solid Print3D 将帮助推动该公司的战略计划。面对欧洲日益上
涨的需求，该公司还在推广其旗舰技术——连续液体界面制造技术 (CLIP)。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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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K Bioproducts 获得

Mirai Foods 集得 450 万美元种子资金

加拿大政府 100 万美元投资

发展人工培育肉制品

image©BOSK Bioproducts Inc.

image©3dprint.com

为鼓励小型企业将森林残留物转化为可持续性塑料，减少污染，加拿大政府发起了“生物塑料挑战赛”，希望这一

瑞士细胞肉初创公司 Mirai Foods 目前已经筹集了总计 450 万美元的种子基金。第一轮资金筹集已于今年 1 月结束，

活动能够增加就业，促进创新。在“生物塑料挑战赛”进行到第二阶段时，BOSK Bioproducts 公司赢得了比赛，

第二轮也即将结束。一些新老投资者都参与了融资，包括瑞士风投公司 Skyviews Life Science、德国风投建造

并获得了加拿大政府 100 万美元的投资。

商 Team Europe 和瑞士创业科技投资商 Ulf Claesson。

该公司主要生产用于热成型、注塑成型、挤出吹塑成型和 3D 打印等领域的生物塑料材料的制作，能提供 100% 可

为了生产健康产品并解决畜牧业的道德问题，该初创公司使用高价值的日本和牛细胞等动物干细胞来培育肉制品。

堆肥生物塑料，并制造和开发可堆肥 PHA 树脂。这些材料可与传统制造设备兼容，且具有优异的物理和机械性能，

Mirai Foods 总部位于苏黎世，它不是世界上首家人工培育肉制品公司，但却是瑞士第一家。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

能与从矿物燃料中开采出的传统树脂相匹敌。

行官 Cristoph Mayr 表示该公司以严格遵守健康和环境为首要原则，这使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来源：3dnatives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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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brix 推出最新 ELEMENTO v2.1

Fortify 推出新款

工业用大型打印机

数字光处理打印机

image©Fabbrix

image©ALL3DP

去年夏季，意大利 3D 打印机制造商 Fabbrix 推出了 ELEMENTO 3D 打印机的更新版，今年，他们又再次升级，

美国 3D 打印机制造商 Fortify 本月推出了两款新的数字光处理 (DLP) 打印机——Flux Core 和 Flux 3D，这两

推出最新版本的 ELEMENTO v2.1。根据 Fabbrix 的介绍，该打印机结合了不同的意大利先进制造技术，配备

款打印机都以其新颖的光敏聚合物增材制造技术为特色。

高质量部件，能够处理不同质量的材料，满足工业应用的最高需求。
光敏聚合物技术是一种在树脂中加入金属纤维和陶瓷纤维等功能性添加剂的数字复合材料制造技术。该公司的专利
由于该系统专为大型工业部件而设计，因此它的构建体积为 1000 x 560 x 530mm，比之前的版本都大，有一个

加工技术——连续动态混合技术能使添加剂在树脂中保持均匀。该公司的磁性对齐技术——Fluxprint 使用构建区

温度可达 100 °C的打印平台。此外，该打印机还有一个温度控制系统，能够激发材料的最佳性能。最后，因为该打

域的磁场对齐层中的所有纤维。

印机能连接 Wi-Fi，而且有摄像头和高级图像界面，所以支持远程打印监控，能够提供更为直观的用户体验。
Flux Core 是该公司的新型基线 3D 打印机，用于处理一系列不需要磁性校准的粘性颗粒填充树脂，而 Flux 3D
来源：3dprint.com

是 Flux Core 的三轴磁场版本。

来源：ALL3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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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OL 推出新型

Stratasys 发布三款打印机

电子束金属 3D 打印机

将增材制造推向 2.0 时代

image©JEOL

image©Stratasys

总部位于东京的 JEOL 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和医疗设备制造商之一，该公司最新发布了一款电子束熔化 (EBM)

世界最大最知名的 3D 打印公司之一、聚合物 3D 打印解决方案领导者 Stratasys 发布了三款全新 3D 打印机，面

金属 3D 打印机，该打印机能够大批量生产高质量的零部件。

向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增材制造终端零件市场。

据该公司称，相比市场上的其他 EBM 打印机，JAM-5200 EBM 具有更高的功率、密度和速度。这台打印机可

三款打印机—— H350 ™ 3D 打印机、Stratasys Origin One 3D 打印机以及 Stratasys F770 3D 打印机使用

以在无氦环境下生产零件，能在不需要很大成本的条件下制造一个干净的环境，不容易损坏机器的负极，因此这台

了不同的技术，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包括精密零件、大批量生产和大规格打印等。其中，H350 ™和 F770 能

打印机的负极可以维持 1500 个小时，从而能够保证电子束的稳定。

够满足传统制造方法所无法满足的中低量生产要求，加快从传统制造到增材制造的转变，将增材制造推向 2.0 时代。

此外，JEOL 还在电子显微镜和电子束曝光系统中开发了电子束聚焦和畸变技术，并将它集成到了 JAM-5200

来源：3dnatives

EBM 打印机中。

来源 :ALL3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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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激光烧结

在汽车行业的应用

image© 2018 3D System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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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Form®EX 和 ProX®EXBlackNYLON1153D SYSTEMS
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

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可快速生产功能性和多用途的部件及原型
2020 年 3 月，硬质黑色 Nylon11 坚固耐用，具有抗冲击和抗疲劳性能的黑色 Nylon11 材料是适用于生产原型和
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拥有完善的 3D 制造解决方案，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是一种利用大功率 CO2 激光与选择性熔

在恶劣环境中要求模制部件性能的最终用途部件。

融粉末状热塑塑料的制造工艺。这种工艺最适合生产硬质功能型部件，能够实现较高的表面光洁度和精美细节。使
用 SLS 技术不仅能满足原型制造设计的需求，还能实现最高水平的精确度、耐用性和可重复性，同时降低总体运

柔性耐用、高伸长率、高抗冲击强度能够经济节约地制造复杂的最终用途零件，无需模具费用，部件具有取代注塑

营成本。SLS 技术在生产其他工艺难以处理的复杂几何形状时表现得游刃有余，将制模环节所产生的时间与成本压

成型的 ABS 和聚丙烯所需的韧性功能。部件可在现实生活环境中进行测试，例如碰撞测试或其他应力模拟测试。

力也一并解决。寻求功能性部件和原型的工程师可选择 SLS 作为热塑塑料部件的最终 3D 打印技术，获得理想热

其颜色均为不褪色或剥落的深黑色，一切都无需进行涂色，需要运用汽车设计、生产部件、卡扣连接、活动铰链、

塑塑料部件。

航空零部件和管道接头。

生产级增材制造材料实现稳定可重复生产的关键指南

硬质自然色 Nylon11 结实耐用的类聚丙烯热塑性材料适用于对原型和最终用途零件的模制品，它的性能具有一定
要求的生产制造性。并且柔性耐用，具有高伸长率和高抗冲击强度，是制造卡扣连接和活动铰链的理想材料，由于

旨在帮助广大用户挑选最适合部件生产的材料组合。为了确保功能原型和最终用途部件的生产质量，应选用最优质

塑料部件足够灵活，180°折叠后，迅速恢复原状的部件具有取代注塑成型的 ABS 和聚丙烯所需的韧性，功能部

的生产级材料。本指南中介绍的材料功能全面，具备各向同性优势，包括刚性与弹性、高伸长率、高抗冲击强度和

件可在现实生活环境中进行测试，例如碰撞测试或其他应力模拟测试，制造结实耐用的原型，最终用途是零部件的

耐高温等特性。只有真正的生产级材料才能提供如此丰富的特性选择。

小批量到中批量的直接制造，用于复杂的薄壁管道、赛车部件、外罩和外壳带有卡扣连接和活动铰链的零部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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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的回收率可减少浪费，降低生产成本。适合增材制造的器具要求通过 USP 第六类认证和 ISO10993 认
证， 必 须 经 过 消 毒 的 医 疗 部 件 符 合 FDA21CFR §177.1500 食 品 接 触 标 准， 以 及 No10/2011 和 (EC)

image© 2018 3D Systems, Inc.

No1935/2004，其应用优势具有柔性耐用、高伸长率、高抗冲击强度以及食品级医疗。

案例研究：3D SYSTEMS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
应欧盟 (EU) 塑料指令要求，阻燃 Nylon 12 尼龙成为了航天、运输和消费品领域最终用途部件制造的理想材料，
2020 年 3 月发动机制造商使用 SLS 技术加快开发及鉴定。Briggs&Stratton 利用准确、高吞吐量且耐用的

这些应用要求具有超高的表面光洁度、可靠的阻燃性，并能减少烟雾和毒性。阻燃 Nylon 12 具有柔性耐用的特性，

SLS 部件将产品开发生产力提升到新层面。在 Briggs&Stratton 之中，SLS 原型制造应用范围广泛，例如从鼓

阻燃效果强，生产部件，航天与运输的客舱内饰与阻燃的生产部件要求适度阻燃的消费品，经过 FAR 25.853 航

风机护罩和喷油器系统到气旋清洁系统、消音器和进气歧管。

天使用标准认证。Nylon 12 通过 AITM 烟密度和毒性要求与火接触，12 秒到 60 秒时表现出优异阻燃性能。符合
UL 94-V2，其最终用途零件的表面质量优异，能还原阻燃 Nylon 12 原型和最终用途部件的生产质量。

除了几乎所有部件的概念验证原型制造外，Briggs&Stratton 设计师还利用 SLS 技术生产发动机装配件上的某些
部件，以便早期了解设计性能、组装和干扰。MichaelDorna 是 Briggs&Stratton 快速原型制造中心的经理，他

铝填充 Nylon 12 可以直接从打印机中取出成品，具有出色的表面光洁度和刚度，独具金属美感。易于加工和抛光，

还记得当他接到 SLS 打印的环氧树脂密封进气歧管部件请求的情景，他表示：“我知道接下来我会收到六个此部

以增加其压合、攻丝或其他打印后调整的力度。生产部件、汽车内部装饰部件、航天组件、夹具固定装置，刚性外罩外壳，

件的订单。我了解到这些 SLS 部件正用于验证设计，也就是说它们会被安装在风冷式发动机上在节气门全开的情况

铝填充 Nylon 12 独具金属外观的美感，在高温下具有优异的承重能力，最终的用途零件具有超高的表面光洁度，

下运行 2000 个小时。此环境条件相当严酷，而这些部件还在忍受此环境。”Briggs&Stratton 的设计师一致称

提高了铝填充粉末的可回收率，可以降低单个部件的成本应用、坚硬刚性以及高抗冲击强度。

赞 SLS 技术的速度，因为快速获得部件使他们能够信心满满地有效推进项目。
玻璃填充 Nylon 12 与工程级 Nylon 12 具有出色的刚度和耐热性，适用于耐用原型和中小型批量的部件生产，其
生物相容性 Nylon12 是一种结实耐用的生物相容性材料，能够承受长期实际使用，并能代替传统注塑成型的制品。

生产部件、汽车设计、航天组件、夹具固定装置以及刚性外罩外壳，与玻璃填充 Nylon 12 一样，它具有高强度和

无论是生产部件、卡扣连接、汽车设计、航空零部件和管道医疗、食品应用，还是夹具固定装置、工具挡板或是外

耐热性，适合严格标准的物理环境测试和功能应用，也是飞机和汽车的最终用途零件。它的应用优势是坚硬刚性且

壳与外罩，一切都适用于普通原型制造和最终用途部件制造。

耐热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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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获得透明度最高的部件，就需要透明度最高的材料。如果没有合适的材料和技术，要实现透明的 3D 打印
部件便会极具挑战性，但是清晰部件的价值和多功能性使找到合适的材料成为值得克服的障碍。本电子书提供了一
些应用示例，展示了将透明部件与技术结合可以带来新见解及创新，并节省大量时间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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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增强 Nylon 12 是一种增强纤维的工程级尼龙材料，具有出色的刚度和耐热性。不导电且射频透明。可在恶劣
环境下进行测试和使用。生产部件、汽车设计、航天部件、夹具的固定装置、外壳外罩以及纤维填充的强化复合材料，

image© 2018 3D Systems, Inc.

不具导电性且射频透明，拥有超高的强度与重量比，在高负载下具有超高的耐热性。
透明材料的重要性是利用合适的材料和后处理技术，3D 打印可以生产出模拟玻璃、聚碳酸酯、丙烯酸和其他透明
持久耐用的热塑弹性材料具有良好的抗撕裂性，其表面光洁度很高，并拥有很详细的特征细节，可在不变换材料的

材料的透明部件，这对于需要透明性的设计验证非常有帮助。透明打印的实用性超出了一对一的表达方式，可广泛

情况下改变邵氏 A 型硬度。 生产部件、垫片、密封垫和软管耐用的热塑性聚氨酯材料具备类橡胶的柔韧性，适合原

用于多种高级设计验证和功能性原型制造。这对能够在测试过程中看清部件或系统内部的能力大有裨益，扩大了透

型制造和生产，能抗撕裂、强耐磨，具有类橡胶的弹性以及高伸长率的应用优势：

明打印的应用范围并相应地增加了价值。

类橡胶热塑塑料是一种橡胶状的耐用材料，具有出色的抗撕裂性和耐破度。适用于需要橡胶般性能的耐用原型。生

汽车镜头和灯罩以及子系统或组件内的液体流动是可视化的，运动车辆的湍流和阻力（包括船舶、汽车、火车、公

产部件与垫片、鞋类，含有软管性质的密封垫，它们具有类似于橡胶性能的耐用热塑性，弹性体强抗撕裂，还富含

共汽车等）经过计算流体力学 (CFD) 和复杂的组装原型验证，其中包括了发动机、涡轮机和变速箱盖、外壳组件、

模制夹具的“柔软表面”，最终用途就是零件的小批量到中批量的直接制造。

阀门管道、泵以及压力和流量装置，机器的外壳和外罩，工业和电子产品，计算流体力学 (CFD) 验证，光导管和
LED，对未来的设计很有帮助。

选择性激光烧结中含有聚苯乙烯铸造材料，其兼容的大部分是标准的铸造工艺。适合原型金属铸件和中低批量生产
运行，无需使用模具。原型金属铸件不含模具制造的低级到中级，生产运行中，石膏铸件、钛合金铸件、铝镁锌合

来源：2018 3D Systems, Inc.

金铸件及铁铸件烧结周期短，含灰量低，制造金属铸件损耗模型是拥有低熔点的铝、镁、锌合金物，涵盖了黑色金
属和有色金属、钛等活性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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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新型化学反应器

科学家用 3D 打印

提高核酸检测效率

石墨烯气凝胶治理污水

image©Vittorio Saggiomo

image©Environmental Science: Nano

来自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科学家 Vittorio Saggiomo 研制了一种用于核酸检测的新型容器，其灵感来源于咖啡杯

石墨烯自 2004 年被发现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神奇的材料。石墨烯是碳的同素异形体，由一层排列在二维蜂窝

和平底锅。他利用 3D 打印技术，将铝制的咖啡杯变成了一个小型化学反应器，用它来做核酸检测能够降低不少成本。

晶格中的原子组成，多用于可充电电池的生产。然而近日它却有了新的用途。布法罗大学的工程师最近发表了一篇

该项目最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个反应器能容纳四根试管并同时进行测试，这么做能提高检测效率。这个反应器被命名

关于 3D 打印石墨烯气凝胶新技术的论文，表示该技术可用于过滤受污染的水。

为 CoroNaspresso，其售价为 24 美分 (0.20 欧元 )。
该技术旨在制造一种足够稳定且可以重复使用的气凝胶，它非常适用于大型设施，如污水处理厂，且不会在水中产
这位意大利科学家还强调了该反应器的环保性，提到它不会产生不必要的垃圾，而且同一个反应器可以重复使用多次。

生残渣。研究者之一 Nirupam Aich 说：“我们不仅可以用这些气凝胶来包裹石墨烯颗粒，还可以用纳米金属颗粒

当它的生命周期结束后，铝可以回收，煤油可以燃烧，3D 打印塑料可以生物降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PLA 材料

来做催化剂。未来我们希望能将纳米金属颗粒嵌入到气凝胶的内壁和表面，它们不仅能够降解和摧毁生物污染物，

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生物降解，因此不能在自然环境中丢弃。

还能降解化学污染物。”目前他们正在寻找合作伙伴将该技术商业化。

Vittorio 希望这个项目可以进入到生产阶段，他相信这个反应器将有助于分散检验和核酸筛检。

来源：3dnatives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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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光英诺设立美国基地

用 3D 技术修复一辆

推广生物打印血管技术

1919 年的哈雷戴维森

image©Brandon Dill | UTHSC

image©Artec 3D

蓝光英诺 (Revotek) 是一家以干细胞应用技术推动 3D 生物打印全球应用的高科技技术服务公司，其总部位于中

Visual First 由创始人 Carl van de Rijzen 成立于 2007 年，是一家专注于逆向工程的荷兰公司。逆向工程是一

国成都。长期以来，该公司一直在对 3D 打印血管进行研究，现在他们将要把这项革新技术推广到美国田纳西州孟

种产品设计技术再现过程，即对一项目标产品进行逆向分析及研究，从而演绎并得出该产品的处理流程、组织结构、

菲斯市。田纳西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副校长 Steven Goodman 博士与蓝光英诺的创始人之一、首席科学官 Y.

功能特性及技术规格等设计要素，以制作出功能相近，但又不完全一样的产品。

James Kang 博士相识已久。2017 年，Kang 受 Goodman 之邀来到孟菲斯市，了解了田纳西大学的生物科学
基础建设和联邦快递的业务能力，于是选择了田纳西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孟菲斯再生医学研究所作为蓝光英诺的美

Visual First 接到了一项工作，要修复一辆 1919 年的哈雷戴维森。这辆机车上有一个机械部件状况不佳，且无法

国基地。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首先将干细胞从脂肪组织中分离，再对其进行培养，最后制成生物墨水。接着，他

修复，而且这个部件是一百年前制造的，因此早已停止生产了。Carl 在与 Edwin Rappard 合作时，发现了 3D

们用该公司的 3D 生物打印机将生物墨水叠加，制造出一条血管，然后在血管上覆盖一层血管移植体。随后，邦德

数字化技术与增材制造技术的优势。Edwin 是 4C Creative CAD CAM 的顾问总监以及 Artec 3D 的代言人，

快递能在几小时内将血管移植体送到病人那里。然而，由于疫情的影响，计划有所延后，四川大学的研究工作也变

于是，Carl 将部件交给 Edwin，Edwin 使用 Artec 3D 的 Space Spider 扫描仪对部件进行扫描，再将 3D 文

得更加艰难，但仍在不断取得进展，原本在 2020 年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人体测试申请的计划也不得不

件发送给 Carl，最后重新制造出这个部件。Space Spider 非常适用于扫描具有复杂细节、需要高精确度的物体。

被取消。一旦旅游禁令解除，蓝光英诺的员工就会重回孟菲斯。Goodman 表示他们希望在 2022 年能够尽早开始

现在，这辆 1919 年的机车又可以使用了。

临床测试等工作。
来源：3dnatives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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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的前瞻性科技，架构人工设计桥梁

《3D Imperial》独家专访 3D 打印设计师
Lilian van Daal

31

Lilian van Daal（ 莉莉安 范 达尔）
- 职业：产品设计师
- 所在地：荷兰
- 毕业院校：海牙皇家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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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个人经历和背景吗？这些经历和背景是如何成就了您这样一位可以将
3D 打印技术和家具座椅设计结合在一起的杰出设计师呢？

A

Lilian van Daal ：2010 年，我毕业于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的工业产品设计专业。在这期间，我
获得了很多与 3D 技术相关的知识以及 3D 建模方面的知识。之后，我决定去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 ）继续深造，从而将我作为设计师的概念性技能展现出来。在学习过程中，我将仿生学的原理进行了深刻的理
解和研究。仿生学旨在从自然界中的解决方案中汲取灵感，并将这些原理转化为人体工程学和设计理念。我们的目

image©Lilian van Daal

标是创造产品和工艺品，以可持续性的方式解决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设计挑战，并且与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保持团结一致。
产品设计师 Lilian van Daal 用她的作品在自然与人工设计的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宏大的桥梁。她尝试使用创新技
在为客户设计产品方面，我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例如类似软座椅的传统家具，在这个项目中，我在软座椅的生产

术和材料来精心模仿自然界万物的形态。

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知识。但软座椅的生产过程对环境极为不友好。他们使用很多材料来进行工艺品的制作，例如木材、
在客户设计方面，她拥有非常专业的创作经验，在学习过程中，她将仿生学的原理进行了深刻的理解和研究。由于

金属、泡沫、织物和塑料，这些材料都被粘合在一起，这意味着软座椅不能被回收。“Biomimicry; 3D Printed

她在 3D 打印领域拥有极其前瞻性的目光和创意思维，因此她能够创作出种类极其丰富的作品。

soft seat”（仿生；3D 打印的软座）是我对有机结构进行广泛研究以优化软座行业的开始阶段。实际上，一种材
料会以不同的结构生长，而每个结构都具有不同的功能。借助 3D 打印，我们可以详细模拟这些自然结构及其功能。

Lilian van Daal 的作品已在欧洲、南美、北美和荷兰的大部分地区展出过。她精心设计的作品受到了人们的

该项目完成了一种椅子的 3D 打印模型构造，这个椅子由一种具有完备功能的单一材料制成，同时具备灵活性、适

一致认可，并获得了 2015 年沃尔沃设计挑战赛和 2016 年生物艺术与设计奖。2018 年，她更是被 Creative

应性、牢固性和稳定性。

Industries 选为设计人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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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

《3D Imperial》：您的精巧作品“Radiolaria #1”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

A

Lilian van Daal : 放射虫类（Radiolaria）和苔藓虫类（Bryozoa）是我灵感的主要来源。 但是，我也使用了

《3D Imperial》：对于产品设计师来说，3D 打印技术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主题。您认为 3D 打印对您的设
计工作来说，实用性如何呢？

许多与自然不同的结构来实现所需的功能。 放射虫类（Radiolaria）是在整个海洋中被发现为浮游动物的单细胞生

A

Lilian van Daal ：到目前为止的设计中，自然永远是我最大的灵感。 自然界中这些非常详细智能并且复杂的结构

物，因其骨骼棘的径向对称而得名。 通过 3D 打印放大的自然结构可提供各种水平的灵活性和舒适感，而无需像普

只能通过 3D 打印复制。 在数十亿年生物学反复实验和纠错的过程中，自然对它们进行了改造、抛光以及精心制作。

通的软座椅那样使用不同类型的泡沫。苔藓虫类（Bryozoa）是生活在热带水域和淡水环境中的苔藓动物，苔藓虫

关于产品的设计实验，展现这些产品结构独特而细致的特性一直很困难，但是如 3D 打印此类的最新技术为产品的

类（Bryozoa） 骨架内的连接点阵启发了我制作一个用于椅子组装的连接点系统，而无需使用诸如胶水之类的额外

新开发提供了可能性。

材料。 总体而言，“Radiolaria #1”的主要原理是通过对称性形成的，对称性也是所有单细胞生物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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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您的 3D 打印作品惊艳了整个 3D 打印行业，比如“Biomimicry; 3D Printed soft seat”。
您认为 3D 打印家具是否已经成功进入了全球的大众市场？您有考虑过量产化吗？

A

Lilian van Daal “Biomimicry;
:
3D printed soft seat”
是 2014 年创作的。
创建这个项目的目的是让人们意识到，
我们应该将最新的技术与自然界的解决方案相结合，以创造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更具可持续性和耐用性的产品。
在我们经历全球生态危机的这一刻，人类若要更好地生存下去，就需要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发
现我们如何统治和操纵自然开始，到我们可以向她学习为止。因此，实际上，这是一种充满前瞻性的想法，来向我
们展示未来应该如何发展 。我认为通过 3D 打印一次性制作出整个软座并不现实。3D 打印早已超越了仅被视为原

image©Lilian van Daal

型解决方案的地步，每天，公司都在寻找新方法将技术整合到生产中，其应用范围从工具到备件 / 替换的零件以及

Q

《3D Imperial》：设计出色的作品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比如“shapes of Sweden”。在设计过程中，您认为

某些终端用途的组件应有尽有。

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我正在与不同的家具制造商讨论如何才能朝着这个最终想法迈出一小步，并逐步实现小零件的量产化。用一种材料

A

Lilian van Daal : 我认为我的设计过程就像所有自然过程一样，都是基于反复试验和错误直到我塑造出最终的结构

创建具有不同功能产品的想法已经是迈向可持续性的一大步。也许我们可以将 3D 打印的零件与注塑零件结合在一

和形式为止。在最终和最实用的形状出现之前，这始终是一个大规模的实验过程。

起，但使用相同的材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可供选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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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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ilian van Daal :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喜欢“Biomimicry; 3D printed soft seat”，因为这是我的第
一个大型 3D 打印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很多的宣传与推广。正是由于这个项目，我今天才能够站在这里。“shapes
of Sweden” 对我来说很特别，因为我通过该项目赢得了沃尔沃设计挑战赛（Volvo Design Challenge），并
且被巴黎蓬皮杜中心博物馆收购。 我最新的项目“ Radiolaria”非常出色，因为这是我第一个实际操作的 3D 打
印项目，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image©Lilian van Da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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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3D 打印技术影响了全球市场，对此现象，您的看法是什么？

A

Lilian van Daal :3D 打印彻底改变了物体的设计和制造过程，在此过程中，3D 打印改变了设计师、建筑师和艺
image©Lonneke van der Palen

术家的很多想法。作为设计师，我们将获得更多自由并能够复制非常复杂的结构，这将导致完全不同且更具创新性
的物体和产品出现。

Q

《3D Imperial》：作为一名成功的设计师，您获得了很多成就。在您看来，未来使用 3D 打印的设计师都需要具
备哪些技能呢？

3D 打印行业出现了巨大的创新。由于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我们可以生产出非常本地化的产品甚至是食品，这将影
响全球的所有运输行业。而医疗行业将通过 3D 打印和 3D 生物打印技术（例如打印义肢和供体器官）得到改善。
组织使用 3D 打印为珊瑚礁的丧失提供潜在的解决方案。他们能够为珊瑚幼虫创建 3D 打印基材，这可以保护珊瑚

A

Lilian van Daal : 对 我 来 说，3D 建 模 是 我 开 发 项 目 的 一 项 必 不 可 少 的 技 能。 而 且 我 认 为， 学 会 使 用 例 如

礁并在此过程中增强其复原力，这只是几个例子。因此，如果我们利用 3D 打印提出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解决方案，

Grasshopper 3D 等创建生成算法的软件，是一项很棒的技能。 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公司正在启动

我将感到非常高兴！

3D 建模课程，因为这是使用 3D 打印时必须具备的一项关键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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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您接下来在 3D 打印方面会开展哪些项目？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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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ilian van Daal : 目前，我正在攻克一个新的照明项目，我正在研究自然界中的高效照明现象并将其用于改善照明

A

Lilian van Daal : 关于我的新项目“microscopic imitations – infinitive reflections ”，我正在努力进行新

行业。 我与专业从事光学增材制造的公司 Luximprint，一起探索 3D 打印镜片、反射结构，3D 打印漫射器等光

的照明实验。我将会一直在自己的 Instagram 账号上分享其工作的整个过程，请关注我的账号：@lilian_van_

学器件。

daal。希望在 Instagram 上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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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Claire Jiang@3D Imperial
撰文：Gui Xin@3D Imperial

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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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打印技术为 Lilian van Daal 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便利，她一直寄希望于将整个设计生涯与 3D 打印技术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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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侵犯本公司版权等知识

起来，创作出更多独具创意和种类丰富的作品，对她所研发的新项目增添助力。Lilian van Daal 在 3D 打印产品

产权的，本公司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的设计领域一向都拥有自己独到而充分的见解，3D 建模的课程也同时丰富了很多大学和企业的工作流程，对很多学
生和职场人士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作为一名出色的 3D 打印产品设计师，Lilian van Daal 的理想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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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Callebaut（百乐嘉利宝）开设了 Mona Lisa 3D Studio（蒙娜丽莎 3D 工作室），为客户提供一种按需
打印的服务，帮助糕点师和巧克力师通过 3D 打印开发他们想要的作品，从而可以制作出以前没有见过的巧克力造型。

“可以大规模生产食用巧克力产品”是 Mona Lisa 3D Studio（蒙娜丽莎 3D 工作室）设立的初衷，这是 Barry
Callebaut（百乐嘉利宝）通过其装饰品牌“Mona Lisa（蒙娜丽莎）”推出的一项新服务。 通过 3D 打印制作
食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尤其是在制作巧克力这一方面，但是借助 Mona Lisa（蒙娜丽莎）的解决方案，现在就
可以打印具有复杂设计的甜品，而这些设计不仅限于简单或分层的形状。通过 Mona Lisa 3D Studio（蒙娜丽莎
3D 工作室），VIP 厨师可以为晚餐和活动准备与众不同并带有 3D 打印技术的甜点。对糕点店来说，Mona Lisa
3D 工作室可以为其商店共同创建可交付的巧克力产品线。打印机使用 56％的优质比利时巧克力，而不会影响质地
或口味。为了证明 Mona Lisa 3D Studio（蒙娜丽莎 3D 工作室）的潜力，Barry Callebaut 与糕点厨师 Jordi
Roca 共同创作了“ Flor de Cacao”，灵感来自可可花的形状。 Roca 说：“这种与巧克力打交道的新方法将
使消费者感到惊讶，因为以前难以想象的形状现在已经可以大规模生产，并且具有令人惊讶的精准度。”

来源：https://www.domusweb.i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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