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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Editor

浅谈 3D 打印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3D 打印行业发展的几十年内发展甚为迅猛，从建筑到医疗，从工业到娱乐，甚至在电影特效领域都各有突破。3D
打印技术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从成型时间与成型精度到打印稳定性，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期将分享数

编者笔记

个 3D 打印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3D 打印技术简化了产品生产流程，无需生产数百个原件组合，只需在迭代过程

意大利机构 Krill Design 推出了一款 3D 打印橙皮台灯。这个橙皮台灯是闭环生产的代表，能够体现增材制造的意义，

中逐步进行调整，整体打印即可。在本期内容里，您将看到一种新的 3D 打印计

免去传统制造方式所造成的环境污染。Krill Design 选择橙皮来制造这款台灯不仅因为其数量丰富，而且因其有机

算方法——Illusory Material，可让工业设计人员 3D 打印具有光学和物理特性

化学特性。该机构的经理解释道：“糖能将植物淀粉发酵所生成的生物聚合物和有机作物中的添加材料结合，而橙

的物件，而这些特性是其他任何生产方法都无法实现的。该系统将多材料 3D 打

皮中富含碳水化合物，从化学性质上来说，它可以起到和糖一样的作用。”因此，他们先把橙皮晒干，然后磨成粉末，

印和体积设计相结合，以操纵和控制材料中体素的颜色，纹理和折射率。例如，

再加工成颗粒，最后制成这种强有力的材料。

Nseen 是一个看起来完全透明的香水瓶，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查看时，它可以显

疫情期间，如果你已厌倦了在餐桌上工作，又不愿回到办公室内，Denizen Archetype 移动办公室能够为你提供

示有关内容的信息。

一种新的低成本办公选择。这个小型办公室只有 100 平米，能够安置在任何地方，移动起来很方便，并且能够被大

在环球要闻中，您将看到 Elementum 3D 获得美国宇航局 SBIR 项目赠款。赠

批量生产。Denizen 利用生物聚合物 3D 打印技术、金属包层以及机器人制造技术，以较快的速度生产了这款移动办公室。

款将用于开发软磁 3D 打印材料和电动太空霍尔推进器。Elementum 3D 在提

除了移动办公室，3D 打印住宅也已成为现实。一座通过 3D 打印技术建造的住宅首次在 Airbnb 上出租。它是由

案中表示，他们计划将通过钴铁基软磁材料来开发适用于大直径电动太空霍尔推

3D 打印服务商 Twente Additive Manufacturing 与 World House 合作设计和建造的。这座房子采用了螺旋

进器的增材制造工艺和原材料。

的形状，很像是自然界中的对数螺旋，住宅面积为 28 平方米，有厨房、起居室、浴室和夹层。房子坐落在加拿大

在市场动态，生产出第一块 3D 打印人造牛肉的以色列初创食品科技公司 Aleph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郊外，租客们能在这里探索加拿大的自然风光。

Farms 又投入了一大笔新的资金。Aleph Farms 生产人造牛肉不需要用到基

在医疗辅助器械领域，荷兰曲棍球明星伊娃·德·戈德借助 3D 打印护腕拿下冠军。在某场比赛中，伊娃与德国队

因工程，只需利用生物打印技术和牛细胞，就能生产出最难再造的牛肉。这笔新

门将艾米·吉布森相撞，导致伊娃左手腕骨折。然而一副为她特别定制的 3D 打印护腕帮助她很好地保护了手腕，

的资金将帮助该公司在 2022 年首次推出产品之前，扩充其产品线和技术平台。

并重新参与到了 2021 年的欧洲曲棍球锦标赛中。有了这副护腕，这位队长以 2 比 0 的比分击败了德国队，为荷兰

应用领域方面，Ricoh 3D 宣布他们正在为 Gravity Industries 的最新人类飞

女子队拿下第 11 次、也是连续第 3 次的欧洲曲棍球锦标赛冠军。

行项目生产电动喷气飞行服。在过去四年里，Gravity Industries 的喷气飞行

在影视行业中，好莱坞越来越频繁地将 3D 技术用于制作服装、道具等各种用于电影拍摄的物品，使拍摄效果更加

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这次，两家公司将使用 Ricoh 3D 的专业聚丙烯材料来

逼真。有些电影甚至拍摄了 3D 打印机的运作，以向公众展示这项技术。如果你是漫威迷，那么你一定对海拉这个

设计一款电动喷气飞行服，它将在 2021 年古德伍德速度嘉年华亮相。Gravity

角色不陌生。海拉的服装中最吸引我们的是她的头盔。这顶头盔是用 3D 打印技术制成的，具体使用到的是选择性

Industries 首席设计师表示：“有了聚丙烯材料，人类将不再局限于飞机内，而

激光烧结（SLS）技术，以及由碳纤维加固的复合物，实现了光泽度和坚固性。这顶头盔重 1.8kg，按照漫威的要

是可以实现真正的飞行，这是有很大区别的。”

求被分成几部分打印和拼接而成。《雷神 2》中也用到了 3D 打印技术。片中那把只有雷神索尔能举起的锤子，在

本 期《3D Imperial》 将 对 全 球 领 先 的 3D 打 印 设 计 和 沙 子 制 品 公 司

制造商 Voxeljet 的打印机上制成，并采用了混合喷射工艺，能够最大可能的体现锤子上的细节之处。电影《钢铁侠》

Sandhelden 的 CEO Laurens Faure 劳伦斯·福尔展开独家专访，共同与

中的装甲则是由美国特效工作室 Legacy Effects 制造的。该工作室利用 3D 打印技术来测试原型、制作装甲、生

之探讨 3D 打印沙粒在传统家具行业的应用。更多精彩内容，敬请翻阅。

产备件，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这展现出 3D 打印不容小觑的力量，以及在影视作品中的重要性。
在本期期刊里，增材制造技术将向读者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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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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s Faure

政策方向

国家着手制定
增材制造高熵合金粉检测指标

促进高熵合金增材制造应用
为了规范增材制造行业，国家计划修订了一系列的相关标准予以指导。

高熵合金是最近十几年才兴起的新材料，主要是指由五种或五种以上等量或大约等量金属形成的合金。高强度、高
硬度、耐腐蚀、耐磨、耐高温、抗辐射以及软磁性等等优点，都是高熵合金得以被市场认可的原因所在。

增材制造用高熵合金粉是增材制造高熵合金的重要原料，同时采用增材制造技术可以开展小批量、复杂形状的高熵
合金零件的开发和制备。采用增材制造技术制备的高熵合金零部件，其晶粒细小、组织成分均匀，可以有效解决传

尤其是在高温、高压、高速等极限环境下，高熵合金制成的金属零部件可以维持较好的力学性能。此外，在恶劣的

统制备高熵合金材料结晶组织粗大，内部易形成疏松和成分偏析的弊端，还可以大幅加快新品开发速度和响应时间，

气候环境、腐蚀性溶液、强动态载荷条件下，高熵合金的性能都表现极为优异。由此，高熵合金在海洋工程、核工业、

促进高熵合金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

发动机工业、硬质刀具工业都有着广泛应用空间。

image©tongguan.99114.com

高熵合金粉的关键性能检测指标和工艺性能参数主要有化学成分、粒度、松装密度、振实密度、流动性等指标。增
材制造工艺需要实现致密化成形，不同的增材制造工艺对粉末的粒度有不同的要求，而且粉末的化学成分、松装密
度、振实密度、流动性等性能指标不仅会影响增材制造工艺过程，并且也会对最终成形坯体的显微组织、力学性能、
尺寸精度、表面质量等产生影响。

高熵合金粉的关键性能检测指标和工艺性能参数主要有化学成分、粒度、松装密度、振实密度、流动性等指标。增
材制造工艺需要实现致密化成形，不同的增材制造工艺对粉末的粒度有不同的要求，而且粉末的化学成分、松装密
度、振实密度、流动性等性能指标不仅会影响增材制造工艺过程，并且也会对最终成形坯体的显微组织、力学性能、
尺寸精度、表面质量等产生影响。

l 化学成分分析
目 前 批 量 化 生 产 增 材 制 造 用 高 熵 合 金 粉 末 的 牌 号 主 要 有 FeCoNiCrMn，FeCoNiCrMo，FeCoNiCrAl，
FeCoNiCrTi，FeCoNiCr。其中这五种高熵合金化学成分中各主元素按照等原子比构成，然后换算成对应的质量

image©sam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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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数；杂质元素主要包含氧、氮气体元素以及碳、磷、硫等杂质。通过调研相关单位生产的高熵合金粉末化学成

l 松装密度检测

分报告以及实际应用需求设置恰当合理的化学成分范围。
粉末松装密度是粉末在规定条件下自由充满标准容器后所测得的堆积密度，即粉末松散填装时单位体积的质量，是

l 粒度检测

粉末的一种工艺性能。松装密度是粉末多种性能的综合体现，可以反映出粉末的密度、颗粒形状、颗粒密度和表面
状态、粉末的粒度及粒度分布等。粉末颗粒形状越规则、颗粒表面越光滑、颗粒越致密，粉末的松装密度会越大。

不同工艺所制备的高熵合金粉的粒度区间有差别，但可通过筛分进行粒度级配。参考不同高熵合金粉的用途、粒度

通常情况，松装密度随颗粒尺寸的减小、颗粒非球状系数的增大以及表面粗糙度的增加而减小。

组成、粒度范围、粒度分布，我们可以把粒度分为两大类别，具体如下：

l 振实密度检测
振实密度是粉末在容器中经过机械振动达到较理想排列状态的粉末密度，其相对于松装密度增大的百分数是粉末多
种物理性能，如粉末粒度及其分布、颗粒形状及其表面粗糙度、比表面积等的综合体现。粉末振实密度越大，说明
粉末的相对流动性越好。

松装密度检测要求：
Ⅰ 类 要 求：FeCoNiCrMn 振 实 密 度 不 小 于 4.4g/cm3，FeCoNiCrMo 振 实 密 度 不 小 于 5.0g/cm3，
FeCoNiCr 振实密度不小于 4.4g/cm3，FeCoNiCrAl、FeCoNiCrTi 振实不小于 3.8g/cm3；

Ⅱ 类 要 求：FFeCoNiCrMn 振 实 密 度 不 小 于 4.6g/cm3，FeCoNiCrMo 振 实 密 度 不 小 于 5.2g/cm3，
FeCoNiCr 松装密度不小于 4.6g/cm3，FeCoNiCrAl、FeCoNiCrTi 振实不小于 4.2g/cm3；

image©kuaibao.qq.com

第Ⅰ类要求：F 适用于选择性激光熔融增材制造领域的，选区激光熔融增材制造技术多用于制造尺寸较小、表面光
洁度要求较高的精密零件，需要使用尺寸小于 63μm 的较细的高熵合金粉末，因为通常细小的粉末可以直接获得

image©dy.163.com

精度高、表面光洁度好的零件，所以该领域粉末粒度范围为≤ 63μm，粒度组成为：＞ 63μm 不大于 5%，D10
为 15μm ～ 25μm；D90 为 50μm ～ 65μm；

以上就是国家计划对增材制造用高熵合金粉要求的检测指标。由于此前国内并没有增材制造用高熵合金粉的相关国
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而且国外也没有相关标准可供参考。所以，此次对高熵合金粉标准制定尚属首次。但是，高熵

第 Ⅱ 类 要 求：F 适 用 于 激 光 熔 覆、 电 子 束 熔 化 增 材 制 造 领 域 的， 该 技 术 激 光、 电 子 束 能 量 密 度 高， 可 熔 化

合金制造的产业和技术在中国已经相当成熟稳定，根据相关企业标准和技术资料，此次制定的国家标准在指标要求

粉 末 粒 径 要 大 于 选 区 激 光 熔 融 增 材 制 造 技 术 所 需 粉 末， 且 制 造 效 率 更 高， 该 技 术 领 域 所 需 粉 末 粒 度 范 围 为

也是远超国际市场上的产品质量要求，所以相关企业可以参考以上指标，对自家产品进行质量把控。

45μm ～ 150μm，粒度组成为：≤ 45μm 不大于 5%，＞ 150μm 不大于 5%，D10 为 40μm ～ 55μm；
D90 不大于 160μm；

来源：拜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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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3D 打印假肢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为残疾猫咪提供生活便利

为小村庄建造文化建筑

image©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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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残疾动物充满爱心，但是照顾它们却是一项挑战，因为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成本，尤其是四肢有残缺的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增材制造领域非常活跃，它不仅有着许多行业合作伙伴，而且还有多家致力于该领域的子公司，

动物。尽管现在便宜的 3D 打印机到处都是，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工程技术来为它们制造假肢的。幸运的是，

例如 9T Labs。现在，这家科技大学又与瑞士基金会 Origen 合作，开展了一个全新 3D 打印项目，将于 2022 年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正在培养新一代的工程师。

春季建造一个混凝土文化建筑。

Abby Smith、Harrison Grasso、Jaden Schovanec、Rachael Stanek 和 Alexandra jensen 是该校生

这个文化建筑是一座 23 米高的白塔，位于尤利尔山口的穆莱尼斯村。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小村庄里，只住着 16 位居

物系统工程 (BSEN) 470 班和 480 班的学生，他们利用所学到的知识为一只名叫 Olive 的三腿猫制造了一副假肢。

民，因此 Origen 基金会主任 Giovanni Netzer 非常担心这个问题，他希望能给这个小村庄带来更多生命力，同

他们仅用了不到 100 美元就为 Olive 制造了一副合适的、可拆卸的无毒假肢，这副假肢主要是由聚乳酸 (PLA) 和

时也保留它的历史文化。在重新开设了一家旅馆之后，Giovanni 现在又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工程设计师们一

一种坚固的专用塑料制成的。一开始，Olive 本能地想要把假肢甩掉。慢慢地，她便试着借助假肢站在地上，并开

起参与到了“白塔”项目中，他们已经起草了设计方案，现在正在规划施工方案。这座白塔将通过 3D 打印技术建造，

始走路。在第三次测试的时候，她就已经能够进行正常活动了，上蹿下跳，这是她在装上假肢之前不敢尝试的。

由 4 米到 8 米不等的白色混凝土柱子构成，四层楼高，有一个圆顶，人们可在顶层举行表演。

来源：3dprint.com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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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Elementum 3D

MX3D 金属桥

获得美国宇航局 SBIR 项目赠款

在阿姆斯特丹完成安装

image©3dprint.com

image©MX3D

3D 打印材料公司 Elementum 3D 获得了美国宇航局 SBIR（小企业创新研究）项目的赠款，将用于开发软磁 3D

在长达三年的期待声中，荷兰 3D 打印初创企业 MX3D 终于成功地安装了其位于阿姆斯特丹的 3D 打印金属桥。

打印材料和电动太空霍尔推进器。该公司提交了一份名为《大直径霍尔推进器的增材制造材料与工艺》的拨款提案，

这座桥早在 2018 年就完成了建造，然而安装任务却是一项挑战。

并成功获得赠款。
在这三年里，负责该项目的荷兰团队与许多伙伴进行了合作，其中有 Autodesk、Heijmans、Joris Laarman
Elementum 3D 表示，目前的磁性材料和制造工艺对于生产具有特定机械强度和磁性能的大直径电动太空霍尔推

Lab、ArcelorMittal、Arup、The Alan Turing Institute、Air Liquide、Air Liquide、ABB Robotics 和

进器并不理想。钴铁软磁 (Co-Fe) 合金因其强度、居里温度、磁饱和以及磁导率等优点，适用于电动太空霍尔推

Lenovo 等，期间还使用到了 MX3D 的机器人焊接系统。这座桥具有由剑桥大学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中心、艾伦图

进器等软磁应用，但却又因其延展性较低而不适用于大幅面打印。lementum 3D 在提案中表示，他们计划将通过

灵研究所、劳埃德基金会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共同设计的传感网络，能够提供桥体的位移、应变和振动数据，还能

钴铁基软磁材料来开发适用于大直径电动太空霍尔推进器的增材制造工艺和原材料。

获取空气质量和温度等环境数据。

来源：3dprint.com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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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3D 打印公司

Aleph Farms

Markforged 和 Fathom 上市

投入 1.05 亿美元扩充产品线

image©ALL3DP

本月 Markforged 已经上市，并凭借其创新型金属 3D 打印机和复合 3D 打印机震惊了华尔街，然而更大的新闻是

image©3dprint.com

生产出第一块 3D 打印人造牛肉的以色列初创食品科技公司 Aleph Farms 又投入了 1.05 亿美元的资金。

Fathom 的上市。Fathom 是一家专注于 3D 打印技术的美国合同制造商，拥有 12 个尖端制造中心，遍布全国。
Aleph Farms 生产人造牛肉不需要用到基因工程，只需利用生物打印技术和牛细胞，就能生产出最难再造的牛肉。
Markforged 的成功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在购买 3D 打印机，而 Fathom 的成功代表着有越来越多的人在

在几次原型生产的成功之后，该公司表示目前正在与管制机构合作，推进其商业计划。新的资金将帮助该公司在

运用 3D 打印技术，这更能体现工业 4.0 时代以及被数字化驱动的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Fathom 的估值约为 15

2022 年首次推出产品之前，扩充其产品线和技术平台。

亿美元，预计将于 2021 年第四季度完成交易，并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FDMG。
来源：3dprint.com
来源：ALL3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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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ink 以 1.1 亿美元

OKM3D 签署分销协议

收购显微镜制造商 Discover Echo

深入欧洲 3D 打印市场

image©3dprint.com

image©Anisoprint

行业内领先的生物打印公司 Cellink 宣布以 1.1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颠覆性显微镜制造商 Discover Echo。此举有

德国公司 OKM3D 是目前欧洲最大的增材制造技术经销商之一，在德国和法国均设有办事处，总仓库面积达

望帮助 Cellink 在 2021 年实现 2000 万美元左右的收入，这与其生物融合战略相符，旨在通过尖端创新产品加

10000 平方米，有 3 个物流中心，其专业能力能够满足欧洲客户的所有需求。

强产品供应，为生物制药、学术和医学领域提供整套工作流程。而 Echo 也将继续作为一家独立运营的公司、以及
Cellink 生物科学业务的一部分，在生物处理方面实现其增长潜力。

该公司最新签署了两份分销协议，旨在进一步扩大其在欧洲的经销网络。首先是与 Anisoprint 签署的协议，
Anisoprint 将在整个欧洲销售其产品；其次是与 Shining3D 签署的协议，Shining3D 将在法国、比荷卢和英格

来源：3dprint.com

兰地区销售其产品。OKM3D 将扩充其产品网络，包括能够兼容比塑料耐磨性更好、比金属更轻的连续纤维材料的
打印机。新的协议将帮助 OKM3D 推广其技术，满足全欧洲制造商们的需求。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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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uretta 发布

Arburg 与 Oryx Additive 合作

新款树脂打印机 Sol

推广增材制造后处理系统

image©Ackuretta

image©Oryx Additive

专注于牙科市场的台湾 3D 打印机制造商 Ackuretta 最新发布了一款树脂打印机，这款打印机名为 Sol，售价为

后处理过程是增材制造中的最后一步，因此十分关键。后处理主要是对部件的表面进行处理，对其进行喷涂，或使

4299 美元。

其变得平滑，而这一步也是许多项目面临瓶颈和挑战的地方。自动化后处理系统的缺乏也使增材制造在商业和工业
领域的应用率降低。因此，Arburg 与 Oryx Additive 最新签署了一项合作，旨在将 Oryx Additive 的后处理系

Ackuretta 形容 Sol 为“椅子大小”，尽管它只有 128 x 80 x 140mm 的成型空间体积，但却有着 4.5 cm/

统带给更多 Arburg 的客户，帮助他们简化后处理步骤，包括支撑材料的去除和部件表面的处理，推动后处理市场

hr 的速度，这归功于其掩膜立体光刻技术 (MSLA)。该技术通过投射光来一次性固化整个树脂层，而非激光逐点固化。

的发展。

Ackuretta 在牙科 3D 打印市场中的产品包括打印机、软件、材料以及后处理装置，能为牙医们提供全套设备。该

Oryx Additive 首席执行官 Keith Jeffcoat 表示：“我们希望与终端用户、原始设备制造商客户建立一种信任合

公司表示，Sol 打印机不需要校准，其开放材料系统涵盖 100 种已经过验证的材料，是结合自动化与灵活性的理想

作伙伴关系，实现增材制造的全部潜力。”

设备。该打印机预计今年上市。
来源：3dprint.com
来源：Ackur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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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CEAD 推出 E50 挤出机

Stratasy 新款 J35 Pro 打印机

为打印大型部件增速

降低多材料打印准入门槛

image©CEAD

image©Stratasys

荷兰公司 CEAD 专注于大规模 3D 打印和复合材料，其联合创始人 Lucas Janssen 和 Maarten Logtenberg

Stratasys 一直在不断扩建其 PolyJet 产品线，发布一系列 3D 打印机，覆盖各个垂直领域。现在，公司又引入一

希望填补增材制造行业的巨大空缺。继其大型连续纤维打印机和机器人系统之后，该公司现又推出一款挤出机——

款价格低廉的多材料 PolyJet 3D 打印机——J35 Pro。

E50，能以更快的速度打印大型零件。
该打印机采用去年发布的 J55 打印机所具有的紧凑且便于使用的架构，以最低的价格降低了多材料打印的准入门槛。
E50 是之前推出的 E25 的升级版本。E25 能够以 12 公斤 / 小时的速度、用塑料颗粒进行 3D 打印，而 E50 能够

该打印机被设计者称为“J55 的兄弟”，和 J55 一样，J35 Pro 同样采用旋转式打印平台，将打印的可行性最大化。

以 84 公斤 / 小时的惊人速度挤出材料，然而这还只是其最大速度的 60%。

它集工程与设计一体，能够同时打印多达 3 种材料，包括独特的 Vero UltraClear 透明材料。它的纹理与细节处
理能力使其能够用于生产前的功能测试。此外，对于那些想要进行多材料打印却不接受之前的 PolyJet 打印机价格

目前，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斯图加特大学以及坦佩雷大学都在使用该公司的 E25 挤出机，而 E50 的出现无疑将

的人来说，这台打印机只需不到 50,000 美元。

为他们的打印工作增速。对于生产大型部件来说，这样的速度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会耗时太久。
来源：3dprint.com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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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3D Systems 的热塑塑料增材制造打印机和材料

改写注塑成型的规则

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工作方式
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是一种增材流程，利用强劲的 C02 激光将粉末状尼龙的小颗粒融合在一起来形成三维部件。该
模型利用 3D CAD 数据构建，一次构建一层。SLS 增材流程的一个主要优点就是它不需要模具来制造部件，从而
能够以可承受的成本实现大规模的定制制造流程。SLS 部件可以在设计时考虑到部件整合，从而无需传统制造中常
见的装配流程。

工程师现在可以设计生产的几何形状 — 包括其他任何技术都无法生产的 — 活动铰链和可移动部件，从而节省了生
产时间和费用。SLS 公差出奇的严格。对于 X/Y 平面，公差为 +/- 0.005”。对于 Z 平面，首个一英寸公差为
+/- 0.010”，此后每英寸公差为 +/- 0.005”。如此严格的公差支持高度复杂的几何形状。这些材料经久耐用，
并且具有高度的耐热性、耐化学性和抗冲击性。

image©3D Systems

选择性激光烧结 (SLS) 技术是大规模定制制造以及功能性原型制造趋势日益增长的核心所在。正确的增材技术、材
料以及光洁度正在改变制造业。直接数字化热塑塑料制造提供卓越的品质，同时为注塑成型无法实现的新颖设计参
数打开了大门。热塑塑料增材制造还省去了注塑成型模具的漫长交付时间和预先熔模。如果从三个方面衡量成品部件：
质量、上市时间和每立方英寸的成本，在许多情况下，工业 SLS 都能提供更好的总价值主张。

3D Systems 提供各种可 3D 打印的热塑塑料，专为各种应用而设计。材料专家、设计师和制造工程师可以相互协
作，从而获得美观和功能所需的确切特性。这些新的设计和制造选项为产品改进、新设计、新型商业模式以及新市
image©3D Systems

场打开了大门。关键是了解何时利用热塑塑料增材制造取代传统的注塑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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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SLS ？

固定壁厚，但 SLS 并非如此

3D Systems 的 DuraForm® SLS 材 料 以 多 种 形 式 提 供， 包 括 纯 Nylon 11 和 Nylon 12， 已 针 对 3D

所有塑料注塑成型设计指南都要遵循的基本和共同规则就是设计师应该让壁厚保持固定不变。本规则旨在解决模具

Systems 打印机的使用作出优化和公差控制。为了获得更佳的工程终端零件性能，3D Systems 开发了具有玻璃、

的填充、包装、收缩、残余应力和翘曲问题。特别是，壁厚的变化会引起收缩的变化，从而产生残余应力，这可能

铝和矿物纤维等填料的 DuraForm SLS 材料。

导致翘曲和过早的应力失效。相比之下，3D Systems SLS 增材制造消除了这些局限性。壁厚可以根据需要发生
变化，仅将组件的几何边界和设计应力 / 应变作为边界。现在，设计师可以选择将材料放置在需要的地方，从而提

一些 SLS 材料还通过美国药典 (USP) 第六类、食品处理认证以及航空航天阻燃认证，并且能抵抗柴油、乙醇、氟

高材料利用效率和组件强度，同时相比于具有固定壁厚的设计，降低了材料成本和建模时间。您现在可以构建自己

里昂、矿物油、机油、汽油等流体。 DuraForm SLS 材料具有高抗张强度、高耐热性，并且适用于恶劣的环境。

想要的部件，而不是模具要求的部件。

概要：当比较材料属性时，您会发现与常见的注塑成型材料相比，DuraForm SLS 材料的属性非常优异。这些材
料是生产原型部件的理想之选。对于生产而言，DuraForm SLS 材料是 ABS 和聚丙烯注塑成型部件的常见替代品，
特别是在大规模定制生产的情况下，因为传统制造流程过于昂贵且速度缓慢。头盔和婴儿座椅碰撞测试、发动机上
的空气和流体流动部件、活动铰链设计、复杂管道和外罩、螺钉和紧固件测试等功能性原型都可以使用 DuraForm
SLS 材料进行测试和生产。

image©3D Systems

限制性的肋几何形状，但 SLS 并非如此
从部件表面延伸出的肋比简单增加表面厚度更有效地增加了部件的弯曲刚度。弯曲刚度或抗弯曲变形能力是材料弹
性模量、肋（横梁）横截面的面积惯性矩 (I)、肋长度和肋边界条件的函数。在注塑成型部件设计中，这些弹性模量、
image©3D Systems

肋长度和肋边界条件必须保持固定不变。这意味着设计师为了获得更大的弯曲刚度而可以改变的唯一参数就是面积
惯性矩。计算矩形中心轴的惯性矩公示为 I = 1/12 bh^3，其中 b = 矩形的宽度，h = 矩形的长度，所以相对于壁

SLS 相比于注塑成型改进的方面

厚的线性增加，增加肋的高度会提高 3 倍的刚度。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注塑成型部件使用肋作为更简单的方式，
因为使用成本更低的材料以及更少的弹性模量就能获得相同或更高的弯曲刚度。对于注塑成型设计，设计师在向组

注塑成型限制了设计功能，但 SLS 增材制造赋予设计师自由，使其能够实现更多功能。当为注塑成型设计组件时，

件设计添加肋时需要遵守“基本原则”。这两条规则都是为了帮助设计师避免遇到注塑成型流程（由于模具填充、

组件在最终使用环境中的承载强度是关键的考虑因素。两种增加特定几何形状强度的方法就是增加壁厚和添加肋。

包装不足和冷却速率不一致而造成的空隙）和组件美观（肋背面存在凹陷）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些规则是为了

但是，尽管注塑成型组件的最佳实践设计指南给设计人员带来限制，但 3D 打印通过完全删除 注塑成型组件设计的

解决注塑成型流程的物理现实。当熔融聚合物注入金属模具后，必须确保组件均匀冷却，否则收缩差异会在组件中

几种“基本原则”，从而赋予了设计师自由。

产生残余应力。这些残余应力会为翘曲和部件性能带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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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航空航天公司意识到，对于生产线的工作人员而言，将飞机面板精确装配到机身上非常令人头疼，然而，使用
传统方法制作夹具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使用 3D Systems 的热塑 塑料 SLS 材料，可以直接利用 CAD 数据快速制作夹具，从而几乎可以立即开始装配，
并且生产线的效率也会更高。一家专业的环境监测设计制造商遵循传统的方法来制造硫化橡胶壳的模具。每种新模
具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开发。该公司与 3D Systems 的咨询工程师合作，将模具装配重新设计为简化的组件。
然后删除数字模型以节省打印材料。他们与 3D Systems 的材料科学家合作，发现 DuraForm® PA 与新的制造
方法完美匹配。新模具在 325° F @1.5~2.0 大气压的烘箱中测试了大约 3 小时，结果证明与传统模具材料的质
量相同。该流程将模具制造过程缩短了六周。

SLS 提供的竞争优势

image©3D Systems

热塑塑料是关键所在 – 并且我们拥有许多热塑塑料

自发明以来，SLS 3D 打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反常现象就是“桔皮”。桔皮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种，包括使用经过太
多热循环的再生粉末进行材料混合而导致的表面光洁度缺陷，类似于具有凸起和缺陷的桔皮的纹理。为了最大限度

热塑塑料已成为制造业的主导材料，在许多应用中取代了钢。热塑塑料极其耐用，适用于长寿命的应用。现在可

地减少桔皮效果，操作人员可能必须进行额外的后处理步骤，执行其他的测试过程，或不断添加新鲜的材料。

以利用这种有价值的材料获得 3D 打印的好处，延伸热塑塑料的使用，以及获得超越传统制造限制的设计自由。
3D Systems 提供一系列工程热塑塑料，专门用于 Nylon 11 (PA 11)、Nylon 12 (PA 12) 的 SLS 打印。3D

随着 ProX SLS 6100 及其材料质量控制 (MQC) 系统的发布，3D Systems 消除了部件上的任何桔皮效果。这

Systems 的主要 SLS 热塑材料是纯尼龙。工程师们可以根据自己对属性的要求选择特定的材料。

是由于增加了材料和建模质量保证工具，包括：

完美的粉末纯度

• 材料质量控制 (MQC) 系统，该系统通过筛网将用过的物料来进料并与新鲜的粉末混合至理想比例 – 所有过程都
是自动化的，可按需进行，从而无需手动过程，比如可能导致分层不均匀和粉末混合不当的手动装载和混合。MQC

3D Systems 的 SLS Nylon 材料由 Nylon 11 和 Nylon 12 制成，不含添加剂和粘合剂。这意味着增材尼龙部

在 ProX SLS 6100 系统中自动混合、回收和交付材料。MQC 的这些自动化操作消除了竞争对手利用手动材料处

件与采用传统制造方法制造的尼龙部件具有完全相同的材料属性，并且没有模仿尼龙材料。利用 SLS Nylon 材料，

理而导致的效率低下，从而实现无桔皮的表面光洁度。

客户可以获得他们多年来了解到和信任的相同体验，这使得 3D Systems 的 SLS 平台成为生产部件的理想选择。

SLS 和 SLS 材料如何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

• 获得专利的双向添加粉末层 (APL) 将粉末均匀地撒在整个建模中的各个层，这是消除桔皮的关键因素。
• 已优化的粉末效率，具有行业最佳的回收率，保持比其他打印系统更低的“新鲜”粉末要求。

SLS 材料非常适用于原型制造装配流程，包括自攻螺钉插入和力矩螺钉，不会出现材料开裂或分裂。这样就可以早
于设计完成之前很久、在更改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对生产和装配过程进行早期模拟。

ProX® SLS 6100 为市场带来先进的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为材料提供了卓越的机械属性、生产就绪的 Nylon 和
复合材料组合以及用于嵌套和切片的高级打印管理软件 3D Sprint。

材料的选择是一个关键的工程决策，需要满足耐高温或抗冲击强度的要求，但您也可以考虑后处理的需求和要求。
由于 3D Systems SLS 利用 Nylon 作为其大部分材料的基础，因此直接利用底漆、油漆和涂层就可以获得完美

来源：3D Systems

的成品。

25

26

应用领域
Gravity Industries 团队选择使用 Ricoh 3D 的聚丙烯材料来制造新款电动喷气飞行服。聚丙烯在工业领域一直

Ricoh 3D 专业聚丙烯材料

被广泛应用，它的主要优势在于价格低廉、质量轻、摩擦少。此外，它还具有耐化学性、疏水性、抗冲击性和优良

设计喷气飞行服

的绝缘性。

image©Instagram: @richardmbrowning
image©Gravity Industries
Ricoh 3D 业务负责人 Mark Dickin 说道：“我们凭借专业知识和创造能力，在 3D 打印和聚丙烯材料上都有了
Ricoh 3D 宣布他们正在与 Gravity Industries 进行新一次合作，为 Gravity Industries 的最新人类飞行项目

重大突破。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得的聚丙烯是制造飞行设备的理想材料。打印零件只需 24 小时，组装时间也只需

生产电动喷气飞行服。在过去四年里，Gravity Industries 的喷气飞行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这次，两家公司将

两天。”

使用 Ricoh 3D 的专业聚丙烯材料来设计一款电动喷气飞行服，它将在 2021 年古德伍德速度嘉年华 (Goodwood
Festival of Speed) 亮相。Gravity Industries 首席设计师表示：“有了聚丙烯材料，人类将不再局限于飞机内，

3D 打印技术简化了生产过程，无需生产数百个原型，只需在迭代过程中逐步进行调整，需要用胶水粘合和螺丝拼接

而是可以实现真正的飞行，这是有很大区别的。”

的零件也大大减少。与此同时，用聚丙烯材料制造的多功能部件还能够加强内部空气流通，保持服装凉爽。

多年来，Gravity Industries 已将其喷气飞行服带给了全球 33 个国家，应用方向包括救援演练、飞行训练以及

来源：3dprint.com/3dnatives

Top Gear 赛车秀等。Gravity Industries 的创新设计结合 Ricoh 3D 的聚丙烯材料，安全舒适的飞行不再是空想，
他们为我们共同展现了飞行装备的市场机遇。

其实，Gravity Industries 喷气飞行服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钢铁侠的飞行装备。首席试飞员 Richard Browning 当
初创立这家公司就是为了突破人类对航天飞行的认知，他的梦想是创造一种新的人类飞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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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Aectual 推出

3D 打印声学扩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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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ctual 与瑞士建筑设计集团 Gramazio Kohler Research ETH 合作设计了一款新的室内声学面板：3D 打印
声学扩散板，由 100% 可循环生物材料制成，可定制，能够搭配任何室内设计。这个声学扩散板的设计不仅美观，
而且能降噪、平衡声音并减少混响和回声，非常适合用于商业和住宅空间，比如图书馆、办公室、旅馆和私人住宅。
实际上，该面板是通过其起伏的表面来扩散并软化声音的，它在不同环境中吸收的反射声波不低于 50%。此外，
Aectual 还能将生产该声学扩散板所使用的生物塑料回收，再打印成其他的产品。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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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image©Sandhelden GmbH & Co. KG

3D 打印沙粒，颠覆传统家具行业

《3D Imperial》独家专访 CEO
Laurens Faure

Laurens Faure （劳伦斯·福尔）
- 出生地：荷兰
- 所在地：德国
- 毕业学校：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国际商务专业

image©Rive Ro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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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s Faure 是全球领先的 3D 打印设计和沙子制品 Sandhelden 公司的 CEO 和创始人。

Q

《3D Imperial》：可以为我们介绍下您的个人经历和背景吗？这些经历和背景如何促使您创办了 Sandhelden
公司呢？

他出生于荷兰，在德国北部长大，并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学习国际商务。 成立公司一直是他的目标，
他利用自己专业经验创业的头几年就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加入了几家年轻公司之后，他于 2014 年创立

A

Laurens Faure：在我的专业背景中，我一直很受管理的驱动，但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我更喜欢亲自动手创造事物。

了 Sandhelden，其目标是使用天然资源沙子，彻底改变传统家具的生产方式和设计产品的方式。 他已经带领

通过这种结合，我决定在大学学习过程中，专注于创业。 在我的第一份工作经历中，我了解到为一家初创公司工作

Sandhelden 成为国际上成功的公司，但他继续与国际艺术家和设计师合作，通过对可持续和可回收材料进行试验，

意味着什么，以及随之而来的热情。 用一个可以改变和影响某些市场的产品，来创办自己的公司，一直是我的梦想。

以突破技术的界限。

我在合适的时候产生了创办 Sandhelden 的想法，剩下的就是发展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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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3D Imperial》： 那关于 Sandhelden 公司呢？能否请您介绍更多有关 Sandhelden 的情况？公司的核心业
务是什么？

Q

《3D Imperial》：请问您为什么决定使用沙子作为 3D 打印材料呢？

Laurens Faure：Sandhelden 是行业内领先的 3D 打印沙制艺术品和产品的公司。 我们有两个核心业务，它

A

Laurens Faure：最初成立 Sandhelden 想法是用传统经典的制造技术生产某些卫浴产品。 沙子作为一种材料

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侧重点却大不相同。 一方面，我们是洗手盆和浴缸等卫浴产品的制造商。 这也是最初成立

在当时甚至不在我们的图片目录上。 巧合的是，我们遇到了 3D 打印，尤其是 3D 沙子打印。 当我们知道这项技术

Sandhelden 的想法。 除了在市场上使用沙子作为新材料之外，我们还非常强调定制。 另一方面，我们将制造技

的能力，我们就将自己的观点从产品驱动转变为更多技术驱动。 我们考虑了可以用这种使用沙子的技术做什么，并

术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给不同的客户。 客户通常具有设计师、艺术家、建筑等方面的创作背景。 在这里，我们生产诸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发展 Sandhelden 现在的业务 。 每个人都知道沙子，但是我们的处理方式不同。 这就

如雕塑、灯具、花瓶、椅子以及我们的客户需求的所有物品。

是为什么我们的口号是“改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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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程中为设计师 / 艺术家提供支持？

image©Sandhelden GmbH & Co. KG

Q

《3D Imperial》：我们都知道 Sandhelden 不仅仅是一家沙制品制造商。 Sandhelden 如何在整个产品开发过

《3D Imperial》：使用沙子进行粘合剂喷射技术遇到了哪些挑战？ 您是如何克服它们的？

A

Laurens Faure：我们的大多数客户以前从未使用过沙子，甚至从未使用过 3D 打印。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引
导我们的客户完成流程的每一步。例如，第一步是让我们的客户了解我们工艺的局限性，其中包括最终物体的壁厚。

A

Laurens Faure：沙子是一种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材料。大部分人都是小时候在沙盒里玩过沙子。 这对我们是

有了这些信息（以及许多其他信息），就可以创建一个符合这些要求的模型。另一个例子是运输和装箱。这对大多

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与沙子这种材料的联系是温暖、友好和自然的。 我们也仅从区域供应商处采购我们的沙子，以

数人来说是一个标准程序，但由于我们也制作艺术品，因此运输和装箱也是我们向客户提供的服务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尽可能保持环保生产。 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材料的后处理。 我们为客户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但由于之前没有人这

这一步骤（装箱和运输）以及中间的更多其他步骤都很重要，这些步骤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并且很直接。我们不

样做过，我们不得不自己进行每个产品的后处理。

销售标准产品，因此与客户保持密切关系和沟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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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

《3D Imperial》：请问您认为 3D 打印技术的下一步发展方向会是什么？ 您认为未来几年室内设计市场将如何发
展？

《3D Imperial》：Sandhelden 是一家可持续发展的公司。您可以向我们介绍下 Sandhelden 是如何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吗？

A
A

Laurens Faure：我个人非常相信 3D 打印市场的大规模定制，会是 3D 打印的下一步发展方向。 这也是我们与

Laurens Faure：我们始终以尽可能高的可持续性为目标，但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目前，我们在当地采购原材料，

Sandhelden 遵循的愿景。 由于每个人在某些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应该反映在他们使用的日常产品中。 谈

100%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进行制造。 此外，粘合剂喷射技术本身的能源需求较低。 打印过程中没有使用过的材料也

到室内设计市场，我相信并且认为室内设计已经经历了向更具可持续性的强烈转变。 特别是在提供的原材料组合中。

可以重复使用。 我们的下一步是使用无机粘合剂，使我们的产品更具可持续性。

用于 FDM（熔融层积成型技术）长丝的再生塑料只是一个例子，这种材料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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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

《3D Imperial》：您对 Sandhelden 有着什么样的未来规划？ 您目前在从事什么项目？

A

Laurens Faure：我们对 Sandhelden 的想法几乎是无止境的。 但我们知道，专注于少数几个方面对我们来说

《3D Imperial》：作为行业领先的沙子 3D 打印艺术和设计产品公司的成功创始人和 CEO，您对其他想在 3D
打印行业开展业务的年轻企业家有什么建议或意见吗？

很重要，以便为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中之一是自发的研究过程，我们的目标是使用粘合剂喷射技术打印来自海

A

Laurens Faure：我一直给的最大建议是鼓励年轻企业家开始与人交谈。 你拥有的最大资产是你的人脉网络。 尤

洋的再生塑料。 它旨在实现更高的可持续性，并扩展我们的材料组合。 我们的另一个重点是扩展到建筑行业。 我

其是 3D 打印社区内是非常开放和乐于助人的。 这也是我们四处走动的方式。 我们与直接帮助我们的人或认识的人

们成功地在这个市场上实现了一些较小的项目，并注意到它所承载的潜在需求。 由于沙子在建筑行业已经是一种熟

交谈，并与他们联系在一起。 没有人可以独自完成这一切，因此，请使用其他人已经拥有的知识。

悉的材料，因此，与我们交谈的人，对沙子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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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 您还有什么其他内容想与我们的读者和 Sandhelden 的粉丝分享的吗？

A

Laurens Faure：首先，我要感谢这次精彩的采访。 将我的个人故事和 Sandhelden 的故事分享给这样一个独
特的社区，是让人感到很快乐的。 另外，我鼓励所有对 Sandhelden 感兴趣或对我们有疑问的人直接与我联系。
如前所述，我们喜欢与人交谈并制作出令人惊叹的作品。

编后语 :

Sandhelden 将现代设计与沙子的自然性以及 3D 打印的可能性结合在一起。通过这种共生，Sandhelden 提供
了超出标准的服务。除了生产室内设计和艺术品外，Sandhelden 还开发和探索了新的可能性，来推进建筑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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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等领域。原材料石英砂独特的表面结构，灵活的可成型性以及各种可能的应用都是 Sandhelden 服务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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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品质。支持可持续性和多样性的发展是 Sandhelden 的初心。因此，Sandhelden 有兴趣通过进一步的可回收

产权的，本公司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和天然原材料以及与合作伙伴的新创意方法来扩展材料产品组合。解决方案和思维方式的创新使它有可能超越产品
设计和制造的界限，颠覆人们对沙子的认知。

image©Sandhelden GmbH & Co.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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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视界

Illusory Material 是一种新的 3D 打印计算方法，可让工业设计人员 3D 打印具有光学和物理特性的物件，而这些
特性是其他任何生产方法都无法实现的。该系统将多材料 3D 打印和体积设计相结合，以操纵和控制材料中体素的
颜色，纹理和折射率。通过此过程创建的产品可能具有异常的光学质量，例如仅在特定角度观看时才显示视觉信息
的选项。幻觉材料设计师制作了一些测试产品来展示这种技术的可能性。例如，Nseen 是一个看起来完全透明的香
水瓶，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查看时，它可以显示有关内容的信息。 Loopop 是棒棒糖模具的原型，暗示了该方法在食
品工业中可能被应用。雕塑灯 Unream 探索了家具设计领域的更多选择。

图文来源：https://www.domusweb.i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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