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k Ervinck

色彩与线条的美学游戏

Photocentric 推出新款液晶屏树脂打印机
3D 打印创新材料改变鞋类设计结构
运动员定制 3D 打印零件参加残奥会
CellX 融资 420 万美元
发展 3D 打印猪肉

卷 首 语
from the Editor

3D 打印为产品设计带来革新变化
无论是精密的细胞结构和时尚的家具设计，或是高性能户外用品与智能化光学器材，3D 打印在产品设计方面都可完
全覆盖，并发挥创造性，形成革新变化。由于 3D 打印技术的飞速发展，产品设计不再需要开模，制造时间被缩短，

编者笔记

成本控制更加精准。

在引领潮流的背景下，3D 打印对可接受的材料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随着技术

在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源自向日葵花粉的新型 3D 打印墨水。这种基于花粉的生物墨水更

的进步，3D 打印借助材料创新和新兴制造工艺，将合成生物学与 3D 打印融合，

环保、耐久性更好、价格更实惠。此外，当墨水被沉积到生物打印机床上时，它能够保持形状，使得最终产品的设

为时尚服饰领域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计变得更加简单。生物打印融合各项技术，能够制造出与自然组织具有相同特性的细胞结构。生物墨水由生物打印

在本期创意视界中，您将看到鞋类设计师兼研究员 Liz Ciokajlo 的作品，她专

机逐层挤出，生成含有细胞的水凝胶。该研究的参与者 Cho Nam-Joon 教授介绍道：“生物打印因为材料的柔软

注于材料创新和新兴制造工艺对设计结构形式的影响。她的目标是通过自己的公

度而成为一项挑战，细胞结构容易在打印的过程中受到破坏。而通过向日葵花粉，我们开发了一种能够打印出完整

司重新审视材料和技术如何支撑和重塑时尚鞋类。Liz 相信 3D 打印的小批量定

细胞结构的生物墨水。由于不同品种的花粉具有不同的大小、形状和性质，因此它们还能被用来制造新的环保 3D

制加上精细、复杂和参数化的特征可以满足小众穿着者对质量和审美的需求。

打印材料。”

在环球要闻中，您将看到布鲁塞尔设计师 Thibault Baes 打造的独特 3D 打印

一群来自西班牙 Elisava 设计学院的学生发明了一种名叫 Athos 的登山鞋，这款鞋是由 3D 打印技术制成的，具

巧克力。Thibault 使用 Print2Taste 食品 3D 打印机将融化的巧克力一层层地

有很好的抓地能力，能够防止登山运动员脚下打滑。这群西班牙学生在探索增材制造应用的过程中获得了灵感，他

沉积。3D 打印技术帮助他制作出具有独特形状的巧克力，而独特的形状也赋予

们对运动员的脚进行 3D 扫描，再制造原型，最后打印出定制的 Athos 登山鞋。这款鞋采用 TPU 材料制造，具有

了巧克力新的味觉体验。

很好的弹性和延展性。我们期待着设计学院的学生们能够创造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有机可寻栏目中，Raise3D 在挤出型 3D 打印机业务领域继续拓宽市场，推出

如果你不喜欢登山，那乘坐自动驾驶的 3D 打印 Olli 摆渡车一定是场不错的体验。3D 打印电动车 Olli 的生产商

了 Pro3 系列打印机。该公司表示，新系列打印机在实用性、整体设备效率和工

Local Motors 与自动驾驶及移动方案供应商 Perrone Robotics 最新签署了一份原始设备制造商协议，将合作

业级可重复性上都有了改进。此外，打印机的数字温度计和摄像头也得到了改进。

改进下一代自动驾驶的 Olli 摆渡车，把自动驾驶技术整合到 Olli 摆渡车中。Local Motors 表示：“这项新的协议

Raise3D 还将提供自己的切片软件和云解决方案。新功能“EVE 助手”可以帮

是扩大我们现有客户的重要一步。我们将为乘客们提升乘坐体验，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助客户排除故障，并提醒维修。

许多年前，人们依赖文字表达感受，绘画描摹场景。摄影出现后，人类感知世间万物的方式又多了一种，相比文

应用领域方面，来自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混凝土

字与绘画，摄影在光影定格的刹那，拥有保留永恒的功用和意义。专为智能手机生产各种镜头适配器的 Phone

3D 打印工艺。混凝土注射 3D 打印技术能够让人们设计并制造出现有工艺无法

Skope 公司与其合作伙伴 Merit3D 合作，使用 Photocentric 的大幅面 LCD LC Magna 打印机和后处理系统，

实现的复杂结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研究人员将一种细粒度的混凝土注入一种

制作了一款 3D 打印智能适配器。该适配器适用于大多数光学器件和智能手机。通过与 Merit3D 的合作，3D 打印

非硬化的载体液体，制造出了更加复杂的形状。

工艺为公司节省了数千美元的设备成本，无需再制造额外的模具，并将设计模型的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了几周。

本期《3D Imperial》将对设计师 Nick Ervinck 展开独家专访，共同探索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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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数字、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更多精彩内容，敬请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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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中国及 31 省市
3D 打印行业政策汇总及解读

2. 国家层面政策
国家层面 3D 打印行业政策汇总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2012 年以来，我国多部门相继推出 3D 打印产业政策。2015 年，三部委发布《国家增材制

自 2012 年以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等多部门都陆续印发了支持、规范 3D 打印行业的发展政策，

造产业发展推进计划 (2015-2016 年 )》，3D 打印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其内容涉及 3D 打印产业化、发展目标、应用范围、技术创新、标准规范等多方面。2021 年 6 月，3D 打印行业标
准已被纳入国家企业标准“领跑者”重点领域

此后，国家分别从产业体系、技术创新与行业标准等多方面对 3D 打印产业进行政策推动与规范。最新行业规划目
标表示，到 2022 年，我国立足国情、对接国际的增材制造新型标准体系基本建立，同时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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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 3D 打印产业核心区域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等地区，江苏、广东、山东等领先省市不断推出区域发
展规划与政策措施，推动全国 3D 打印产业快速发展。

image© 网易号

3D 打印材料发展政策解读
专用材料作为 3D 打印行业基础原材料，其质量及技术水平等均会对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近年来，
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系列政策从 3D 打印材料的重点领域突破、质量与技术水平及材料行业标准等方面进行支持
与规范。早在 2012 年，工信部发布的《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就已将 3D 打印用相关材料纳入重点发
展范畴，2015 年增材制造专项发展计划中，首次提出增材制造专用材料的具体发展措施与目标。2020 年与 2021
年有关部门发布的政策重点主要在 3D 打印材料的技术提升与标准建设方面，2021 年 2 月发布的《“先进结构与
复合材料”重点专项 2021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建议 ( 征求意见稿 )》就将 7 个 3D 打印材料相关的技术列为重点申
报项目。

image© 网易号

1. 政策历程图

3D 打印技术发展政策解读
我国自 2012 年起便发布相关政策提出要推广快速熔覆成形技术，2015 年发布的《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

2012 年以来，中国国内关于 3D 打印的政策相继推出。2015 年 3 月，三部委发布《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

划 (2015-2016 年 )》中，提出加快提升增材制造工艺技术水平，并分别列举了重点发展的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

计划 (2015-2016 年 )》，3D 打印产业迎来首份国家级专项发展推进政策。自此，3D 打印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

打印技术。2020 年，国标委与工信部等发布行业标准行动计划，提出要完善 3D 打印工业和设备标准，并提出行

战略层面，国家分别从产业体系、技术创新与行业标准等方面对 3D 打印产业逐步进行政策推动与规范。

业标准发展具体目标，到 2022 年，行业标准要实现与国际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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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国家层面 3D 打印行业发展目标解读
目前，我国涉及具体增材制造行业发展目标的专项政策较少。2017 年发布的《增材制造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 )》提出，到 2020 年，增材制造产业年销售收入超过 200 亿元，年均增速在 30% 以上。据工信部数据，
2020 年仅全国规模以上增材制造装备制造企业营业收入就已经达到 105.2 亿元，因此，据前瞻初步统计，2020
年 3D 打印行业收入超过 200 亿元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

2020 年，国标委及工信部等联合发布的《增材制造标准领航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 )》主要在 3D 打印行业的
发展标准方面提出具体目标，到 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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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打印产业属于智能制造的细分领域，在工信部 2021 年 4 月发布的《“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中提出，
到 2025 年国内市场智能制造装备水平满足率超过 70%，主营业务收入超 50 亿元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达到 10
家以上；修订 200 项以上智能制造国家、行业标准。

3. 各省市层面的政策汇总及解读
从市场区域分布来看，我国的增材制造产业已基本形成了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以中西部部分地区为
纽带的产业空间格局。在政策推动方面，较为领先的省市有浙江、广东、江苏、山东与上海等。

image© 百度

其中，浙江省 3D 打印产业专项政策较少，在最新发布的浙江省高端装备业、新材料产业等相关领域的“十四五”
规划中，均有涉及对增材制造行业的支持与规划政策。

广东省作为 3D 打印产业大省，配套政策规划较为完善。2021 年广东省在先进制造业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等相关
政策文件中，均有对增材制造产业做出相应的鼓励政策。

江苏省主要结合国家层面相关政策提出具体发展规划与措施，2020 年 6 月发布的关于贯彻《增材制造标准领航行
动计划 (2020—2022 年 )》的实施意见中，就提出了到 2022 年增材制造相关标准建设的具体目标。

山东省在 2021 年 3 月发布了《2021 年全省智能制造工作要点》，指出增强智能制造装备供给能力，重点围绕高
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智能传感与控制、智能检测与装配、智能物流与仓储等核心装备，培育首台 ( 套 )
重大技术装备。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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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3D Systems

布鲁塞尔设计师

推出两款全新 3D 打印材料

打造独特 3D 打印巧克力

image©3D Systems

image©Thibault Baes

今夏，3D Systems 凭借其按需 3D 打印和医学模拟业务，第二季度获得了很高的收益。现在，3D Systems

如今，越来越多的项目将食物和 3D 打印相结合。来自布鲁塞尔的设计师 Thibault Baes 是 More Than Shape

又推出两款新材料，用于汽车、航天、半导体、模具制造和能源等领域。两款高性能材料分别为 Scalmalloy

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运用 3D 打印技术来打印不同形状的巧克力，创造新的味觉体验。

(A) 和 M789 (A)，可直接用于其金属制造平台，能制得耐腐蚀、高强度的工业零件。材料制造商 voestalpine
BÖHLER Edelstahl 和 APWORKS 将 与 3D Systems 合 作 认 证 这 两 种 新 材 料， 以 便 它 们 可 以 用 于 DMP

More Than Shape 是 Thibault 的毕业项目，当他的设计课程开始时，他就对 3D 打印充满了兴趣，于是他买了

Flex 350 和 DMP Factory 350 金属 3D 打印机。

几台 3D 打印机，确定了自己的毕业项目。Thibault 使用 Print2Taste 食品 3D 打印机来将融化的巧克力一层层
地沉积。他还购买了 Choc Mate 2 打印机，他表示目前这台打印机是最好的一台。

来源：3dprint.com
3D 打印技术帮助他生产出具有独特形状的巧克力，这些巧克力相比于普通巧克力最大的特别之处在于形状，而形状
的特殊性也影响了味觉的体验，比如口感更加酥脆。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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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运动员

Fortify 联手 Tethon 3D

定制 3D 打印零件参加残奥会

推动陶瓷 3D 打印发展

image©3dprint.com

image©Solid Print3D

在 2020 东京残奥会上有一位来自英国的 33 岁运动员 Joe Townsend，他曾代表英国参加过残奥会、全国锦标

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初创 3D 打印公司 Fortify 正在与陶瓷 3D 打印材料专家 Tethon 3D 合作，共同开发用于 3D

赛、世界锦标赛、英联邦运动会和铁人三项比赛，并夺得了许多奖牌。2008 年，作为一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

打印的工业陶瓷，并推进陶瓷在增材制造领域的各种应用。正如一些分析师预测的那样，3D 打印工业陶瓷的市场正

突击队成员，他在阿富汗的一次爆炸中失去了双腿，后来他成为了一名教练。在 2016 年里约热内卢残奥会的铁人

处于长期增长的趋势，根据 Fortify 的预测，从现在开始到 2027 年，这类材料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可能会

三项获得第六名之后，Townsend 开始通过 3D 打印技术来提高自己的成绩。于是，Townsend 开始寻求 Solid

达到 33%。Fortify 希望通过与 Tethon 3D 的合作，加快陶瓷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

Print3D 的帮助。Solid Print3D 提供一系列 3D 打印服务与产品，包括 3D 打印机、3D 扫描仪和定制产品等。
Townsend 通过 Solid Print3D 了解到了 Markforged 技术，并使用 Markforged 的连续碳纤维复合打印机——

来源：3dprint.com

Markforged Mark Two 定制了自行车零件。

除了 Townsend 以外，还有一些参赛者也使用了 3D 打印技术来定制他们的运动器械。利用这项技术来生产和测
试零件能够节省成本并缩短交付时间。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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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航天领域

3D 打印应用增长

image©Orbex

增材制造技术改善了卫星、火箭发动机等高性能部件的制造。根据 SmarTech 的预测，3D 打印航天部件在所有航
天部件中的占比将在未来 10 年内增长到 2.2% 左右。实际上，仅私人太空领域的 3D 打印部件收入就将在第一个
十年内达到 12 亿美元，其中包括金属、聚合物硬件和材料以及全球 3D 打印服务。

image©3dprint.com

商业太空领域正在蓬勃发展，在过去的两年里，许多私人航天企业都投资于增材制造技术，开发了新的、复杂的、
能够减少燃料消耗的部件，为新一代创新航天应用开辟了道路，同时也降低了成本，缩减了交货周期。针对这一新
兴领域，业内领先的增材制造市场研究公司 SmarTech Analysis 发布了一份关于商业太空产业的现状及未来状
况的报告，特别关注了卫星、火箭和离地结构等使未来月球、火星和深空任务成为可能的方面。

尽管目前的私人航天领域仍然由几家大型航空航天和卫星公司主导，主要服务于政府资助的项目，但该领域已出现
分支，许多小型私人企业也已经参与了太空探索、太空旅游、太空通信和运载火箭等项目。
image©Rocket Lab
据 SmarTech Analysis 的分析报告显示，随着增材制造技术的应用，到 2026 年，该领域 3D 打印部件的总
价值预计将达到 21 亿美元，到 2031 年将达到 54 亿美元。通过增材制造技术来优化部件能够减少重量和成本。

大量的航天公司正在利用增材技术搭建通往太空的桥梁，3D 打印的需求不断增加，许多航天公司都运用 3D 打印技

SmarTech 认为，这一趋势也将加快航天器的推进，引领该行业进入下一个增长阶段。

术重新设计了火箭，减少了上市时间和成本，其中包括 Rocket Lab、Relativity space、SpaceX 等领军企业。
随着 3D 打印的准入门槛的降低，以及初创航天公司的激增，3D 打印的应用还将继续增长。

这些数据涵盖在 SmarTech 的第一份关注商业太空经济的报告中，该报告题为《商业太空 3D 打印：私人航天产
业的增材制造生态系统》，分析了 2020 年至 2031 年间航天部门的增材制造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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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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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投资战略峰会

CellX 融资 420 万美元

圆满落幕

发展 3D 打印猪肉

image©Dyemansion

image©3dnatives

由 Stifel 和 SmarTech Analysis 联合举办的增材制造投资战略峰会已于 2021 年 9 月 9 日顺利举行。该峰会聚

在目前肉类消费量占世界 30% 的中国，有一家致力于全球肉类供应和可持续发展的食品科技公司——CellX。这家

集了来自 3D 打印和投资行业的高管和专家，共同探讨了增材制造领域的私有和公共资本市场。

位于上海的初创公司 CellX 于 2020 年成立，是一家人造肉技术服务商，专注于细胞培养肉生物科技领域，将再生
医学中组织工程和 3D 生物打印技术应用在食品行业，旨在生产植物肉产品。

Stifel 的总经理 Bryan Dow 在讨论会上对应该进行特殊目的并购 (SPAC) 的公司进行了讨论，并指出并购和首
次公开发行对市场的推动作用。Stratasys 的 CEO Yoav Zeif 和 Markforged 的 CFO Mark Schwartz 认

此前，CellX 在一场投资者品尝会上首次推出了 3D 打印细胞猪肉。并在第二轮融资中筹得 420 万美元。该公司的

为 3D 打印正在全方位颠覆市场，而 Formlabs 的 CEO MAX 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认为这样的影响还不明显。

口号是“吃肉不吃动物肉”，他们的首要目标是 2025 年 3D 打印细胞猪肉与传统猪肉价格持平。

Shapeways 的 CEO Greg Kress 阐述了推广 3D 打印技术对于服务机构的重要性。最后，Yoav Zeif 指出他
们公司正在重点关注可持续发展。然而，对于节能减排问题，一个公司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要在 2030 年之前将

来源：3dnatives

碳排放量减少近一半，这需要更多人齐心协力。也许在 3DPrint.com 和 SmarTech Analysis 的下一场论坛会上，
与会者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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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centric 推出

Raise3D 发布

新款液晶屏树脂打印机

E2CF 桌面碳纤维打印机

image©Photocentric

image©Raise3D

Photocentric 推出了一款名为 LC Opus 的新型 LCD（液晶屏）桌面树脂打印机，它比该公司广受欢迎的 LC

Raise3D 近日正式公布了其 E2CF 桌面碳纤维打印机的详细信息，该打印机在 Raise3D 先前发布的打印机中脱

Magna 打印机体积更小，速度更快，价格只有 LC Magna 的一半左右。LC Opus 的打印速度为每小时 18 毫米，

颖而出。E2CF 是基于该公司的 E2 3D 打印机研发的独立双挤出打印机，能搭配该公司的纤维打印丝 PA12 CF

分辨率为 81 微米，是 Magna 的两倍。

使用。E2CF 有几个功能可以确保无障碍碳纤维打印：喷嘴温度可以达到 300° C；柔性钢加热板温度可以达到
110° C；有一个封闭的腔室和内置的材料存储单元。

LCD 树脂打印机通常比 SLA 打印机速度更快，因为 LCD 树脂打印机用紫外发光二极管作为光源，通过屏幕直接
照射到构建区域。LC Opus 有一个 356 毫米的单色 4k 液晶屏，成形空间体积为 310 x 174 x 220 mm，已经

E2CF 的优点之一是它有两个密封的独立干燥箱，能够让打印材料保持最低湿度，保证打印流程的稳定。另一个新

过预先校准，即开即用。该公司表示，LC Opus 重点提升了可靠性和重复性，操作简单直观，既适合初学者，又

增的功能是它有一个高精度传感器，能够提高喷嘴高度校准的精确度，提升首层的粘合度和打印性能。该打印机将

适合经验丰富的用户。另外，LC Opus 有 178mm 的触控屏、自动清洁功能和易于更换的 LCD 屏幕，零售价约

以 4499 美元的价格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售。

9000 美元。
来源：all3dp
来源：all3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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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se3D 推出

Sinterit 推出

Pro3 系列挤出型打印机

新款 SLS 打印机 NILS 480

image©3dprint.com

image©Sinterit

Raise3D 推出了 Pro3 系列打印机，在挤出型 3D 打印机业务领域继续拓宽市场。双挤出 Pro3 系统的成形空间

多年来，选择性激光烧结 (SLS) 打印机制造商 Sinterit 一直致力于生产两款最小、最实惠的 SLS 打印机：Lisa

体积为 300 x 300 x 300 mm， Pro3 Plus 系统的成形空间体积为 300 x 300 x 605 mm，这两台打印机能够

和 Lisa Pro。现在，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Sinterit 又推出了新款 NILS 480 打印机。

实现小批量生产。该公司表示新系统在实用性、整体设备效率和工业级可重复性上都有了改进，能够满足企业和个
人的需求。两台打印机的腔室温度可达 300° C，具有可交替热端，有空气流通管理与 HEPA 过滤器，可以调节

NILS 480 的能够在 30 小时内完成打印工作，成形空间体积为 200 x 200 x 330mm，能够打印一只鞋、一个

温度，使温度保持稳定。Raise3D 还提供自己的切片软件和云解决方案。新功能“EVE 助手”可以帮助客户排除

手臂矫正器以及大部分电子设备的外壳。NILS 480 包含 Lisa Pro 的许多功能，包括众多的材料选择（PA12、

故障，并提醒维修。此外，打印机的数字温度计和摄像头也得到了改进。

PP、TPU 等）；媒介粉末；含有 50 多个设置的开放参数环境以及直观的软件。

来源：3dprint.com

Sinterit 尚未公布该打印机的价格，预估 18,499 美元左右，将于 2022 年开始发售。

来源：all3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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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蜡质 3D 打印模型

铸造珠宝首饰

借助 3D 打印蜡质模型，您可以凭借极佳的质量和生产力更快地展示您最具创意的珠宝设计，而无需折衷妥协。3D

3D 打印蜡质模型的直接铸造 - 工作流程解决方案和最佳实践

Systems 的纯蜡质材料可 100% 将灰烬烧尽，以实现完美质量的铸造，并加快部件制作速度，实现当日模型打印
和铸造。3D 打印解决方案经过专门研发，以生产适合您标准失蜡铸造工艺的珠宝首饰铸造模型，每次都能获得可靠

1. 3D 打印设计

的输出成品。这样可以快速且经济高效地创建、迭代和生产所有珠宝首饰样式，包括最复杂的几何形状。失蜡铸造

3D Systems 的蜡质 3D 打印解决方案真正凸显了设计自由度对于自定义样式的优势。可溶解的支撑结构能够帮助

用于生产所有类型的珠宝首饰，包括戒指和耳环到手镯、吊坠、项链等，以及所有设计样式，例如中东 / 阿拉伯风格、

您实现光滑表面和精细细节，即使在面朝下方向上也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蜡质 3D 打印解决方案可帮助您生产出

融合和西方风格到密镶和宝石镶嵌，所有这些都有自己的生产难题。

传统的模型创建方法无法实现的独特模型。

3D Systems MJP 蜡质打印解决方案的打印质量、数量和速度

使用失蜡铸造和模具制作的传统珠宝首饰制作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耗时的手工制作过程。虽然这项艺术形式产生出
了出色的结果，但若其过程中出现错误，代价就会相当高昂，同时伴随着时间损失、贵金属浪费和劳动力成本增加。
现代珠宝首饰制造采用数字设计、3D 打印和各种铸造材料，已经彻底颠覆了该行业。珠宝首饰制造的数字化变革突
破了设计创意的极限，并实现了更水平的生产力，且质量丝毫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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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件准备
我们的打印文件准备和优化软件 3D Sprint® 能够轻松、快速地优化部件设置。该软件包含自动支撑结构生成功能，
提供部件放置和定向建议。Triangle Reduction 和 STL Fix Wizard 等易于使用的工具可帮助您实现优质、准
确的打印模型。
1 从平台上移除打印的模型
TRIANGLE REDUCTION

2 将 VisiJet Support Wax Remover 后处理液加热到 35°C(95°F)

在 导 出 包 含 大 量 三 角 形 的 STL 文 件 时， 该 文 件 会 非 常 大。 在 3D Sprint 的“ 准 备” 选 项 卡 中，Triangle

3 小心地将模型放入溶液中，直到蜡质支撑结构溶解

Reduction 工具非常实用。可以调整剩余比例来确保保持曲面形状。

4 从溶液中取出模型，使用 30-35°C (86-95°F) 的水冲洗模型

STL FIX WIZARD

5. 解决方案组成部分

当部件被标记为红色或黄色时，3D Sprint 的“准备”选项卡中的自动化 FIX Wizard 工具可以为您提供帮助。修

打印机 -ProJet MJP 2500W 3D 打印机可根据您的工作流程进行调整，从短期批量生产调整为大批量生产，交

复 STL 文件可确保成功构建和优秀模型品质。

付 100% 蜡质珠宝首饰模型。

材料 -VisiJet M2 CAST 是一种纯蜡材料，可生产耐用、优质的珠宝首饰模型，用于在使用现有失蜡铸造工艺和
设备中提供可靠性能和结果。

软件 -3D Sprint3D Systems 先进的单一界面软件，用于直观的文件准备、编辑、打印和管理。
3D Connect ™ Service 提供与 3D Systems 服务团队之间的安全云连接，以提供主动预防性支持，从而延长正
常运行时间，为您的系统带来生产保障。

后处理 -VisiJet Support Wax Remover 是一种后处理液，用于安全轻松地从 3D 打印的蜡质铸模上拆除支撑
3. 打印设置和参数

结构。后处理设备（例如磁力搅拌器）和相关物资

部件定向 - 戒指的最佳方向始终是垂直方向。如果侧壁、正面和后面高低不平，则将它们旋转 45 度。找到最佳部
件方向的最佳实践是执行试打印，尤其是对于精细复杂的设计。

6. 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后处理完 3D 打印的蜡质模型后，这些模型就可以使用您的标准铸造工艺来进行铸造。VisiJet M2 CAST 能像

收缩补偿 - 要保证输出的尺寸正确，考虑收缩补偿非常重要。3D Sprint 会自动应用默认的收缩补偿。其还提供了

标准铸造蜡一样融化，含灰量微乎其微，有助于构建无缺陷铸件。这种材料坚韧耐用，可用于处理和铸造精细特征，

一个自定义收缩补偿选项。自定义收缩补偿设置可以保存在您的配置文件中。

而且其高对比度的深紫色可更好地呈现精细细节。

4. 后处理

“ProJet MJP 系列是我们制造过程的基石。它是一台真正的蜡打印机。这意味着不存在因灰烬造成的铸造缺陷，

有 多 种 后 处 理 方 法 可 以 拆 除 MJP 3D 打 印 蜡 质 模 型 上 的 支 撑 结 构。 我 们 建 议 使 用 VisiJet Support Wax

也不存在因热膨胀导致的壳体开裂。”——Charles-Olivier Roy，Vowsmith 创始人

Remover 和磁力搅拌器热板按照以下步骤来后处理 3D 打印的 VisiJet® M2 铸模。VisiJet Support Wax
Remover 是一种后处理液，用于安全轻松地从 MJP 蜡质模型上拆除支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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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2021 3D System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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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 3D

打印住宅开发项目圆满完成

image©ICON

混凝土一直是现代筑房的首选，当涉及到能够减少碳足迹、成本、劳力的新技术时，材料的低碳性依旧是至关重要
的一点。尽管像 ICON 这样的小型初创企业不足以对整个行业带来重大的影响，但是仍需要开发新的可持续材料。
ICON 会接受这一挑战，不仅会改进建造技术，也会改进材料。
image©ICON

从 3D 打印火箭垫开始，增材制造初创公司 ICON 一直不断发展。不久前，该公司不但在 B 轮融资中获得了 2.07
亿美元，还宣布了北美最大的 3D 打印结构以及一个火星住所的原型。现在，作为其首个多户型住宅开发项目的
一部分，ICON 又用 3D 打印技术建造了两套住宅，它们刚刚通过堪萨斯城的开发商 3Strands 和位于奥斯汀的
Den Property Group 上市。

该住宅开发项目名为“东 17 街住宅”，现在共有四套住宅。住宅的第一层是由 3D 打印技术建造的，第二层则通过
传统的施工方法建造。较小的两套住宅面积约为 1000 平方英尺，有两间卧室和一间半浴室。其中一套住宅已经售出，
一套正在签约，另外两套还未完成签约。两套未完成签约的住宅中，一套是四卧四卫的独栋住宅，面积为 1928 平
方英尺，被称为“树屋住宅”，另一套是四卧三卫的“天景住宅”，面积为 1521 平方英尺。

image©ICON

奥斯汀设计师克莱尔·津内克 (Claire Zinnecker) 负责这几套住宅的室内装饰。他用天然木材、金属饰面和泥土

ICON 及其团队都对这个行业充满热情，并且他们有 NASA 和国防部等联邦部门的支持。该 3D 打印住房项目能

瓷砖让住宅呈现现代西德克萨斯的风格。纹理和色调相互配合，分层的灰色水泥与光滑的白色墙壁相对，卧室的棕

够牵引着公司在这一充满活力的行业里继续前行，公司未来可期。

色木柜和浴室的红色粘土地板呈现出暖色调，3D 打印墙壁完美地融入现代风的房间，墙壁的曲线和纹理让访问者感
受到这个家的特别。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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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注射 3D 打印技术

GE 开发

实现复杂设计

二氧化碳提取系统

image©TU Braunschweig

image©3dnatives

来自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混凝土 3D 打印工艺。他们通过注射工艺来代替现有工艺，

炎热的夏天，灾难性的气候，气候危机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世界各地的政府机构和公司都在寻找方案将二氧化碳

制造出了更加复杂的形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研究人员将一种细粒度的混凝土注入一种非硬化的载体液体（确切

从空气中消除，希望能够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GE 也已经加入到了这场战役中。近日，该公司通过美国能源部获

地说是一种石灰石碎块的悬浮物），这种载体液体会作为支撑结构的介质。

得了一个为期 2 年、价值 200 万美元的项目。该项目将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一个能够从空气中提取二氧化碳的系统。

混凝土注射 3D 打印技术能够让人们设计出更加复杂的结构，而这是用其他工艺无法实现的。

GE 的研究人员们将会与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南阿拉巴马大学的工程师们一起，结合 3D 打印热交换技术与
吸附剂材料，制造这个二氧化碳提取系统。

来源：3dprint.com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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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tudio Nick Ervinck

色彩与线条的美学游戏

《3D Imperial》独家专访设计师
Nick Ervinck

Nick Ervinck （尼克·埃尔维克）
职业：艺术家、雕塑家、设计师
学历：根特皇家艺术学院综合媒材硕士专业
成就：Nick Ervinck 工作室创始人
奖项：比利时皇家佛兰芒学院艺术奖、戈德查理奖西弗兰德省美术奖、罗登巴赫基金奖
CODA 荣誉奖等众多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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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艺术史中，线条的运用一直是最受关注的问题。线条的弱化与增强，在艺术家们手下有着不同的展现。文艺

Q

《3D Imperial》：这是您第二次接受我们的采访，上一次是在 2018 年 1 月。在过去近 4 年的时间里，您对 3D
打印有什么新的理解或者想法吗？

复兴时期的晕涂法讲究将线条弱化，而到了新艺术主义时期，画作中又出现了轮廓分明的柔美曲线。无论何时，艺
术家们都在想方设法挑战僵硬的线条。通过在虚拟世界中创造雕塑，Nick Ervinck 成功地更新了这一历史性辩题。
Nick Ervinck 以一种创新的方式将线条和色彩结合了起来。他巧妙地运用色彩，为视觉信息增添了新的维度，也
增强了动感。Nick Ervinck 用静态的图像来展现动态，使得我们看到多彩的、动态的雕塑。

A

Nick Ervinck：目前，我对 Stratasys （Stratasys 是航空航天、汽车、医疗、消费品和教育等行业的应用型增
材技术解决方案的大型 3D 打印公司全球企业）的新打印机很着迷，比如 J750，它可以支持全彩和透明材料打印。
这一点非常令人兴奋。 你可以把新的雕塑想象成为艺术家。 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没有 3D 打印这项新技术，
这一切将永远不会存在于物理世界中。 作为雕塑家的先驱，并真正具有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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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 您和全球高端小众护肤品牌 OH SPECIAL 的跨界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跟我们分享
下您和 OH SPECIAL 的合作过程吗？

A

Nick Ervinck：对一名艺术家而言，当一个品牌邀请你合作时，总是非常有挑战性。 但是作为一名艺术家，我能
够自由地将我的想法和设计展现到 OH SPECIAL 的特别版包装盒中，这真是太棒了。

Q
Q

《3D Imperial》：在和 OH SPECIAL 的合作过程中，您对哪些事情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或者在设计过程中，

《3D Imperial》：您为 OH SPECIAL 设计了四款精美的礼盒，您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可以简单介绍下您的设计
风格吗？

哪个部分是最困难的？

A
A

Nick Ervinck：近年来，我开辟了一条新路径，我的重点不在雕塑的体积或者形状上。 但我的灵感是被线条触发的。

Nick Ervinck：最困难的挑战是如何将虚拟 3D 雕塑转化为 2D 图像，并将 2D 图像放到一个盒子上，将图形呈现

这是一条线的历史。 以及我如何想象和创造雕塑的过程，这个雕塑只存在于线条之外，而不是基于体积大小。 我制

到 5 个侧面，并以 3D 形式展示。因此，看起来图片需要将每个面都连接起来。 就像你在玩弄自然界中不可能的元

作了一系列新的未来风格的面具，其中也有来自不同文化的面具。 对于礼品盒，我从这些雕塑开始，创作了一幅特

素，从而来愚弄我们的思想。

殊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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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您为什么会给展出取这样一个特别的名字呢？

A

Nick Ervinck：

例

如，

标

题 SOLBARGIAFUTOBS

是 CHORECHNOTS、COLBATROPs、

TRIAFUTOBS 和 SIUTOBS 名称的混合体。是 SOLBARGIAFUTOBS 版画中的四件雕塑。

单词变得越来越变形和扭曲，因此很难识别原始单词。例如 SIUTOBS：SIU 来自 HUIS（荷兰语中的房子），
TOBS 来自 blob（流体建筑）。

我偏向于不使用“没有标题的数字”或者“解释性标题”。因此，我开发了自己的语言。所有的标题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词。
当人们在谷歌上搜索时，他们只能找到与该名称相关的雕塑。

Q

《3D Imperial》：您这个夏天在 K.E.R.K 举办了 GNI-RI Jul2021 – UnNatural Selection 展出，为什么会

对我而言，创造一种氛围、一种特性是很重要的。

选择在教堂举办展出呢？
我们已经制作了一个包含所有标题的 Nikipedia（参见维基百科的链接）www.nikipedia.be 这是用我们自己的

A

Nick Ervinck：在与 Middelkerke 市市长共进晚餐时，我被问到是否可以对空荡荡的教堂做点什么。第二天，我

语言制作百科全书的第一步。我们用于所有书籍或展览的“GNI-RI”也是一种代码语言。计算机实现所有雕塑的

的脑子里充满了想法。特别是因为在新冠和几次封锁期间，作为一名艺术家，几乎不可能展出或者展示我的作品。

所有照片称为 GNIURKS。因此，如果我们制作展览或书籍，我们总是从 GNIURKS 的前三个字母开始，这让可

我更有野心去创造一些特别的东西。在几次会谈中，我们达成一种新的合作形式，公私合作的结合。我签署一个 8

以联想起我的全部作品。

年的协议。并将教堂变成我自己的展览空间。精神环境是展示自己艺术品的绝佳氛围。与这种架构之间的对话是非
常有乐趣的。

RI 代表着 Room I。代表着它出现在某处的事实。例如 GNI-RI jan2015 ：GNI ( 展览 ) RI ( 房间，地点 )
jan2015（展览开始日期）。我们总是在所有个人展中使用这个标题。

注：K.E.R.K. 是一个当代艺术平台，希望与感兴趣的团体一起开发一个不断发展的项目。你也可以作为赞助人或会员参与这项独特的计划。

事实上，所有雕塑和展览的标题都是自己创造的世界和自己语言的一部分。

该计划包括参观房屋、讲座、参观工作室和与艺术家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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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在这次展出中，3D 打印在您设计这些绝美的作品时，带来了哪些好处呢？

A

Nick Ervinck：我使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即使没有计算机设计的协助，有些作品也是手工制作的。 一些作品是
在计算机上详细设计的，再通过玻璃纤维覆盖的泡沫手动制作而成，其他一些是 3D 打印的。

Q 《3D Imperial》：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展出来向您全球的粉丝，展示您最近的优秀作品吗？
如果没有其他可能性来制作这件作品，我会使用 3D 打印。例如雕塑 KOLEKNAT 没有形体，它是一种复杂的线条。
这在任何其他介质（如陶瓷）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是 3D 打印这项新技术为我们提供的很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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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ick Ervinck：我正在忙于来年的一些新的展出，以及书籍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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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您总是试图突破数字可能性的极限，同时保持对（艺术）历史遗产的尊重。您是如何做到的？

人达到可能占据他们一生的魅力和灵感水平。我对最新（软件）技术的实验，使我创造了过去难以想象和无法实
现的复杂形式。然而，我自己为计算机设计的绘图程序结合了最先进的打印技术，这要归功于与世界主要公司之一

A

Nick Ervinck：之前，作为我的 HUMAN MUTATION 项目的一部分，我设计了带有详细喉部的混合头部形状

Stratasys 长期的个人合作。Stratasys 成立于明尼苏达州，为我提供了工具，使我现在可以绘制和打印出实际和

作品以及许多具有英雄和神灵特征的机器人雕塑。这些艺术作品挑战了半身像历史悠久的传统，散发出一种似乎疏

平滑的空间。我目前的应用程序研究了面具可以以何种方式同时转化我的技术和哲学抱负，以创造不同的世界，为

远甚至威胁的力量和能量。作为一名艺术家，我既感受到了新科技时代的承诺，也感受到了作为人类的存在问题，

新型人类生物的到来做好准备。由于他们专注于人脸，这是我们人类状况最珍贵的标志，因此这是将数字融入身体、

只是作为盖亚的一个未定义，甚至是不想要的孩子。因此，一个超人类主义的梦想确实一直困扰着我，让我思考如

将技术融入现象学现实的最佳领域。

何按照最新的进化思维范式发展起来的方式，重塑人类最具标志性的部分，尤其是人类的头部。我最近设计的两个
面具 TANATILSUR 和 TANATIRIUB 与这个梦想玩了一个微妙的游戏，因为它们将爬行动物和蛇已知的初级生

作为一名艺术家，多年来我一直对雕塑的相对停滞感到沮丧。因此，我选择了一些技术，这些技术将为旧形式注入

命形式与次级和附加脑叶的高级布线形式结合在一起，这些形式可以扩展大脑皮质。

新的活力。作为一个新的建筑空间，我选择了“平滑空间”，我的游牧思维遵循最新的进化发展，我的面具位于中
间区域。通过使用最新一代 3D 打印的原型，我能够在精神和身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混合空间和时间，

通过对线条、颜色和透明区间的美学运用，体现了人脑不断发展的不稳定状态，正如千变万化的宇宙。人脑在经历

这表明我们身体的重要部分得到了升级。

了数百万年的进化和各形态成分之间的互相作用之后，形成了这种相互交织的特征。作为一名艺术家，在进化发育
生物学 (EvoDevo) 的科学背景下，我对有机生命体和人类技术的无限探索极其着迷，尤其是对 Henry Moore 和

由于我的作品不断被定位在新技术和旧人文主义之间的张力领域，在一个提出伦理、存在和进化问题的广阔领域中，

Barbara Hepworth 曾研究过的“负空间”概念，也就是线与线之间的镂空部分，而现在我能够用更新颖、更先

他们的 EvoDevo （演化发育生物学）定位持续指代的是大脑处于一种状态的方式。一个可以被描绘和理解的超级

进的方式来进行从前所无法想象的实践。

智能 1 级 。我的面具，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和消失的线条之间，给出了大脑扫描的复杂性的艺术概念，其中大片区域
仍然处于黑暗中。这些黑洞产生的异化让我对人类意识的处理产生了怀疑。探索新蒙面机器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质疑，

我基于 3D 打印技术创作的面具，和我在这里添加的非常个人化的组合对观众产生了不寻常的影响，我想与其他

质疑我们迄今为止所居住的文化空间的性质。

人分享这种神秘的魅力，尤其是和更年轻化的公众，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3D 打印可以提供的非凡可能性和科技绘画
技术。我想通过敦促他们达到我个人已经达到的技术复杂程度，并使他们成为我超人类梦想的一部分，让这些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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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您未来有什么规划呢？您目前正在从事哪些项目？

A

Nick Ervinck：在新冠封锁期间，我一直忙于虚拟博物馆的工作。这有点超出预期，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13,000 平方米的虚拟博物馆。拥有大约 300 件我的艺术品和大约 300 件来自历史收藏的艺术品。这个项目的内容，
将于 10 月中旬在此链接上发布。https://www.nickervinck.com/en/museion

编后语：
作为一名艺术家，Nick Ervinck 既感受到了新科技时代的创新，也感受到了作为人类思考的局限性。艺术作品层

整理：Claire Jiang@3D Imperial

出不穷，而他却对传统雕塑家亨利·摩尔和芭芭拉·赫普沃斯所运用的“负空间”尤其着迷。物体中镂空的存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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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新颖的想法，这也许会影响他的一生。儿童时期，他玩过许多传统游戏和虚拟游戏，既接触了传统工艺，又接

Photocredits: ann sophie deldycke Courtesy: studio nick ervinck，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

触了电脑、3D 打印等新技术。因此他的作品不断被定位在新技术和旧人文主义之间的领域。这种由线条、颜色和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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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领域之间的美学游戏，创造了不同的艺术世界。

公司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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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创新材料改变鞋类设计结构

Liz Ciokajlo 是一位鞋类设计师和研究员，专注于材料创新和新兴制造工艺对设计结构和形式的影响。她的目标是
通过自己的公司 OurOwnSkin 重新审视材料和技术如何在最具情感的层面支撑和重塑时尚鞋类。Liz 相信 3D 打
印的小批量定制质量加上精细、复杂和参数化的特征可以为小众穿着者的需求提供解决方案。

Liz 的新项目 Natural Selection 首先验证了 3D 打印如何改变鞋类结构并确定新的设计结构。观察结果表明，虽
然这项 3D 打印技术的潜力提供了许多好处，但其重要性是有限的。似乎缺乏使用的天然材料。

因此，Liz 对使用无纺布作为一种潜在的材料进行了实际研究，专家们可以开发这种材料作为 3D 打印中使用的材料。

在产品和家具行业中使用的创新材料被“借用”并应用于时尚鞋类，在引领潮流的时尚背景下，对可接受的材料提
出了进一步的挑战。

随着项目的进展，很显然，合成生物学将与 3D 打印融合，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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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摄影师：Stephanie Potter Corwin
文字来源于：https://ourownskin.co.uk/
https://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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