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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艺术家的身份转变：从专业戏剧人
到 3D 打印住宅创业者

凯迪拉克最贵车型 CELESTIQ 将使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
3D Systems 推出选择性激光烧结 3D 打印机 SLS 380
加拿大首个 3D 打印砌体墙在多伦多展出
Velo3d 推出迄今为止最大的工业级 3D 打印机
蓝宝石 XC 1MZ

卷首语

国防建设中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增材制造

如今，3D 打印技术已经应用到了中国的导弹生产环节。此前，航天科工三院采用传统技术制造一个燃气（方向）舵

2022 年 2 月 8 日，美国白宫发布更新版《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st，

以传统方式制造一整枚巡航导弹需要多少人力和时间。如今不同的是，该院通过采用 3D 打印技术，几个工人一周

简称 CET List)，这或为即将出台的美国技术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信息支撑。值得关注的是，这是 3D 打印技
术再一次被纳入该清单。

2022 年 5 月 6 日，美国白宫和拜登总统启动了“增材制造推进 (AM Forward)”计划，旨在提高美国中小型制造
商的竞争力，以及通过增材制造强化制造业劳动力和国内供应链。
美国军事 3D 打印在行动

美国国防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利用 3D 打印的内在潜力。在过去，美国陆军航空和导弹司令部（AMCOM）
与美国威奇托州立大学国家航空研究所（NIAR）合作，为一架 UH-60L 黑鹰直升机建立一个全面的虚拟 3D 模型。
通过完全拆解直升机的机身和部件，研究人员将能够对每个结构部件进行单独的 3D 扫描，从而创建出一架运输机

往往需要数十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花费一到两个月才能完成。然而，该部件只是导弹上面的一个小部件，因此可以想象，
内就能造出一个方向舵。相比之下，3D 打印的零件表面非常光滑，仅带有少量的加工余量——这意味着零件几乎可
以直接安装在导弹上。

当然，3D 打印技术在国防上的应用并非完美。去年，美国一家独立监督机构就担心 3D 打印技术会造成“不必要的
网络安全风险”，使其容易遭到敌对势力的破坏。这使得这些计划受到更严格的审查。这都是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3D 打印技术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随着我国国防战略全面转型，航空航天装备升级换代节奏有望加快，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正处上升期。国家“十四五”
规划重点内容将围绕新一代航空装备、精确打击武器、无人装备及信息化装备为重点，新一代航空航天装备及精确
打击武器将进入批量装备阶段。3D 打印独特的轻量化制造特点也必将为我国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的“数字双胞胎”。最终，数字化零件目录完成后，美军将能 3D 打印出一些比较小众的、难以采购的零件。

去年，美国国防后勤局与活页夹喷气式 3D 打印机 OEM 制造商 ExOne 签订了合同，建立了一个“移动 3D 打印工厂”，
士兵可以快速部署这个工厂，在战场上制造备件。

为了更好地确保供应链的安全，美国海军也已经转而使用增材制造，在其海军研究生学校安装了施乐公司的液态金
属 3D 打印机。通过最近建立的研究合作，双方的工程师旨在确定一种新的手段，优化军事物资部署部队的方式。
中国国防 3D 打印的发展

2022 年 6 月 10 日，美国商务部暂停了该国的三家 3D 打印公司的出口许可证，原因是涉嫌向中国的 3D 打印公司
泄露国防机密数据。伴随着制裁执行，美式“经济霸凌”拉开帷幕，这一举措不仅破坏了国际贸易和自由贸易规则，
同时对国际已经支离破碎的供应链构成了严重威胁。

对此，我国同样也将部分 3D 打印技术纳入了“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虽然中国的相关技术仍然落后于欧美国家，

时至今日，国内 3D 打印技术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此前，美国在树脂喷射、高性能线材挤出领域也保持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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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优势，随着中国远铸智能、上海复志、赛纳三维等企业的崛起，该领域已经度过了追赶期。

本期看点：中国人社部向社会公示了相关新职业信息，其中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 18 个新职业信息

名的是清锋时代；在材料领域，此前高质量的 3D 打印材料多依赖进口，但随着宝航新材料、康普锡威等本土品牌

贝尔奖获得者、以色列各大医院的知名专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医学和科学专家，共同探索展望未来

在高速光固化技术领域，美国 Carbon 公司遥遥领先，并在材料、设计领域保持先进性，中国在该技术领域较为知

的快速成长，钛合金 3000 元 / 公斤以及高端材料依赖进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金属 3D 打印领域，国内开发商也
已经实现了独立自主，在国内大有完全替代进口品牌的势头，无论在打印尺寸、激光器数量和制造效率、质量方面
也与国外相当，甚至有超越之势。

2021 年 10 月，一迈智能为中国军方提供 3D 打印解决方案，以应对军用装备的应急抢修。通过三维扫描或建模的
方式提前收集军用装备上的易损零件、工具或者常用零件的三维数据，在缺乏零件、工具或备用件的紧急时刻，可

作为第一批向社会进行公示，广泛征求意见；以色列“2042 未来医学大会”在特拉维夫举行，三位诺
20 至 30 年间生命健康科学的发展方向；中国企业魔技纳米公司 3D 打印纳米级航母辽宁舰模型，展示

了其三维光刻制造系统技术。本期，《3D Imperial》采访到了 Alquist 3D 创始人兼 CEO Zachary

Mannheimer，了解这位艺术家的多面身份的转变，如何从一名专业戏剧人转行为 3D 打印住宅创业者。
更多精彩，敬请翻阅。

以通过 3D 打印快速制作零件或者备用件，3D 打印机是移动式的零件、备用件以及工具的“生产制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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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人社部向社会公示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等 18 个新职业信息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

产业数字化两个基本视角，围绕数字语言表达、数字信息传输、数字内容生产三个维度，以及工具、环境、目标、

内容、过程、产出等六项指标进行界定的。对数字职业进行标注，是我国职业分类工作的重要创新，对推动数字经济、
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简称大典）的修订工作。经向社会公开征集修订建议、组织专家评估论证、书面征求行业部门意见等程序，

二是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要求下涌现的绿色职业。碳达峰、碳中和是实现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

大典。同时，为促进青年特别是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应运而生。占据主体能源地位的煤炭资源，其清洁化、大型化、规模化、集约化利用和由单一燃料属性向燃料、原

大典修订工作已基本完成。为全面、客观、如实、准确反映当前社会职业发展实际状况，拟将新职业信息纳入新版

2022 年 6 月 14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示了相关新职业信息，其中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 18 个新职
业信息作为第一批向社会进行公示，广泛征求意见。

要路径，正在悄然改变能源与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碳汇计量评估师”、“综合能源服务员”等新职业
料方向转变的产业发展新趋势，使“煤提质工”这一新职业从传统产业中诞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农业产业

结构，通过数字技术的引入，不断提升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催生出“农业数字化技术员”
这一绿色农业领域的新职业。

三是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孕育的新职业。随着基层一线从事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信访接待、
权益保障、安置服务、就业创业扶持等事务人员增多，传递党和政府关心关爱、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的重
要力量——“退役军人事务员”这一新职业得以提出。

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实施和“双减”等政策的推行，确立从事家庭教育和研学旅行指导人员的职业属性、

界定职业工作任务等显得很有必要，基于此，专家和有关部门提出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研学旅行指导师”2
个新职业。为满足广大旅游消费者个性需求的民宿行业蓬勃发展，短短几年便实现由“0”到“百万”级规模跨越的
“民宿管家”得以设立为职业。
Image©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和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不断投入运营，对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从业人才的需求量已
达数十万人，事关广大城市居民出行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检修工”这一职业的确立，将为服务人民美好生活、促

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保障。职业分类作为制定职业标准的依据，是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人才评价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此次公示的新职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催生的数字职业。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形态，具有发展速度快、辐射范
围广、影响程度深等特点。数字经济正在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产生深刻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对
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作出了系统部署。

此次大典修订，对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背景下的职业分类进行了专题研究，拟对其中数字特征明显的职业予以

标注。此次公示的“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

解决方案设计师”、“数据库运行管理员”、“信息系统适配验证师”、“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商务数据分
析师”、“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职业，均是参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以数字产业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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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这些新职业信息的公示发布，对于增强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同度、促进就业创业、引领职业教育培训改革、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新职业信息经公示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将被正式纳入新版大典。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组织制定新职业标准，同时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新职业标准或评价规范。指导培训机构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开展培训。
同时，积极稳妥推行社会化评价，由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用人单位和社会组织开展评价活动。对评价认
定合格的人员，由评价机构按照有关规定颁发证书。获证人员信息纳入人才统计范围，获证人员按规定享受职业培
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政策。
图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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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凯迪拉克最贵车型 CELESTIQ

将使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

加拿大首个 3D 打印砌体墙

在多伦多展出

image© 网络

image© 滑铁卢大学

凯迪拉克宣布将使用 3D 打印技术生产 CELESTIQ，并首次将量产车的工作放在位于美国密歇根州的沃伦全球技术

滑铁卢大学建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创造了加拿大第一座 3D 打印砌体墙。名为 Hive 的模块化墙由 175 个独特的

官方同时表示将投资 8100 万美元，对技术中心进行升级改造，让它具备手工打造量产车的能力。这无意中创造了

该项目将传统的陶瓷和计算设计方法与基于挤压的增材制造的生产能力相结合，形成了既坚固又节省材料的蜂窝状

建了一个生产厂房，并开始装配 3D 打印设备。

表面质量。

中心。新车将于 2022 年 7 月下旬正式亮相，预计量产车型 2023 年上市。

一个历史，即通用汽车全球技术中心自 1956 年 5 月成立以来，首次负责新车量产工作。目前技术中心已经额外搭

3D 打印粘土块组成，它现在被用作多伦多约克街 16 号公司办公空间 24 楼接待区的永久展品。

结构。最重要的是，蜂巢墙利用粘土印刷材料的自然特性，利用其湿态的流动性和延展性来塑造单元的几何形状和

CELESTIQ 将是凯迪拉克产品中最贵的一款，它将以低产量手工制造，有专业机构预测它的年产量不到 200 辆，并

仔细观察，每个 3D 打印的粘土单元都是六边形的，但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三角形的积木。整个墙壁被描述为一

构部件和装饰部件，材质上有聚合物和金属部件。

诞生于滑铁卢大学和 IMCO 之间的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它还获得了安大略省砌体工程委员会的技术和财政支持。

将是迄今为止凯迪拉克系列中最昂贵的一款。同时这款新车将拥有超过 100 个由 3D 打印生成的零部件，涵盖了结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系列打开和关闭的孔，导致隐私和光线的潮起潮落——只有 3D 打印技术的设计自由才能实现抽象特征。 Hive 项目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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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悉尼科技大学开发独特的 3D 打印系统

用于从生物反应器收获干细胞

Relativity Space 的首枚 3D 打印火箭

已抵达发射台

image© 网络

image© 网络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UTS) 的研究人员，与生物技术公司 Regeneus 合作，共同使用 3D 打印技术，开发出世界
上首个能够采集干细胞微流体的 3D 打印装置。

前沿干细胞疗法，是治疗多种疾病最有希望的方法之一，包括关节炎、糖尿病，甚至可能是癌症。简单来讲，干细

Relativity Space 已将该公司的首枚 3D 打印火箭 Terran-1，运送到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太空部队 (CCFS)

发射台，距离该公司正式发射 3D 打印火箭仅几步之遥。该公司宣传，他们已经成功完成 Terran1 第二阶段的 MDC

测试工作，并在 NASA 位于密西西比州的斯坦尼斯航天中心，完成了第一阶段所有 9 台 Aeon1 型发动机的验收测试。

胞通过分化成特化细胞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它们可用于替换人体已经受损的细胞组织。不幸的是，由于目前受生物

让 Relativity 备受关注的 Terran-1，拥有九个由铝制成的 3D 打印助推器。同时它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个 3D 打

3D 打印的微流控装置，旨在从生物反应器中采集干细胞，提供一种可扩展的干细胞处理方法，让人们可以得到该技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技术的限制，从供体采集和处理干细胞非常耗时，且普通人无法承受该治疗的费用。

术的帮助。领导这项研究的悉尼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师 Majid Warkiani 教授说：“使用 3D 打印和微流体将

印构建物。据悉，Terran-1 的空载重量约为 9.3 吨（20,500 磅）。

多个生产步骤集成到一个设备中，可以帮助患者，更广泛地使用干细胞疗法。更低的治疗费用。”
来源：https://www.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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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L 收购 Palari 40% 的股份

将共同开发 3D 打印净零能源社区

ITT 通过入股两家公司 CRP TECHNOLOGY 和 CRP USA

正式进军 3D 打印领域

image© 网络
技术型开发商 Palari Group，与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SML (Sinarmas Land)，已在美国建立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未来，将共同在加利福尼亚州大棕榈泉市，建造世界上第一个 3D 打印净零能源社区。

目前，SML 的全资子公司已收购了 Palari 40% 的股份，以共同扩大 Palari 的住宅产品线。Palari 目前有三个总

体规划的社区正在开发中，包括 3D 打印净零能源社区，共有 200 套住宅。Palari 别墅将采用模块化建造方法，其

image© 网络
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制造公司 ITT，投资了 3D 打印材料和服务提供商 CRP Technology 和 CRP USA。
通过分别收购 46% 和 33% 的股份，ITT 期望可以获得两家公司的内部技术，这不仅有利于 ITT 强化工业基础，还
可以利用两家公司的 Windform(3D 打印复合材料 ) 将新产品推向市场。

中包括使用 3D 打印技术，在不影响建筑质量的情况下 , 减少浪费和二氧化碳排放。

ITT 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Luca Savi 说：“CRP 对 ITT 来说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凭借近三年在增材制造领域的领先和

一旦建成，房屋将完全依靠太阳能供电，并且可以安装 Tesla Powerwall 电池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将新产品推向市场，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可持续、轻便、耐用的解决方案。”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创新，CRP 能够提高我们在材料科学领域的地位，并为我们提供 3D 打印制造相关的宝贵经验，未来，两家公司将携手，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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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air 收购 Gen3D

拓展增材制造设计技术

惠普 2022 年上半年 3D 打印收入

增长两位数

image© 网络

image© 网络

Altair 宣布完成了对 Gen3D 的收购。Gen3D 是一家由英国巴斯大学成立的初创企业，也是增材制造 (Additive

惠普（HPQ）发布了最新的财报，在 2022 年第二季度创造了 165 亿美元的收入，同比增长了 3.9%，部分原因是

传统边界表示法（B-Rep）难以实现复杂几何结构，Gen3D 采用新一代隐式建模技术来解决这类问题。借助这种技

虽然惠普的打印部门继续受到供应问题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工业图形和 3D 产品在 2022 年上半年实现了两位数

Manufacturing, AM) 领域中实现隐式几何方法来描述网格结构等高度复杂几何结构的先驱。

术，用户可以指定相应部件（载荷、连接件孔洞、排除区域、流体流动管道等）的功能性要求，从而轻松设计组件。
此外，该技术可以自动过滤掉可能会造成下游制造问题的组件几何结构。

Gen3D 的衍生设计工具可以帮助工程师快速创建复杂设计，同时尽可能降低打印失败风险。设计工程师可将该工具
用于能量吸收、热传递、过滤等应用，也可用于航空、汽车、制造、医疗及能源等其他跨行业场景。

3D 打印部门的强劲表现。

的收入增长。惠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nrique Lores 说 ：“ 我们在本季度实现了收入和非 GAAP EPS 的稳健

增长，同时向股东返还了大量资本。关键增长业务在今年上半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并推动了 56 亿美元的收入。
面对动荡的宏观环境，我们的一贯表现使我们对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惠普的计划充满信心。”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来源：美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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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Systems 推出选择性激光烧结

3D 打印机 SLS 380

食品公司 Digital Patisserie

推出糕点 3D 打印机

image© 网络

image© 网络

针对想要将增材制造融入到工厂车间生态系统的需求，3D Systems 推出的新品选择性激光烧结 3D 打印机 SLS

2022 年 6 月 17 日，食品 3D 打印公司 Digital Patisserie 宣布推出新的糕点 3D 打印机 Patiss3。据报道，该设

制造。SLS 380 采用的是生产级品质尼龙材料，可生产持久耐用的功能性部件，可与使用传统制造方法生产的部件

制造可食用的自由形状。

380 结合软件、材料处理和后处理解决方案，能够以经济实惠的方式批量生产部件，实现更有效和更高效的数字化
相媲美。

3D Systems 的一系列耐用尼龙热塑塑料可长期提供均衡的机械性能和环境稳定性，根据 ASTM 测试方法得出的室
外和室内机械性能和环境稳定性分别达到 1.5 年和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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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们现在可以设计其他技术均
无法实现的生产用几何形状，从而节省了时间和费用。

备受 MIT 开发的挤出 3D 打印技术启发，这种新产品特别为糕点厨师、餐馆和工业饼干工厂开发，使用户能够高速

Patiss3 目前正在 VivaTech 展会展示该设备，并在现场为观众制作一个名为 Coral 的小型 3D 打印蛋糕。同时，还

有巧克力慕斯、蛋白酥皮、3D 打印的可可酥皮糕点和果酱等。Digital Patisserie 创始人 Marine Coré-Baillais 说：
“这种 3D 食品打印技术，为所有糕点师提供了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使他们能够摆脱时间和形状限制，同时，提供
一种新的设计灵感和口味。未来将改变整个食品行业，造福于我们的味蕾，无论是咸味还是甜味！”

该设备专为 3D 打印硬质糕点结构而设计，使用两种不同的粉末材料。第一种是无味的粉末，可以使印花保持其形状，
而另一种用于减少印花混合物的苦味。用户可以整合他们自己的蛋糕面糊混合物，以创建不同质地和口味的配方。

来源：网络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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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ersoll 和 MELD 合作开发

超大型金属 3D 打印机

Velo3d 推出迄今为止最大的工业级 3D 打印机

蓝宝石 XC 1MZ

image© 网络

image©VELO3D

美国陆军 DEVCOM-GVSC 材料、增材制造（密歇根州沃伦市底特律兵工厂）的 Norbert J. Kott 在 SME 网站上

著名金属 3D 打印机制造商 VELO3D 宣布推出最新款的工业增材制造系统——Sapphire（蓝宝石） XC 1MZ，这是

Manufacturing 合作，开展打造无接口车辆的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开发一种超大型金属 3D 打印机，能够生产

构建体积，比原来的 Sapphire 大 9 倍，是 Sapphire XC 的两倍。蓝宝石 XC 1MZ 的目标是高性能、大部件的生

发表文章称，他们正在与 LFAM 3D 打印机制造商 Ingersoll（隶属 Camozzi 集团）和位于弗吉尼亚州的 MELD

与整个车辆一样大的部件。无接缝车体项目将创建并交付两台不同的机器。第一台机器将能够打印和加工尺寸达
1x1x1m 的零件。这台机器将用于工艺开发、打印策略和打印路径规划，用于打印尺寸达到机器极限的部件。第二

台尺寸更大的机器将能够在其 10x6.5x4m ( 长 x 宽 x 高 ) 的构建体积内打印和加工零件，这将是公开可用的最大的
金属 AM 系统。这款大型系统的基本架构将由英格索尔机床（隶属于康茂盛集团）提供，该公司已经开发了目前市

场上最大的复合材料 AM 系统。英格索尔使用西门子的组件和软件来运行其巨型龙门系统，该系统可以生产长达 7
米的零件。西门子团队也被选中参与该计划，其重点是多轴、基于 CNC 的应用和过程模拟。无接口车体项目的最终
目标是开发一个能够快速制造大型金属结构的系统，促进金属材料更广泛的应用。位于密歇根州底特律的美国轻质
材料制造创新研究所（ALMII）对该项目做出了贡献。

该公司迄今为止推出的尺寸最大的 3D 打印机。这款激光粉末床熔融系统具有 600 毫米（直径）×1000 毫米的巨大

产应用，它是根据航空航天、能源和国防等领域的客户反馈开发的。第一批打印机将在 2022 年第三季度末交付给
航空航天客户。Velo3D 的蓝宝石（Sapphire）产品系列现在有四个。每个系统都采用公司的专利 SupportFree
工艺，该工艺旨在实现无任何支撑结构的打印悬空和空腔。升级后的蓝宝石 1MZ 将打印量提高到 315 毫米 ×1000

毫米，而最近的蓝宝石 XC 则是 600 毫米 ×550 毫米。结合 XC 的大直径和 1MZ 的一米长的高度，Velo3D 的最新
版本包含了 8 个 1kW 的激光器，用于快速生产规模的构建。该机器有一个更快的专有非接触式再加工器，保证没有

零件碰撞，既保护了打印的构建和再加工器，又缩短了层间的停工时间。凭借其标准化和受控的参数集，XC 1MZ 声
称能确保一致的几何精度和表面光洁度。该机器采用了与 Velo3D 其他产品相同的 “智能融合”工艺。
来源：网络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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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 SLS 设计指南

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 (SLS) 应用和设计技巧

介绍
选择性激光烧结 (SLS) 增材制造技术可实现卓越的品质和生产力，同时为注塑成型无法实现的高性能设计打开了大
门。SLS 增材制造还省去了注塑成型模具的漫长交付时间和前期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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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一系列专为各种应用而设计、适用于 3D 打印的热塑塑料产品。材料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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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为产品改进、新设计、新型商业

模式以及新市场打开了大门。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是日益增长的大规模定制制造以及功能性原型制造趋势的核心
所在。

轴
轴摩擦、拟合和粉末清除是 SLS 制造轴设计方面的三个因素。 在静态侧 ( 组件的“非应力”侧 ) 应用 1 至 2mm 导

轨来控制摩擦。导轨与轴管之间的间隙保持在 0.3mm。若在离导轨较远的区域留出 2mm 以上的间隙，则可通过
在静态侧的除粉入口吹入压缩空气，来轻松彻底地清除粉末。

在去除粉末时，一边旋转轴一边吹入压缩空气，将粉末吹出轴腔。作为一种天然轴承材料，尼龙可为低负载、低速
应用提供一个顺畅的低摩擦机构。在摩擦可能产生热量和导致磨损的更加苛刻的应用中，可以考虑嵌入式轴承。

出气

SLS 打印机采用高功率激光熔化小颗粒的粉末状尼龙，形成三维部件。根据 3D CAD 数据，以逐层构建的方式制造
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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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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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们现在可以设计其他技术均无法实现的生产用几何形状，
从而节省时间和费用。

本指南包含在设计为采用 SLS 技术构建时如何确保成功构建更优质部件的具体详细信息，如轴、构架、复杂管道、
活动铰链、夹扣及其他部件。

19

进气

粉末清除进气 / 出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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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技术文档

挡板 - 气流管理

条形码

如需将安装点穿过挡板，将挡板拉长并形成空气动力学的泪滴形状，可以减少湍流形成的位置。这样可以提高气流

阿兹特克条码适合使用 SLS 进行制造。单元格的体积大小可小于 1 立方毫米。请注意，条形码的凸起面必须使用对

效率并降低噪音。

比色墨水，以便在扫描仪扫描时能够或便于捕捉图像。

始终将挡板设计为缓和的圆角，以防管道的侧壁裂开，尤其是在组件的应用环境为压力环境和 / 或温度循环环境的
情况下。

“泪滴”状通道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波纹管
当应用的组装或联结操作要求一定的灵活性时，可使用 SLS 技术来制造功能性“波纹管”。但请注意，尼龙在需要

重复循环的应用情形中性能不佳，如机构中的电线和软管保护套。因此，应只考虑将尼龙用于应用中循环弯曲频率
极低的波纹管。

嵌入式轴承
在此示例中，我们介绍将陶瓷球轴承装入凹槽 (CAD 建模为 A、B 面之间的一个环形腔体 ) 内。可以将它看作一个集
成混合铰链机构。

尼龙是一种天然良好的低摩擦承载材料。但是，在您期望能够长期重复循环承载的应用中，将使用 CAD 建模的已经
就位的球轴承换成陶瓷球轴承 ( 通过检修孔安装 )，可以得到一个非常耐用、顺滑的机构。

当抗拉应力点沿横截面均匀分布时，圆形波纹管的效果最佳。在从圆形部位过渡到方形波纹管时，从圆形部位处的
任何下移都会累积应力。在这种情况下， 则可能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 : 对“Deardorff 波纹管”使用类似的结构物，
本质上来说，这一结构物是一系列交替交叉连接的矩形。请注意，由于角落的半径较小，此几何形状对应力集中更
为敏感，因此在循环受到应力时易断裂。

将所有轴承都装入凹槽后，可固定一个插销来密封凹槽。

0.3mm 的间隙

Scott Summit 生产的部件
( 位于旧金山的 Bespoke Innovations 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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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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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板凸台

构架

盲孔对于高效清除粉末而言是一大挑战。此处提供的解决方案就是让这些盲孔不再难以应对。只需在凸台的底座上

SLS 制造技术极其适用于制造许多复杂的小型塑料部件，例如电气接头和夹片。可以考虑在 CAD 设计时，使用盒子

钻一个直径大于 2mm 的小孔， 以便让喷砂材料排出。

无需拔模，但若为自攻塑料螺钉，在设计与齿啮合的表面时最好遵循常规设计原则。

围住这些小部件，以防止它们在发生故障和后处理期间丢失。1.0mm 的方形条搭配 5mm 以上的开口，可允许喷砂
介质在构架内批量清洁部件。

在需要额外进行后处理的应用中，例如针对手术用途进行灭菌，批量部件可在构架内过 渡到不同流程。若要移除部件，
可以考虑使用 CAD 建模设计应用于脱模区域的多个铰链门，或者如本示例，将盖子与可使用电线剪钳剪断的四个角
杆连接起来。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另一个选择是使用连接杆，这样也可以达到在某些玩具套件上使用注塑成型浇口所实现的相似批量分组效果。

按键
有多种不同方法可以设计集成按钮。在按钮与按钮露出的槽或孔之间留至少 0.3mm 的间隙，以防它们熔在一起。
由于尼龙“弹簧片”易变 形到稍微下压的位置，因此还应该使用 CAD 对按钮进行建模，使按钮高于最终所需位置。
例如，如果您希望按钮与表面齐平并按此对其进 行建模，则会发现在重复按压多次之后，按钮便会低于表面。

至于弹簧片，其变形程度取决于弹簧的密度及长度和厚度。如下所示的顶部下方按钮是称为“双稳态”开关的弹簧
片的一种形式。在此类情况中，按钮会抵抗，然后慢慢进入变形位置，有时会发出一声咔嗒声。
CAD 建模位置
多次循环使用后实际变形位置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链
与链甲一样，设计采用 SLS 技术进行制造的链条会非常有趣。它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几何形状，提供了大量创造新
颖有趣的形状的机会。

最早的链条是对铁条进行锤击 / 铸造，使其弯曲形成互相连接的环。采用 SLS 技术来制造链条，链条设计的唯一局
限是您的想象力。您甚至可以制造自行车链条 : 只需在外壳与链条之间留 0.3mm 的间隙。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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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链甲

螺旋弹簧

对于基本链甲，保持环的厚度大于 0.75mm，环与环之间的间隙大于 0.5mm。对于较大的基本链甲，可以考虑将

关于螺旋弹簧，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要在弹簧与其他物体相连部位运用大量圆角。尤其应该特别注意

在大规模复制链条之前，先花点时间对链中的单个环进行优化。可以考虑用多边形替代圆形取代，来加快对环的复

与所有材料一样，循环施加载荷时，可能很快开始出现裂缝。与弹簧片一样，螺旋弹簧的最终稳定位置会经过几次

环设计为在两个轴向上都具有多边形横截面。这样做可以缩小文件大小并加快设计过程。

制和 CAD 操作。

尖锐的尖端。

循环压缩和伸长之后才变得明显。

您可以像折叠布料一样折叠您的设计，以减少设计部件的体积。必须特别注意避免环叠加。至于边界框效率，可以
考虑折叠和 / 或叠缩大片的环阵列，以减少设计所占用的空间。

螺旋弹簧的关键是弹簧与
之相连的物体之间的连接
点。在设计允许的情况下，
确保尽可能多地对尖锐的
尖端运用圆角。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复杂链甲 - 莫比乌斯弹性体

复杂管道 - 织带

在设计复杂工程织物或链甲时，您的创造力是唯一局限因素。在本示例中，一个具有三面的莫比乌斯环不仅构成了

通过使用 SLS 技术来制造小批量的非结构性管道，例如用于航天和性能赛车的 ECS 管道，可以设计经高度优化的非

一个有趣的结构物，而且形成了一个有弹性的环网，当中每个环都可以在各个方向拉伸。

可以考虑转化成板甲或锁子甲的链甲，其中环会在允许不透明和灵活性的控制区中逐渐变厚。
在每个环中加入长钉，结合可实现快速解扣和扣紧的钩子，使一些趣味十足的织物被新颖运用到时尚行业中的应用中。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25

常复杂的整体 成型结构物。您不仅可以设计不同的壁厚，
还可以通过应用结构经过优化的表面织带来提高强度重量比。
如在传统制造技术基础上应用此细节，则成本较为昂贵。而运用 SLS 则不会因复杂性产生额外成本。

可以考虑运用 CAD 对链条穿过管道建模。完成之后，快速拉动此链条穿过管道可以为喷砂介质清理一条顺畅的通道，
以在管道中具有良好清洁速度。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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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型密封圈

格栅

制造“负拔模”的功能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固定柔软弹性产品 ( 如橡胶垫圈 ) 的方法。您可能需要根据垫圈的具体硬

六边形特别针对 SLS 技术而优化，不仅仅因为它们可从根本上管理应力和蜂巢效率，也由于只需非常少的三角形 (12

注意，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其他弹性组件的固定，例如密封垫和按钮阵列。

如果使用圆形构成网格孔，预计文件大小会显著增大。虽然相对于实心非网格部分而言，可能降低了最终部件的重量，

度进行一些实验。通常情况下，最低宽度小于垫圈在未压缩状态下直径 10% 的密封槽就可以容纳和保持住垫圈。

用以稳固弹性垫圈的突出负拔模

个 ) 即可以准确表达六边形。

但是由于激光现在要绘制轮廓并填充众多横截面特征，因此增加了清洁时间和系统的绘制时间。

与空心部件一样，未使用的粉末量与用于再循环的额外材料并没有非常大的关系。这是由于与部件的热暴露接近。
事实上，由于需要额外绘图时间，制造网格部件的成本高于制造实心部件的成本。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粘胶线
要实现无空隙的密封连接，可以通过连接交叉点处的 CAD 建模输入 / 输出端口，将两部分热固性环氧树脂真空抽吸
( 而不是推 ) 到径向通道中。对于必须保证密封的复杂连接情形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一旦固定好之后，便无法在不破坏实体部件的情况下将它们分离。始终将胶水真空吸入通道中。不要注射环氧树脂，
因为其可能会流向阻力最小的路径，并可能无法完全填充连接区域周围的路径。
右侧的横截面展示了胶水 ( 黑色 ) 正通过检修孔被吸入径向腔体。
注入孔

吸入孔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Janne Kyttanen 生产的部件
( 位于荷兰的 FOC 公司 )

集成铰链
旋转梯形锥体中的球体对集成铰链有很大作用，其提供良好稳定性、精度、低摩擦和高屈服强度。在嵌入球体和铰
链套之间留出最低 0.2mm 的间隙。

在其他地方留 0.3mm 以上的间隙。您还将需要继续使铰链套冲出侧边。这对铰链不会有影响，但能够使得更加快速、
完全地清除粉末。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此处将其分开以展示几何
图形。实际情况中，这一
部分是装设到位的。

用于胶水流向连接处周围的路径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27

28

技术文档

子母合页

针对安装的设计

当涉及到公差的影响时，此机械的功能与质量之间的平衡便发挥作用。若间隙太小，合页机构会焊接在一起，而间

一个拉长的连接安装点能够让您看到您所见较长部分上出现热塑性变化。 每 100mm 以最低 5mm 的拉长率拉长适

隙太大的话，合页机构会松动且不可靠。

配孔。

要解决这一问题，一种方法是使用将铰链旋转到齐平位置的形式。在构建过程中，合页为脱离状态下时，公差可以

为大于 1mm 的大公差，当公差为大约 0.05mm 时，合页在旋转的接合功能范围内会产生齐平、紧密且稳定的相互
作用。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Scott Summit 生
产的部件 ( 位于旧
金山的 Bespoke
Innovations 公司 )
装设在此位置
旋转至齐平位置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晶格结构
晶格结构和其他设计为多孔的材料可使设计师仅将材料放到特定应用所需的位置。 从机械工程角度来开，多孔材料
所具有的一个关键优势是，其具有高强度但质量却相对较低。

活动铰链
活动铰链对于 SLS 而言更为新颖，并且在涉及到铰接时，通常不是理想的解决方案。这里要问的问题是 : 为什么要
在能够设计和构建集成铰链的情况下构建活动铰链 ?

常规活动铰链的设计和优化均针对热塑塑料注塑成型材料和工艺。
对于 SLS，请尽量避开活动铰链，因为 SLS 尼龙不具有注塑成型热塑塑料所具有的挠曲特性。这是由于工艺的分辨

率 — 3D 打印铰链必须比设计用于模塑的铰链更厚 — 以及尼龙在处于循环变形条件下时表现出更优性能的倾向。在

这些材料具有良好能量吸收特性以及良好的隔热和隔音特性。多孔材料包括泡沫、蜂 巢、晶格和类似结构。
人工构建晶格结构过程会很繁琐，因此设计师可能希望创建一个宏或程序来自动执行某些步骤，或者使用实现构建
过程自动化的专用软件包。

SLS 机器能够制造直径小至接近 0.5mm 的晶格柱。

具有一次性折叠使用情况的应用中，活动铰链非常有用，并且能够将组件连接在一起。

至于构建方向，尽量避免采用会与铰链的拉伸表面重合的阶梯式步骤。此外，可以考虑在弯曲尼龙之前将其浸入到
沸水中 10 分钟进行增韧 ( 退火 )。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David Posen 教授生产的部件 ( 佐治亚理工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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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扣

箱罐

有许多可进行 SLS 构建的成功塑料夹扣设计。与注塑成型

采用 SLS 尼龙材料正确烧结的罐 ( 密度大于 0.98g/cc，壁

相比，SLS 构建方式降低了设计复杂性方面的局限，从而实
现了复杂得多的夹紧、卡扣、固定和脱口释放系统。

厚大于 1mm) 能够在压力下储存液体和气体。对于腐蚀性

注意接收侧的预先闭
合位置。这样可以提
高夹紧性，以及抵消
初始周期蠕变变形的
影响。

溶剂和燃料，可以 考虑使用 Imprex 进行渗透。通常，罐

内的部件滤饼由几何形状进行固定限制并会接触额外热量，
会变得非常致密并需要额外人工才能完全拆卸下来。

在此示例中，“挤压脱扣”按钮机构使两个抓臂围绕一个扭

力梁支点旋转。请注意，需大量使用圆角来防止断裂，以及
夹紧齿的 变形闭合位置来抵消初始循环蠕变的影响。

与侧壁相连的扭力梁支点，
其也充当定中心轨道导向器

在这种情况下，同时结合使用杆和链条来切割材料滤饼，并
将其从内部角落里拉出来。

与所有经历循环变形的梁一样，您需要考虑塑料在进入最终
稳定位置之前会经历的初始蠕变，这一点对于开展适用于采
用 SLS 构建方式的设计至关重要。

与活动铰链和弹簧片一样，可以考虑浸入沸水中 10 分钟来

就风管而言，考虑采用嵌套工具，并提供粉末清除辅助工具。

通常情况下，链条 / 连杆直径大于 2mm 就足够了。您也可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提 高塑料的韧性和记忆。

以在与空气管路相连的空心圆锥体内模制一个杆。拆下此连
杆后，您就能够从下方吹出压缩空气。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标签

设计撕裂口

通过链条或牺牲性连接杆连接的吊牌是标记 SLS 部件的常用方法。 3D Sprint® 软件可实现以 STL 文件名自动标记

采用在几何形状上物理设计一个缺口这一传统方法可以实现受控撕裂或断裂。但是，利用 SLS 制造方法，您也可以

部件。此方法在大规模定制制造应用中尤为有用。尽量将所有厚度保持在 1mm 以上。

请注意，在图解中，对于连接到“吊牌”连接器，杆与部件之间的连接处位于凹陷的圆角凹槽中。这样可减少对部
件机械完整性的影响。此外，还需 注意此用例中的卡扣点，连接杆模制有一个 V 形缺口。如果希望轻松控制拆卸吊
牌而采用链条连接时，也可以采用与此相同的方法。

有选择性地控制产品上特定区域的密度。可以将希望其为低密度的区域使用 CAD 建模为单独的 STL 文件外壳，来

实现此目的。当部件作为组件放置在机器上时，注意不要通过嵌套来分离外壳。在机器上，减少对您希望降低密度
的外壳的激光照射量。这样便可以选择性地制造低密度区域，因此对断裂的灵敏度更高。

请注意，接受较少致密化处理的材料的收缩率更小。密度较低区域会比较敏感，并且比周围密度较高区域更加不透明。
设计的缺口

将 V 形缺口设置在凹陷的凹槽内，在拆卸吊牌后不会留下任何会影响装配的痕迹。
凹陷的卡扣点

开口的多孔撕裂点

在机器上对其施以较少激光
功率的单独 STL 外壳区域

封闭的多孔撕裂点

3D Systems 生产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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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

高性能 SLS 材料 DuraForm® 尼龙热塑塑料

由于 SLS 的表面处理相对粗糙，摩擦有时可能会干扰

3D Systems 可生产品质高、尺寸大的 SLS 尼龙部件，从打印机中打印完成即拥有出色的表面光洁度，以及优于细丝、

与组件反面的凹槽对齐。通过采用这种方法，大大降

能和各向同性特性，包括刚性、高伸长率、高冲击强度和耐高温性。

螺纹机构。在此示例中，外螺纹被替换为“半球形”，

粉末结合或其他 SLS 打印机所打印部件的各向同性强度。3D Systems DuraForm® SLS 材料专用于实现全方位功

低了摩擦，同时提高了“配合屈服”。 配合屈服是指
两个部件均受到相同工艺变化。SLS 对工艺变化非常

3D Systems 的一系列耐用尼龙热塑塑料可长期保持均衡的机械性能和环境稳定性，根据 ASTM 测试方法测试得出

反面较小，从而导致加大干扰。此示例是一个典型示例，

中等批量生产的直接制造最终用途部件、需要经过美国药典 (USP) 第六类认证并消毒的医疗部件、复杂的薄壁管道、

敏感。 例如，当激光束偏移不正确时，正面就会较大，

的室外和室内机械性能和环境稳定性分别达到 1.5 年和 8 年。打印的部件适合用作高强度、经久耐用的功能性原型、

展示了螺纹不受传统设计方法束缚，并从所需的机构

Lionel Dean 生产的部件 ( 英国的 Future Factories 公司 )

功能目标中获得启发。

卡扣连接、活动铰链和大型航天和汽车覆盖件、面板、护栅和保险杠。

选择性激光烧结打印机概览
SLS 380

• 功能性原型和最终用途批量生产作业的理想之选，能够以较低的运营成本实现高产量
• 实时热管理和控制，部件可重复性和吞吐量高

• 水冷激光器、8 个单独受控的加热器和高分辨率红外摄像头，确保部件品质和作业构建过程达到最佳
• 超高的表面光洁度和精致细节

• 可最多同时为 4 台打印机自动处理及输送材料

• 集成式 3D Sprint 软件，轻松计划建模，最大化空间利用率，优化部件朝向
• 最大建模封装容量 (W x D x H):15 x 13 x 18 英寸 (381 x 330 x 460 mm)
sPro 140 和 230

• 以高吞吐量实现高质量、坚固的热塑性部件。
• 打印大型部件、提高部件强度并减少装配时间

• 符合多种应用领域的要求，包括高质量的活动铰链、卡扣连接等机械接头、夹具
和固定装置、发动机机壳等保护罩

• 支持高级材料，具有高耐热性和耐化学性

担保 / 免责声明 : 上述产品的性能特征可能因产品应用、操作条件或最终用途而异。3D Systems 不进行任何类型
的明示或暗示的担保，包括 ( 但不限于 ) 对特定用途的适销性或适用性的担保。

• 凭借高吞吐量和容量降低拥有成本
• 最大建模封装容量 (W x D x H):

© 2022 3D Systems, Inc. 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规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3D Systems、3D Systems

- sPro 230:22 x 22 x 30 英寸 (550 x 550 x 750 mm)

Inc. 的商标。

- sPro 140:22 x 22 x 18 英寸 (550 x 550 x 460 mm)

徽标、3D Sprint、ProX 和 DuraForm 是 3D Systems, Inc. 的注册商标，sPro 和 3D Connect 是 3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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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3D 打印

助力未来医学保护生命健康

定制化

全 3D 打印锌离子杂化电容器

image©Stratasys

image© 网络

以色列“2042 未来医学大会”在特拉维夫举行，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色列各大医院的知名专家以及来自世界各

近日，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吴忠帅团队提出了通过油墨直写成型和熔融沉积成型两种 3D 打印方法，

地的医学和科学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索展望未来 20 至 30 年间生命健康科学的发展方向。

医学专家泰尼·巴赫拉赫在医学大会上向大家展示了未来 3D 打印生物组织替换人体组织的可能性。巴赫拉赫谈到，

3D 生物打印技术采用了支持活体成长的生物墨水、专门的细胞培养系统和可植入保护壳，用该技术打印的仿真器官

构建全打印可定制水系锌离子杂化电容器的新策略。团队利用该策略，成功构筑了具有分级多孔结构的高面容量正

极和无枝晶稳定结构的锌金属负极，制备出了高比能、长循环稳定的锌离子杂化电容器。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先
进能源材料》。

未来将可以替换人体任何部位，且与目前主要使用的金属、塑料构成的组织和生物移植器官相比拥有多方面的优势，

团队通过油墨直写成型和熔融沉积成型两种 3D 打印方法，构建了全打印锌离子杂化电容器，包括多孔微晶格正极、

生物打印技术目前已经开始在治疗小耳症儿童领域发挥作用，该技术提取患者细胞活检后在数周内培育出全尺寸组

时延长了锌离子杂化电容器的循环寿命。分级多孔正极提高了活性材料的面积负载，从而提高了锌离子杂化电容器

如生物相容性与匹配度高、耐用性强、供应充足，以及能有效防止免疫排斥和疾病传播风险等。巴赫拉赫指出，3D

织，再用 3D 打印技术配合新型生物墨水和无菌生物可吸收聚合物外壳为患者打造出功能和外形都非常接近原生耳

朵的 3D 生物打印耳朵。他表示，3D 生物打印技术还将在不远的未来被运用于鼻部缺陷、半月板受损、肩袖撕裂、
肾功能衰竭、肝功能衰竭等多种疾病的治疗，为相关患者带来福音。

无枝晶的金属锌负极、凝胶电解质和塑料封装。其中，锌负极上打印的金属稳定结构有效抑制了锌枝晶的生长，同
的面积电容。结合熔融沉积成型 3D 打印技术，团队在构建锌离子杂化电容器的基础上，构筑了与电极结构相符的

封装结构，成功实现了形状可定制的全 3D 打印锌离子杂化电容器。该工作展现了 3D 打印技术在可定制化储能器件
方面的应用潜力。
来源：网络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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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中国企业 3D 打印

纳米级航母辽宁舰模型

ULTIMAKER 推出

用于专业 3D 打印的金属扩展套件

image© 网络

image© 网络

一家名为魔技纳米的公司展示了其纳米级三维光刻制造系统技术，其使用三维激光直写设备产品制造了纳米级的航

3D 打印机制造商 Ultimaker 通过推出全新的金属扩展套件，皆在让金属 3D 打印更容易获得和负担得起。该套件

母辽宁舰模型，该模型比“万里长城”模型尺寸更大、精度更高，相应的技术难度也更高。

魔技纳米使用目前世界先进的激光无限视场逐点直写技术，技术突破包含打印速度和幅面，商业突破包含应用端的

与行业的结合，特别是在光通信、AR、医疗上的应用 。也是全球少数几家能突破传统双光子打印速度和幅面限制的
技术能力、并应用与商用纳米三维制造设备研发与生产的企业。

纳米级三维光刻制造系统应用包括航空航天、生物制药、超材料、微流控制器等等。

兼容 Ultimaker S5 3D 打印机，可消除金属 3D 打印过程中的瓶颈和限制，套件包含配套组件、软件和技术，最大

限度地提高打印效率。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此后开发了一系列开放式材料 FFF 3D 打印机。并对软件开发进行了

大量投资，包括它们的 Academy、Digital Factory 和 Cura 产品。前者是为了帮助用户提高技能，而多系统的用
户除了数据收集和部分数字化之外，还简化了打印管理，而后者是一个建模软件，旨在简化切片。

今年 4 月，该公司推出了 Cura 切片软件 5.0 测试版，该软件具有增强的引擎，允许用户在切片期间部署可变线

宽。最新的迭代包含旨在允许用户更精确地打印，甚至可能解决新应用程序的功能。就在上个月，该公司宣布与

Stratasys 的子公司 MakerBot 合并，组建一家新的桌面 3D 打印公司，双方希望这将使他们能够加速桌面 3D 打
印领域的创新，并推动更多人使用 3D 技术。

来源：网络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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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多面艺术家的身份转变：从专业戏剧人到 3D 打印住宅创业者

《3D Imperial》独家专访 Alquist 3D 创始人
Zachary Mannheimer

39

Zachary Mannheimer（扎卡里·曼海默）
—Alquist 3D 创始人兼 CEO

—毕业于穆伦堡学院，戏剧与哲学专业

—奖项和荣誉：Des Moines’ Business Record 40 Under 40
New Leaders Council 40 Under 40

Iowa Governor’s Volunteer Award

DSM Young Professional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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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请为我们介绍下您的个人经历。

A

Zachary Mannheimer：我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农村长大。取得了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的穆伦堡学院的戏剧和
哲学学位，由于所学专业在当地工作毫无前景，因此我搬到伦敦追求戏剧的梦想。签证到期后，我做了所有其他美

国戏剧专业人士都会做的事情——搬到纽约市。我在布鲁克林经营过剧院，并在餐厅工作了 8 年，当我环顾四周之时，
发现自己处于同质化泡沫中。

2007 年夏天，我进行了一次穿越美国 22 个城市的公路旅行，并定居在爱荷华州的得梅因。我与很多的艺术家会面，
建造一所房子需要多久时间？凭借 3D 打印技术，不到 24 小时就能给你打印一栋小房子。巨大的机械臂有条不紊
地堆积一层层混凝土 , 这看起来似乎并不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体验。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这种 3D 打印房屋过程的

并在 2009 年成立了 Des Moines Social Club 社交俱乐部，这是一个举办了数千场与艺术活动的非营利性艺术和
教育中心。

视频正在获得数以万计的点击量，帮助大家设想了一个人人负担得起的可定制房屋成为新常态的世界。3D 打印建

2020 年，我和我的合作伙伴创建了 Atlas Community Studios，这是一个在 25 个州都有项目的场所营造和经济

兼 CEO Zachary Mannheimer，带我们了解他的从业历程，如何从一名专业戏剧人转行为 3D 打印住宅创业者。

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世界上第一个自住型 3D 打印住宅，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项目。

筑公司 Alquist 3D 在 TikTok 开设账号以来，已经圈粉近 5 万。本期，《3D Imperial》采访到了该公司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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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团队。为了解决农村住房危机，我同时创立了 Alquist 3D。Alquist 3D 正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打印经济适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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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为什么会想到利用 3D 打印技术来建造经济适用房？

A

Zachary Mannheimer：几十年来，住房短缺问题一直存在。自疫情开始以来，木材价格上涨了 50%，一个典型

的木材建造房屋的平均成本比 2020 年高出 25,000 美元。现在，是采取大胆行动去解决全国住房短缺问题的时候了。

Q

《3D Imperial》：为什么会创办 Alquist 3D 公司？

农村社区以及低收入城市社区都在努力建造新的住宅，因为建造成本通常不能抵消销售成本。由于创造就业机会的

A

Zachary Mannheimer：我创办 Alquist 3D 是为了满足那些负担不起住房的美国人的需求。现在许多农村社区都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我们必须找到一种经济高效的方式来为各行各业建造住房。

在努力跟上不断上涨的房价和住房需求。我们希望提供负担得起的、可持续的、创新的房屋，以使农村和服务不足

增加、远郊移民、远程办公的增多、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郊区人口的增加，让小型社区的居住需求也在增长。

的社区蓬勃发展。为此，Alquist 3D 使用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通过降低建造单户住宅、多户住宅、混合用途住宅

3D 打印是我们降低住房和其他基础设施成本的成功例子。在 Alquist 3D，我们计划与美国各地的社区合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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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年人住宅的成本，来帮助改善经济困难且服务能力不足的社区。

多种住宅。此外，我们正在投资研究使用 3D 打印技术建造新的道路、电梯井、挡土墙和其他传统混凝土结构。

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Alquist 3D 已交付了第一个自住型 3D 打印房屋，有什么特殊意义？

A

Zachary Mannheimer：通过与 Habitat for Humanity 合作，Alquist 3D 的住宅是美国第一座 3D 打印的自住
住宅。 与 Habitat for Humanity 的合作非常完美，该公司的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不平等的住房市场问题。

Habitat for Humanity 找到了非常适合这个住房的家庭。我们很自豪能够将钥匙交给 April Stringfield 和她的

儿子。作为一个单身妈妈，April 努力工作养家糊口，但无论她多么努力，在此之前她都买不起两居室的房子。
Alquist 3D 很高兴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置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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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您为什么要在弗吉尼亚州的 Pulaski 小镇建造世界上最大的 3D 打印房屋建筑群？

A

Zachary Mannheimer：弗吉尼亚项目 Project Virginia 将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 3D 打印住宅建设项目——
在弗吉尼亚建造 200 座新的 3D 打印住宅。这是我们为了生活而苦苦挣扎的人们，为了振兴美国这一广阔愿景而进
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推广。

Pulaski 是一个拥有 9,000 人口的小镇，坐落在弗吉尼亚州西南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中。与许多其他农村城镇相似，
该社区拥有丰富的历史。

Pulaski 启动了近几年的发展愿景和就业增长目标。比如 Pulaski 将在未来 5 年内增加 3,000 多个工作岗位。此外，
Pulaski 距离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所在地 Blacksburg 不到 30 分钟的路程，这让它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地点。

Blacksburg 的住房价格几乎是 Pulaski 的两倍，学生和教职员工每天都会打电话寻找出租的房屋和购买房屋。目
前市场上只有不到 10 套房屋，Pulaski 知道他们需要解决住房问题。我们的目标也正是为此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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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Alquist 3D 的未来规划是什么？

A

Zachary Mannheimer：现在，我们很高兴能够继续进行弗吉尼亚项目，并在 Pulaski 集中我们的精力，但我们

Q

《3D Imperial》：在应用 3D 打印技术时候遇到了哪些挑战？

A

Zachary Mannheimer：遇到障碍物时，我们通常只需要更快速地移动打印机。使用我们目前的打印方式，能够在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努力进行一项劳动力发展培训计划，通过这项计划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新工作。Alquist 3D

够使用凝固速度更快的材料，我们就可以提高产量，并在更短的时间内建造更多的房屋。

这是第一部创造“机器人”一词的文学作品。在剧中，机器人对周围环境产生了反抗，但唯一相信人类和机器人可

24 至 48 小时内打印出一栋房子。每一层打印完成后，需要大约 5 到 10 分钟后才能添加另一层。如果将来我们能

3D 打印建筑的另一个障碍是天气的不可预测性。要打印这些房屋，温度应在 60 到 80 度（华氏度）之间，不能低
于 40 度或高于 95 度。我们可以在小雨中进行打印，但不能在大雨或大风期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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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期待着开发不同类型的房屋或模型房屋。

以 1920 年捷克戏剧 R.U.R.（Rossum's Universal Robots 的缩写，意为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中的一个角色命名。
以和平共处的，是一位名叫 Alquist 的工程师。我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司以提醒我们，在我们创造变革和帮助人们的
同时，从业务的本质上讲，我们也在使用自动化，并取代人类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劳动力发展培训计划如
此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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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短短几年间，3D 打印房屋已从概念规划到落地执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企业的支持与青睐，但更多的仅停留于展

示宣传和试验阶段。而 Alquist 3D 则让因房价居高不下而居无定所的人，在短时间内真正住上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虽然我们尚不能确定这种快速高效的经济适用房能否变成未来发展之趋势，是否顺应市场发展之规律，但 3D 打印

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未知与可能。正如 Zachary Mannheimer 所言：“正确的时间并不存在。”在有限的时间里抓

Q

《3D Imperial》：作为 Alquist 3D 的创始人兼 CEO，您对其他年轻的 3D 打印创业者有什么建议？

A

Zachary Mannheimer：你永远不会知道所有的答案，所谓的“正确的时间”也并不存在。你正在进入一个随着我
们发展而出现的行业。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了太多的未知，这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恐惧。最实用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兴
趣过渡为资本化，因为创业是一种昂贵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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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机遇，将兴趣转化为实践，或许就是走向成功之路的方法。
整理：Claire Jiang@3D Imp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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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quist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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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侵犯本公司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本公司
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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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探索家具设计的新未来

Nagami 是一个西班牙的设计品牌，其使命是在新的技术时代探索产品设计的未来。Nagami 团队由 Manuel
Jiménez García、Ignacio Viguera Ochoa、Miguel Ángel Jiménez Gar 创立，旨在将 3D 打印和机器
人制造带入具有广泛定制可能性的大型产品。 研究和创新是他们产品的核心，与国际知名设计师合作开发，挑

战 3D 打印的技术，创造出突破性的产品。他们专注于每一个细节，从产品的早期概念到让它栩栩如生的软件，

探索创造家具和周围环境的新方法，将想象力的极限推向看不见的领域。本期就让我们一起欣赏 Nagami 的家
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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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https://www.3dnatives.com/en
https://nagami.desig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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