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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创新立体光刻金属制造技术
美国批准蒙大拿州将 3D 打印墙体用于建筑
Stratasys 签署协议收购科思创增材制造材料业务
3D 打印“保护帽”帮助修复缺损颅骨
史赛克爱尔兰新开设的 3D 打印工厂已正式营业
可提供 600 多个新岗位

卷首语

3D 打印汽车制造，火遍全球
近年，在 3D 打印汽车制造领域新款发布频出，技术不断突破，且革新频繁。无论是豪华超级跑车，还是家用电动汽车，
都受到各国消费者的喜爱。让我们一同了解更多国内外的 3D 打印汽车案例。

2022 年 8 月，加利福尼亚汽车初创公司 Czinger Vehicles 推出新款 4 人座 3D 打印 Czinger 21C 超级跑车。
Czinger 21C 型号超级跑车被称为 Hyper GT，它的最新车型旨在“重新定义双门轿跑车”，能够在不牺牲性能的
情况下，享受四人豪华旅行。

Hyper GT 是通过 Divergent Technologies 的 DAPS 系统开发的。这种制造方式结合使用了 3D 打印和衍生式设计，
端到端的硬件、软件平台能够以最少的人工干预进行计算工程、打印和组装汽车制造。因此，该系统具有快速的设
计迭代，同时允许在同一台机器上生产多种不同的汽车模型，使其成为传统汽车生产流程的潜在挑战者。

此款车在 2022 Goodwood Festival of Speed 上亮相，由 3D 打印制造而成的底盘，并将部件整合到“节点”中，
减轻高达 40% 的重量。在性能方面，Hyper GT 的前端经过精心设计，驾驶员可以大胆地控制油门。

编者笔记

国内同期，总投资 6 亿元，年产量 4000 台的 3D 打印汽车 XEV-YOYO 即将上市。这是全球第一款车身内外饰件使

本 期 看 点： 爱 尔 兰 医 疗 技 术 公 司 Stryker 新 开 设 的 3D 打 印 工 厂

速版 XEV-YOYO 最高时速将达每小时 100 公里，可行驶于城际高速道路。汽车的内饰、座椅等将进行调整，在舒适

2800 万欧元基金的项目；多光子全息 3D 打印人体免疫系统 Prellis

用 3D 打印技术量产的电动汽车。据合肥悠遥科技有限公司增材制造总监透露，XEV-YOYO 将同步在国内销售，高
性和功能性方面改进，使之符合国人的驾驶习惯。

3D 打印汽车在生产方面时间更短，成本也更低，一台车从零部件设计到产出，只需 2 周时间，普通汽车的时间在 3-6

个月左右。XEV 电动车不需要传统汽车制造所用的模具，真正做到按需定制化的柔性生产，将整车研发时间和成本
投入降低 80% 以上。当电能耗尽时，到指定地点更换电池，只需 3-5 分钟内完成换电；使用家用充电桩，3-4 个小
时即可充满。

目前，XEV 公司已经自主研发出了 YOYO 3D 打印电动汽车整车平台，包含底盘系统、车身电子系统、悬架系统等

已 正 式 营 业， 可 提 供 600 多 个 新 岗 位；ATTRACT 公 布 将 受 益 于
Biologics 获 3500 万美元 C 轮融资；手部假肢公司 Point Designs

通过 3D System 金属 3D 打印成功解决供应问题并推进产品开发过程，
扩大制造规模。本期，《3D Imperial》采访到了 MetShape 公司联
合创始人及总经理 Andreas Baum，一同揭秘创新立体光刻金属制造
技术。更多精彩，敬请翻阅。

整车车身架构及内外饰设计。整车 3D 打印不仅能提高车身的一体化强度，还能自定义“皮肤”。

同样在国内， 武汉的萨普科技用 3D 打印技术赋能汽车制造，成长为年产值超千万的国内工业 3D 打印领域的龙头
企业。

走进武汉萨普科技生产车间， 可以看到数十台四四方方的 3D 打印机正在繁忙运转，逐层进行着打印。在一旁的展

架上，整齐排列着几乎生活中一切可以“3D 打印”的产品，有汽车发动机缸体、轮毂、座椅支架，甚至是无人机。
未来，武汉萨普科技将继续加大在武汉经开区的产业布局，谋求创新发展，推动 3D 打印汽车制造高质量发展。

随着汽车工业化的升级，工厂的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了大势所趋，不管是传统的车企，还是新兴的创业车企，

在汽车制造领域 3D 打印技术终将是不可缺少的一环。3D Imperial 相信，3D 打印技术会成为助力汽车制造行业高
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1

2

目录 catalog
卷首语 /

有机可寻

- Printers

17 - 登士柏西诺德推出与谷歌云集成的，医疗级 PRIMEPRINT 牙科 3D 打印设备
18 - 极光创新：重磅推出极具性价比的 SLA 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

3D 打印汽车制造，火遍全球

19 - 金属 3D 打印 140μm 层厚工艺，BLT-A320M 高效生产方案来袭

政策方向 - Policy direction

05 - 工信部：首批增材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名单（36 项）
环球要闻 - International news

20 - Flashforge 推出新款 FFF 打印机 Guider 3 Plus
技术文档 -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21 - 执行简报 - 利用增材制造解决方案和服务增强涡轮机械的性能

09 - ATTRACT 公布将受益于 2800 万欧元基金的项目

应用领域 - Applications

11 - 美国批准蒙大拿州将 3D 打印墙体用于建筑

32 - 3D 打印“保护帽”帮助修复缺损颅骨

10 - 缩短一半飞行时间，美国航空购买 20 架 Boom 超音速飞机
12 - 史赛克爱尔兰新开设的 3D 打印工厂已正式营业，可提供 600 多个新岗位
市场动态 - Market news

13 - Markforged 发展迅猛，2022 年 Q2 收入增长 18.6%
14 - Stratasys 签署协议收购科思创增材制造材料业务

15 - 多光子全息 3D 打印人体免疫系统，Prellis Biologics 获 3500 万美元 C 轮融资
16 - Velo3D 金属 3D 打印机销量猛增，2022 年 Q2 营收 1960 万美元增长 176.1%

3

31 - Intermed Labs 团队使用 3D 打印技术，努力打造更好的医疗眼罩
33 - 3D 打印塑料废料造出风力发电机，为家庭绿色用电带来更多选择
34 - 手部假肢公司通过 3D System 金属 3D 打印扩大制造规模
热点人物 - Interviews

35 - 揭秘创新立体光刻金属制造技术，独家专访 MetShape 公司联合创始人及总经理
Andreas Baum

创意视界 - Creative vision

47 - 3D 打印与时尚配饰的结合

4

政策方向

工信部：首批增材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名单
（36 项）
工信部发布了首批增材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名单。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征集增材制造典型应用场景的函》

（工信厅通装函〔2022〕57 号），现将拟入选的增材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名单进行公示，请社会各界监督。如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将意见书面反馈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智能制造处）。

附录：首批增材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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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图片来源：网络

文章来源：https://www.miit.gov.cn/

7

8

环球要闻

ATTRACT 公布将受益于

2800 万欧元基金的项目

缩短一半飞行时间

美国航空购买 20 架 Boom 超音速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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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Boom 超音速

近日，ATTRACT 公布了受益于 2800 万欧元基金的项目（约 1.9 亿人民币），这里面包括了 CERN（欧洲核子研究

近日，美国航空公司和 Boom 超音速宣布美国航空公司同意购买多达 20 架 Overture “序曲”飞机，并可选择再

中心）的 AHEAD 项目。该计划提议通过结合 3D 打印技术，为下一代冷却系统，开发一种制造组件的新方法。

ATTRACT 是一个将欧洲的基础研究和工业界聚集在一起，以及引领下一代检测和成像技术的开创性举措。旨在为科
研人员，开发一种资助模式，帮助加速现代化工业进程，将助力先进的技术从实验室能够快速落地，以及进入市场
并直接造福社会。

AHEAD 是被选入 ATTRACT 第二阶段的研发和创新项目之一，该项目由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和其他五个合作伙伴共同

合作。这个项目主要目的是开发一种新的方式来制造下一代冷却系统的部件。通过结合 3D 打印技术，AHEAD 旨在
生产冷却系统，减少部件数量，使其更轻、更小，从而能够更靠近需要冷却的区域。

购买 40 架。美国航空公司已为最初的 20 架飞机支付了不可退还的押金。 Overture 的载客飞行速度预计是当今最
快的商用飞机的两倍。

3D 打印可能是赢得超音速竞赛的关键，3D 打印在其中的应用空间很大，包括金属 3D 打印超燃冲压发动机几乎全
部的零件，3D 打印热混合动力发动机中防止结冰的推进剂注射器系统，结构部件等等。还包括 3D 打印在陶瓷、碳
纤维材料、金属陶瓷连续体等方面的应用。

来源：http://www.3dsciencevalley.com/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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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美国批准蒙大拿州

将 3D 打印墙体用于建筑

史赛克爱尔兰新开设的 3D 打印工厂已正式营业

可提供 600 多个新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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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大拿州的建筑监管机构已成为美国第一个审批 3D 打印墙的机构，这种新型墙体有望完全替代传统的混凝土砖块
（CMU）砌墙模式。

建筑承包商提姆 - 斯塔克（TimStark）获得了这项批准，并希望使用 Apis Cor 3D 打印技术来完成蒙大拿州最大
城市比林斯的一个住房项目。通过 3D 打印方法进行建设将能够削减 30% 的成本，同时以满足当地经济适用房需求

的速度建造房屋。蒙大拿州劳工和工业专员 Laurie Esau 说：“ 整个蒙大拿州对安全、优质的经济适用房的需求是
巨大的，这一批准使蒙大拿州处于全国创新住房建设技术的最前沿。审批部门将继续努力确保我们的标准和法规与
建筑行业发生的创新同步。”

蒙大拿州的监管批准是对新兴建筑 3D 打印行业的又一针强心剂，在这个行业中，企业继续使用该技术来实现更大、
更雄心勃勃的建设。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近日，爱尔兰医疗技术公司 Stryker（史赛克），庆祝了位于科克郡安格罗夫镇的新 3D 打印工厂正式营业。
史赛克的新 3D 打印工厂占地面积为 15.6 万平方英尺，在未来，可创造 600 个高科技工作岗位，并将有助于进一步
提升该在 3D 打印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

该公司使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产品，来治疗与骨骼有关的疾病，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肩关节、踝关节、颅颌面和脊柱，

以及为患有重大疾病的特殊人群，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该公司表示，这些特殊的病例，通常已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
史赛克公司对于新工厂的投资的愿景不难看出，目标是使自己成为 3D 打印技术的世界领导者。安格罗夫镇也是

AMagine 研究所总部的所在地，该研究所是史赛克公司增材制造中心。用于开发突破性的技术，涉及早期的研究和
开发，再到全面商业启动等。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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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Markforged 发展迅猛

2022 年 Q2 收入增长 18.6%

Stratasys 签署协议

收购科思创增材制造材料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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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机制造商 Markforged (MKFG) 发布了 2022 年第二季度的财务报表，显示收入增长了 18.6%。

Stratasys 日前宣布，已就收购科思创 (DAX：1COV）增材制造材料业务签署最终协议。该收购预计在交易完成后

在 Q2 季度，Markforged 的收入为 2420 万美元，比 2021 年第二季度报告的多 380 万美元，环比增长 230 万美元。

合，以及由数百项已有专利和未决专利组成的广泛 IP 组合。外加其他库存、再扣除一定负债后，此次交易的购买价

在公司的 2022 年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其首席执行官 Shai Terem 解释了这种增长是市场对 Markforged
FX20 3D 打印机的“强劲需求”推动的，尤其是那些试图通过快速制造“工业强度部件”来解决供应问题的人。

随着 Markforged 进入 2022 年第三季度，它已将其花销从之前的 1.14 亿美元至 1.23 亿美元下调至 1.10 亿美元至
1.15 亿美元。Terem 将其描述为将经济状况考虑在内的“谨慎”举措，该调整仍使该公司预计增长率为 20.6% 至
26.1%，并以 2.432 亿美元的现金结束了第二季度，为未来几个月做好了准备。

带来即时增益，将包括研发设施和活动，遍布欧洲、美国和中国的全球开发和销售团队，大约 60 种增材制造材料组
格约为 4300 万欧元。此外，根据各项绩效指标估算，该公司的潜在收益将高达 3700 万欧元。

科思创一直以来都是 Stratasys 第三方材料生态系统的重要合作伙伴，此次收购将惠及 Stratasys 多个不同 3D 打

印平台的用户，包括 Origin P3 ™、Neo® 立体光刻及 H350 ™打印机。Stratasys 还是科思创 Somos® 树脂材料
的分销商，该材料已可用于 Neo 及 Origin® One 3D 打印机。

本次收购预计于 2023 年第一季度完成，该交易需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并满足其他约定成交条件。被收购主体的大
部分员工将继续留在荷兰赫伦和美国伊利诺伊州埃尔金工作。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来源：Strata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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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多光子全息 3D 打印人体免疫系统

Prellis Biologics 获 3500 万美元 C 轮融资

Velo3D 金属 3D 打印机销量猛增

2022 年 Q2 营收 1960 万美元增长 176.1%

image© 网络
近日，Prellis Biologics 获得了 3500 万美元的 C 轮融资，并任命了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推进 3D 生物打印淋

巴结的开发。本轮融资由 Celesta Capital 和 Avidity Partners 领投，并得到 Khosla Ventures、SOSV、True
Ventures 和 Lucas Venture Group 的支持，这笔现金将用于扩大 Prellis Biologics 的体外人体免疫系统（ EXIS

image© VELO3D
3D 打印机制造商 VELO3D (VLD) 报告称，在 2022 年第二季度创造了 1960 万美元的收入，几乎是 2021 年第二季
度收入的三倍，增长 176.1%。

）计划，一种在培养皿中复制细胞间反应的免疫系统。

首席执行官 Benny Buller 表示：“ 这一增长是由对 Sapphire XC 3D 打印机的高需求推动的，在 Velo3D 公布业

这个平台可以让科学家研究 B 细胞类别转换和体细胞超突变，据说这些相互作用对抗体研发至关重要。因此，体外

相信它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成为金属 3D 打印的行业领导者。”

人体免疫系统可以扩展为一个强大的工具，不仅可以加快药物发现，还可以加快免疫原性评估和肿瘤研究。

Prellis Biologics 创始人 Melanie Matheu 博士解释道：“ 淋巴结类器官 (LNO) 技术代表了获取人类免疫生物

学的重大突破，以前，人们预计免疫细胞会在没有功能性淋巴结的生物学背景的情况下做出反应。借助 3D 打印的
LNO，我们有机会加速药物发现和开发，同时在临床试验范围之外获取人类免疫反应数据。”
来源：http://news.sohu.com/

绩后的两天内，股价上涨了 41.6%，因为投资者表示认可近期的收入表现。公司预计 2022 年下半年业绩强劲，他

在看到强劲的预订活动并积压了大量订单后，Velo3D 重申了 2022 财年 8900 万美元的指导，如果实现，将构成

225% 的增长。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Bill McCombe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解释说，他有信心实现收入目标。Velo3D 还
预测更高的平均售价 (ASP) 将被较低的单位增长所抵消，McCombe 表示，这是由于市场对价格更高的 Sapphire
XC 产品的兴趣不断增加。

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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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士柏西诺德推出与谷歌云集成的

医疗级 PRIMEPRINT 牙科 3D 打印设备

极光创新：重磅推出极具性价比的

SLA 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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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网络

近日，牙科巨头、跨国牙科产品制造商登士柏西诺德（Dentsply Sirona ），推出了一款 Primeprint 3D 打印机

近日国内知名企业极光创新推出一款光聚合型 3D 打印机，工艺承现正是立体光刻（SLA），针对工业制造研发的准

和后处理装置。新发布的打印机由 385 纳米光引擎提供动力，旨在使牙医，能够尽可能简单地制作出精确的模型、

指南、预制件或夹板。考虑到这一点，该公司已经建立了与谷歌云整合的机器，以便采用者能够，以用户为中心，

工业级 3D 打印机。

将工作流程数字化，同时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使用高质量的 3D 牙科模型可视化。

极光创新此次推出的型号 JG-A600，其最大成型尺寸可达 600mm(X)*580mm(Y)*380mm(Z)，精密制作层厚

之前，该公司，还通过 Lucitone 数字打印义齿产品涉足 3D 打印行业。它本质上是一个 3D 打印工作流程，其中碳

优点，效率高、光束质量好、性能稳定、寿命长，也是目前主流光源。

纤维系统，被用来从该公司的专有树脂系列中创建牙桥，据说该技术允许用户每两小时生产多达八个义齿拱门。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该公司已经研发了自己的专用材料、义齿粘接系统、3D 牙齿和牙弓固化机，同时，该公司为

0.05mm，极大程度的满足了用户对尺寸与精度需求，同时使用全固态激光器，兼具半导体激光器和固态激光器的

来源：http://www.jgew3d.com/

自己的 Primeprint 品牌，推出了一个新的 3D 打印机和后处理装置。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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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 3D 打印 140μm 层厚工艺

BLT-A320M 高效生产方案来袭

Flashforge 推出新款

FFF 打印机 Guider 3 Plus

image©Flashforge

image© 网络
一直以来，提升生产效率是模具行业的迫切需求。铂力特针对模具行业的升级设备 BLT-A320M 正式发布。

3D 打印机制造商 Flashforge 宣布推出最新的 Guider 系列 3D 打印机—Guider 3 Plus。

BLT-A320M 采用 140μm 超高效率工艺，10 小时内完成 38 个超高效率工艺热咀套打印。同层厚情况下，BLT-

Guider 3 Plus 是一款专业级的 FFF 系统，旨在为包括小型企业、设计工作室、制造车间和大学实验室在内的各种

艺可提高约 160%。

简化汽车等行业的产品开发工作流程。由于其具有多功能性，Guider 3 Plus 还可以在艺术模型甚至消费品中使用。

A320M 相比于 BLT-A320 整体打印效率提高约 10%；在保证致密度情况下，超高效率工艺打印效率相比于常规工

铂力特的软件生态系统以实现高效节能为目标，相互配合为规模化批量生产蓄力。软件生态链包括路径规划、设备

控制、产线智能管理三部分。BLT-A320M 升级了简化打印流程、提升打印效率的设备控制系统和厂房监控流转系统，
多管齐下减少工厂人力投入。

用户提供大尺寸和高速度的制造能力。这款打印机主要为中大型功能原型设计应用而设计，用户可以使用该系统来

与 Flashforge 以前的打印机不同，Guider 3 Plus 具有高尺寸打印体积，打印尺寸为 350 x 350 x 600 毫米。这
种独特的建造尺寸也使其特别适合用于建筑模型、道具和服装组件等细长部件。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19

20

技术文档

执行简报

利用增材制造解决方案和
服务增强涡轮机械的性能

30 多年来，包括能源和涡轮机械在内的众多行业中规模最大的公司都使用增材制造来提高
科技设备的功能和可靠性，并将效率提升到新高度。

凭借无限的设计灵活性，增材制造可帮助涡轮机械制造商创造及快速迭代 使用传统生产方式无法实现的组件。例如，
在不受部件可制造性的约束下， 涡轮机械制造商可以通过添加随形冷却流道和引入新型气体和流体流动等功能，转

而专注于优化组件功能。这些功能可使涡轮机在远高于大多数金属熔点的温度下正常运行。由此，燃料效率和组件
使用寿命也得到大幅提升，从而延长涡轮机 械的正常工作时间并提高功率输出量。

增材制造的生产整合组装件的能力进一步带来了性能和经济效益，在降低下游加工成本的同时帮助制造商提高了产

品的长期可靠性。传统涡轮机可能由数千个单独组件组成，而增材制造技术可帮助从根本上减少部件数量，从而提
高制造产量、降低人工成本并提高供应链效率。

此外，涡轮机械制造商可使用增材制造将产品交付时间和上市时间从数月大大缩短到数天。充分的设计自由度和完

涡轮机械制造商和组件供应商面临的挑战
全球能源需求持续增长，与此同时，能源生产商突破化石燃料及开发清洁度更高的能源的压

力越来越大。 因此，涡轮机械制造商和组件供应商必须具备制造及维护性能和效率更高的

全无模具的制造流程， 使得制造商能够立即对客户要求做出反应，按需生产出定制的高要求部件。除了提高客户满

意度之外，此能力还帮助供应商降低库存成本并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借助 3D Systems 的高级制造能力，涡轮机械
组件制造商还有机会利用多种技术和专家团队，这样他们就拥有了可提高产能的可扩展性，并能够解决他们面临的
最大挑战。

涡轮机的能力。

精益制造

虽然全球环境标准迅速收窄使得涡轮机械制造商和供应商设计及迭代具有明显更高的燃料动力转换效率的设备成为

增材制造如何帮助涡轮机械制造商适应精益制造 :

间经常长达数月，而且还依赖于复杂的供应链，加大了持续维护难度。要实现持续运行且仅需最少维护工作，提高

顺畅的流程

在本执行简报中，介绍了 3D Systems 如何帮助涡轮机械制造商和组件供应商利用增材制造技术设计和制造动力输

品质

必要，但传统生产方式却令这一过程颇具挑战性。采用传统方式设计和迭代这种设备不仅成本高昂和费时 — 交付时
可靠性至关重要。

出高、效率高、使用寿命长、上市时间短且劳动力成本低的设备。通过在设计和制造 3D 打印金属及熔模铸造组件
两方面密切协作，以及通过技术转让，我们将向您展示我们如何帮助最大化性能和正常运行时间。

我们将具体通过四个应用来探讨将增材制造纳入工作流程的优势 : 燃烧室组件、定子叶片、叶轮及套管和管道。这
些示例将展示增材制造技术如何帮助涡轮机械制造商找到适合他们最具挑战性应用要求的解决方案。

享受涵盖设计软件到高级 3D 打印技术、高性能材料、后处理和检验的端到端增材制造解决方案。

优化后的涡轮机械组件设计减少了 MRO( 维护、维修与检修 ) 并延长正常工作时间。
浪费

相较于传统减材制造方式减少了材料浪费。
恰当

合适的产品设计、针对性能优化且几何复杂性不受限制。

增材制造的好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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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生产地点

1. 燃烧室组件

本地生产提高效率。

通过整合的组件和优化的几何形状提高燃油效率和
性能。

合适的时间

按需制造，快速生产，无需模具或储存组件。

燃烧室组件是决定涡轮机械整体性能的根本。实现最大燃烧效率和
动力输出， 取决于燃料喷射器、混合器和其他燃烧室组件的内部

合适的数量

结构促进燃烧和清洁燃烧的程度。但是，采用传统方式做到这一点

利用 3D Systems 的高级制造能力轻松 扩大解决方案并为客户提供支持。

通常需要设计和制造复杂的几何形状，而这些几何形状由复杂的多

部件装配件构成，生产起来既困难又昂贵。在利用实现最佳性能所

增材制造涡轮机械的示例
通过将增材制造融入工作流程，涡轮机械和涡轮机组件制造商能够快速交付将性能、 品质、

需的坚固耐热超级合金时，减材制造方式也并不具有成本效益。

产量和可靠性均最大化的优化设计。

相反，直接金属打印增材制造方式给予了制造商充分的设计自由度，

3D Systems 在增材制造和涡轮机械组件生产方面的丰富经验，有助于通过将直接金属打印和 3D 打印的熔模铸造

此外，设计师可利用增材制造的灵活性，通过将部件整合到一体式

模型及高级材料融入工作流程，打破传统制造方式的约束。利用我们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您可以针对性能和可靠性

而非可制造性进行设计，同时减少与减材制造方式相关的材料浪费。通过整合部件，我们还可以帮助提高组件可靠性、
减少停机时间。您甚至还可以利用增材制造技术通过集成式冷却流道等功能提高热效率，以及设计相较于传统熔模
铸造更高效的气流结构。

作为完整解决方案提供商，3D Systems 可在原型制造到生产的整个过程中与您合作，以便您充分发挥增材制造能力。
本执行简报重点介绍了四个关键应用领域 :

开发能够实现最 佳性能和效率的新颖组件形状，包括内部结构。

设计中减少对多部件组装的需求。这样有助于提高组件完整性，尤
其是在用于高温、高压工作环境时，同时还能提高长期可靠性、加

快上市及降低人工成本。由于金属增材制造相较于传统加工减少了
材料浪费，因此还有助于降低制造成本。

实际情况和数据
利用增材制造生产的燃烧室组件的优势 :
·20:1 组件减少率

·200 万美元平均年燃油节省
·组件使用寿命延长 2 倍
1. 燃烧室组件

2. 定子叶片

2. 定子叶片
通过将装配件整合为一体式部件来简化制造和供应链，以提高效率和可靠性。
压缩机和涡轮机定子叶片及集成定子必须能够耐受任何涡轮机械组件的一些最强烈的热负载和结构负载，这就要求

3. 叶轮

4. 套管和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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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必须采用坚固材料制成。采用传统制造方式 ( 例如熔模铸造 ) 进行生产，需要使用成本高昂且加工极其耗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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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和涡轮机定子叶片及集成定子必须能够耐受任何涡轮

增材制造通过在设计师创造新部件时给予他们更大自由度来

必须采用坚固材料制成。采用传统制造方式 ( 例如熔模铸造 )

能效率的新方法。例如，可以采用拓扑优化和晶格结构来减

机械组件的一些最强烈的热负载和结构负载，这就要求它们
进行生产，需要使用成本高昂且加工极其耗时的模具。构成

定子叶片的复杂形状必须钎焊在一起，这进一步增加了成本
和交付时间，同时对装配强度和寿命带来不利影响。

与这些局限性不同，金属增材制造可用一体式部件来替代多
部件装配体，帮助涡轮机械制造商减少可能的故障点。这不

仅提高了部件强度和可靠性，同时提高了制造产量并减少了

克服这些挑战。让设计师忽视传统约束，完全专注于提高性
轻组件重量。此外，无模具限制和快速周转时间也让涡轮机

制造商能够以低成本快速迭代部件，直至实现最佳气体和流
体流动性能。通过使用直接金属打印生产复杂度较高的几何
形状，以及对大型熔模铸造模型运用立体光固化成型技术，

即使采用昂贵的合金材料，制造商也能够以低于传统制造方
式的单位成本生产叶轮。

人工。通过使用立体光固化成型技术等增材制造技术，制造

实际情况和数据

具，从而达到最佳设计并相比于传统方式大大缩短交付时间。

利用增材制造生产的叶轮的优势 :

生模具成本，因此能够生产出通过内部冷却流道等功能提高

·90% 的成本降低，与传统蜡质模型相比

商还可使用 3D 打印的损耗熔模铸造模型替代成本高昂的模
此外，由于增材制造技术给予了设计师更多自由度且不会产
热性能和涡轮机效率的性能更高的部件。

·材料浪费减少高达 80%
·上市时间加快 30 倍

实际情况和数据
利用增材制造生产的定子叶片的优势 :

4. 套管和管道

·高达 200:1 的部件数量减少率

无需模具，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地交付制造复杂的金属套管和管道。

·500 毫米直径无缝直接金属打印部件尺寸
·实现高达 1600 K 的工作温度

涡轮机械设备的适当通风和保护依赖于复杂套管和管道组件，但使用传统制造方式生 产及维护这些结构件既昂贵又

耗时。尽管生产量相对较低，但极大的部件尺寸、专用材 料、定制安装和复杂特征等要求，都需要对实体模具进行
大量投入。基于模具的传统注蜡方法生产所需的套管和管道组件也需要数周或数月的时间，而所需的复杂几何形状

3. 叶轮
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地生产更高效的燃气轮机叶轮。
由于多种原因，使用传统制造方式生产工业燃气轮机叶轮既昂贵又具有挑战性。例如，叶轮设计的复杂性使其难以
生产，而所需的合金材料既昂贵又极难切割。为使产品更具成本效益，工程师们通常必须在设计上做出许多折中。

这就可能导致叶轮的性能不如其他方式有效和高效。而且加工本身通常也会进一步降低效率，从而导致多达 80% 的
材料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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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要求对多部件进行装配，这降低了效率和长期可靠性。

然而，使用增材制造，这些几何形状和时间限制都可以通过用更快、更灵活的流程来取代传统加工模具来得到解决，

而这些流程完全无需使用昂贵模具。相反，将使用立体光固化成型技术 3D 打印的空心模型用于熔模铸造，可以生

产出更坚固、更可靠的套管和管道。采用这些技术，制造商可以在短短几天时间内直接从 CAD 文件进入到铸造环节，
无需数周或数月时间，由此缩短交付时间并降低成本。这些模型还会带来更大设计自由度，从而通过更有效和整合
的结构更轻松地提高性能和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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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和数据

3D Systems 在涡轮机械组件增材制造解决方案方面的专业
知识

利用增材制造生产的叶轮的优势 :

通过我们专有的立体光固化成型技术 (SLA)、金属 3D 打印技术和数十年积累的专业知识，

·材料浪费减少高达 80%

我们可帮助涡轮机械制造商和供应商找到适合他们最具挑战性的应用需求的优化解决方案。

·90% 的成本降低，与传统蜡质模型相比
·上市时间加快 30 倍

选择合适的供应商是制定成功的增材制造方案的基石。合适的供应商可以帮助大幅提高生产力并降低流程风险，同

时帮您实现目标。3D Systems 提供广泛的端到端增材制造解决方案和服务选择。自 1991 年以来，3D Systems 一

4 套管和管道
无需模具，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地交付制造复杂的金属套管
和管道。

涡轮机械设备的适当通风和保护依赖于复杂套管和管道组件，但使用传

统制造方式生 产及维护这些结构件既昂贵又耗时。尽管生产量相对较低，
但极大的部件尺寸、专用材料、定制安装和复杂特征等要求，都需要对

实体模具进行大量投入。基于模具的传统注蜡方法生产所需的套管和管
道组件也需要数周或数月的时间，而所需的复杂几何形状可能要求对多
部件进行装配，这降低了效率和长期可靠性。

然而，使用增材制造，这些几何形状和时间限制都可以通过用更快、更

灵活的流程来取代传统加工模具来得到解决，而这些流程完全无需使用
昂贵模具。相反，将使用立体光固化成型技术 3D 打印的空心模型用于

直在研究、开发和完善金属 3D 打印解决方案。如今，我们将直接金属打印 (DMP) 系列 3D 打印机与多种金属材料
和行业领先的 3DXpert® 软件相结合，给予您更大的设计灵活性、经济性和传统制造无法达到的可靠性。

对于熔模铸造模型，3D Systems 已为其立体光固化成型技术 (SLA) 打印方法开发了 QuickCast® 构建样式。3D
Systems SLA 技术的速度优势、高精准度和高品质使 QuickCast 成为最受欢迎和最为高效的 3D 打印铸模方法之

一。 QuickCast 构建样式包含具有内支撑结构的空心 SLA 模型，其中支撑结构提升了模型强度。此空心 SLA 结构
也促进了模型在热膨胀过程中坍塌，这有助于防止壳体破裂。

通过我们的技术转让计划，3D Systems 帮助涡轮机械和涡轮机组件制造商确定合适的解决方案并帮助他们完全建
立自己的增材制造能力，同时消除隐藏成本、缩短生产时间。在此计划中，专门的客户经理和应用工程师团队提供

实操培训和咨询服务。我们将帮助您确定当前程序中的漏洞、提供工作流程和设备建议、在您的设施中复制我们自
己经过资格审查的制造流程以及安装增材制造设备。有了我们的支持和专业知识，您将能够快速建立 3D 打印生产
并扩大规模， 解决您最紧迫的挑战。

熔模铸造，可以生产出更坚固、更可靠的套管和管道。采用这些技术，
制造商可以在短短几天时间内直接从 CAD 文件进入到铸造环节， 无需
数周或数月时间，由此缩短交付时间并降低成本。这些模型还会带来更

大设计自由度，从而通过更有效和整合的结构更轻松地提高性能和寿命。

实际情况和数据
利用增材制造生产的套管和管道的优势 :

·90% 的成本降低，与传统蜡质模型相比
·上市时间加快 30 倍
·无需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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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

咨询方法
探索

战略咨询帮助确定您的需求
创新

面向增材 (DfAM) 的联合应用开发和设计，可满足特定需求
开发

从预制原型到原型的质量检验和流程表征
确认

培训、验证和认证
制作

生产和制造服务
比例

扩大规模和技术合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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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3D Systems, Inc. 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规范随时会进行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3D Systems、3D
Systems 徽标和 3DXpert 是 3D Systems, Inc. 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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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Intermed Labs 团队使用 3D 打印技术

努力打造更好的医疗眼罩

3D 打印“保护帽”

帮助修复缺损颅骨

image© 网络

image© 安徽商报

每年有超过 600 万人接受眼科手术，在愈合过程中需要眼罩来保护，这种传统的护理不能适用于每一个人。来自美

近日，安医大一附院高新院区神经外科颅脑创伤团队联合临床数字医学转化中心，成功为一位颅骨缺损患者量身定

国摩根敦 Intermed 实验室的一个团队，了解到市场上的传统护眼罩不是很舒服，同时也不容易使用，于是采用先
进的 3D 打印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已进入临床测试阶段。

Intermed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Tom McClellan 说：“我们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开发，并且进入了临

床测试阶段。可以这么说，在医疗设备领域，一年的时间闻所未闻。在我看来，一个产品从字面上解释到与一个跨

国公司讨论，再到进入市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我们做到了。”传统但眼罩采用塑料或其他材料，但是它们
还很重要，一般用胶带固定在脸上。比如，白内障、视网膜、Lasik 和重建手术后都需要它们。SNAPS 的独特之处

在于所使用的粘合剂锚。它们是以心脏导线为模型，但更小，且不需要胶带。SNAPS 是透明的，有气孔，很容易铰

开和旋转，以便进行检查或用药。而且它正好位于皮肤外侧，所以不会钻入或刺激。目前，一旦测试通过后，他们
有了自己想要的设计方案，再由 3D 打印进行设计迭代。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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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 3D 打印“保护帽”。

该“保护帽”是通过对患者进行头颅 CT 连续薄层扫描，将获取的影像资料构建出患者颅骨缺损三维重建图，实现
了重建模型与真实头部 100% 匹配的个性化设计，采取了能有效承受和分散冲击力的硬度和韧性适宜且防撞效果好
的高分子材料 PLA 聚乳酸，帽体轻（不足 100g），且舒适感好；同时，院内自主设计并打印保证了临床应用的及
时性。

而针对每位患者 3D 打印量身定制的“保护帽”，能够更加贴合颅骨缺损部位，起到保护脑组织，预防脑积水、硬

膜下积液，促进脑组织修复的作用，帮助患者尽早回归正常生活，为他们安全平稳渡过颅骨缺损期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来源：http://www.3dscienceval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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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3D 打印塑料废料造出风力发电机

为家庭绿色用电带来更多选择

手部假肢公司通过

3D System 金属 3D 打印扩大制造规模

image©From Waste to Wind

image© 网络

比利时的 From Waste to Wind 协会使用增材制造技术，主要是熔融沉积制造（FDM），用回收的塑料来设计风力

Point Designs 是一家手部假肢设计公司，公司通过将增材制造、机械设计和临床护理相结合，提供强大的人工数

影响研究，并获得了宝贵的经验。现在，他通过自己的公司开始向公众推广一个开源的 3D 打印风力发电机，这是

在与 3D Systems 密切合作后，该公司在短短六个月内从钢材质打印过渡到钛材质打印，既提高了工作流程效率，

涡轮机。非营利组织 From Waste to Wind 的创始人 Bram 早前曾在佛兰德政府部门开展大型风力涡轮机对环境的

一种更为环保的能源利用模式。From Waste to Wind 已经获得了一个国际奖项和比利时安特卫普气候基金的额外
支持。

From Waste to Wind 计划制造出更大的风力涡轮机，长度达 4 米，这将产生一个普通家庭所需的 50% 的能量，
与光伏发电进行互补。他们还计划把所有的风轮机连接到电脑上，这样消费者就可以随时看到他的风轮机产生多少

能量，也可以看到安全参数，如振动。目前，From Waste to Wind 正在开发他们自己的 MPPT 控制器，这将是完
全开源的。

字解决方案。Point Designs 选择 3D Systems 作为其生产合作伙伴，成功解决了供应问题并推进了产品开发过程，
又获得了可改进其材料组合的宝贵知识。

Point Designs 和 3D Systems 合作开发了四款产品， 每款产品均由多个 3D 打印组件组成，并有多种尺寸可供

选择，共有 17 个库存单位和 107 个独特组件。Point Designs 从 3D Systems 处收到打印部件后，交由 Point

Designs 团队采用现成和定制组件加以组装。组装后，Point Designs 将产品交付给假肢修复师，再由修复师为每
位用户定制假肢接受腔。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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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揭秘创新立体光刻金属制造技术

《3D Imperial》独家专访
MetShape 公司联合创始人及总经理
Andreas Baum
35

Andreas Baum （安德烈斯·鲍姆）
所在地：德国 普福尔茨海姆

职位：MetShape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股东和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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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早在 1999 年至 2003 年期间，机械工程专业的 Andreas Baum 博士凭借题为“激光沉积焊接中的工艺工程”的

Q

《3D Imperial》：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个人经历，这些经历又是如何引导您创办 MetShape 的呢？

之后又作为研究人员回到普福尔茨海姆大学，进行“通过激光沉积焊接减少成型工具的磨损”的项目研究。2007

A

Andreas Baum：我曾在普福尔茨海姆应用科技大学担任工艺工程领域的研究员，在此期间我一直从事激光技术领

毕业论文获得了普福尔茨海姆大学的“卓越研究奖”。完成学业后，Baum 博士便在一家中型工厂担任技术经理，

年以来，Baum 博士作为激光材料加工和自动化领域的自由职业者，与多家工业公司和 Steinbeis 激光加工创新
制造技术转化中心合作。在 Steinbeis 转化中心的项目背景下，Baum 博士于 2011 年、2014 年获得了“ Löhn
奖”。

Baum 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增材制造工艺领域的直接金属沉积 (DMD) 以及选择性激光熔覆 (SLM) 的项目。

2018 年，Baum 博士成为普福尔茨海姆大学关于新开发的 LMM 技术（立体光刻金属制造技术）研究小组的一员。
Baum 博士作为联合创始人、股东和总经理，于 2019 年成立了 MetShape GmbH 公司。

37

域的研究。激光通常也被用作金属增材制造的能源，因此我走上了增材制造的道路。然而，MetShape 的成立实际
上是一个巧合。MetShape 的成立最初源于普福尔茨海姆大学开展的一个关于磁铁回收的研究项目。在该项目中，
我们和研究项目的合作伙伴 Lithoz GmbH 公司共同开发了基于立体光刻技术的金属增材制造 (Lithography‐

based Metal Manufacturing, LMM) 技术。虽然该项目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却证明了 LMM 技术非常适合

打印具有高表面精度的金属部件。由于 LMM 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力，为增材制造，特别是小型金属部件的增材制造
设定了新的标准，Incus GmbH 公司 在 Lithoz 的基础上作为 LMM 打印机的制造商和开发商成立，而 MetShape
于 2019 年 3 月作为该技术的服务提供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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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 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 MetShape 的核心业务？

A

Andreas Baum：MetShape GmbH 是一家生产服务提供商。我们采用创新的 LMM 技术，提供基于烧结的，小
型和微型金属精密零件的增材制造服务。作为技术的的共同开发者，我们公司还提供从部件优化到材料研发的所有

相关开发服务。一开始，我们只专注于 LMM 技术，尤其是间接增材制造方法的烧结工艺。目前，MetShape 已发

Q

《3D Imperial》：MetShape 采用了创新的立体光刻金属制造 (LMM) 技术，可以请您向我们介绍更多关于 LMM

A

Andreas Baum：基于立体光刻的金属增材制造 (LMM) 技术是一种用于制造高精度金属部件的，基于烧结的增材

的信息吗？

制造技术。我们的产品理念“超精密金属打印”很好地描述了这项技术，因为 LMM 在成品零件的精度、分辨率和

表面质量方面设立了新的标准。这也使得该技术非常适合制造小型和微型零件。 LMM 零件的质量可以与金属注射

成型 (Metal Injection Molding，MIM) 零件的质量相比拟。而与 MIM 相比，LMM 也适合原型制造和每年一万件
的小批量生产。

展成为烧结工艺专家，并提供 LMM 技术和纯粹的部件生产之外的服务。与其他专门从事原型和单件生产的 3D 打印

我们目前与客户一起开发的主要应用之一是手术工具及其零件，以及一些奢侈品的应用，尤其是手表零件和微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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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商相比， MetShape 独特的烧结技术使我们能够提供可用于系列应用的高质量成品部件。

应用零件。此外，LMM 为若干技术领域的新应用创造了卓越的机会，例如微型喷嘴或微型过滤器。

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为什么 MetShape 会决定专注于 LMM 技术呢？

A

Andreas Baum：我们看到了 LMM 技术的可能性和优势，并确信这项技术在许多工业应用上潜力巨大。此外，我

们可以提供卓越的专业知识，因为我们积极参与了合作伙伴网络内的技术开发过程。此外，LMM 技术可以实现以前
无法用增材制造技术生产的一系列零件的生产。现在我们可以使用增材制造，以经济的方式生产具有高精度的小型

和微型部件。我们在脱脂和烧结技术方面的独特专有技术，也就是所有间接增材制造工艺的核心技术，为我们扩大
生产精密金属部件的技术组合提供了理想的基础。

Q

《3D Imperial》：AM Ventures 宣布了他们对 MetShape 的投资。请问 MetShape 是如何吸引 AM Ventures

A

Andreas Baum：种子投资是 2021 年 6 月的事情。

进行投资的？

我们在打印后热处理领域的专业知识是所有间接增材工艺的基础技术，没有它就不可能生产出高质量的增材制造部

Q

《3D Imperial》：在应用 LMM 的时候遇到过哪些困难呢？您又是是如何克服的？

A

Andreas Baum：我们采用的是两步工艺，即首先打印出生坯，接着脱脂和烧结，并转化为高质量的成品零件。影

MetShpae 远不止于此，AM Ventures 认识到我们已经掌握了独特的两步金属增材制造工艺。 AM Ventures 看到

工艺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我们设法研究出了控制不同工艺参数的技术。

兴能够争取到 AM Ventures 作为投资者，陪伴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

响成品质量的参数很多，只有通过对该技术的深入实际应用，才能理解这个复杂的工艺流程。当然，一开始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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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这使我们有别于传统的 3D 打印服务提供商。

了基于烧结的两步增材制造技术的巨大机遇，相信它对于金属部件的批量生产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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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在 MetShape 所有的项目中，您最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A

Andreas Baum：我认为每个新项目都非常令人兴奋，因为我们经常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制造出其他技术无法生产
的零件。我们很高兴看到 3D 打印对新技术发展的影响，并乐于参与其中，向客户展示我们技术的可能性。目前，

Q

《3D Imperial》：作为 MetShape 的成功创始人，您对其他想在 3D 打印行业创业的年轻企业家们有什么建议吗？

明 3D 打印不仅适用于原型，而且对许多系列生产也适用。

A

Andreas Baum：首先：要有勇气！你越是思考创业是否正确，就会产生越多的怀疑。当然，成功创业的基础应该到位。

我们正在开展几个激动人心的医疗设备项目。通过我们的技术，新的设计首次得以实现。特别有趣的是我们可以证

Q

《3D Imperial》： MetShape 采用 了 3D 打印来帮助对抗病毒，MetShape 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A

Andreas Baum：MetShape 打印了一个高精度的病毒模型，用于 CIC nanoGUNE 研究中心关于病毒传播及其传
播机制的研究工作。

由 于 需 要 一 个 非 常 精 细 小 巧 且 准 确 的 原 型， 其 他 金 属 增 材 制 造 工 艺 无 法 生 产 出 具 有 理 想 质 量 的 病 毒 模 型。
MetShape 进行了打印、脱脂和烧结，效果极佳，且无需进行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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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广泛建立职业人际网络。职业人际关系对于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记住，您不必自己做所有事情，
而是要寻找有能力和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Q

《3D Imperial》：请问您对 MetShape 有什么未来规划吗？或者您目前正在从事哪些项目？

A

Andreas Baum：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还希望在我们的技术组合中加入其他间接的增材制造技术。这样，我们将发
展成为一家全球活跃的增材制造小型和微型精密金属零件的零部件制造商，并可以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针对其特定应
用的最佳技术。目前我们也在开发黄金等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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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编后语：

MetShape GmbH 是一家专业的生产服务提供商，专门从事小型和微型金属零件基于烧结的增材制造。公司将真正
的创新思维带入产品之中，研发出一种可打印高精度金属部件的技术——基于立体光刻技术的金属增材制造 (LMM)

技术。MetShape 凭借其独特的金属烧结技术，为客户提供可用于系列应用的高质量成品组件与高质量的零件烧结

服务。借此总结行业经验和专业知识，金属增材制造市场或将得到显著发展，采用更低的成本生产出质量更好的零件，
带来全新的金属产品和商业模式。

Q

《3D Imperial》：您还有什么想与我们的读者和 MetShape 的追随者分享的吗？

整理：Claire Jiang@3D Imperial

A

Andreas Baum：如果我们引起了您对 MetShape 和 LMM 技术的兴趣，如果您想了解我们零件的打印质量，请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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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更多信息，或者直接与我们联系。我们很乐意一对一向您详细介绍我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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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视界

3D 打印与时尚配饰的结合

VIP TIE 是一家以 3D 打印领带闻名的意大利公司。公司的目标是提供尽可能个性化的时尚配饰，以满足客户的

需求和愿望。 VIP TIE 结合了奢华和创新的高科技设计。一条领带的制作过程可能包括多种互补程序和材料的
复杂组合：手工艺、刺绣、3D 打印、皮革、珍珠母、碳纤维、银、金和镀银。除了高度可定制的产品外，VIP
TIE 的另一个优势是超过 80% 的使用材料是 100% 环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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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视界

图文来源：https://www.3dnatives.com/
https://www.viptie3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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