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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关于飞行器材的应用

航天飞行器产品结构零部件多、生产周期长、成本高，但 3D 打印在锻造零件方面的发展，使得各类零件可使用增
材制造的方式进行低成本制作，让飞行更安全、更经济。以下是各公司关于 3D 打印飞行器材的实际应用。

多年来，汉莎技术航空公司和一级飞机结构制造商空客子公司 Premium AEROTEC 一直联手寻找使用增材制造的
方法， 以便更经济高效地生产备件。这两家德国公司在汉莎航空增材制造中心开发的用于 IAE-V2500 发动机防冰
系统的 3D 打印金属部件，已通过欧盟航空认证协会 (EASA) 的认证。据报道，这是为增材制造的承重备件颁发的第
一个此类证书。

Premium AEROTEC 将在其位于德国 Varel 的工厂打印该组件。这个 3D 打印的钛部件名为 A-Links，九个 A-Links
连接在一起，在发动机的进气口罩内形成一个环形热空气管道，以防止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结冰。汉莎和 Premium

AEROTEC 表示，他们在 LPBF（激光粉末床熔化）3D 打印机上制造的 3D 打印 A-Links，无需传统锻造零件所需
的夹具和模具。此外，这两家公司也通过增材制造工艺降低了材料成本。

编者笔记

同样使得飞行更安全、更经济的 3D 打印飞机传感器，在马德里的 IMDEA 材料研究所被开发研制成功。新的嵌入式

本期看点：芬兰阿尔托大学开展一项名为 ValueBioMat 的研究项目，

制造可以降低组装成本，同时减少将传感器连接所需的电线。据统计，飞机上约有 70 到 300 英里长的电线，约有

的循环 3D 打印；相机巨头日本尼康将斥 30 亿元全资收购金属 3D 打

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控飞行中的飞机，3D 打印的传感器具有更好的预测性以及维护性，实现更安全的飞行。增材
100 到 400 根线束用于传感器固定。3D 打印的传感器重量较轻，消耗的能量也相对较少。

不局限于载人航空飞机，3D 打印同样应用于无人机领域。FLYING-CAM 公司与 3D 打印材料和服务提供商 CRP
Technology 合作，采用 3D 打印部件来减轻新款无人机 Discovery 的尾桨变速箱重量。

Discovery 单旋翼无人机是一架最大起飞重量 (MTOW) 为 75 公斤的无人驾驶单旋翼直升机，是迄今为止 FLYINGCAM 最大、最通用的产品，具有更高的续航能力。FLYING-CAM 在该款无人机的尾桨变速箱壳体的制造中使用了
CRP 技术，即连接到主尾梁的主壳体。

以设计新的可持续生物基聚合物材料，不久的将来可实现完全可持续

印厂商 SLM Solutions，尼康的战略是将数字制造作为新的增长动

力；爱沙尼亚的材料公司 Filaret 将烟头回收，并转化为新的生态友
好 型 3D 打 印 丝 材。 本 期，《3D Imperial》 采 访 到 了 Elli Design

Furniture 公司创始人 Alessio Elli，一同探索 3D 打印改变家具设计
构思与创作之路。更多精彩，敬请翻阅。

该公司的目标是为 Discovery 单旋翼无人机直升机的尾旋翼执行器和 GPS 天线创建一个重量轻，但同时具有足

够强度的气动外壳。为了满足 FLYING-CAM 的要求和标准，选择了 CRP Technology 专有的高性能 Windform

Top-Line 系列复合材料 Windform XT 2.0，这是一种碳纤维填充聚酰胺基 3D 打印复合材料，适用于赛车运动、

航空航天和无人机。Windform 材料的机械和热性能与 3D 打印制造过程的特性密切相关。事实上，两者的结合产
生了无与伦比的高科技 3D 打印部件。

总体来看，虽然 3D 打印技术在航空制造领域广泛应用呈现出加速的发展势头，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 3D 打印

对小批量、形状复杂、材料昂贵、常规方法无法加工的零件具备更加明显的优势，而从中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3D
打印将在航空航天锻件性能要求的零件制造方面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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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API 为天然气和石油行业
制定 3D 打印应用标准
增材制造，也被称为 3D 打印，将通过提高运营效率和创新，同时帮助减少排放，彻底改变天然气和石油行业。《3D
Imperial》获悉，为了充分挖掘这项快速发展的技术的潜力，美国石油学会（API）已经为该行业使用的聚合物基

和金属部件制定了两个互补的 3D 打印标准：即 API 标准 20S《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中使用的增材制造金属部件》和

API 标准 20T《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中使用的增材制造聚合物部件》，这两份标准强调了该行业将如何采用新技术和
创新来改善运营。

API 20S 和 20T 分别专注于金属和聚合物部件，代表了为天然气和石油行业提供部件的增材制造商的基准要求和工
艺控制。特别是，API 20S 和 20T 规定了对 3D 打印部件的制造工艺、生产、标识和文件的鉴定要求。这些标准还

为测试和记录聚合物和金属部件的 3D 打印材料特性提供了指导，并且它们引入了三个增材制造规范级别，定义了
越来越多的技术、质量和资格要求。

API 全球行业服务部高级副总裁 AnchalLiddar 表示：“这些新标准反映了该行业专注于前沿技术和创新来满足全
球能源需求，同时不断努力变得更清洁、更安全和更高效。3D 打印有望为我们行业的所有领域带来巨大的利益。”

绝的地区。然而，通过使用 3D 打印技术，可以在大约一周内生产出这些部件，并将它们运到油田所在地。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使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设计原型和工具已经有十多年了，而且它正越来越多地在难以到达的地区
部署该技术来打印备件，例如尼日利亚的海上平台。该公司指出，3D 打印技术可以节省成本，并加快最终使用的备
件的交货时间，包括热交换器、泵中的叶轮和聚合物密封盖，这有助于提高运营安全。

据报道，埃克森美孚公司正在使用 3D 打印技术对其 cMist 技术进行快速成型，该技术可去除天然气中的水、二氧
化碳和硫化氢，以达到安全和气体质量标准。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增材制造的兴趣与日俱增。数字化制造商 Protolabs 对欧洲油田服务行业高管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82% 的受访者计划从事 3D 打印和按需制造。

增材制造的标准制定
伴随着 3D 打印应用的扩大，一些标准制定组织和分类机构，包括 ASTM 国际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和挪威的 DNV，它们分别发布了增材制造的标准。然而，从标准的角度来看，API
20S 和 20T 是第一个专门针对为天然气和石油行业提供部件的制造商的 3D 打印标准。

第三次工业革命

3D 打印的指南或标准将有助于确保部件满足最低材料要求，以及降低部件的鉴定成本。鉴定是证明部件能够满足或

增材制造是一种根据数字设计，使用连续的材料层制造三维物体的过程。它与减材制造形成对比，减材制造是一种

了增材制造在该行业的应用。

传统的制造工艺，通过原材料的加工来雕刻或去除材料形成一个形状，然后将几个对象组装成最终产品。自从该技

术在 20 世纪 80 年代首次被开发出来，作为快速制作原型的一种手段，它已经发展并在制造业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应用，
促使一些学者将其称为新生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

多年来，增材制造已被应用到一系列行业中，包括航空、医疗保健、海事和消费产品。今天，3D 打印在 12.7 万亿

美元的全球制造业市场中占比不到 0.1%。然而，根据最近的一份报告《石油和天然气的 3D 打印 - 专题研究》，估

超过某些制造标准的一个关键过程，例如 API 为天然气和石油行业制定的标准。此前，由于缺乏鉴定指导，也延缓

作为天然气和石油行业首屈一指的全球标准制定组织，API 与成员公司合作，并经常与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合作，已

经制定了 800 多个标准，以提高运营安全、效率和可持续性。标准增强了操作的安全性，确保了质量，有助于降低
成本，减少浪费和尽量减少混乱。它们有助于加快接受速度，更快地将产品推向市场，并避免每次制造产品时都要
从头开始。

计到 2025 年，3D 打印市场价值将达到 320 亿美元，到 2030 年将超过 600 亿美元。

“随着天然气和石油行业将 3D 打印用于更广泛的用途，伴随着标准满足这个经常在挑战性环境下运作的行业的特

天然气和石油行业近年来逐渐采用增材制造，将其用于钻井、非关键或小型部件、原型开发以及不再生产的过时部

信心，并加快其在整个行业的应用。”

件的逆向工程。

例如，康菲石油公司一直在测试 3D 打印，用于更换阿拉斯加北坡原有的 40 年历史的燃气轮机的燃烧器塞子。由于

定需求至关重要，”API 标准和分部服务副总裁 Alexa Burr 说，“API 标准 20S 和 20T 将有助于建立对该技术的

利用 3D 打印的行业优势

这些部件不再生产，磨损的燃烧器塞子很难更换，而且成本很高，往往需要 30 到 60 周的时间才能运到这个与世隔

增材制造可以为天然气和石油行业提供显著的效率和成本效益，因为它缩短了交货时间和供应链压力。许多增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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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装置几乎可以部署在任何地方，有助于使部件的制造接近使用点。这种灵活性可以提高偏远地区和离岸业务的运

营效率。它还可以促进所有行业部门的制造和供应链弹性的离岸化，这是 Covid-19 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所暴露的脆
弱性。

运营商目前储存了大量的备件和组件，或者等待新的库存，导致昂贵的仓储和停机时间。增材制造的按需、现场性

质和“数字仓库”的使用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为天然气和石油行业带来巨大利益。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报告估计，
该行业的零部件 3D 打印可以将库存水平降低 2%，将维修、保养和运输成本削减 3%。

与减材制造相比，增材制造优化了设计和制造过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加工和材料去除的需要，转化为更少的浪费
和材料使用。非物质化 -- 或者用更少的材料生产最终产品 -- 不仅可以节省材料成本，还有助于减少行业的间接环境
足迹。

增材制造使创新者能够快速、有效地将创意推向市场。通过数字模型，3D 打印为原型设计提供了灵活性，并简化了

定制部件的生产，而这些部件在传统制造中是很难、很昂贵或不可能做到的。这有效地消除了在生产某些部件时对
规模经济的需求。

此外，增材制造还可以通过将复杂零件打印成一体，以传统制造无法实现的几何形状来提高制造效率。例如，通用
电气的子公司通用航空一直在使用 3D 打印技术为其 LEAP 发动机制造数千个喷气发动机燃料喷嘴。增材制造的喷

气发动机燃料喷嘴不是由 20 个不同的部件焊接在一起，而是由一个部件组成，其重量减少 25%，耐用性提高 5 倍，
成本效率提高 30%。鉴于天然气和石油行业所使用的部件的复杂性，3D 打印可以产生类似的效率，同时还可以通
过减少构成复杂部件的单个部件的故障几率来加强安全和环境保护。

康菲石油公司领导 API 关于 3D 打印的 20S 标准小组的工程师 Carlo De Bernardi 说：“3D 打印为零件和组件的

创意设计开辟了无数可能性，而传统制造方式需要焊接、铸造和研磨材料才能制造出来。通过允许工程师进行数字
化设计，而不需要昂贵的研究和开发周期，该行业可以变得更加高效和创新。”

随着天然气和石油行业继续变得更加清洁和高效，增材制造提供了减少该行业间接碳足迹的潜力。
增材制造不仅可以减少在扩展的供应链中运输部件的需要，而且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影响运输部门，因为更轻的部

这样一来，3D 打印有助于展示行业对 API 气候行动倡议的采纳，该倡议详细说明了行业对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来保护环境的承诺。

尽管 3D 打印在天然气和石油行业的前景很好，但在其获得更广泛的使用之前，仍有一些障碍必须解决，以增强对

该技术的信心。天然气和石油生产是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进行的，腐蚀、高温和高压都是必须考虑到的因素，以
确保安全操作。

API 20S 和 20T 为更广泛的应用铺平道路
考虑到独特和具有挑战性的生产环境，目前对 3D 打印部件可以和应该使用的地方有限制。因此，需要对增材制造

工艺和材料投入进行进一步的测试，以确保部件能够承受与硫化氢、二氧化碳和氯化物等烃混合物的持续接触，以
及在不同的 pH 值、温度和压力下都有好的表现。此外，还需要证明增材组件对酸和非酸等级的适用性。

这将需要识别和测试对该行业至关重要的聚合物以及金属和合金，它们可以根据 API 20S 和 20T 通过最新的增材制

造技术生产，重点是适用于大规模和承压部件的方法。API 20S 和 20T 是基础文件，允许行业利用这些标准来生产
各种部件，并确定它们的最佳适用范围。它们旨在鼓励整个行业更安全、更广泛、更快速地采用增材制造，为其在
主流行业应用中的使用建立更大的信心。

最终，认证过程是由最终用户来定义应用要求，并制定功能规格以满足这些要求。这些规格被提供给原始设备制造商，
然后他们将根据适当的制造工艺、材料特性和质量控制规定，制定技术设计规格以满足这些要求。

预计增材制造部件的认证将遵循行业内应用的其他传统制造部件的类似原则，即考虑应力 - 应变关系、屈服强度、
极限拉伸强度、断裂韧性、强度 - 温度关系、抗爆和抗塌陷性以及增材制造部件的抗疲劳性。

API 20S 和 20T 代表了允许使用增材制造生产 API 产品标准所涵盖传统部件的第一步。然而，后续我们还必须确定
可以将增材制造部件添加到哪些产品规格当中。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件可以减少燃料消耗。同时，由于 3D 打印在制造过程中需要更少的原材料，或者说非物质化，该行业可以间接地
在材料投入的生产过程中减少排放。

因此，增材制造的固有效率，包括与传统制造相比需要更少的材料，再加上物流的减少，可以推动碳排放的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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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军火巨头诺斯罗普格鲁曼宣称

已在 3D 打印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 ASTM 增材制造联盟

加速 3D 打印零件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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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航空航天和国防制造商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集团报告称，已在碳 / 碳复合材料 3D 打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与南方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和奥本大学合作的一个新项目，预计将为 ASTM 新成

“史无前例的”。碳 / 碳复合材料 (c-c composite or carbon-carbon composite material) 是碳纤维及其织物

对用于航空、航天和医疗行业等关键行业的 3D 打印关键部件鉴定研究。

印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该工艺使该公司能够大规模生产连续纤维增材制造复合材料，据称这在增材制造领域是

增强的碳基体复合材料，具有低密度 (<2.0g/cm3)、高强度、高比模量、高导热性、低膨胀系数、摩擦性能好，以
及抗热冲击性能好、尺寸稳定性高等优点，是如今在 1650° C 以上应用的少数备选材料之一，最高理论温度更高达

2600℃，因此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途的高温材料之一。碳 / 碳复合材料由于其独特的性能，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汽车工业、医学等领域，如火箭发动机喷管及其喉衬、航天飞机的端头帽和机翼前缘的热防护系统、飞机刹车盘等。
诺斯罗普·格鲁曼武器系统公司副总裁兼总经理 Dan Olson 说：“我们正在开创一种快速、免工具的制造工艺，用

于制造航空级连续纤维集成复合结构，制造业的这种进步将比传统方法更快地为战场带来能力，并确保我们的部队，
拥有最新技术和先进武器，来应对现有和未来的武装威胁。”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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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材料数据和标准化联盟 (CMDS) 做出重大贡献。NSF 将资助 400 万美元（约 2785 万人民币），旨在加速进行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United States），成立于 1950 年，是美国独立的联邦机构，
相当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 项目官员 Subrata Acharya 博士说：“NSF 很高兴见证基础研究向实际应用转变，这与当前行业的需求一致，
我们的使命是推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进步，重视在学术机构和增材制造行业之间搭建桥梁。”该项目的研究将基于
PSP 的实验和模拟数据库，帮助建立 3D 打印部件的快速鉴定工作，皆在帮助该技术在关键应用领域的加速采用。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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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SmarTech：到 2030 年，3D 打印塑料零件市场规模

将达到 260 亿美元

ValueBioMat 聚焦 3D 打印生物基复合材料

推动可持续发展

image© 网络

image©Dyemansion
SmarTech 分析公司发布了第一份专门针对塑料 3D 打印领域的报告———《聚合物部件生产 : 增材制造应用市场
分析》 （Polymer Parts Produced: AM Applications Market Analysis）。

这份应用市场分析报告估计了 3D 打印聚合物部件的生产量和由此产生的估计市场价值。这家致力于增材制造（AM）
的领先市场研究公司预计，由于在未来 10 年内，一些垂直行业采用 3D 打印技术进行生产，3D 打印聚合物部件每
年的收入将达到 260 亿美元。

这本新出版报告补充了 SmarTech 原有的金属零件生产数据产品，使其能够更广泛地覆盖增材制造行业。这份首次

发布的、只有数据的报告追踪了聚合物部件的产量和由此产生的市场价值，包括原型、工具和模具以及最终使用的
生产项目。它们横跨八个主要行业，有几十个部件分类，从航空航天的飞机内饰和无人驾驶飞行器（UAV）部件到
医疗保健的牙科和个性化手术指南。

为解决复合材料中塑料所带来的污染问题，芬兰阿尔托大学正在开展一项名为 ValueBioMat 的研究项目，以设计

新的可持续生物基聚合物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化石基塑料和复合材料。这些新材料及其加工技术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完全可持续的循环 3D 打印。

芬兰阿尔托大学的 Jukka Seppälä 教授与学校的增材制造实验室展开合作，共同负责 ValueBioMat 项目的部分研
究内容。多年来，Jukka Seppälä 一直在聚焦生物基聚合物和塑料开发的最前沿技术，这也使得他们专注于先进和
新兴的加工技术，例如增材制造。这些技术为以新的和材料有效的方式制造优化结构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因此，增
材制造与新的可持续和生物基聚合物材料相结合，可以向更环保的材料解决方案迈出一大步。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来源：https://ww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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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相机巨头日本尼康将斥 30 亿元全资收购

金属 3D 打印厂商 SLM Solutions

工业 CT 扫描公司 Lumafield

获 3500 万美元 B 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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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行业又出现了一个超级收购案例，德国金属 3D 打印机厂商 SLM Solutions 与相机巨头尼康签署了投资协

今年 4 月，Lumafield 获得了超过 3200 万美元的投资。现在，这家公司再度从投资者 Spark Capital、Lux

从 11.78 美元飙升至 19.68 美元，增长了 67.06%。

超过 6500 万美元，用于普及工业 CT 扫描。

议，尼康计划收购 SLM Solutions 的全部股份，报价为 20 欧元 / 股。这一消息公布之后，SLM Solutions 的股价

Capital、Kleiner Perkins、Data Collective 和 Future Shape 获得了 3500 万美元的 B 轮融资。合计已筹集了

据悉，SLM Solutions 与尼康签订投资协议，目标是进一步提升 SLM Solutions 在增材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而

Lumafield 的平台结合了软件、3D 扫描和 CT，使工程师能够以一种无障碍的方式绘制和了解产品的内部特征。使

SLM Solutions 长期以来保持了不错的发展，2022 年上半年还实现了创纪录的收入 4250 万欧元，增长 34%。但

Lumafield 董事会成员、Protolabs 前首席执行官 Victoria Holt 说：“制造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制造商面临

都不算太高，对于尼康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

对制造业产生的积极影响表示赞赏。Lumafield 提供了有望重塑产品制造方式的技术、团队和视角。我很高兴与

尼康的战略是将数字制造作为新的增长动力。

市值却没有创出新高，本轮暴涨后市值为 4.47 亿美元（约 30.8 亿人民币）。这个市值，放在目前中国的 3D 打印行业，

用 Voyager 软件，还将通过自动组合 CT 解读来分割零件。

着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供应链的根本转变以及越来越高的客户期望。我领导 Protolabs 的经历让我对技术可以
Lumafield 合作实现其愿景。”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13

14

市场动态

工业 3D 打印龙头联泰科技完成 2 亿元 Pre-IPO 轮融资

金石投资领投

Ultimaker 和 MakerBot 已完成合并

新公司将全力推动 3D 打印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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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行业头部企业联泰科技继去年 11 月完成 D 轮 2 亿元融资后，再次顺利完成最新一轮 2 亿元 Pre-IPO 融资，

桌面 3D 打印领域的两家领先企业 MakerBot 和 Ultimaker 近日宣布完成合并。在新品牌 UltiMaker 下，该公司

据悉，本轮融资由金石投资领投、元禾辰坤及其直投平台金谷资本跟投，国科嘉和、龙腾资本、晨山资本等三家老

UltiMaker 将两家公司的产品平台合并到同一个平台之下，将继续为客户提供广泛的解决方案，新公司拥有

印系统平台建设、打印应用转换落地等各方面的发展推进。

Ultimaker 2+ Connect、Ultimaker S3、Ultimaker S5 和 Ultimaker S5 Pro Bundle 等知名品牌。此外，新

联泰科技距离 IPO 上市的脚步更近了。

股东再度积极追投。目前本轮融资已全部交割完毕，融资资金将全力助推联泰科技在新材料开发、产品线扩展、打

联泰科技总经理马劲松先生表示：“增材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实现‘点击即生产’，制造实现与需求满足之
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窄，产品驱动转向真正意义的需求驱动，在有效促进全球供应链重构、激发更多创新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必将成为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

旨在为所有应用提供易于使用和可访问的 3D 打印硬件、软件及材料，将行业推向负责任和可持续制造的未来状态。

MakerBot METHOD、MakerBot SKETCH、MakerBot Replicator 3D 打 印 机、MakerBot CloudPrint 以 及
公司将继续管理开放社区 Ultimaker Cura 和 MakerBot Thingiverse。

新成立的实体将进行资本投资，以加速增长、推动新产品创新、进一步开展研发，以及通过市场扩张加强其在美洲、

欧洲、中东和非洲以及亚太地区的影响力。Nadav Goshen 将担任这家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前 Ultimaker 首
席执行官 Jürgen von Hollen 已决定在未来几个月内协助新公司完成整合和转型计划后离开公司。

来源：腾讯网

来源：美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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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Mantle 推出价值 35 万美元的 3D 打印设备

可缩减模具制造时间和成本

ONULIS 为 DLP 3D 打印，推出可同时固化部件和

回收树脂的双系统 WRAP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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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Mantle 公司推出一款价值 35 万美元（约 243 万人民币）的新设备，它可以 3D 打印用于注射成型塑料的模

树脂打印系统制造商 Onulis，宣布推出一款具备双重功能的树脂固化设备 WRAPCure，该设备可以自动对数字光

具镶件。该公司开发出一种 FDM 工艺，打印过程类似于 MakerBot 等公司的长丝打印机，采用一种膏状材料，使

用一种携带金属粉末的液体载体。在打印完一层后，通过干燥过程去除液体成分，从而形成了一个密集的金属粉末体。

处理（DLP）打印的部件进行后固化处理，同时还具备树脂可回收再利用功能。

10 层左右后，该过程会使用高速切割工具（很像数控铣床）来切割少量的材料，从而形成所需的表面光洁度和公差。

Onulis 公司的 WRAP 系列产品，能够将用过的 UV 树脂危险品，自动转化为完全固化的硬塑料，从而产生可以用

构建体，被密密麻麻地粘合剂固定在一起。再把它放进一个炉子里，将它浓缩成一个固体金属零件。也就是说总共

低成本优势，皆在将危险品转为一种可持续的环保解决方案。

每隔 10 层左右重复一次。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Ted Sorom 解释道：“在这个过程的最后，由金属粉末组成的

分为两步。第一步在机器上打印和成型，第二步在一个炉子里烧结零件。”这样做的好处是，数控机床在获得高精

于 CNC 加工的材料，并且它是无污染的，可作为生活垃圾处理。因此，该机器对于一些特定的区域，具有一定的降

度零件方面非常出色，但难点是，工具钢非常坚硬，数控机床的切割工具切割过程非常缓慢。Sorom 说：“这就是

新的 WRAPCure，保留了 WRAP 系列所有废弃树脂打印功能，同时增加了用户对 DLP 部件进行后固化的能力。

打印生产这些模具的时间减少了 70%，成本减少了 50%。”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我们为何能够得到一个具有表面光洁度和细节的产品，这也是我们为客户节省大量时间和成本的地方。我们采用 3D

来源：https://www.keli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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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传送带式 3D 打印机 One Pro

可以构建无限长的物体

Xact Metal 为中小型企业，开发了一款

经济适用型金属 3D 打印机 XM3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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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初创公司 iFactory3D，宣布推出极具创意的传送带式 3D 打印机新产品 One Pro，表示该技术将塑造制造业

Xact Metal 计划在芝加哥 2022 IMTS 上，推出全新的 XM300G 系列中型金属 3D 打印机。该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让

在客户、社区和行业专家的意见下精心设计了它，并采用欧洲制造商最优良的设备组件，因此，它是存粹的德国制造。

并使金属 3D 打印去中心化。Xact Metal 公司首席执行官 Juan Mario Gomez 说：“XM300G 系列的零售定价为

的未来。该公司表示，One Pro 的研发，汇集了该公司十年 3D 打印经验，和四年持续迭代原型机后的结果。他们

为了解决现有的打印问题，这种新颖的 3D 传送带式打印机技术，将传送带替代传统的构建板。凭借这种无限长度阈值，
它可以打印长物体。它允许以最少的人机交互，和自动调平同时进行大规模生产。凭借该设备的 45 度角，它还可以

3D 打印技术，更容易让人们获得和可负担的公司。新的设备旨在为中小型企业，带来可负担得起的金属 3D 打印技术，
20 万美元（约 138 万人民币）起，是大批量打印大型部件的理想选择。基于 XM200G 多激光打印机平台，新设备

XM300G 继续将金属粉末床融合的要求和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将金属 3D 打印设备带到了一个新的价格和性能水平。”

打印各种几何形状，包括中空形状。

XM300G 系 列 是 一 种 单、 双 或 四 独 立 激 光 系 统， 具 有 100% 重 叠 打 印 区 域， 以 合 理 的 价 格 引 入 工 业 打 印 速

现阶段，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开发传送带式 3D 打印机的制造商。公司计划通过不断的迭代优化，允许客户通过

300x300x450mm)， 400W 或 700W 光纤激光器，以及可缩短打印周期的可互换构建平台，使该设备非常适合各

远程管理打印过程，来扩大其国际市场范围，并达到更高的高度。

度 和 性 能， 使 中 小 型 企 业 受 益 于 金 属 激 光 粉 末 床 融 合 技 术。300x300x350mm 的 构 建 体 积 ( 还 可 升 级 到
式各样的的增材制造应用。Xact Metal 已收到 XM300G 的订单，计划于 2023 年第三季度开始发货。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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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

应用简介

利用 NoSupports ™ 金属打印
节省时间并降低成本

保持表面质量
构建部件时，软件会将 3D 部件切割成一堆 2D 层。
因此，部件几何形状可以概念化为三种表面类型
的组合 :

1. 面朝上

2. 面朝中间
3. 面朝下

不同的表面类型易受不同现象的影响。例如，部
件向外倾斜时，面朝上的表面容易出现阶梯状，

而熔岩池下沉比预期的层更深时，面朝下的表面
容易形成浮渣，因为下面的松散粉末没有支撑。

介绍
金属增材制造 (AM) 可生产出突破传统制造局限性的高性能部件。由于能够生产坚固、轻质、性能优化的部件，增

材制造无疑是让功能驱动的设计成为现实的首选。每个制造过程都有细微差别，对于金属增材制造而言，需要采用
支撑结构打印某些几何形状。尽管金属打印是一种粉末工艺，但由于高功率激光在可用金属材料上的相互作用，所

以不将其视为一种自支撑技术。根据不同设计特征及其方向的具体情况，可能会推荐使用支撑结构，以确保更高质

使用支撑结构有助于减轻或避免这些现象，但需

要权衡额外的材料用量和额外的移除后处理步骤。

使用 3D Systems 的 NoSupports 金属打印技术打
印的涡轮机分段横截面。

您的应用规格将决定支撑结构是有益的还是无益。

量的结果。

NoSupports 金属打印的策略

然而，对支撑结构的需求并不普遍，此指南中的策略旨在提供在没有支撑结构的情况下成功打印的方法。这些策略

无需支撑结构的一个无可争辩的区域是不可能进行移除的封闭结构内。对于这些情况，下面介绍的增材制造设计

撑移除相关的后处理步骤，以提高生产效率及并缩短生产时间。除了介绍目前 NoSupports ™ 金属打印可采用的各

种有用的策略。

对于内部特征的生产特别有帮助，因为移除支撑结构会对部件造成损害或破坏。这些步骤还可用于减少或消除与支
种策略外，本指南还介绍了分步方法，阐释如何将 NoSupports 应用于大型涡轮机械部件的热端部分。

为什么要使用支撑 ?

(DfAM) 原则和多次暴露策略将具有极大的优势。如果仍可以移除支撑，但所需的人力有限，那么热叶片不失为另一

增材制造设计
生产增材制造的选择，使设计师和工程师能够创造出使用传统方法无法实现的几何形状。然而，增材制造本身有细

连接到建模基板

微差别，因此遵循增材制造设计原则有利于简化访问部件优化的最终功能和增材流程。许多变量会影响增材制造设

金属 3D 打印是一个高能量流程，其中不受管理的热量和应力可能会聚集并影响部件质量。虽然 NoSupports 策略
提供了在没有传统支撑结构的情况下打印具有挑战性表面的创新方法，但通过传统支撑结构将打印品连接到建模基
板，以提供适应应力和热量的途径，这一点仍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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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决策，包括部件特征角度、部件方向和材料类型，在此仅举几例。尽管本指南中的其他 NoSupports 策略在适当
情况下可能具有很大的价值，但应始终将遵循增材制造设计原则放在首位。

特征关键性无法遵循增材制造设计原则时，本指南中的热叶片和多次暴露策略不失为另一种有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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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专业知识的作用

实践中的 NoSupports 策略

凭借增材制造设计知识，可知晓悬垂区域是否需

除了理论部分，下面回顾了每个 NoSupports 策略，因为该策略已用于大型涡轮机械部件的热端部分，如图 1 所示。

要支持策略，或者无需支持策略即可成功打印。

特征的大小和上下文将在这些评估中发挥作用，
并有助于确定实现预期结果的最佳选择。例如，

通过添加支持策略更有可能改善较大区域的效果，
而向较小区域添加支持策略可能对质量产生可忽
略不计或多余的影响 ( 通过造成移除挑战、表面

该部件顶部的小孔特征尺寸可实现在没有支撑结构的
情况下打印。

伪影等 )。

热叶片
热叶片用作散热器，以将热量从部件特征散发到非接触式支撑结构。支撑结构为非接触式，因为与略微穿透部件的

图 1: 具有封闭特征的热端部分的外部和内部视图。

典型支撑结构不同，热叶片和仍能够传递热量的支撑特征之间有小间隙。因此，无需完全融合到部件上就可以进行

确认增材制造设计原则

特征而有所不同。

在 3DXpert 中，单击创建区域工具。这将部件划分为多个区域，并通过材料特定的颜色代码说明面朝下表面及其各

与传统支撑相比，热叶片较有优势，因为其加速了移除流程，并且无需额外处理。使用钳子可以快速轻松地移除热叶片，

更高的角度无需支撑即可打印。

热控制。热叶片可用于促进低角度面朝下表面的打印，也可用作渐变线的热管理策略。最佳间隙大小将视所讨论的

并且其可以有效地支撑精细特征而不变形。但是，由于支撑结构仍然存在，只有在构建完成后仍能使用支撑点时，
才能使用热叶片。

自的角度。对于大多数材料来说，45 度或更高的角度通常无需支撑即可打印。对于钢和铬镍铁合金来说，55 度或

3DXpert 中的颜色代码考虑了各种设计的细微差别，包括特征尺寸。一般来说，就支撑方面，较小的特征比较大的
特征所带来的挑战要小。

多次暴露
部件区域有无法重新设计的低悬垂和 / 或没有可移除的出口时，多次暴露策略就会发挥作用。3DXpert 支持多次暴露，
这是一款一体化集成增材制造软件，具有支持金属增材制造工作流程每个阶段的工具。在 NoSupports 策略方面，

3DXpert 支持用户创建自定义参数并将其用于虚拟体。这使得多次暴露工具可以应用于具有面朝下表面的区域，使
用户能够实现比默认设置更均匀的悬垂。

在标准的金属打印工艺中，重涂机会沉积一层粉末，并在沉积和扫描另一层粉末之前通过激光对其进行扫描。对于
多次暴露打印，将扫描两次单个粉末沉积物，首先是低能量扫描，然后是高能量扫描。这就能通过微妙地平衡激光

参数以更严格地控制能量的施加方式，从而产生更高质量的结果。完成多次暴露区域的打印后，将按照指定的方式
进行单次暴露打印。

图 2:3DXpert 中基于材料特定可打印性的部件区域颜色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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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2 的示例中 :
1. 外角为 42 度，这不会影响特定的几何形状。
2. 悬垂角位于无法避免悬垂角的区域。

3. 叶轮叶片为 45 度，有助于进行钛打印。

应用多次暴露
审核部件树时，3DXpert 允许为不同的对象分配不同的技术，以交付优化的成果。未分配自定义策略的区域将使用
默认参数 ( 本例中为 LT 30) 打印。

使用 Support Manager 将策略应用于需要特殊处理才能成功打印的区域。例如，图 3 中描绘的区域接近 30 度，

图 4: 由于特征尺寸小，这些区域可以在无支撑的情况下打印。但是，由于打印后
将保持能够触及该特征，也可以选择其他支撑策略。

如果应用高角度多次暴露，打印效果会更好。还可以定义虚拟体的厚度。此选择意味着将在此定义区域内覆盖默认
打印参数，并替换为针对需要调整的目标功能定制的自定义设置。

对于其他特征，如在小面积上下降到 0 度的圆顶或拱门，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区域并应用低角度多次暴露。

添加热叶片
热叶片最适用于 0 到 10 度且相当均匀平坦的表面。同样重要的是，热叶片应用于打印后仍暴露在外的区域，因为这
些区域需要进入才能进行移除。与传统支撑不同，热叶片无需额外处理。

图 5 所示是一个平坦环截面，是应用热叶片的理想结构。通过使用实心支撑物工具和负穿透间隙应用热叶片。这确
保了部件位于支撑上方，并且部件和支撑结构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

图 3: 根据特征需求应用高角度多次暴露。

随着您使用各种功能的能力发生变化，您的支撑选项也会发生变化。图 4 中所示的拱形有更大范围的支撑可能性，
假设其仍从部件外部进行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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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底部中心平坦凸起的截面是热叶片的处理对象，通过使用负穿透创建间隙来
应用热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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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隙的大小将根据材料、几何形状以及在其上构建的内容物多少而有所不同。优化间隙需要依靠工程专业知识，并

制作

使用热叶片要谨记的另一件事是粉末去除。在示例部件中，实心支撑物将包含大量松散的粉末，如果规划不当，这

比例

可能涉及权衡。 例如，示例部分中的间隙可以做得更大。这可能更易于移除实心支撑物，但可能导致部件缺陷。

些粉末将难以去除。使用分段功能可以将实心墙壁支撑物分割开来，以包括用于除粉的出口，如图 6 所示。同样，
需要稍微调整这些间隙的大小。重要的是间隙不能太大，因为其将产生无支撑的 0 度表面，但间隙也必须足够大以
有效地去除粉末。

生产和制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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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 并非所有产品和材料在所有国家 / 地区都可用 – 有关可用性问题，请咨询当地的销售代表。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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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商标，NoSupports 是 3D Systems, Inc 的注册商标。

图 6: 使用分段功能有助于在打印后去除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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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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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西班牙巴斯克大学

3D 打印“量身定制”个性化药片

Stratasys 助力首架

3D 打印喷气式无人飞机翱翔蓝天

image© 西班牙巴斯克大学

image© 网络

西班牙巴斯克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3D 打印技术，可用于个性化医疗和按需释放药物片剂。这项工作的主要目

Aurora Flight Sciences 位于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近 30 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民用无人机 (UAV)。面对不断变化

的是生产 3D 打印的淀粉基片剂，用于定制输送疏水性药物。研究成果发表在了最近的《国际药剂学杂志》上。

3D 打印是一种逐层打印产品的技术，其中材料根据计算机设计软件设计的数字模型逐层沉积。采用快速、简单的方

法并借助 3D 打印，研究人员制备了基于 3 种淀粉的片剂：两种玉米淀粉（普通淀粉和蜡质淀粉）和一种马铃薯淀粉，
均具有不同的几何形状并装载有不溶性药物。研究人员解释道，在将所用材料注入打印机之前，必须确保材料是可
打印的，并且一旦打印出来，它们要能够保持其形状。为此，必须进行详细的流变分析。

的客户需求和要求，Aurora 研发中心开始更加频繁地使用 Stratasys® 3D 打印技术生产零件和模具，为无人驾驶

飞行带来更多创新。最近，Aurora 和 Stratasys 的工程师携手开启了一个极具挑战的项目：制造一架喷气动力、
推力矢量、混合翼体的遥控驾驶飞机。

Stratasys 3D 打印的一大优势是可让设计突破表面几何结构的限制。虽然现在对内部结构的设计具有更高的设计自
由度，对于航空航天的启动工程结构，可以设计得更加复杂。对于 Aurora 而言，Stratasys 的增材制造技术为其
团队实现了设计优化，使其能生产出坚硬的轻质结构，同时还能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针对任务定制飞机。此外，

该技术还可将装配件整合为单个组件，让复杂的设计摇身一变成为优雅而简单的解决方案。采用增材制造技术后，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这架飞机的建造时间也缩短了一半。
来源：https://www.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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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与艺术家携手使用 3D 打印技术

破解了梵高画作中的秘密

Filaret 将烟头回收

并转化为新的生态友好型 3D 打印丝材

image© 网络

image© 塔林市政府

近日，伦敦大学学院的两名研究人员使用 X 射线、人工智能和 3D 打印技术，破解了这副具有 135 年历史名画的“背

爱沙尼亚的材料公司 Filaret 在塔林市（爱沙尼亚首都）开启了一个试点项目，回收烟头，将其制成可用于 3D 打印

候物理学研究所），与艺术家 Jesper Eriksson 合作共同进行了研究。这是他们的 “NeoMasters ”系列作品中

鼓励公众将烟头丢入其中。Filaret 计划两个月后将其回收，并将从这些垃圾中收集到的所有废物转化为新的生态友

后”秘密。博士研究人员 Anthony Bourached（UCL 皇后广场神经学研究所）和 George Cann（UCL 空间和气
的最新作品，他们从 2019 年起一直在进行这个项目，以使失落的艺术作品复活。

的线材。作为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地方政府所提出倡议的一部分，Filaret 在该市的一些海滩上安装了特殊的垃圾箱，
好型可堆肥 3D 打印材料。

该团队开发了一个重现失落作品的工艺流程，首先，使用 X 射线成像来透视每一层油漆，再用人工智能来推断艺术

塔林市副市长 Joosep Vimm 说：“我希望这些特殊的香烟垃圾箱将有助于减少这种普遍的海洋垃圾。这个项目特

在一个抽象的背景前进行搏斗。现在，通过这些先进的科技，使得梵高画中的秘密得以显现，当年梵高在该画的最上面，

问题。”Filaret 由企业家二人组 Ines-IssaVillido 和 Kristina Jacqueline Leon 共同创办，是一家专门从事“赋

家的风格，并用 3D 打印来制作最终的作品。这幅最新的作品被称为 “两个摔跤手”，描绘了两个不穿衣服的摔跤手，
绘上了花卉并覆盖了这两个人物。在 UCL 研究机器学习和行为神经科学的 Anthony Bouraced 评论道：“它是否
跟梵高原来的画一模一样，这点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我认为我们的研究非常有说服力，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在现
有技术下，所能得到的最好再现。”

别有意思的是，它除了收集海滩上的烟头外，烟头还将被升级改造成可堆肥的 3D 打印材料，从而减少塑料垃圾的
予烟头第二次生命”的创业公司。该公司通过收集烟头废料并将其升级为可持续的自然友好型长丝来实现这一目标，
其目的是在 3D 打印领域创造出一种常规的回收形式。
来源：https://www.sohu.com/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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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3D 打印改变家具设计构思与创作

《3D Imperial》独家专访
Elli Design Furniture 公司创始人
Alessio Elli
33

Alessio Elli
所在地：意大利米兰

职位：艺术家、设计师 、Elli Design Furniture 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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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个人经历，这些经历又是如何促使您创办了 Elli Design Studio 呢？

A

Alessio Elli：我的公司诞生于一次专业的文化培训之旅；我或者说我们在文化培训之旅的生活中，把设计作为一个
事件，作为一个家庭的延续。在这个漫长的旅程中，我了解到，任何结果都是通过多学科和多元文化的分享、热情
和诚实的倾听与认识到每个角色在这个过程的重要性所获得的。这些成就了 Elli，并将成就未来的 Elli。因此，我们

希望维护并且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将过去视为继续创新的杠杆或引擎，并热情地展望不久的将来，人类一直是并且
仍然是中心支点。
Elli Design Furniture 公司创始人 Alessio Elli 在意大利米兰工作和生活。他是一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和设计师，
在 2005 年开始了他的创作之路，在玻璃和其他设计家具的经典材料上第一次尝试了直接数字印刷技术。Alessio
Elli 的作品在米兰、纽约、罗马和尼斯的国际展览中都曾展出过。

自 2011 年以来，Alessio Elli 与一家瑞士公司合作，专注于工业方面的玻璃数字印刷研究并开发了一系列技术，

例如镜子的镀银和桌子的表面装饰。合作后的第一批作品在 2015 年纽约的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Furniture Fair（ 国际当代家具展）展出。

2018 年 在 米 兰 设 计 周 期 间，Alessio Elli 展 示 了 一 张 名 为 Achille 的 咖 啡 桌。 这 张 咖 啡 桌 在 2019 年 获 得 了
BIGSEE 木材设计奖，并将在纽约、伦敦的萨奇画廊和迪拜的 DownTownDesign 展出。2021 年，在专业投资
者的支持下，Alessio Elli 成立了创新型创业公司 Elli Design Furniture，利用 3D 打印开发家具设计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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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美感和设计，我们希望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支持社会生活的变化，并在经营方式
和理解产品方面加以改变，以应对市场对社会和环境责任方面的要求。

我们正在彻底改变构思和创作家具设计项目的方式；牢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原材料到其生命周期结束时

的回收 / 再利用，利用创新和增材制造的机会和潜力，保证和我们所熟知的意大利制造设计的同等质量，尤其是为
了向全球化靠拢，我们创造了全新的分销模式。

“Innovative technology with a human touch”（ 人性化的创新技术）是最能认可我们存在的话语：我们来

自手工领域并带来了创新。我们把自己当做工匠——4.0 工匠，但我们仍然是工匠；在我看来，寻找解决方案的远见、
突发灵感的天赋、品味、能力和智慧与我们认识的工匠相同，我们用同样的方式说话；我们使用先进的软件和机械，
但心和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是将制造传统带入未来（进化）的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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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 请问您是如何又是何时涉足 3D 打印行业的？

A

Alessio Elli：Elli srl 是一家在家具设计领域开发新风格语言的初创公司，专注于创新和可持续性。因为我接受的
是来自传统意大利制造的培训和文化熏陶，所以我已经开始看到它的局限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创造性的和富有

成效的观点角度，去感受它的枷锁和约束；随着市场、社会和以联合国 2030 议程目标为指导的新需求，研究已转

向必须灵活、适应性强、合理、可定制的产品，以便成为“自我”的表达，代表理想和价值观，作为灵感和刺激的

Q

《3D Imperial》：您在米兰设计周期间展示了您最新的 3D 打印 ZERO 家具系列。 请问您是从何处获得灵感，设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向增材制造的过渡很简单，在其中我找到了实现我们公司项目的机会：改变设计家具项目的

A

Alessio Elli：通过一个物体，我们必须传达一种强大并且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已经“简化”了设计；确定物品的功能后，

源泉。

构思和生产方式；牢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原材料到其生命周期结束时的回收 / 再利用，确保与我们所熟
知的意大利制造设计同等的质量。

所以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向增材制造的过渡，还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创造性和风格身份，能够通过工艺和
技术创新使自然与其完美的不完美性相互作用，使我们能够在看似非物质性的时刻给予“that touch of human
and real ”（人性和真实的触感）和无形的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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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出了如此令人惊艳的作品？ 能否请您为我们的读者介绍下这个系列呢？

我们制作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具有柔软的形状和纹理的作品，以展示如何获得美观且真正可持续的产品。

与传统家具相比，ZERO 的结构仅由两种可回收材料组成，并且无需使用胶水组装而成，这些胶水在使用寿命结束
时已经很容易回收、可重复使用并且可回收。遗憾的是，在如今的市场上，在许多同类产品中，并不存在回收和重
复使用胶水的情况。同类产品至少由 5 或 6 种材料组成，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在其使用寿命结束时，对其进行回收 /
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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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请问 ZERO 系列的灵魂是什么？ 您又是如何实现可持续性的呢？

Q

《3D Imperial》：在 ZERO 系列的设计和制作过程中，哪一部分是最困难的，请问您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A

Alessio Elli：ZERO 代表零，否定，但产生无限！ 并且很容易理解它如何最佳地代表显著和独特的特征：生产阶段

A

Alessio Elli：最大的困难是打造这个具有 45°开口角的完美圆形，这种形状在甜甜圈中非常明显，但是由于存在“塌

的零浪费，零作为机器人循环运动的参考，零作为循环经济（循环过程）的参考，零作为使用 100% 材料的参考。因此，
未使用的原始原材料被回收，通过制造和重新制造这两种选项，ZERO 减少了产品使用寿命结束时对环境的影响。

ZERO 也想代表一种自由的概念，ZERO 让人们可以自由地诠释它、安置它，拥有无限的使用和组合可能性，座椅、

陷”的风险，在 3D 打印过程中的制作非常复杂。

解决方案是更好地利用数学，并在打印过程中处理好最小的细节。

桌子、容器、室内、室外休息室、候诊室、休息区、客厅、卧室、 户外等等，还有自由、功能和可持续性，难道不

其次，这不仅仅是一个困难，更是一个挑战：能够获得可以与我们熟知的意大利制造家具设计的高标准竞争（不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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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吗？

坏外形）的产品 / 生产质量。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做到了，我们在米兰设计周期间收到的热情反馈就是最好的证明。

热点人物

Q

A

《3D Imperial》：3D 打印以其设计自由的优势而闻名，这一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的新项目？ 您认为创意的
限制又是什么呢？

Alessio Elli：都说增材制造的极限是想象力，那么对于我们创意人来说，最难的部分在于产品设计阶段；我们面对
的是一张真正的白纸，在此我们必须赋予物体的功能、美感、独特和特征元素以形状，以便能够在复杂和现代的造
型之间无限制地游走，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纹理，这些都是艰难的选择 / 挑战。

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当然是当机器人将产品制作完成到一半的时候；从虚无 / 什么也看不到，直到这个想法真的成形了，
大小、体积、坚固性、以及构思和想象的情节都实现了，这就是魔力：把想象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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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在您其他美轮美奂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A

Alessio Elli：实际上，有两个产品 / 项目与我联系最紧密，它们实际上是彼此的连续性：Achille，它是一张咖啡桌，
是对意大利高级工艺品质的表达，也是对意大利设计创意的致敬。Achille 也代表了意大利制造传统与我们公司开辟

的新技术和机器人创新的新路线之间的联系。因此与 SoHo 联系在了一起，SoHo 是第一张采用 PLA 增材制造的餐
桌，其柔软而蜿蜒的线条希望诠释时间的流逝，并希望成为体现人类与技术如何共存，以创造美好、高质量和可持
续发展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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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您对家具行业的看法是怎样的？您对 3D 打印的未来发展中最感兴趣的点是什么？

A

Alessio Elli：最初我很怀疑，我将 3D 打印视为“家庭打印机”，用于制造低价值的小玩意，仅此而已（我认为这

有点像增材制造世界的原罪，因为直到最近这些年它才被大众所关注）；但一旦目光改变，传统制造业典型的创意、
判断和价值指标就被重置，这种改变在某种意义上很简单，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打开了。
从创造性的角度来看，挑战在于内化增材制造的特性并找到增强其特性的关键。
我们设法通过柔软流畅的线条为产品赋予活力，我们减少了构成家具的材料和组件。我们着眼于可持续性，设法通
过尖端设计和工程来调整现有组件解决方案。

Q

《3D Imperial》：请问您对 Elli Design Studio 有什么未来的计划吗？ 您目前正在从事哪些项目呢？

越是进入这个世界，越是体会到 3D 打印在如今的优势和未来的巨大潜力和机遇；使用回收的原材料并将其转化为

A

Alessio Elli：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正朝着两个方向前进； 在 Aurea 项目上，这是一个工作台，作为米兰设计周上

和减少生产专用空间是优势，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环境问题方面的解决方案；3D 打印还定义了一件家具的设计和功

表达“数学之美”的原型呈现，另外，我们正在研究一种新的远程分销 / 生产模式，因为项目正在进行中，所以我
无法预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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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品质和设计感的物品是最好的，减少从原型制作到市场成品所需的时间，控制成本，在生产过程中消除浪费
能，在新的“Freedom”系列中很明显，3D 打印可以在多个层次上定制产品，同时控制这项定制服务的“额外”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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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作为一名成功的设计师和艺术家，在您看来，年轻设计师如何像您一样，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

A

Alessio Elli：我冒昧的建议是，他们不应该害怕冒险，不应该顺应潮流，而是要与他人合作，以加强他们的使命和目标。

以自己的卓越的能力创作出经久不衰的作品呢？

他们不仅要着眼于市场，还必须研究长期解决方案，这确实需要更多时间，但这样做会为改善人类的生活和地球的
环境做出贡献，他们将获得合适的奖励 / 专业认可。

Q

《3D Imperial》：您还有什么想和我们的读者以及您和 Elli Design 的所有粉丝分享的吗？

编后语：

A

Alessio Elli：请允许我分享我们对可持续性的看法，这不仅要针对生产和产品对环境的影响领域；可持续性包括在

进行了大量研究，不断寻求与创造意大利设计大师般的标志性产品。随着对当下时代环境问题的认识，以及基于消

今天和未来开展业务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围绕公司，涉及的领域得到增强，社区得到发展，文化得到发展并且富有生命。
就和公司一样发展，“目标”，知识，专业度和进展，都得到了提升。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过程之中，我就是
驱动引擎。

如果我们想在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那么变化在于生产方式，但最重要的是过去三十年来引导世界的消费模式的
变化：可持续性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让我们从“线性世界”转向“循环世界”的杠杆。在这个世界上，会
有新的价值尺度和优先事项。这是乌托邦主义吗？也许吧，但我坚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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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ssio Elli 新系列的所有作品代表了 Elli 公司的新身份和使命，是其创作生涯的一部分，Alessio Elli 对产品美学
耗资源的经济模式的局限性，Alessio Elli 将目光转向通过家具设计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技术和增材制造中寻找
不同优秀的盟友，改变家具设计构思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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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归原作者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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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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视界

Forust 3D 赋予木材废料新生命

来自美国的 Forrust 3D 公司，其使命是让大批量木材 3D 打印变得价格实惠、可靠且具有可持续性。Forrust
3D 利用粘合剂喷射工艺的速度、精度和质量来生产坚固、轻巧的木质部件。Forrust 3D 使用两种木材废料，
锯末和木质素作为印刷材料。 Forrust 3D 旨在为材料价值链做出贡献，最终实现净零碳排放。

据 Forrust 3D 称，每年有 150 亿棵树被砍伐，用于造纸、建造房屋和制造家具。这相当于每年产生了 8400
万吨木材废料锯末。其中一些废物被回收并出售给下游市场，以制造刨花板或木屑颗粒作为能源，但回收这些
废物的机会很多，并提供了难以想象的可能性。

Forrust 3D 的粘合剂喷射工艺不仅提供了打印无纹理、光滑的木材表面的能力，而且还采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
技术，通过木制品模拟真实的木纹。这种效果可以使最终产品与天然木材几乎没有区别。这对设计师来说可能

特别有趣，因为 Forrust 3D 允许他们创建复杂的有机形状，而这些形状在普通木材制造中几乎不可能实现。
本期创意视界栏目，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些由木材废料 3D 打印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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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视界

图文来源：https://www.forust.com/

https://www.3dnatives.com/

图片版权：Forust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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