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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３Ｄ打印资讯
南京三维打印学会在全国科技活动周普及三维打印知识
为提升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丰富南京市民
的文化生活，以＂创新创业 科技惠民＂为主体
的 ２０１５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南京市第二十七届
科普宣传周 ５ 月 １６ 日至５月 １７ 日在南京科技馆
举行。南京三维打印学会积极参与了该项活动，
普及三维打印知识，学会秘书长亲临现场指导了
相关活动。
南京三维打印学会的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为

市民讲解三维打印机的工作原理、介绍增材制造
技术；播放三维打印科普宣传片；演示三维打印
机的操作，现场打印三维模型；现场为市民用三
维照相机拍照，体验制作三维立体头像。与大众
互动，普及三维打印知识。现场参观客流量达数
千人，市民对三维打印技术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纷纷咨询相关技术知识，并对三维打印技术的发
展表示由衷的赞叹。

南京增材制造研究院 ３Ｄ 打印制品现身南艺毕业展
南京 ３Ｄ 打印研究院超克作品亮相国际烘焙展
南京增材院参加昆山进交会

３Ｄ 打印国内外形势
世界 ３Ｄ 打印大会举行 探讨中国智造时代的行业发展空间
杭州先临 ７０００ 万元收购 ３Ｄ 扫描厂商北京天远
佛山将生产全球精度最高 ３Ｄ 打印机
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快速 ３Ｄ 打印最新技术
美国启动开放制造计划全面评估增材制造及材料
美国铝业投资 ２２００ 万美元用于结合 ３Ｄ 打印技术

３Ｄ 打印科研动态
南京 ３Ｄ 打印研究院成功自主研发巧克力 ３Ｄ 打印机——超克先生
基于金属丝的 ３Ｄ 打印技术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
３Ｄ 打印用于制作手指夹板等多种医疗用品

３Ｄ 打印会议动态
第三届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大会暨博览会成功召开
金属 ３Ｄ 打印的应用与材料前景展望专题会在成都召开
３ 首届上海 ３Ｄ 打印产业大会暨增材制造产业推进和技术应用论坛隆重召开
先临三维 ＆ 欧特克“３Ｄ 创意教室”开课首日 参课学生收获满满

南京 ３Ｄ 打印研究院举办六一特色活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 江 宁 区 淳 化 小 学 等 ３０
余位小朋友来到南京 ３Ｄ 打印研究院，度过了一
个非比寻常的六一儿童节。
工作人员带领小朋友们参观了 ３Ｄ 打印展品，
各种造型各异的 ３Ｄ 打印展品令孩子们欣喜不已。
为了让孩子们对“３Ｄ 打印”有更为深刻的认
识，研究院工作人员为小朋友们奉上了一堂生动
有趣的 ３Ｄ 打印趣味课程。孩子们不仅现场观看
３Ｄ 打印机工作过程，还学习到了简单的 ３Ｄ 绘图
软件操作方法。
随后，讲解人员向孩子们展示了由南京 ３Ｄ
打印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巧克力 ３Ｄ 打印机制作的
３Ｄ 打印巧克力。色泽鲜亮、形状奇异、香气浓郁
的 ３Ｄ 打印巧克力令孩子们爱不释手。
活动最后，南京 ３Ｄ 打印研究院向每位参观
小朋友赠送了特色礼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了一
个有趣、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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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三维打印学会响应科协“创业创新科技惠民”活动
普及三维打印科普知识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 ９日，南京三维打印学会积
极响应南京市科协举办的２０１５年全国科技活
动周、全民营养周暨玄武区第二十七届科普宣传
周“创业创新科技惠民”的活动，在玄武区社区
广场普及三维打印知识，为居民介绍讲解三维打
印技术原理，并现场用桌面型三维打印机打印口
哨、玩具等，并展示用三维打印技术打印的模型
展品。广大的市民都表示出浓厚的兴趣，纷纷咨
询相关技术人员。

南京增材制造研究院 ３Ｄ 打印制品现身南艺毕业展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毕业展在该校美术馆拉开帷幕。“３Ｄ 打印”成
为今年毕业大秀的重要元素。由南艺毕业生设计、
南京增材制造（３Ｄ 打印）研究院制作的 ３Ｄ 打印
金 属 建 构“Ｍｉｃｒｏ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微 建）、 紫
色首饰套件等作品深度诠释了艺术与 ３Ｄ 技术的
交叉与融合，凸显了艺术设计的实验性特征，充
分展现了“实验·交叉”的设计主题。

毕业设计展上，各种异形结构的桥梁模型大
放异彩。据作工作人员介绍，将南艺学生奇幻的
毕业设计变身为实体模型的是光固化 ３Ｄ 打印技
术。其中，桥梁模型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团
队自主研发的 ＳＬＡ 设备打印成型，３Ｄ 打印珠宝首
饰采用的是 ＭＪＰ 工艺。毕业展上的 ３Ｄ 打印桥梁
最大成型尺寸为 １．５ｍ，能够清晰地展示桥梁各部
分结构，精准、完美地呈现设计者们的匠心。

南京 ３Ｄ 打印研究院超克作品亮相国际烘焙展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３Ｄ 打印巧克力亮相第二十八届中国国际烘焙
展览会。此次展出的众多异形 ３Ｄ 打印巧克力由南京增材制造（３Ｄ 打印）
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巧克力 ３Ｄ 打印机 Ｃｈｏｃｔｏｒｙ（超克先生 ）制作而成。
Ｃｈｏｃｔｏｒｙ 是国内首台能够成熟打印 ３Ｄ 立体模型的巧克力打印机，目前
已进入工业测试阶段，预计不久该设备的工程样机就能与大家见面。
此次展会，是超克咸伟恒作品的首次公开亮相。展会首日，３Ｄ 打
印的巧克力婚庆系列套餐（婚纱礼服、高跟鞋、珠宝等）、镂空艺术品、
餐具、人像形巧克力等引发了参观市民和经销商们的强烈关注。

南京增材院参加昆山进交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南京增材制造（３Ｄ 打印） 真正看到、摸到 ３Ｄ 打印实物了，真是神奇！
研究院应邀参加 ２０１５ 中国（昆山）品牌产品进
口交易会。为期四天的展会上，展出了 ３Ｄ 打印
专业设备和众多展品，其中 １０ 余款造型华丽的
３Ｄ 打印巧克力更受到参观民众的热烈追捧。
展会首日，南京 ３Ｄ 打印研究院所处的 Ｂ１５
展区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上午 １０ 点左右，
江苏省常务副省长李云峰一行来到我院展台，听
取了工作人员关于 ３Ｄ 打印技术的介绍，重点了
解了金属 ３Ｄ 打印过程。
本次昆山进交会上展出的 ３Ｄ 打印展品涵盖
了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工业应用、文化创意等
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 ３Ｄ 打印技术广泛的应用
领域。面曝光机现场展示首饰模型的 ３Ｄ 打印过
程令观者啧啧称奇。不少参观人员表示，之前听
说过 ３Ｄ 打印，但没有亲眼见过，这次来展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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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３Ｄ 打印大会举行 探讨中国智造时代的行业发展空间
由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主办的第三届
世界 ３Ｄ 打印大会暨博览会从６月３日开始到 ６
日在成都举行。大会将围绕 ３Ｄ 打印在智能制造
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新的跨越，３Ｄ 打印如何与大
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等展开深入讨论。
日前，工信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国家增材
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这项
计划对于促进 ３Ｄ 打印产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
的意义和指导作用，这表明我国正在从战略高度
对 ３Ｄ 打印进行全面的认可和重视。工业 ４．０、中
国制造 ２０２５ 规划将会给 ３Ｄ 打印行业带来什么机
遇？ ３Ｄ 打印能否成为下一个风口？实现向“中
国智造”的转变是我国步入工业 ４．０ 阶段的必经
之路，而 ３Ｄ 打印作为第三次产业革命标志性技
术之一，在“中国智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目前来看，国内国外的 ３Ｄ 打印市场有多大？主
要应用在哪些方面？西部证券高级投资顾问马征
对此进行解读与评论。
３Ｄ 发展较迅速，根据麦肯锡资讯报告来看，
３Ｄ 打印未来市场空间有望达到 ２２０ 亿到 ５００ 亿美
元。中国的市场规模也是从无到有加速扩张，得
益于 ３Ｄ 打印技术瓶颈的突破及政策上的大力支
持。
中国政府在相对较短的两年时间内做了 ３Ｄ
打印产业发展的详细规划，显示了政策规划注重
实效的意图。政府为 ３Ｄ 打印提供了政策性基石。
３Ｄ 打印的应用领域，比如航空航天等高精密制造
领域，将会具有深远的发展前景。同时对于智造
概念，比如 ２０２５ 规划下的自主核心装备、核心
器件及相关核心材料，尤其是关于互联网国家安
全和军事用途等技术方面，３Ｄ 打印产业链将会有
更加深远和实质性发展。从这点看，对二级市场
而言是很重要的投资标的。目前，我国已初步建
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 ３Ｄ 打印产业链体系，整体
技术水平基本与国际水准保持同步，在航空航天
等制造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占有相当大的
市场份额。
北美市场上，２０１３ 年前后是美国 ３Ｄ 打印上

市公司最为风光的时期，同期中国 ３Ｄ 打印概念
股股价高歌猛进。但进入 ２０１４ 年，随着 ３Ｄ 打
印公司业务不尽如人意，３Ｄ 打印全球龙头企业在
美股跳水，盈利微薄，甚至连续亏损，同时也遭
遇技术瓶颈。但国内市场的概念股股价还在飙升
中。马征认为，国内 ３Ｄ 打印企业的盈利呈现稳
健且攀升的态势。
全球的 ３Ｄ 打印产业在突破技术瓶颈后，出
现短暂的回调。从整个中国市场看，２０１０ 年中
国 ３Ｄ 打印的装机总量大概是 ４００ 台左右，这两
年来保持是平均每年 ７０％ 的增速，实际盈利水平
呈现稳健且攀升的态势。尽管现在 ３Ｄ 打印行业
尚未成熟，但重量级的行业进入者已形成一定优
势，微软、惠普、欧特克等计划在 ３Ｄ 打印未来
的巨大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国内公司来说，
国际巨头的确会对国内厂商造成竞争压力。国际
巨头在某些领域的确有竞争优势，但对国内众多
厂商而言，这既是竞争也是动力。工信部发布的
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提出，２０１６
年 ３Ｄ 打印产技术水平保持与国际同步，中国制
造 ２０２５ 方案提出，作为前沿性的基础制造技术，
３Ｄ 打印在医疗等领域应用也将被纳入到中国官方
未来十年大力推动的领域中。作为国内 ３Ｄ 打印
厂商，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时代信息技术
应用的前提下，３Ｄ 打印行业整个市场前景非常广
阔。有机构统计，３Ｄ 打印产业链可分为上中下游，
共有 ９ 家挂牌公司涉猎其中。光韵达在 ３ｄ 打印
领域具备整车 ３Ｄ 打印能力 ， 有国内第一个专业医
学 ３Ｄ 打印应用与服务平台。银邦股份是最早将
３Ｄ 打印技术应用在航空业中的企业。
金运激光的 ３Ｄ＋ 平台为目前国内最完善的
３Ｄ 打印商业模式。银禧科技未来计划对接网络技
术创新 ３Ｄ 打印服务，打造一体化的产业互联网
服务平台。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公司的发展空间，
马征认为，它们在本质上引领新的消费习惯，培
育新的消费群体，未来客户的依赖性或黏性将进
一步加强，对二级市场上市公司的盈利设备和增
长稳健性将会起到巩固作用。

佛山将生产全球精度最高 ３Ｄ 打印机
中国公司康硕集团和美国 Ｓｏｌｉｄｓｃａｐｅ 战略合
作，将生产全球精度最高的 ３Ｄ 打印机，最高精
度可以达到 ６μｍ，大量应用于珠宝行业；康硕
集团有可能在未来两年内成为中国最大的 ３Ｄ 打
印厂商，超越湖南华曙、西安铂力特、北京太尔
时代、陕西恒通、浙江闪铸等中国大牌 ３Ｄ 打印
厂商。
①关于康硕集团。记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底，康硕集
团掌门人刘总第一次在 ３Ｄ 打印圈内发声，抛出
一堆尖锐的问题，把在场的熊友都镇住了如今过
去半年，康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原来
的旧业务抛开，人员也做了重大调整，砸锅卖铁
全力投入珠宝 ３Ｄ 打印业务。
②关于 Ｓｏｌｉｄｓｃａｐｅ。它是全球最大的 ３Ｄ 打印公
司美国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旗下子公司，是全球最高精度
３Ｄ 打 印 机 制 造 商，Ｓｏｌｉｄｓｃａｐｅ 系 列 产 品 贡 献 了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上市公司 ４０％ 的利润。在全球超过 ８０
余个国家中拥有超过数千个行业应用。由于其微
米级的打印精度，其打印的蜡模式理想的失蜡制
造和模具制造的原型，广泛应用于珠宝、考古文
博、牙科、教育、生物医学、玩具、体育用品等
行业。其中应用于珠宝行业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美 国 东 部 时 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康 硕 电
气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与 世 界 顶 级 ３Ｄ 打 印 机 制 造 商
Ｓｏｌｉｄｓｃａｐｅ 公司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梅里马克市
召开媒体新闻发布会，正式签订 Ｓｏｌｉｄｓｃａｐｅ 中国
合约制造组装工厂协议。此项协议的签订标志着
康硕集团首次将国际顶级 ３Ｄ 打印机制造组装工
厂落户亚太区，完善集团高科技产品布局版图的
同时，也为国内 ３Ｄ 打印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
地促进以及崭新的理念。Ｓｏｌｉｄｓｃａｐｅ 公司授权的
康硕集团制造组装工厂将落户中国佛山，工厂肩
负着整个大中华区以及未来亚太区的 Ｓｏｌｉｄｓｃａｐｅ
３Ｄ 打印机的制造组装工作。

据了解，双方将于北京时间 ６ 月份在北京召
开合约工厂新闻发布会，并与 ７ 月份在佛山举办
工厂开业庆典仪式。
康硕集团创始人在发言时指出：“Ｓｏｌｉｄｓｃａｐｅ
是一家令人尊敬的企业。从创立至今，它就一直
不断推动 ３Ｄ 行业的前行，它的产品推动了整个
３Ｄ 打印产业的发展，并且带动了使用其产品的
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康硕与 Ｓｏｌｉｄｓｃａｐｅ 的合作始
于 １ 年前 ， 作为彼此在中国的最为重要的战略合
作伙伴 ， 曾经携手推动了 ３Ｚ Ｍａｘ２ 在中国的首次
推广 ， 很好地带动了 ３Ｄ 技术及应用在中国市场的
提升。这次合作，可以追溯到今年 ５ 月在香港与
Ｆａｂｉｏ 先生和 Ｒａｙｍｏｎｄ 先生的会面。那一起商谈
了如何更好更快的拓展大中华 ３Ｄ 市场，如何进
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 ， 以更好的方
式着眼未来，服务共同的用户，并就进一步加强
战略合作关系、在华建立合约工厂以及致力于打
造世界最大的 ３ｄ 打印服务中心达成了一致的共
识。这里签署的协议就是在此基础对双方在此领
域合作的一次进一步的提升 ． 与此同时将在珠宝
个性化定制、教育、文博、医疗、工业以及其他
行业应用开发等方面开展更大规模的合作。”
我们都知道，３Ｄ 打印技术应用得最为成熟的
是在珠宝行业，十多年前就有了喷蜡机，那时候
还不叫 ３Ｄ 打印机。据了解，作为全球最大珠宝
生产国的中国，蜡模市场价格一般 ５０ 元 ／ｇ，每
年的 ３Ｄ 打印蜡模市场在 ４０ 亿元人民币左右。康
硕可以利用自己对喷蜡 ３Ｄ 打印机和材料的上游
产业链控制力，不但是设备和材料的供应商，还
可以成立规模化的 ３Ｄ 打印工厂，成为这个 ４０ 亿
元市场的鲶鱼激活行业的变革，占到 １０％ 以上的
市场份额，甚至更多。

国内外形势

国内外形势

杭州先临 ７０００ 万元收购 ３Ｄ 扫描厂商北京天远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杭州先临三维 １５００ 万元现金 ＋ 约 ５５００ 万股票收购扫描厂商北京天远 ５５％ 股
权，估值 １．２５ 亿元。两家都是国内比较有实力的 ３ｄ 扫描仪厂商，有了资本市场的力量，杭州先临
最近不断各种收购布局，资本运作非常狼性。
下面这个公告总结起来，结合北京天远给南极熊的消息，主要有三点：先临三维的工业级扫描
仪业务归北京天远，北京天远两位合伙人共取得 ２７５ 万股（价值 ５５００ 多万元）杭州先临的股票，
先临三维支付 １５００ 万元现金给北京天远，最终先临占 ５５％ 股份。虽然很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做一
个计算：按照杭州先临现在股价 １９．５ 元来算，北京天远的估值至少有（１９．５ 元 ＊２７５ 万股 ＋１５００）
／０．５５＝１２４７７ 万元，也就是 １．２５ 亿元。

美国启动开放制造计划全面评估增材制造及材料
２ ０ １ ５ 年 ５ 月 底， 美 国 国 防 部 高 级 计
划 研 究 局（ＤＡＲＰＡ） 宣 布 推 出 开 放 制 造（Ｏｐｅ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旨在提高对
于增材制造及其它先进制造相关的各种工艺和材
料的理解。ＤＡＲＰＡ 指出，为了使 ３Ｄ 打印成为复
杂军工部件——比如飞机机翼——制造的主流技
术，就需要对“基于不同属性和性能材料的各种
制造方法所产生的细微差别”有深入的了解。
“开放制造计划的本质是要收集和理解增材
制造等新型生产理念的材料和工艺参数，这样
我们就能够以较高的置信度快速预测成品的性
能如何。”ＤＡＲＰＡ 国防科学办公室项目经理 Ｍｉｃｋ
Ｍａｈｅｒ 说，“一开始新技术的可靠性和批次运行
（ｒｕｎ－ｔｏ－ｒｕｎ）的波动总是不确定的。导致的
结果是我们只能使用反应迟钝和重复的“再测法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ｔｅｓｔ）”来检验这些材料和工艺，
这种方式既昂贵又费时，最终破坏了创新激励机
制。”
那么，ＤＡＲＰＡ 怎么样才能克服这些问题，并
“实现生产控制的改进”？他们正在研究新的快
速鉴定技术，并认为这种技术有望改变企业检验
３Ｄ 打印部件以及使用其他先进制造方式生产的部
件的方式。为此他们已经成立了两个新的生产示
范设施（ＭＤＦ）。第一个 ＭＤＦ 位于宾州州立大学
大学，专注于金属增材制造，而另一个 ＭＤＦ 则被
安置在陆军研究实验室，专注于研究复合材料。
目 前， 位 于 宾 州 的 ＭＤＦ 将 研 究 资 源 集 中 在 两
个主要的领域：第一种是快速低成本增材制造
（ＲＬＣＡＭ），在这一领域中他们主要使用基于实
体的成型方法来预测直接激光金属烧结过程中镍

基合金材料的性能；第二个领域则是与 ＤＡＲＰＡ 的
另一个钛加工（ｔｉＦＡＢ）项目有关的，在那里他
们将利用物理和数据模型，以确定哪些参数会对
较大的增材制造结构，比如飞机机翼等，产生影
响。
公司无法对 ３Ｄ 打印出来的每一个部件都进
行测试，相反，他们能做的是对某一个特定的生
产批次中的极少数产品进行测试，然后由抽样测
试的产品质量代表整个生产批次的质量。这就是
为什么 ＤＡＲＰＡ 的开放式制造项目对于增材制造的
未来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对于技术和材料的透
彻了解能够帮助公司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
些新成立的 ＭＤＦ 生产设施示范的最终目标是创建
一个包含了各种工艺和材料属性和参数的数据库
供企业和个人访问并使用。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军事优势都是通过材
料和制造领域的突破获得的。”Ｍａｈｅｒ，“最近，
与新的制造技术相伴而生的风险影响了企业使用
它的信心。通过开放制造计划，ＤＡＲＰＡ 正在通过
提供知识、控制和使用新技术的信心，而为先进
制造领域提供支持。”
ＤＡＲＰＡ 的这些举措有可能对于 ３Ｄ 打印技术在
制造领域内的应用推广速度产生重大影响，尤其
是航空航天和军用部件的生产制造方面。考虑到
ＤＡＲＰＡ 的技术实力与影响力，３Ｄ 打印技术成为主
流制造技术之一的时间有可能早于我们中间很多
人的预期。
南极熊 ｎａｎｊｉｘｉｏｎｇ．ｃｏｍ 是 ３Ｄ 打印第一入口。
如无特殊注明，本站文章均为原创或者编译。转
载请标注：来自南极熊，谢谢！

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快速 ３Ｄ 打印最新技术
据 ３ 月 ２０ 日出版的《科学》杂志报道，美
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 ＤｅＳｉｍｏｎｅ 教授带领的团队
开发出了一种改进的 ３Ｄ 打印技术，称为“连续
液体界面制造技术”（ＣＬＩＰ），这种技术可将传
统的 ３Ｄ 打印速度提高数十倍甚至 １００ 倍，将为
３Ｄ 打印应用带来巨大进展。
ＣＬＩＰ 技术基于主流的光敏固化（ＳＬＡ）３Ｄ 打
印技术，都是采用紫外线照射光敏树脂，使液体
树脂聚合为固体，从而打印成型。但传统的 ＳＬＡ
技术的打印速度受制于固化树脂的粘连效应，如
果聚合速度过快，打印出的材料将粘连在玻璃底
板上，因此需要在树脂完全固化前降低树脂池，
使液体树脂充满底板和固化树脂间的缝隙，不断
重复这一过程，降低打印速率。而改进的 ＣＬＩＰ

技术采用聚四氟乙烯作为透光底板，这种材料还
有透过氧气的特性，氧气是光敏树脂的阻聚物，
可以在底板和固化树脂底部之间形成一层很薄的
不能被固化的区域，从而加快了打印进程。
通过合理调整氧气量、光照强度和树脂的光
敏固化率，就可以在保证精度的同时实现快速 ３Ｄ
打印。在《科学》网站的一个演示视频中，仅用
６ 分半钟就打印出了一个通常需要数小时才能打
印完成的复杂的埃菲尔铁塔模型。通过使用其他
的光敏高分子化合物，还可打印出具有不同特性，
如高弹性或高阻尼的材料，应用在不同的场合中。
ＤｅＳｉｍｏｎｅ 教 授 成 立 了 自 己 的 公 司 Ｃａｒｂｏｎ
３Ｄ，继续商业化开发这一技术。可以预计，未来
ＣＬＩＰ 技术将具有可观的商业前景。

美国铝业投资 ２２００ 万美元用于结合 ３Ｄ 打印技术
尽管美国铝业已经在密歇根州 Ｗｈｉｔｅｈａｌｌ 拥
有了庞大的工厂，这家公司还是决定对其投资
２２００ 万美元在深化用于 ３Ｄ 打印加工的热等静压
技术上。对这个价值 ４ 亿美元的科技领导者而言，
进一步加强先进钛、镍金属的 ３Ｄ 打印能力以及
为航空器 ３Ｄ 打印部件是非常必要的。该公司的
喷气发动机十分畅销，另外市场对于其高质量部
件的需求也在增长。
由于 ３Ｄ 打印能够提升航空航天工业上零部
件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如同美国铝业这样的企业
对它的使用越来越清楚地证明了由 ３Ｄ 打印技术
引发的制造业变革和进步正在如何发生。随着现
金和其它资源被注入扩张中的领域和更深入的加
工过程，增材制造技术正在对金属加工的大企业
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于美国铝业来说，热等静压（ＨＩＰ）技术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因为它是用来强化航空航
天领域 ３Ｄ 打印高品质零件的标准做法。作为应
用这项技术的先驱者，美国铝业已经拥有一家大
型的工厂专门应用这项技术来提升零部件的机械
性能和功能性。在得到生产许可的条件下，新的
技术将于 ２０１６ 年到位并投入使用，这将令该公
司拥有更强的力量来拓展市场。

热等静压 （ｈｏｔ 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简称 ＨＩＰ）
是一种集高温、高压于一体的工艺生产技术，加
热温度通常为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通过以密闭容器
中的高压惰性气体或氮气为传压介质，工作压力
可达 ２００ＭＰａ。在高温高压的共同作用下，被加工
件的各向均衡受压。故加工产品的致密度高、均
匀性好、性能优异。同时该技术具有生产周期短、
工序少、能耗低、材料损耗小等特点。
“随着航空航天市场的高速增长，美国铝业
公司将继续投资于最新的技术，加强生产加工能
力以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美国铝业执行副总
裁兼集团总裁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Ｊａｒｒａｕｌｔ 说。“结合我们
在印第安纳州 ＬａＰｏｒｔｅ 和弗吉尼亚州 Ｈａｍｐｔｏｎ 的
扩张，以及不断增长的 ３Ｄ 打印能力，这项投资
将大大提升美国铝业为全世界最畅销的喷气发动
机提供提供高品质钛、镍及 ３Ｄ 打印部件的能力。”
作为一家已经获得巨大成功，增长和利润的
大企业，美铝集团对高质量航空部件和 ３Ｄ 打印
精细处理的承诺将会成为许多其它制造业大公司
的典范。
ｖｉａ ３ｄｐｒｉｎｔ

３Ｄ打印科研动态

３Ｄ打印科研动态

南京 ３Ｄ 打印研究院成功自主研发
巧克力 ３Ｄ 打印机——超克先生
近日，南京增材制造（３Ｄ 打印）研究院自主研发
的巧克力 ３Ｄ 打印机已进入工艺测试阶段，这是国内
首台能够成熟打印 ３Ｄ 立体模型的巧克力打印机。
这款名为超克先生的巧克力打印机还有一个英文
名字：Ｃｈｏｃｔｏｒｙ。超克先生所有可能与巧克力接触的
部件均采用了特殊材料，其主动加热和冷却系统也最
大程度地保留了巧克力最原始醇厚的口感，让您在科
技、艺术和美味之间找到最完美的平衡，在享受舌尖
幸福的同时，体验科学技术和艺术设计深度融合所带
来的无限乐趣。
超克先生从设计、集成测试到工艺试验，每一个
环节都是南京 ３Ｄ 打印研究院实验人员辛苦劳动和集
体智慧的结晶。下面，就来体验一下超克先生为我们
带来的味蕾诱惑和艺术享受吧。
创意对传统的颠覆，是打破常规的哲学。超克先

生可以为您的创意插上翅膀，让创意根本停不下来，
所想即所得，让吃货们在享受味蕾绽放的同时，体验
百变造型的巧克力产品带来的美好体验。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走过的那些名胜古迹通
过巧克力打印出来，吃下去，不仅仅把那些美好记忆
刻进脑子里，还能放进肚子里，听起来是不是也让人
醉了？
给您的熊孩子们打印一套这样的碗和杯子吧，想
象一下，当他们享用完其中的美食（比如冰淇淋）后，
告诉他们可以继续享用外面的餐具的时候，他们的尖
叫会让爸爸妈妈的耳朵体验什么是狂野。
好了，我们的成果就暂时展示到这里，想要欣赏
更多美图的朋友们，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
期会有更多、更好看的巧克力展品出炉哦，敬请期待！

基于金属丝的 ３Ｄ 打印技术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
近日，澳大利亚卧龙岗（Ｗｏｌｌｏｎｇｏｎｇ）大学机械、
材料与机电工程学院的一组研究人员在《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先进制造技术）》杂志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基于金属线的技术可能是金
属 ３Ｄ 打印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文章中，作者们对于基于金属线的先进制造技
术进行了整体评估，着眼于这方面的技术目前面临所
面临的挑战，以及探讨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他们认
为，目前对于基于金属丝的增材制造工艺的研究相当
缺乏，很多人更加关注的是基于粉末床的金属增材制
造技术。所谓的基于金属丝的金属 ３Ｄ 打印技术指的

是像 ＦＤＭ 技术那样，通过熔化沉积熔化的金属线生成
３Ｄ 对象的技术。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列举了金属线 ３Ｄ 打印技术（以
下简称金属线技术）的一些优点，比如基于金属粉末
的技术由于其低沉积速率使得他们不太适于打印中到
大型金属部件；此外，由于金属线技术的材料使用效
率更高（接近 １００％），这就使该技术的材料成本更低，
而且更加环保。基于这些原因，他们认为，有必要对
于金属线技术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不过，尽管其非常有前途，但是金属线技术也不
是没有问题，它在生产一些比较复杂的金属部件方面

有一定的局限性，必须加以解决。目前，使用金属线
技术 ３Ｄ 打印的零部件具有类似 ＦＤＭ 技术那样的表面
光洁度差、精确度差的缺陷。
在这篇文章里，研究人员根据金属线技术所采用
的能量来源（激光、电弧焊和电子束）不同将其分为
了三类。每种类型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作者从效率、
能源和材料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其中
最有趣的一种是由美国宇航局（ＮＡＳＡ）申请专利的电
子束无模成形（ＥＢ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Ｂｅａｍ Ｆｒｅｅｆｏｒｍ）技术，
这一技术可以用来构建复杂的、接近最终形状的对象。
据天工社了解，该技术使用的材料显著较少，而且与
传统的方法相比，需要的精加工工作量也更少。
ＥＢＦ 技术的原理是使用聚焦电子束将原料（金属
丝）在高真空环境中熔成熔池。该技术的 ３Ｄ 打印速
率或者金属的沉积速度可以达到惊人的 ２５００ 毫升 ／ 小
时，而且沉积速度越低，其打印的精细度就越高。此外，

其 ３Ｄ 打印的精细度还与作为原料的金属丝直径有关，
金属丝越细，获得的精细度就越高。
该文章中介绍的每个技术都包括了其优势和缺
点。不过作者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解决金属丝
技术目前的不足。尤其是对于以电弧焊为热源的金属
丝技术，如何解决对于残余应力的控制和变形问题，
对于该技术在大型金属对象的打印应用非常重要。
作者认为，对于金属丝技术而言，其未来的发展
和应用前景有赖于原材料（金属丝）质量的提高、改
进打印过程中的监测和过程控制技术、以及引入更为
有效的铣削策略等。作者对所有这些领域进行了简要
地介绍，以及根据他们的设想上述技术的改进对于金
属丝未来的功能改善可能产生的影响。

３Ｄ 打印用于制作手指夹板等多种医疗用品
在医疗领域，３Ｄ 打印的应用愈加广泛。它使手术
能够更好地进行，病人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手术过程，
术后康复也变得更加快速。
今年二月， Ｚｄｒａｖｐｒｉｎｔ 公司正在计划将 ３Ｄ 打印
推向市场。现在他们不仅成功做到了预期，而且取得
了更大的进展。
“Ｚｄｒａｖｐｒｉｎｔ 取得了明显进展，”种子投资人之
一的 Ｎａｄｉｒ Ｋｈａｂｄｕｌｉｎ 说，“他们已经扩大了其产品
范围，更受欢迎并与客户签订了多项协议，其中一项
涉及正在使用 ３Ｄ 打印模型来帮助治疗病人的大医院。”
医院的名字是 ＮＮＩＩＴＯ，他们不仅为病人提供 ３Ｄ 打印
模型，而且制作手指夹板，用于手术前练习的伤骨模
型，和铸造用于骨替代二聚物的模具。其中的手指夹
板非常畅销，平均每周要售出 １０ 套。
出人意料的是，制造这些医疗用具的并非大型的
工业级 ３ｄ 打印机，，而是一台 ＭａｋｅｒＢｏｔ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ｏｒ
２。一切仅仅开始于 ２ 个月之前，Ｚｄｒａｖｐｒｉｎｔ 开始向位
于俄罗斯的这家大型创伤矫形医院整合 ３Ｄ 打印应用。

“他们使用应用输入病人的生物计量参数，然后通过
云定制端生成手指夹板的 ３ｄ 模型，最后将成品送给
病人。”Ｚｄｒａｖｐｒｉｎｔ 的 ＣＥＯ Ｆｅｄｏｒ Ａｐｔｅｋａｒｅｖ 说，“只
需 ５－３０ 分钟，一个独立的手指夹板就可准备就绪并
佩戴到受伤的趾骨上。两个月之内，我们在医生的帮
助下获取了一系列常见情况需要的 ３Ｄ 模型，并将它
们整合到云定制端。３Ｄ 打印手指夹板是其中一项热销
品，所以我们也接受俄罗斯以外的整合请求。”
尽管最初的应用方向仅仅是 ３Ｄ 打印手指夹板和
模型，不过医生们很快就发现了这项技术的更多应用，
他们开始使用 ３Ｄ 的 ＣＴ 扫描数据打印出有形的 ３Ｄ 模型，
也会制造单独的骨替代品植入物。
尽管这些看上去令人着迷，不过 Ａｐｔｅｋａｒｅｖ 表示
医院还没有做出实际的创新。接下来他们计划引进有
能力制造膝盖、手肘和肩部支撑物的大型 ３Ｄ 打印机。
除此之外，他们还计划将业务扩展到俄罗斯以外的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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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大会暨博览会成功召开
６ 月 ４ 日，第三届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大会
在蓉开幕，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３Ｄ 打印行业展
会首次在中国西部举办。
从一鲜为人知的词汇，演变为股市热点题材，
３Ｄ 打印产业近年“风生水起”。但要真正扮演传
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助推器的角色，它还需要突破
哪些瓶颈？
四川 ２０１４ 年便出台了增材制造产业（３Ｄ 打
印）的发展“路线图”，作为重点布局地的成都，
又能否率先发展，成为这一领域的全国乃至全球
“领跑者”？
3D 打印概念火 工业应用不多见
３Ｄ 打印可做什么？不久前热映的动画电影
《超能陆战队》中有一个情节，令人印象深刻，
主人公为伙伴“大白”量身打印了一副战甲。
在出席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大会的嘉宾眼中，
这还真算“小儿科”。嘉宾展示的案例中，有成
功打印出来的汽车、航天发动机以及各种精巧的
物件，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主席 Ｇｒａｈａｍ
Ｔｒｏｍａｎｓ 说，打印心脏、皮肤、牙冠等人体器官，
这事并不遥远。“传统铸造业是把一个个零件做
完之后再去拼装焊接，３Ｄ 打印则是直接把复杂的
整体制造出来。”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史玉升说，
３Ｄ 打印不再受制于传统铸造的局限，大大拓展了
产品创新创意的空间。还有专家将这一技术优势
概括为：精准制造、敏捷制造、绿色制造。
既然 ３Ｄ 打印是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为什么
目前的局面却是“听得见、看不着”？这也是世
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首席执行官罗军，经常
被问到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成本太高。”
罗军说，理论上，传统铸造行业可以被 ３Ｄ 打印
全面替代，但一台打印设备少则几十万、多则上
千万，企业无法承担如此高昂的费用。
这还不算材料。史玉升举了一个例子，他的
一个博士生为了完成一项打印试验，用了二十多
公斤钛合金粉，“一下花了六七万，我拿的还是
优惠价格”。用普通铸造方法做那个零件，不过
就几百块钱的样子。他进一步补充：“传统铸造
的材料至少上万种，３Ｄ 打印材料目前就几百种，
比如粉末材料、金属材料、液体材料，远远满足
不了我们的需要。”
这就导致一个结果：３Ｄ 打印技术用于生活远
远高过用于生产。罗军说，国内 ９０％ 的 ３Ｄ 打印
企业是做桌面机的，主要用塑料材质打印一些造
型。
对于提升中国智能制造水平而言，工业级 ３ｄ
打印机的使用才是关键。
产业融合重要“3D 打印 +”是方向
嘉宾们也是为商讨对策而来，且有如沐春风

之感。
今年 ２ 月，国家工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联合印发《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首次从国家层面对 ３Ｄ 打印
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意见。
５ 月份，中国版的“工业 ４．０”规划—《中国
制造 ２０２５》出台，内容中有五处出现了 ３Ｄ 打印，
并将其列入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以及要突
破的十大重点领域。
“３Ｄ 打印产业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剑桥大学工业光子学中心主任 Ｂｉｌｌ Ｏ’Ｎｅｉｌ 说，
３Ｄ 打印与云计算、物联网相结合，可能形成“云
制造”，促成用户实现对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发
展这一产业，必须考虑融合发展的可能性。”
德国 ＥＯＳ 公司副总裁 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Ｏｈ 亦持有
这样的观点：“３Ｄ 打印有一个发展趋势，客户
可通过互联网接入进行产品制造，而不需要到生
产车间，但这取决于设计软件是否足够简易和智
能。”他举的一个例子是，客户只需在家通过手
机 ＡＰＰ 扫描耳朵，即可定制打印一个耳机，费用
在 ２００ 美元以内。
“似乎到处是市场，却又找不到市场。”罗
军认为，如果还是沿袭传统制造业生产设备、卖
设备的老路，３Ｄ 打印产业的前途将会非常艰难。
“在设备、材料成本高，行业人才严重短缺
的背景下，３Ｄ 打印产业要想崛起，必须创新商业
模式。”他给出的建议是，与互联网技术进行深
度融合，搭建更多开放式的应用服务平台，形成
“３Ｄ 打印 ＋”的理念，充分发挥服务商作用，把
设备商、材料商平台打通，形成各方共赢的局面。
“十年后社会基本进入智能制造时代，那时将看
不到一台 ３Ｄ 打印机的存在，它已成为若干智能
化平台里面的一个部分，就像现在的智能厨房，
把很多功能融合到了一个平台上。”
看好成都发展三个西南总部拟选址成都
这次大会，也把四川 ３Ｄ 打印产业展现在全
球同行面前。据统计，四川已聚集 ３Ｄ 打印装备
及关键组件生产企业 ６ 家，３Ｄ 打印产业材料开发
企业 １０ 余家，应用企业及科研院所 ６０ 余家。
成都天府新区已将 ３Ｄ 打印技术列入鼓励发
展产业目录，是该区域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成
都高新区也正积极发展 ３Ｄ 打印技术等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
而且，成都已经形成电子信息、汽车、航空
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史玉升认为，这为 ３Ｄ 打印技术应用打下了良好
基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３Ｄ 打印产业刚刚起
步，成都站在了全球竞争的同一起跑线。”罗军说，
国内现有大小相关园区 ３０ 余个，“原来都雄心

勃勃，但真正发展起来的不多，很重要一个原因
就是应用市场没有建立起来。”“从事 ３Ｄ 打印
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目前依然缺乏龙头。”罗
军认为，３Ｄ 打印产业的培育有一个过程，地方政
府在招商时起初不能太强调投资强度，否则不容
易发展起来。
看好成都潜力，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
带来“大礼包”：中国 ３Ｄ 打印创新中心西南总
部、３Ｄ 打印行业权威互联网平台的西南总部、中
国 ３Ｄ 打印研究院西南总部，均拟选址成都。
罗军还透露一个消息，今年将在全国各大城
市建设 １０００ 所针对 ３Ｄ 打印的“创客空间”，每
个空间配备 １５—２０ 台打印设备和经过系统培训
的老师，并通过云端服务平台把全球 ３Ｄ 打印“创
客”联系起来。
成都将是这一活动的首选地。对于那些乐于
分享的成都创客们来说，创新创业将变得更加方
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戴尅戎
其实 ３Ｄ 打印现在已经在市场上几乎占据了每一
个角落，目前最多的是生活用品，占的市场份额
最大，第二位是汽车，第三位是医学方面，航空
航天是第四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苟马玲
３Ｄ 打印是今年的热点，对个性化复杂的医疗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３Ｄ 打印连接再生医学和新药
研发，包括 ３Ｄ 打印器官和支气管、下颌骨、心
脏补片、微型肝脏组织、皮肤、心脏瓣膜、外耳、
膀胱、个体化假肢，以及 ３Ｄ 打印的颅骨、血管等。
三的部落（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建辉
根据一些权威调研机构对 ３Ｄ 打印市场的分

析，可以看到 ３Ｄ 打印在牙科和医学的应用，占
据的比重是比较大的，目前占到 ３７．８％，而且正
快速增长。预计 ２０１５ 年，全球的 ３Ｄ 打印在医疗
方面的应用大概有 １４ 亿美元的规模。而目前在
中国，医疗方面的 ３Ｄ 打印应用才刚刚起步。
教育部产品创新工程中心创新教育实验室主任
张旭生
国家工信部出台 《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
推进计划》中指出，要加快 ３Ｄ 打印技术在儿童
创新教育中的应用，３Ｄ 打印将进入课堂，对教学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很多学校买了 ３Ｄ 打印，
放在那里睡大觉，为什么没有用起来，最主要的
问题是没有导入 ３Ｄ 打印的一些课程，３Ｄ 打印进
入学校，必须具备在创意领域有实践经验的权威
部门或者资源。
剑桥大学工业光子学中心主任
Ｂｉｌｌ Ｏ’Ｎｅｉｌ
我们现在面临着新一轮的机会：设计在世界
的一端，打印在世界的另一端，我们可以实行设
计制造分配细化。这将改变世界做生意的方式，
也给予设计师、零售商新的机会，来实现不同地
区的制造，让人们创造财富。
美国欧特克公司副总裁
Ｃｈｒｉｓ Ｒｏｍｅｓ
我们的客户需求正在发生改变，人们很在意
产品是如何制造的，在哪里制造的，生产过程是
怎样的，他们想要具有这样优秀品质的产品，也
需要定制化。举个例子，如果你要打造定制化的
耳机，你可以用一个移动性的 ＡＰＰ 扫描你的耳朵，
选择你所需要的类型打印出来，大概需要几天时
间进行生产，价格在 ２００ 美元以内。

金属 ３Ｄ 打印的应用与材料前景展望专题会在成都召开
金属 ３Ｄ 打印的应用目前主要集中在航空航
天和军工领域，表面上看起来市场很大，附加值
很高，但是，由于军工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较
高的准入限制，市场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大。那么，
金属 ３Ｄ 打印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是什么？应
用领域还会有哪些亟待突破？……６ 月 ４ 日上午，
在成都举行的第三届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大会
金属 ３Ｄ 打印的应用与材料前景展望专题会议上，
来自中国、加拿大、瑞典等国的专家、学者就该
话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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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上海 ３Ｄ 打印产业大会暨增材制造产业推进和
技术应用论坛隆重召开
５ 月 ２８ 日，在上海市经信委指导下，由上海
市增材制造协会、上海 ３Ｄ 打印产业联盟主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ＴＣＴ 亚洲展）协办
的首届上海 ３Ｄ 打印产业大会暨增材制造产业推
进和技术应用论坛在上海漕河泾松江新兴产业园
科技广场隆重举行。市经信委副主任徐子瑛、松
江区副区长陈宇剑、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孟光出席了大会并讲话。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
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堂出席了大会并为上海市增
材制造协会题词。工业信息化部装备司王司长专
程为本次大会发来贺电。上海 ３Ｄ 打印产业领域
的各界企业代表、行业专家以及新闻媒体代表等
三百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上海市增材制造协
会会长王联凤主持。
会上，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孟光在会
上致欢迎词，热烈欢迎各界领导、企业代表与行
业专家莅临观摩。松江区副区长陈宇剑在会上致
贺词，祝贺上海市增材制造协会成立，并预祝本
届大会圆满成功。市经信委副主任徐子瑛在讲话
中指出，当前上海正处在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
期，要按照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的要求，围绕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加快发展 ３Ｄ 打印
产业，推动上海产业转型升级。与会领导共同为
上海市增材制造协会、上海 ３Ｄ 打印产业联盟揭
牌。
本届大会举行了三组战略协议签订仪式。上
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上海市增材制造协会、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咨询中心；上海市增材制
造协会、上海市创业投资行业协会、上海工业设
计协会、漕河泾松江园区；同济大学、上海拓宝
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图畅云计算科技有限公
司分别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科研合作、人才培训
等内容签署合作协议。各位嘉宾和领导共同见证
了签约仪式。
３Ｄ 打印和增材制造技术引领智能制造时代
的到来，是未来我国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上海
市增材制造协会在上海市经信委指导下，在上海
市增材制造领域各企事业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经上海市社团局批复正式成立。
协会现有成员单位近百家，主要进行增材制造领
域相关的研究与交流，协调、组织标准制定等工
作及增材制造领域相关培训、咨询、展览、会议
等活动，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引导会员单位向
健康、有序方向发展。重点解决上海地区增材制
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的问题，促进上海市增
材制造产业发展，为实现上海市增材制造产业全
面腾飞贡献力量。
增材制造产业推进和技术应用论坛邀请了第
九人民医院戴克戎院士、清华大学颜永年教授、
华中科大史玉升教授、同济大学严彪教授等业内
知名专家学者作主题演讲，来自多家中外企业、
研究机构的代表通过演讲、沙龙讨论等多种形式
交流产业技术前沿动态，为上海 ３Ｄ 打印产业发
展建言献策。

先临三维 ＆ 欧特克“３Ｄ 创意教室”开课首日 参课学生
收获满满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 －６ 月 ６ 日， 由 世 界 ３Ｄ 打 印 技
术产业联盟和亚洲制造业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
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大会和博览会在成都举办，
杭州先临三维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世界 ３Ｄ 打印技
术产业联盟的副理事长单位，将“３Ｄ 创意教室”
搬到了展会现场。成为了全国 １０００ 所 ３Ｄ 打印教
室创建的先行者。
“３Ｄ 创意教室”开课首日，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
学校成都市中和职业学校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了先临三维“３Ｄ 创意教室”。课程尚未开始，
学生已经被桌上摆着的色彩缤纷的桌面 ３ｄ 打印
机所吸引。
在上午的课程中，学生了解了 ３Ｄ 打印的发展历

程，并学习了三维建模软件。而在下午的两节课
中，主要学习了三维扫描仪的使用方法和应用领
域。在最后的一堂“我和 ３Ｄ 打印的一天”课程中，
学生分享了自己一天的学习心得，先临三维和欧
特克的老师就 ３Ｄ 打印和建模软件相关问题进行
了现场答疑解惑。学生都表示收获颇丰。
课程最后的 ３Ｄ 打印孔明锁的拼接比赛环节将一
天的课程推向了高峰。在比赛中获胜的小组获得
了先临三维公司的大奖——先临三维桌面 ３Ｄ 打
印机 Ｅｉｎｓｔａｒｔ－Ｓ 一台。在获奖感言中，学生表
示之所以能获胜是因为团队的小伙伴合作得很
好，都非常给力。

江苏省三维打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
江苏省三维打印装备与制造重点实验室
２０１５ 年６月

主办
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