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苏 省 三 维 打 印 产 业 技 术 创 新 战 略 联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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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

南京三维打印学会 承办

省内 ３Ｄ 打印资讯
３Ｄ 打印国内外形势
３Ｄ 打印科研动态

第９期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CONTENTS
省内 ３Ｄ 打印资讯
南京 ３Ｄ 打印研究院圆满承办教育部战略研究项目——
“制造大数据与智能监控系统”专项研讨会
省三维打印重点实验室杨继全教授受邀参加 ２０１６（第二届）
医用 ３Ｄ 打印高峰论坛

３Ｄ 打印国内外形势
通用斥资千万美元在美国建设万平米 ３Ｄ 打印技术开发中心
沃勒斯 ２０１６ 报告指出 ３Ｄ 打印市场规模已达 ５０ 亿美元
ＦＭＩ：中东 ３Ｄ 打印材料市场规模有望在 ２０２５ 年达到 ５．５ 亿美元
空客又有大动作：将在德国开建航空 ３Ｄ 打印研发中心
亿元投资终得回报 ！ 美铝获得空客 ３Ｄ 打印飞机部件大订单

３Ｄ 打印科研动态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发布新一代多材料全彩 ３Ｄ 打印机 Ｊ７５０
３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欲将 ＳＬＡ ３Ｄ 打印和工业机器人相结合
８ 米长的超级金属 ３Ｄ 打印机 ＭｅｔａｌＦＡＢ１ 将安装 ３ＤＳＩＭ 软件
新型粉末烧结 ３Ｄ 打印技术 ＳＳＳ 能在火星上建房子
以色列 ＸＪｅｔ 烧了 ７０００ 万美元的黑科技 — 纳米颗粒喷射金属 ３Ｄ 打印技术

南京 3D 打印研究院圆满承办教育部战略研究项目——
“制造大数据与智能监控系统”专项研讨会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由西安交通大学、高端装备
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南京增材制造（３Ｄ 打印）研
究院承办的教育部战略研究项目——“制造大数据与
智能监控系统”专项研讨会在南京圆满召开。
教育部战略规划项目——“制造大数据与智能监
控系统”由卢秉恒院士和徐宗本院士牵头承担，该项
目旨在对接“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从基础研究、重大共
性关键技术、到应用示范的纵向创新链、以及横向协
作的产业链进行全链条一体化规划，组织提出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重大项目的实施方案。

影留念。
大数据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性技术，被普遍
认为是继互联网之后，能对全球、经济、社会、工业
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也将促
进高校与大数据领域的创新发展和深入合作，从而进
一步推进行业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士卢秉恒、高金吉、李德群，中国科
学院院士徐宗本、丁汉，以及机床行业、航空航天、
机械工程、增材制造等领域约 ４０ 余名专家出席会议。
会议还邀请到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贾一伟处长、江苏
省科技厅副厅长曹苏民、江苏省经信委、教育厅、南
京市经信委、南京市科委、南京市科协等领导出席。
卢秉恒院士在分享“制造大数据与智能监控系统”
这个课题的重要性时表示：中国是制造大国，也是产
品与装备的使用大国，但是我国的制造业整体发展水
平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需要同时提升新增产品装备
的质量、效率与价值，和现有应用产品与装备的效率
与价值。大数据是我们制定各种标准的依据，也掌握
着装备发展与安全的话语权，因此我们几个高校西安
交大、上海交大、清华大学、中南大学、浙江大学共
同承担了教育部的这个研究项目，目的就是为国家规
划制造大数据的研发计划。
徐宗本院士表示，虽然他是数学家，但同样关注
大数据。他建议要分析清楚需求，从企业实践出发，
从 ２０２５ 宏观背景来考虑转型升级。徐院士从大数据
的概念、原理、制造大数据的特殊性等多个角度为大
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此外，北京化工大学高金吉院士、华中科技大学
李德群院士、丁汉院士，以及其他科研院所和企业的
专家、老总都积极发言参与讨论，整个会场气氛十分
热烈。
下午专项讨论会结束后，在卢秉恒院士的热情邀
请下，与会嘉宾一同来到位于南京紫金（江宁）科技
创业特别社区的南京增材制造（３Ｄ 打印）研究院进行
了参观。各位院士、专家对研究院 ３Ｄ 打印展厅和展
厅内各类 ３Ｄ 打印展品大为赞扬，大家纷纷兴奋地合

1

杨继全教授受邀参加 2016（第二届）医用 3D 打印高峰论坛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７ 日 －８ 日，江苏省三维打印装备与
制造重点实验室主任杨继全教授受邀参加了 ２０１６（第
二届）医用 ３Ｄ 打印高峰论坛：设计 材料 应用，并做
了题为“功能型生物 ３Ｄ 打印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的
专题报告，杨教授提出的异质材料生物三维建模理论
引起了与会同行的共鸣与讨论。
目前 ３Ｄ 打印在医学上的应用属于比较新和前沿
的领域，而且附加值高，是未来 ３Ｄ 打印应用里最具
盈利能力的领域之一。２０１６ 医用 ３Ｄ 打印高峰论坛聚
焦医用 ３Ｄ 打印的市场解读和前瞻预测、技术进展和
医学应用，讨论包括 ３Ｄ 打印医用材料、制造工艺、
质量评测与监管、企业生态、资本动态等多方面的议
题。就医学 ３Ｄ 打印及相关学科的最新技术及创造性
的应用进行深入探讨，议题涉及软件设计、产品评价、
新材料、组织工程、ｉＰＳＣｓ、基因工程、药物研发、细
胞芯片、细胞移植等诸多跨学科先进技术的交叉融合
应用，着重企业交流和成果转化。
论坛设立专题报告、小组讨论、项目路演、优秀
企业评选和展台展示等多种形式，汇聚科研专家、医
院医生、企业精英、资本各方从不同视角探究 ３Ｄ 打
印在医疗领域的发展潜力和方向，推动我国 ３Ｄ 打印
医疗事业健康快速增长。

出席本次峰会首日议程的嘉宾有：

2

通用斥资千万美元在美国建设万平米 ３Ｄ 打印技术开发中心
持领先，从而抓住更多机会，获得更多收益。
在未来的 ３ 年里，通用总共将为 ＣＡＴＡ 再投资
３９００ 万美元，同时为了达成既定目标，他们还将在这
座设施目前已经拥有了 ２２ 名工程师的基础上再增加
５０ 个全新的岗位。他们将联合起来专注于开发更先进
的材料和检查技术。

在将 ３Ｄ 打印技术融入自身产业方面，通用电气
是不折不扣的全球领先者。早在 ２０１５ 年，该公司就
斥资 ２ 亿美元在印度 Ｃｈａｋａｎ 建设了一家配有多台 ３Ｄ
打印机的万能工厂。现在，为了加速产业升级，他们
又在美国匹兹堡附近的小镇 Ｆｉｎｄｌａｙ 开设了一座 ３Ｄ 打
印技术开发中心（ＣＡＴＡ）。
据南极熊了解，这座设施拥有近 １１６００ 平米的
超大面积，将配备知名 ３Ｄ 打印机制造商 ＥｘＯｎｅ 的 ３Ｄ
打印机，主要作用将是培养 ３Ｄ 设计与应用方面的人
才并研制相关的软硬件，以及通过将它们融合创造更
好的 ３Ｄ 打印系统和产品，帮助通用及其子公司在全
球 ３Ｄ 打印市场以及航空、能源、油气等传统行业保

很明显，这座研究中心的建立充分表明了通用对
３Ｄ 打印技术是极其重视的，也非常看好它的潜力。相
信在未来，它一定会为通用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格，
只是称其价位将在 Ｃｏｎｎｅｘ ３ 和 Ｏｂｊｅｃｔ １０００ 之间，
而后者是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公司最大一款工业级 ３Ｄ 打印机。
除此之外，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拒绝透露任何其它价格信息。
由于能够在相同的 ３Ｄ 打印头上使用构建材料和
颜色，Ｊ７５０ 得以简化了创造产品匹配原型所需要的一
些复杂过程。比如，以前在创建兼有软、硬、透明等
不同属性的产品时，该模型的每个基底都必须分别构
建。
“我们真的相信随着我们努力地使 ３Ｄ 打印技术
越来越简化，它的市场也将变得越来越大。”Ｃｌａｍａｎ 说。

沃勒斯 ２０１６ 报告指出 ３Ｄ 打印市场规模已达 ５０ 亿美元
个国家的 ５１ 家工业级 ３Ｄ 打印机制造商，９８ 家 ３Ｄ 打
印服务商，１５ 家第三方 ３Ｄ 打印材料供应商，多家桌
面级 ３Ｄ 打印机制造商，以及 ８０ 位 ３Ｄ 打印专家。
根据这份报告，全球 ３Ｄ 打印市场的 ２０１５ 年年
复合增长率（ＣＡＧＲ）为 ２５．９％。尽管这个数字略低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期间的平均值 ３３．８％（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４．９％
为迄今为止的最高值），不过还是达到了该产业过去
２７ 年的平均增长率 — ２６．２％。
报告指出，在增长的贡献方面，工业级金属 ３Ｄ
打印机和桌面级 ３Ｄ 打印机是最主要的两股力量。这
与过去几年的实际情况完全吻合 — 事实上早在 ２０１３
年，根据沃勒斯的报告，工业级金属 ３Ｄ 打印机的增
长就达到了惊人的 ７４％，同时在 ２０１５ 年，另一家著
世界著名市场研究机构沃勒斯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发布 名市场研究机构 ＣＯＮＴＥＸＴ 也指出，这种设备的销售增
了最新一期的 ３Ｄ 打印产业报告，指出在过去的 １ 年中， 长达到了惊人的 ４５％。
全球 ３Ｄ 打印市场规模增长了近 １０ 亿美元，现在达到
目前在工业级金属 ３Ｄ 打印机方面，主要的市
了 ５１ 亿 ６５００ 万美元。
场 领 导 者 包 括 ＥＯＳ、３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ｎｃｅｐｔ Ｌａｓｅｒ、
这份报告的信息来源极其广泛，包括了来自 ３３ Ｏｐｔｏｍｅｃ 等，不过像以色列 ＸＪｅｔ 这样的新公司也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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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崛起。
另一方面，桌面级 ３Ｄ 打印机同样实现了高速增
长。仅在 ２０１４ 年，这种设备的全球出货量就达到了
１６ 万台，而在去年，这个数字更是增长到了 ２７ 万台
— 这主要是因为在激烈的竞争下，高性价比的机型
正在越来越多的出现。

实际上，这些只是这份报告的冰山一角。它一
共有 ３３５ 页之多，还包含了许多文字、图表等信息。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可以点击这里尝试购买。不过
由于价值非常高，它的价格也很贵，为 ３９５０ 美元，
而且只有 １０ 个单独的用户许可。

FMI：中东 3D 打印材料市场规模有望在 2025 年达到 5.5 亿美元

当前，３Ｄ 打印产业发展最为蓬勃的地区当属美国、
欧洲和亚洲。不过最近，一直以来对该产业反应迟钝
的中东地区也呈现出不错的发展态势。近日，知名市
场研究机构 ＭＦＩ 就发布了一份相关的调查报告，预测
在未来，中东地区的 ３Ｄ 打印市场将快速增长，其中
的材料市场更是会以每年 １６％ 的高速度增长，同时其
市场规模有望在 ２０２５ 年达到 ５．５ 亿美元。
这份报告已经指出，由沙特阿拉伯（ＫＳＡ），阿
联酋（ＵＡＥ）、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等国家
组成的中东海湾地区采用 ３Ｄ 打印技术的复合年增长
率（ＣＡＧＲ）已达到近 １１％ — 高于全球的平均值。其
中，ＵＡＥ 由于更加注重先进技术，数值是最高的。另外，
由塞浦路斯、埃及、土耳其、以色列、约旦、叙利亚、
伊朗、伊拉克、以及巴勒斯坦组成的地中海东部地区
的 ＣＡＧＲ 有望达到更高的 ２０．４％。

相关的材料包括 ＰＬＡ、ＡＢＳ、 ＨＩＰＳ、ＰＶＡ、尼龙、
陶瓷等。其中，如果不出意外，ＰＬＡ 将有望以 １６．７％
的年增长率成为冠军，因为这种材料应用范围最为广
泛，尤其是在医疗方面。
最后，这份报告还指出，将为增长做出主要贡献
的企业将包括 ３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中国太尔时代、
ＥｘＯｎｅ、Ｃｏｅｘ，以及 ＭａｔｔｅｒＨａｃｋｅｒｓ。另外，其它一些
公司和政府机构也会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至于预测材料市场快速增长的原因，这份报告认
为主要包括下面几点：
· 中东地区的生产成本低
· 新的供应链和零售商正在不断增加，无形中缩
短了制造商和终端用户之间的距离
· 多家 ３Ｄ 打印企业的进驻和 ３Ｄ 打印初创企业的
涌现，将促进工业级制造业的增长，因为 ３Ｄ 打印技
术可大幅降低相关企业的生产成本
· 医疗、航空航天和汽车等产业的需求不断增长

空客又有大动作：将在德国开建航空 3D 打印研发中心
在所有应用 ３Ｄ 打印技术的航空企业中，空中客
车是绝对的全球领先者。迄今为止，该公司已经在客
机上大量采用了 ３Ｄ 打印的零部件，而且已经在全球
建设了多所相关的研发机构和制造工厂。近日，该公
司又有了新的动作：据南极熊了解，他们将在德国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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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黑南部 Ｏｔｔｏｂｒｕｎｎ 附近的 Ｌｕｄｗｉｇ Ｂｏｌｋｏｗ 工业园新
建一座航空 ３Ｄ 打印中心 — “航空 ３Ｄ 打印工厂”，
旨在研发更先进的航空 ３Ｄ 打印材料和技术，同时集
中力量开发结构复杂但轻量高效的推进系统，以及推
动它们的实际应用。

这座工厂将由空客与多家企业联合建设。它们包
括：
· 航空航天公司 Ａｉｒｂｕｓ Ｓａｆｒａｎ Ｌａｕｎｃｈｅｒｓ
· 发动机制造商 ＭＴＵ Ａｅｒｏ Ｅｎｇｉｎｅｓ
· 直接金属激光烧结（ＤＭＬＳ）技术的领导者 ＥＯＳ
· 空客创新研发部门 Ａｉｒｂｕｓ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ＧＩ）
· 慕尼黑科技大学及其机床和工业管理研究所
· 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 ＩＩＳ 下属的弗劳恩霍夫 Ｘ 射线技术
开发中心（ＥＺＲＴ）
· 空中客车子公司 ＡＰＷｏｒｋｓ；
· 不莱梅大学
· 虚拟原型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ＥＳＩ Ｇｒｏｕｐ。

在空客与工业园已经结束的签约仪式上，这些企
业还联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将为建设成熟的产业链
最大限度地提供自己的技术和资源。
除了这座即将开建的 ３Ｄ 打印工厂，空客还同时
与西门子达成了一项电动飞行器方面合作协议，将联
手建设一座新的材料研究实验室，以及为即将运营的
电动飞行系统中心举行了庆祝仪式。
材料研究实验室将由空客旗下的中央全球研究网
络 ＡＧＩ 负责。这座占地 ４５００ 平米的设施目前拥有 ６５
位专家镇守。他们将通过研究 ３Ｄ 打印和其它先进制
造技术来开发飞行器需要的高强度环保材料。
通过这两个项目，空客将大力开发电力与混合动
力飞行系统，因为它们可大大降低噪音和 ＣＯ２ 排放。
材料实验室的建设将在 ２０１７ 年初开始建设，有望在
２０１８ 年年末正式开始运营。

亿元投资终得回报！美铝获得空客 3D 打印飞机部件大订单
美国铝业（以下简称美铝）是美国最大的制铝公
司，同时也是全球轻金属技术、工程与制造的领导者。
虽然是从 ２０１４ 年才开始采用 ３Ｄ 打印技术的，不过该
公司却展现出了十分强劲的发展势头，迄今为止已经
在这方面投入了将近 １ 亿美元。现在，这笔巨额投资
终于即将得到等价的回报了，因为世界最大航空企业
之一的空客刚刚成为了他们 ３Ｄ 打印业务的新客户。
据南极熊了解，根据双方已经签订的协议，美铝将从
不久之后的 ２０１６ 年中期开始为空客提供 ３Ｄ 打印的飞
机部件。
在应用 ３Ｄ 打印方面，空客是不折不扣的全球领
导者。他们不但在几年前就已经在自己的 Ａ３５０ ＸＷＢ 客
机上采用了超过 １０００ 个 ３Ｄ 打印的零部件，而且还在
进一步加强这类应用，所以对零部件的需求也是越来
越大。为此，他们已经与 ３Ｄ 打印巨头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与 ３Ｄ
打印供应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ｅ 签订了供应协议。现在，美
铝的加入无疑将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事实上，在此次获得空客的订单之前，美铝还取
得了其它多项有价值的进展，比如投资数百万美元扩
大了在美国匹兹堡、密歇根工厂的规模，以及收购了
ＲＴＩ 国际金属公司（现已更名为 ＡＴＥＰ）。后者将大大
提高他们的 ３Ｄ 打印能力，尤其是在空客最需要的钛
和特种金属方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不久之后，美铝就将拆分为
两家公司了。其中之一的 Ａｒｏｎｉｃ 有望在不久之后的
２０１６ 年后期开始运行，将专注于为航空航天产业提供
高性能的多材料产品和解决方案，以满足不断增长的
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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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发布新一代多材料全彩 ３Ｄ 打印机 Ｊ７５０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４ 日，全球领先的 ３Ｄ 打印机制造商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发布了迄今为止最先进、最精密的 ３Ｄ 打印
机 Ｊ７５０。这款机器能够使用 ３６ 万种深浅不同的颜色
和硬、软、不透明或透明塑料打印 ３Ｄ 对象。
Ｊ７５０ ３Ｄ 打印机是一款工业级设备，可以让公司
同时使用多种材料一次将原型完整的打印出来，而不
必用不同的材料分别 ３Ｄ 打印零件然后再组装。

格，只是称其价位将在 Ｃｏｎｎｅｘ ３ 和 Ｏｂｊｅｃｔ １０００ 之间，
而后者是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公司最大一款工业级 ３Ｄ 打印机。
除此之外，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拒绝透露任何其它价格信息。
由于能够在相同的 ３Ｄ 打印头上使用构建材料和
颜色，Ｊ７５０ 得以简化了创造产品匹配原型所需要的一
些复杂过程。比如，以前在创建兼有软、硬、透明等
不同属性的产品时，该模型的每个基底都必须分别构
建。

Ｊ７５０ 只需一次打印作业就制造出了一只完整的运
动鞋。“这款 ３Ｄ 打印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突破了现
“我们真的相信随着我们努力地使 ３Ｄ 打印技术
实的门槛。”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公司首席商务官 Ｊｏｓｈ Ｃｌａｍａｎ 说。 越来越简化，它的市场也将变得越来越大。”Ｃｌａｍａｎ 说。
据 了 解，Ｊ７５０ 的 上 一 代 是 Ｃｏｎｎｅｘ ３。Ｃｏｎｎｅｘ ３
是一款洗衣机大小的 ３Ｄ 打印机，该机器上配置了 ３
个喷嘴可以实现数千种不同的颜色。而 Ｊ７５０ 有六个
喷嘴，而且提供的可用材料组合也增加了一倍。
“你可以把它看作加强版的 Ｃｏｎｎｅｘ ３。”Ｃｌａｍａｎ
说。与 Ｃｏｎｎｅｘ ３ 一样，Ｊ７５０ 同样是基于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公
司的 ＰｏｌｙＪｅｔ ３Ｄ 打印技术，这种技术类似于喷墨打印，
但不是将墨水滴喷在纸上。基于 ＰｏｌｙＪｅｔ 技术的 ３Ｄ 打
印机会将可固化的液态光敏聚合物逐层喷射到构建托
盘上。
此外，Ｊ７５０ ３Ｄ 打印机还是用了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公司最
新版本的 ＰｏｌｙＪｅｔ Ｓｔｕｄｉｏ 切片软件。该软件采用了全
新的直观用户界面，使制造者可以在一个屏幕上选择
材料、优化构建和管理打印队列。
Ｊ７５０ 的打印层厚最小可达 １４ 微米，３Ｄ 打印出来
的每个原型几乎与真正的产品一模一样。无论是 ．ｓｔｌ
文件的打印准备，还是打印完成后的后处理，大量的
此类环节都将变得不再必要，Ｃｌａｍａｎ 说。
ＰｏｌｙＪｅｔ Ｓｔｕｄｉｏ 软件还支持任何颜色、透明度和
硬度。此外颜色纹理可以通过从 ＣＡＤ 工具导入 ＶＲＭＬ
文件实现充分完整地加载。
“我们使用 ３Ｄ 打印机已经有多年历史了，但是
没有一台 ３Ｄ 打印机能够像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Ｊ７５０ 这样颠覆我
们的设计和创意过程。”智能手机盖制造商 ＯｔｔｅｒＢｏｘ
的工程技术主管 Ｂｒｙｃｅｎ Ｓｍｉｔｈ 在声明中说。
Ｓｍｉｔｈ 说，他的公司参与了对 Ｊ７５０ 的 Ｂｅｔａ 测试，
发现这款机器使得他们能够以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创
新方式创建“产品匹配原型”，大幅缩减了将产品推
向市场所需要的时间。
不过今天 Ｃｌａｍａｎ 并没有披露 Ｊ７５０ ３Ｄ 打印机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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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欲将 ＳＬＡ ３Ｄ 打印和工业机器人相结合
日前，在美国密苏里州 Ｓｔ． Ｌｏｕｉｓ 举办的 ２０１６ 增
材制造用户群大会（ＡＭＵＧ ２０１６）上，３Ｄ 打印巨头 ３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司展示了一款全新的工业级 ＳＬＡ ３Ｄ 打印
机——Ｆｉｇｕｒｅ ４。据介绍，这不是一款普通的 ３Ｄ 打印
设备，它是专为大批量生产而设计的，在这款机器上
还非常罕见地使用了一个工业机器人臂。
Ｆｉｇｕｒｅ ４ 的设计实际上源自于该公司的创始人、
ＳＬＡ 技术的发明者 Ｃｈｕｃｋ Ｈｕｌｌ 于 １９８４ 年申请的 ＳＬＡ 技
术专利。Ｆｉｇｕｒｅ ４（意为插图 ４）这个名字的来历就
是代表着他的专利申请书中的第四幅插图。当时他在
“图 ４”中描述了一种机构可以从下向上 ３Ｄ 打印。当
时的描述是它超级快，可以用于很多不同的材料。这
是一款在某种程度上面向自动化的 ＳＬＡ ３Ｄ 打印工艺，
它甚至可以用于大规模制造。据悉，该工艺是由一系
列代表者一个流水线式 ３Ｄ 打印及后期处理每一步的
离散式模块组成的。
３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 司 宣 称，Ｆｉｇｕｒｅ ４ 系 统 把 工 业 机
器人臂当作第一阶段的 ３Ｄ 打印机，用机械臂的末端
作为打印平台，快速将 ３Ｄ 打印对象从一大桶液态光

敏树脂中逐层固化拉出，这个过程速度相当快。据称
这主要是由于使用的光源和树脂之间的一种专业膜发
挥了作用。尽管这种神秘的膜具体细节尚未披露，不
过估计原理上可能跟 Ｃａｒｂｏｎ 公司的高速 ３Ｄ 打印技术
ＣＬＩＰ 有点类似。在今年的 ＣＥＳ 上，该公司展示了一款
名为 ＳＬＡ－ｂｏｔ－１ 的 ３Ｄ 打印机器人，跟这个十分类似，
很有可能是 Ｆｉｇｕｒｅ ４ 的原型机。
在打印过程中，多出的材料可以在打印对象被冲
洗和进一步固化之前进行回收。由于这个过程是可扩
展的，因此从技术上说可以创建一个该设备的阵列从
而实现 ＳＬＡ 部件的大规模制造。３Ｄ Ｓｙｓｔｅｍ 还专门为
该系统开发了专用的光敏聚合物，据称该材料拥有非
同一般的强度、耐磨、耐温差、生物相容性和弹性等
性质。
除此之外，Ｆｉｇｕｒｅ ４ 还有许多技术细节尚未披露，
比如它使用的那种专业膜是什么样子的、使用的光源
类型等。尽管如此，从其在展会现场的表现来看，这
绝对是一款值得期待的产品，就让我们等待它正式发
布的那一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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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米长的超级金属 3D 打印机 MetalFAB1 将安装 3DSIM 软件

这 款 软 件 是 ＡＩ 与 专 业 ３Ｄ 打 印 机 软 件 开 发 商
３ＤＳＩＭ 联手研制的，已经集成了后者的另两款测试版
工具 ＥＸＡＳＩＭ 和 ＦＬＥＸ。
其中，ＥＸＡＳＩＭ 能对打印对象进行分析，预测它们
的残余应力并得出应变数据，从而将需要的支撑量降
到最低，有效帮助用户省下大笔金钱，而 ＦＬＥＸ 则是一
款云基础程序，可在实际 ３Ｄ 打印之前对目标进行模
拟实验和优化，从而避免时间和金钱上出现不必要的
浪费。
“３ＤＳＩＭ 的 这 两 款 软 件 将 帮 助 我 们 更 快 完 善
ＭｅｔａｌＦＡＢ１ 是 荷 兰 ３Ｄ 打 印 机 制 造 商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ｅｔａｌＦＡＢ１ 系统”，ＡＩ 的技术负责人 Ｍａｒｋ Ｖａｅｓ 表示，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Ｉ）开发的下一代综合大型金属 ３Ｄ 打印机， “由此，我们的客户就能得到更高的生产力，更好的
由于性能极其强悍，所以一经推出就吸引了无数的目 成品质量，以及更少的浪费。”
光。目前，这款设备的全部 ３ 台测试机都已经售罄，
目 前，３ＤＳＩＭ 仍 在 寻 找 ＥＸＡＳＩＭ 和 ＦＬＥＸ 这 两 款 软
即将开始量产。
件的测试客户。如果你对感兴趣，可以点击这里，通
现在，为了更好地支持这款超级设备，ＡＩ 已经 过该公司官方下载相应的说明和内容。
正式宣布，将为其安装专用的综合软件平台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ＡＷＰ）。

新型粉末烧结 3D 打印技术 SSS 居然能在火星上建房子！
方 — 火星。他们希望能开发出可以充分利用火星自
然资源（比如土壤）的 ３Ｄ 打印技术，从而实现在该
星球上就地快速建造需要的设施，以便开展探索任务。
为此，他们还举行了相关的技术开发挑战赛。最近，
这项赛事的冠军终于揭晓了，他就是来自美国南加州
大学（ＵＳＣ）的工程师兼教授 Ｂｅｒｏｋｈ Ｋｈｏｓｈｎｅｖｉｓ 博士。

推进太空 ３Ｄ 打印技术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因
为将物资从地面发射到近地轨道甚至更远的太空，成
本极其高昂，而 ３Ｄ 打印“当场制造”的特点恰好能
解决这个痛点。

事实上早在 ２０１４ 年，Ｋｈｏｓｈｎｅｖｉｓ 教授就曾凭借
建筑 ３Ｄ 打印技术“轮廓工艺”赢得了 ＮＡＳＡ 的另一
项挑战赛“创造未来”，而现在，他所开发的新型
３Ｄ 打印技术 — 选择性隔离烧结（ＳＳＳ）再次获得了
ＮＡＳＡ 的青睐并为其赢得了 １ 万美元的丰厚奖金。
ＳＳＳ 实际上也是一种粉末烧结型 ３Ｄ 打印工艺，能
够使用包括聚合物、金属、以及陶瓷在内的多种材料。
不过其制造对象并非“轮廓工艺”那样层层挤出的结
构，而是一个个可以互相咬合的砖块结构，或是功能
性的金属部件。

目前在这方面，美国航天局（ＮＡＳＡ）无疑是全球
最领先的机构之一。尽管开发太空 ３Ｄ 打印技术是一
项艰巨的任务，不过最近，他们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通过将 ＮＡＳＡ 约翰逊航天中心开发的能模拟月球
比如刚刚在不久之前将第二台专用 ３Ｄ 打印机送到了
与火星土壤的复合材料与高熔点陶瓷（如也存在于月
国际空间站。
球与火星上的氧化镁）混合，Ｋｈｏｓｈｎｅｖｉｓ 教授和他的
不过现在，该机构已经将目光转移到了更远的地 团队已经成功通过这种新技术打印出了砖块结构。它
科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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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强度足以抵御住宇宙飞船降落时产生的高温和高
压。
Ｋｈｏｓｈｎｅｖｉｓ 教授认为，推进太空探索的唯一方法
就是发展出在外星球上建设道路、机库、防暴墙、防
辐射屏蔽和着陆垫（全部是宇宙飞船的必要设施）的
能力，而这种愿景只要结合他研发的“轮廓工艺”与
ＳＳＳ，就有可能实现。
接下来，Ｋｈｏｓｈｎｅｖｉｓ 教授及其团队将会在肯尼迪
航天中心与 ＵＳＣ 的航天火箭实验室进一步测试 ＳＳＳ 技
术。未来，他们还可能会与美国一些有名的航天企业
合作，共同推进项目的发展。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他
们一定能让火星上的建筑 ３Ｄ 打印成为现实。

以色列 XJet 烧了 7000 万美元的黑科技 — 纳米颗粒喷射金属 3D 打印技术

金属 ３Ｄ 打印，技术越来越完善，可以应用的领
域也逐渐广泛，市场需求端也有爆发之势。金属 ３Ｄ
打印技术，目前除了 ＳＬＭ、ＳＬＳ 等使用激光、电子束
作为能源之外，现有其它根本性的突破。在美国圣路
易斯举办的 ２０１６ ３Ｄ 打印用户大会（ＭＵＧＣ）上涌现
出了很多新型的技术的产品，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知
名以色列 ３Ｄ 打印公司 ＸＪｅｔ 首次公开展示其独有的纳
米颗粒喷射金属 ３Ｄ 打印技术。熊友们要知道，以色
列的这个黑科技，为此投入了 ７０００ 万美金，超过全
中国所有的 ３Ｄ 打印研发投入总和。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份，
ＸＪｅｔ 获得了 ２５００ 万美金的风险投资，中国光大控股
也参与。

ＸＪｅｔ 首席商务官 Ｄｒｏｒ Ｄａｎａｉ 在展示期间的演讲
上还提到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 — 就是他们的这种
纳米颗粒喷射技术每秒可沉积的液滴数量达到了 ２．２１
亿。这就证明了该技术的速度非常之高。

这种技术之所以独特是因为采用的原理和材料与
普通金属 ３Ｄ 打印工艺都不相同，并非使用激光烧结
金属颗粒粉末，而是喷射含有金属纳米颗粒的墨水。
这种方式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能使用普通的喷墨打印
头作为工具。当打印完成后，构建室会通过加热将多
余的液体蒸发，只留下金属部分。
独特的支撑材料是这种技术的另一个亮点。这种
材料无需借助任何外力即可通过专门的技术融化去除
— 与普通粉末烧结金属 ３Ｄ 打印工艺需要以同样的材
料建立支撑相比，这种方法不但更容易实现，能显著
减少浪费，从而降低成本，而且还能给予设计师更大
的自由 — 因为它是通过融化去除的，所以理论上可
以无限添加。
另外，该技术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理论上能够无
限扩展。这与惠普的多射流熔融（ＭＪＦ）技术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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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三维打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 主办
江苏省三维打印装备与制造重点实验室 南京三维打印学会 承办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