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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时机
是20年前,

其次是现在！

自全球爆发COVID-19病毒疫情以来，

仅数月，世界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某

些地区甚至仅数周。全球人民都在为防控

冠状病毒的传播作斗争，不遗余力地开发

疫苗或寻找其他疗法。无论是材料方面，

还是对急需替换件（例如呼吸机）的迫切

需求，此些事情已经证明了增材制造技术

拯救生命的重要性。我们增材制造社区涌

现了无数范例，展示了增材制造的制造商

和用户如何通过简单、无私和卓越的方式

快速提出解决方案，提供切实帮助。借此

机会，感谢所有人的辛勤付出。

此外，冠状病毒导致全球经济形势剧

烈的变化。许多国家实施封锁政策后，几

乎在一夜之间，众多公司的运营陷入停滞

状态；在一些地区，供需骤降。世界经济

活动的复苏需要时间，也需要所有人的努

力。另一方面，多年来业已陈旧的供应链

和其他途径正被重新审视，由此带来了新

机遇──这也是增材制造发展的新机遇。

我们也开始重新思考我们的工作生

活，目前主要针对（或者某种情况下，特

别是）数字领域。毕竟，适应新常态，意

味着并非所有事情都会保持危机前的状

态。通过合适的数字化工具，在家办公已

被证实是切实可行的，这表明混合办公模

式（家庭和办公室）将是未来的办公方

式。这种方式同样适用于贸易展览会。人

是社会性的生物，总会以自己的方式重

聚，共同举办这样的盛事，并亲身体验。

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一直致力于补

充实际活动的数字化服务将在贸易展览会

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两种形式都展现出各

自的优势，而Formnext德国法兰克福精密

成型及3D打印制造展览会──世界领先

的增材制造展览会，期待能以最佳方式将

二者结合迎接今年的挑战。

2020年，中国作为我们的伙伴国，不

仅是世界上增材制造发展最快的市场之

一，也是第一个受到COVID-19重创的国

家。在我们受到COVID-19影响前的数周，

中国就经历了公共生活停滞、全行业关停

和经济重启。但增材制造行业还未摆脱其

影响。正如本专刊文章所述，目前，增材

制造正在为我们提供技术，助力各行业和

公司迎接未来，并帮助摆脱经济衰退的困

境。

借助增材制造，工业生产领域终将从

这场危机中涅槃重生，重整待发，再创辉

煌。我们诚挚邀请您加入我们，共迎复

苏，希望您喜欢这期《 F O N杂志》

（FON-Mag）！

Sincerely, Sascha F. Wenzler
Formnext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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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河卵石了吗？«

Andritz Kaiser GmbH在其最新机械压力机的开发中，充分利用了增材制造和仿生设计的创新

潜力。按其公司的发展战略，将对工业3D打印的热情与来自自然界的灵感的有机结合，在许多

方面都体现出它的价值。

站在生产设施前，高如建筑般的钢铁

巨像之间，30吨的ToP-Line 2000机器外观

充满了设计感。在专门为这台先进机械压

力机设置的展区里，其设计师指着机器的

3.5吨柱塞，提出了一个神秘的问题。“你

看到河卵石了吗？”Paolo Matassoni问

道。

在这个弥漫着石油和工业味道，随处

可见未来20多年用数千牛顿压力生产金属

板的庞然大物场景中，河卵石的形象似乎

有些格格不入。然而，正是这种光滑的圆

形石头──配上各种动植物──成了

Matassoni设计出我们眼前机器的灵感来

源。事实上，在德国布雷滕生产的许多最

新一代压力机组件，都是以这个为灵感制

造出来的。Andritz Kaiser GmbH开发主管

Matassoni解释说，“自然界本身有很多设

计──我们只是复制过来！”这位52岁的

工程师能够在工业领域实现组件的流动过

渡和仿生形式，这归功于他对3D打印潜

力的热忱以及其团队采用的增材思维。

ToP-Line 2000机器的150个零件都是在

3D打印的帮助下制造的，其中包括一个

重达数吨的铸件（其形状已打印出

来）、承油盘、一系列的底座和齿

轮，以及一个钛带轮。这个钛带轮除

了实际用途外，在一层透明塑料后

面，还装饰着这台气势恢宏的机器。

联结周围的事物

当我第一次在2019年德国法兰克福

精密成型及3D打印制造展览会上见到

Paolo Matassoni时，他告诉我3D打印

为像他这样的工程师提供了巨大的可

能性。他还谈到了他自己独特的创作

方法，即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并“联结

周围的事物。”他描述了如何通过增材

思维方式，用相对简单的方法来设计

优化零件用于增材目的，这有赖于“工

程师和组件之间的张力。”Matassoni高

兴地表达了他对这门将技术复杂性和

哲学技巧友好结合的学科由衷的热

爱。

第一次见面后，我很欣赏Matas-

soni，他显然对自己的职业非常满意，

但同时也保持着一丝怀疑。当你拥有

Matassoni那样的“脉轮”进行增材设计

时，工业3D打印也能这么简单吗？如果

是的话，你真的需要优化组建的软件解决

方案吗？不管它们可能获得了多少奖项和

荣誉？ 

一切从球窝开始

Andritz Kaiser总部位于布雷滕，距离

中世纪著名的西多会修道院西北几公里。

在此次Andritz Kaiser总部访问之行，我的

问题得到了解答。沿着大型机械压力机的

装配区，我们要穿过数以千计的零部件和

组件方可到达两个大厅。数不清的架子上

有一个约40厘米宽的球窝，这是Matas-

soni 10年前首次涉足3D打印领域的见

证。利用激光熔覆技术，他在球窝的内表

面涂了一层铜增材涂层。经过一系列的测

试，该涂层球窝成了Andritz Kaiser压力机

发展道路上的现行标准。

除了Matassoni对这项技术持久的热忱

外，其选择的工作场所也是这个具有70多

年历史的公司开始应用增材制造生产越来

越多零件的重要原因。3D打印也是其新

一代产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Matas-

soni解释说，“当时，我还不在现在的职

位。”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赢得了开

发与管控部门及执行董事会的支持。“这

在其他公司是不可能的，这个项目会被搁

置。”Matassoni以一个自由思想者的身份

而闻名，如他所言，“我得到了我所需要

的自由。”他笑着补充道，“然后，我开始

用实际有效的零件，震撼高管们。” 

没过多久，常务董事Stefan Kaiser和

Joachim Bolz就对增材制造的可能性产生

了兴趣。Kaiser回忆说，“参观了德国法兰

克福精密成型及3D打印制造展览会后，

我们买了一台3D打印机，却不知道想用

它来制造什么样的组件。”除了让工程师

们有机会熟悉3D打印技术外，他们还想

吸引更多有技术头脑的人才。毕竟Andritz 

Kaiser总部位于斯图加特地区，在那里，

它须与保时捷、戴姆勒和博世等行业巨头

竞争技术人才。

增材创新的竞争优势

当然，该公司对增材技术的应用也是

出于商业考虑。它的很大一部分客户在汽

车行业。这个行业，特别是电动汽车的兴

起，使许多公司甚至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

行爆发之前，就已经处于经济困境。不

过，对于像Paolo Matassoni这样的乐观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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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itz Kaiser GmbH总部位于德国的布雷滕（巴登-符

腾堡州），自2004年以来一直隶属于国际安德里茨集

团。目前大约有140名员工。该公司75年来一直秉承

卓越的传统，生产的产品包括冲压机和金属成型机，

能够产生高达25000千牛顿力和8兆瓦的驱动功率。例

如在汽车行业中，一台压力机每年可生产多达250万

个车身组件。

上页右图： 

Paolo Matassoni指着3.5

吨的柱塞 

左图： 

这钛皮带轮的重量减到

了700克，这使得加料速

度提高了30%。 

下图： 

Andritz Kaiser GmbH在

10年前就开始了球窝的

3D打印之旅，在他们

的表面上应用增材制造

技术。

工业3D打印与自然界的灵感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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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来说，这些困难的形势为“创新提供

了 强 大 的 动 力 。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Andritz Kaiser的商业利益与其对增材

制造的热忱完美契合。

Stefan Kaiser也非常重视创新思维。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带客户参观公司设备

时，一定会带他们参观公司的3D打印

室。总经理指出：“很明显，客户不会因

为我们用3D打印部件来制造压力机，就

去购买它，但这些部件确实能展示我们的

创新能力。”总而言之，他相信这确实能

鼓励客户购买压力机。

Andritz Kaiser年产约35万台压力机。

这也正是Andritz Kaiser希望利用技术的进

步，将自己与竞争对手所青睐的低成本生

产中脱颖而出。因此，ToP-Line 2000机器

不仅仅是对以前型号的技术改进。Matas-

soni肯定地说，“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头开

始重新设计机器，”并补充道，过去的改

进主要是客户要求为驱动的。

150种增材组件的设计改进

在评估潜在的创新时，Andritz Kaiser

采用了一种清晰的数学方法：根据个人加

权标准对创意进行评估，最高得分为100

分。Kaiser报告称，“我们已经实施了所有

得分超过 100分的项目。在过去的几年

里，这些想法大多涉及到3D打印部件。”

该公司使用诊断矩阵，选择了大约150个

部件，改进了它们的设计，并使用增材制

造方法进行生产。 

Matassoni透露说，“这在某些情况下

降低了我们的生产成本，但最重要的是，

这为我们的压力机生产带来了许多技术上

的进步。”例如，该公司采用仿生设计来

降低硬度，从而降低了机器的振动。Ma-

tassoni表示，对于每分钟进行几十次冲程

的设备来说，这意味着在维护和使用寿命

方面有很大的附加值。与此同时，ToP-

Line 2000机器的承油盘有内部脊，可以

让人想起人体静脉的模式，这些设计都是

为了减少消耗。Matassoni解释说，“它们

能阻止润滑剂向上流动，这在高冲程率下

可能发生，”除了日常工作，Matassoni已

经做了25年的积极护理人员。最后，引人

注目的钛带轮重已削减到700克，这有利

于将加料速度提高30%。Matassoni继续

说道，“根据应用的不同，这也可以将整

个压力机的性能提高30%。”这些改进同

样适用于已交付的压力机。

意外来源的增值价值

Andritz Kaiser进军增材制造领域，进

一步挖掘了更多Matassoni从未预料到的

价值来源。例如，ToP-Line 2000机器柱塞

的仿生形状也被证明更容易铸造，他说这

提高了铸造质量。 

这位充满激情的工程师透露说，“一旦

你采用了增材思维和相应的工作方法，新

的改进和想法就会自然涌现。这就像打开

一扇通往走廊的门，而该走廊还有更多扇

门！”Matassoni也将此描述为一个无价的

商业优势—一个可能永远无法明确量化的

优势。但在Andritz Kaiser已变得如此引人

注目，以至于公司在增材制造方面将继续

努力推进。这推进包括很快将为生产和装

配的员工提供3D打印的进一步培训。Kör-

persprache der Bauteile教授的书Körper-

sprache der Bauteile（《组件的肢体语

言》）将作为指导概念，该书借助河卵

石、山脉、骨骼和一只名叫Pauli的熊，对

力学、轻量化设计和变形给予了独特的理

解。

每小时不到五欧元

Andritz Kaiser增材制造的生产操作中

心在办公室走廊尽头的一个20平方米的空

间。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排5台熔融沉

积成型的桌面打印机，Matassoni和他年

轻的同事Manuel Motzer用它们来生产测

试组件，以及所有他们需要的塑料部

件。Motzer说，“这些机器的运行费率每

小时不到五欧元，其他技术根本无法与之

竞争。”

开发和设计工程部在两扇门之外的屏

幕上创建相应的CAD模型。尽管其他公司

的增材制造部门使用专门的软件来计算仿

生优化，但Matassoni和Motzer完全是保

守派：他们用传统的（无参数的）CAD程

序的“One Space Designer”来完成一个空

间设计师的工作，并用有限元法计算出他

们创作的硬度。对Matassoni来说，这节

省了时间和金钱，对于传统的中型公司来

说，这是采用新技术的决定性因素。

节约资源 作为她在Andritz Kaiser最后的大学工作的一

部分，工程师Lena Glöckler开发了一个小装置，该装

置将废弃线轴上的剩余灯丝组合在一起，这样就可以

继续使用。想了解更多，请查看这篇文章。

他说，“我一开始也不会这么想，但我

们不需要那些额外的优化程序。毕竟我们

在机械工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是

一样的”。这正是创造承油盘、钛带轮和

压力机柱塞曲线的灵感来源。在西班牙徒

步旅行时，Matassoni偶遇了这种形似龟

壳的带轮设计。

位于布雷滕的公司总部，肯定还会有

更多的零部件接踵而至。Matassoni解释

说，“增材制造是我的爱好，且和我的想

法不谋而合。”他会继续从增材制造提供

的技术可能性和创作自由性获取灵感投入

新项目中。然而，他所有的想法都面临这

个问题，“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在有

生之年，我都无法实现这些想法！”

更多信息，请浏览：

» fon-mag.com

» andritz.com

高强度铝制成的液压块

左图： 

增材制造中心及其它5台桌面级3D打印机一瞥。油滴

盘采用内脊来减少油滴量。 

下图： 

2020年2月参观Andritz Kaiser GmbH的展区由Paolo 

Matassoni (中) and Manuel Motzer (右)改进增材制

造应用的发展也给法兰克福展览集团执行董事Uwe 

Behm(左)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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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工作中
渗入艺术的灵魂«

增材制造如何让一个自由思考的技术

领袖更接近自己真正的理想

如果巫师梅林在21世纪而非中世纪早

期练就了魔法，那他可能会用3D打印机

缝缝补补，而不是酿造魔法药水。至于他

的现代魔法圣殿，可能看起来很像

Stephan Henrich的工作室。穿过后院，

我们会进入斯图加特一座古老建筑的一

楼，犹如置身于一个科技奇迹宝库中。这

里蕴藏着Henrich收集的大量3D打印的奇

思妙想和创新”小至一个仿生钱包和一米

半高的3D混凝土打印机，大到一个正好

适合进取号星舰的未来派椅子模型。

所有这些独特的物品涵盖着各式各样

的主题领域和技术因素，因此仅凭一个简

单的工作描述难以知悉这位41岁男子所做

的事情。他的座右铭──“机器人设计和

构造（Robot ic Design and Architec-

ture）”，使他的标签熠熠生辉，但Hen-

rich的许多头衔取决于其手头的任务──

建筑师（他的研究领域）、设计师、工程

师。Henrich先生自己补充道：“所有这些

都有点‘艺术家’的味道。”

当Henrich先生走进他用塑料门帘从工

作室隔开的狭小空间时，他通常会专注于

一些技术性更强的工作。在桌面喷砂设备

和一罐罐黑色粉末中，我们会发现Sintra-

tec S1设备──选区激光烧结（SLS）塑料

打印机，Henrich用其来打印更小物品，

比如上文提及的钱包或他其他项目的部

件。

从建筑的外观来看，很难看出在这个

狭小的增材工作空间中诞生了多少技术创

新。透过正对街道的五米宽窗户，路人只

能看到许多不同物体的黑白照片和一个浅

黄色的3D打印机械手模型。这个模型展

现了部分Henrich的真菌概念，这个机器

人将作为蘑菇墙上的自动化园丁。

2014年，Henrich刚搬来这里，他还揭

晓了更多关于其工作室内部运作的秘密。

他解释道：“有些项目需要一定程度的保

密，所以我不得不把窗户堵上。”当

然，Henrich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也设

计了必要的保护措施。现在，一片片乳白

色半透明的塑料挂在纤细的金属杆和黑色

3d打印连接器的框架上。优雅办公桌的黑

色桌面架在Henrich自己设计的相似结构

上。

在 搬 进 斯 图 加 特 南 部 的 工 作 室

前，Henrich曾在柏林和巴黎等不同的建

筑公司工作过，此外，他还曾在美国和奥

地利的大学任教。早在2004年，Henrich

就开始接触3D打印，并将继续把这项技

术融入摩天大楼的设计理念中。

Henrich对3D打印的喜爱，使得其许

多概念和项目涵盖了一系列衔接艺术和现

实世界的应用，包括一个轻量化的3D打

印机械臂，一个在开放空间可独立创造物

体的3D打印头，以及为巴黎艺术家的机

器人而设计的一个笔筒。在2019年德国法

兰克福精密成型及3D打印制造展览会的

Sintratec展位，与会者有机会观赏Hen-

rich其他令人叹为观止的项目，例如“The 

Infinity”（一种未来派自行车）、真菌机

器人和钱包，以及各种3D打印表面。Sin-

tratec这家瑞士初创公司研发了小型选区

激光烧结（SLS）3D打印机，乐于与Hen-

rich合作，因为Henrich及其复杂的设计完

美地展现了该公司的理念，“打印你所想

（Print your mind）”。Sintratec首席执行

官Dominik Solenicki给予肯定： “Stephan 

Henrich将选区激光烧结的主要优势和其

设计结合在一起，创造出非常出色的作

品。这台设备，缩短生产时间、扩大设计

自由度以及其结构卓越的选区激光烧结机

械性能，为Stephan这样有创造力的人才

提供了全新的设计可能性。”

Henrich丰富的创造力确实催生了大量

作品，但自从其扎根于斯图加特，他似乎

更加注重产品的实用性。他指出：“你必

须推出一些适应市场的产品。”幸运的

是，除了工作室里收集的作品，Henrich

还能发掘出更多的创意，这是3D打印帮

助他进入到另一个领域。他可以自己或通

过服务提供商快速生产少量产品。Hen-

r ich说道：“这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职

业。”

确实，增材制造让这位思想自由的技

术领袖更接近他的人生目标。两年多

前，Henrich用在机器人项目中获得的收

入购买了Sintratec S1。他透露：“在某种

更多信息，请浏览：

» fon-mag.com

» stephanhenric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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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左Stephan Henrich使用3D打印连接元件在他的

办公室里(上图左)和一张优雅的桌子(上图)创造了一

个屏幕。他的3D打印钱包(下图)也经得起日常使用

的考验。

程度上，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不仅仅是设计

或建造，而是参与一切内部事务──从开

发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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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COVID-19疫情使全球经济陷入混乱，让2020年的每一个展望化为泡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最

终，世界经济的齿轮将继续转动，必将迎来复苏和回升。在此过程中，中国将带来巨大机遇，尤其

是对其他各大洲的合作伙伴和公司而言。数字显示：中国经济产出占全球经济产出16%以上；近年

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约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此外，2019年，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

汽车（Volkswagen）在中国的汽车销量占其总销量的40%。

告别蓝领
转型升级 紧抓机遇

中国作为世界低成本工厂的时代似乎

即将结束。近来，中国的总体经济状况发

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可以设想未来中国的

总体经济状况将继续下去。在众多发展

中，中国将重心日益转向国内，以“重新

平衡”其经济发展。中国的贸易平衡就反

映了这一点：过去五年里，中国巨大的贸

易顺差不断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薪资

水平持续上涨：2015年至2019年期间，

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超过30%。

《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意义

“质量重于数量”，这是中国基于《中

国制造2025》承诺遵循的关键准则之

一。《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当前对未

来的一项计划。中国希望其经济形象逐渐

由企业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来塑造，而

非蓝领工人。这一战略性经济计划由李克

强总理和中国国务院于2015年提出，很

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增材制造行业的快速

发展。

尽管《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是受德

国“工业4.0”前瞻性计划的启发，但是《

中国制造2025》力求在中国工业转型升

级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除了提高产品质

量，该计划还将提高信息技术一体化和国

家创新能力。中国明确了实施这一计划的

10个关键行业，包括：航空航天领域、新

信息技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以及新基

础材料新材料──而这些领域都和增材制

造业存在交集。

宁波，《中国制造2025》首个落地城

市，位于上海以南约200公里，拥有数百

万人口。在其120万劳动人口中，有近一

半受雇于制造企业。随后，包括成都和合

肥在内的众多试点城市纷纷效仿。

中国增材制造业的崛起

相比美国或欧洲，中国增材制造行业

的起步时间稍晚。20年前，工业3D打印

并不适合这个世界生产中心。因为当时其

专注于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

品，而与劳动力成本相比，建设工业增

材制造设施的费用高昂。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增材制造

先锋：于 2 0 0 0年，联泰科技（U n i -

onTech）成立；汉邦科技（HBD）和

Farsoon紧跟其步伐，分别于2007年和

2009年成立。后来，在上海第九人民医

院，以姜闻博医生为代表的医生群体历

经20年，积累了丰富的医疗增材制造应

用经验（见第18页）。大约五年前，增

材制造才真正地开始在中国普及；中国

目前的很大一部分增材制造行业是在这

个时期建立的。年轻的增材制造企业家

如Polymaker的创始人罗小凡和黑格科技

的创始人黄鹤源指出，政府的支持对于

公司的成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据

《Wohlers Report 2020》报告显示，中

国有32家工业增材制造设备制造商（其

中 19家属于金属范围），世界排名第

二，仅次于美国（47家），领先于德国

（25家）。其中，一些增材制造公司已

经相当大规模，拥有数百名员工，设备

年销售量多达500台。铂力特现已在科技

股交易所科创板（STAR Market）上市；

去年12月，黑格科技的B1轮融资超6000万

美元。

尽管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制造业

应用工业3D打印的时间稍晚，但越来越

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了这项技术所带来的

发展潜力。2019年末的一项市场研究显

示，比利时增材制造公司Materialise发

现：在接受调查的生产公司中，63%的公

司认为增材制造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制造

出视觉原型。同时，34%的公司认为增材

制造也可用于制造功能原型。王晓燕

（Kitty Wang）认为，最新的发展动态要

活跃得多。多年来，她一直通过自己创建

的平台3D科学谷（涉及媒体、咨询和市

场研究）密切关注着中国增材制造行业。

她说：“尤其是今年，人们更加深刻认识

到了3D打印以及其在制造业中的潜力。

公司愈渐开放接受增材制造技术，并思寻

如何从中受益。”

正如本期《FON》杂志所展示的一些

公司和应用，中国的增材制造行业水平已

经处于领先地位。例如，为汽车行业3D

打印的功能原型（参见Farsoon，第28

页），或者增材制造在电动汽车功能组件

的构建中发挥的作用（参见Polymaker，

第24页）。此外，中国还提出了无数的实

际应用，从模具制造和航空航天创新到塑

料3D打印桥梁。开始前几年，工业用户

从欧美进口增材制造设备，而现在，中国

工厂里的国产3D打印机日渐增多（有些

几乎全部都是国产3D打印机）。

为什么要与中国合作伙伴合作？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展现出巨大的潜

力，始终是（或将成为）其他国家增材制

造公司的巨大销售市场。实际上，其最重

要的用户行业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汽

车、航空和医疗保健，尤其是牙科。如果

继续在生产运营中迅速推广增材制造应用

（例如，模具制造领域──参见第19页和

第21页），我们将见证对于相关设备、软

件和材料以及专业解决方案和专业知识方

面的需求会强劲增长。

然而，中国的吸引力不仅仅体现在销

售市场方面。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司开始与

中国的企业和研究机构进行双边发展合

作。当然，有一点要注意：每一次国际合

作都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数据安全。华

曙高科的欧洲子公司负责人Dirk Simon博

业内人士认为

中国人的心态是

一种竞争优势。

士指出：“始终，若想进入一个新市场，

风险肯定存在，但你必须权衡潜在的发展

空间和机遇。”

在和欧洲专家们的对话中，他们经常

提到中国的另一个主要优势：中国增材制

造行业受益于活跃的初创思维、迅速的发

展步伐以及决策速度。黑格科技全球业务

发展总监Kim Francoise认为这是“一种硅

谷精神”（见第14页）。Simon博士格外钦

佩“中国人快速提供解决方案的热情。”他

补充说：一些德国人容易对一种方案死磕

到底，“而中国人更注重寻找一种可行的

方法。”Simon博士认为，中国人的思维

方式也为西方公司在本国内获得竞争优势

增加筹码。

中国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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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被视为亚洲最新的“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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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FRANCOIS女士，您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将

近11年，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增材制造行

业有一定的了解。您最初的动机是什么

呢？您是如何定居下来的呢？

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就是在中国定

居，过了这么久，我的思维方式已经与欧

洲人截然不同了。在上海和Materialise度

过美好的10年后，我决定去广州，并加入

黑格科技。在加入黑格之前，过去的两年

半时间里，我一直与黑格科技有着密切合

作，很钦佩黑格科技成员的强大执行力；

我还想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市场。

 当我刚和丈夫搬到上海时，很轻松地

就结识了许多人，包括外国人和当地的中

国人。在我看来，中国人非常开放并且有

着一颗好奇心。过去10年，上海已经成为

亚洲最繁荣发达的城市之一，我们目睹它

逐渐成为了“东方的纽约”。相对而言，广

州没有那么西方化，不过我喜欢当地的中

国文化──街头小吃文化，并且很想在疫

情后进一步深入探索这个城市。

您是如何在中国增材制造行业发展中进行

探索的？

我刚加入Materialise时，并不熟悉3D

打印；当时公司只是想寻找一个了解中国

文化、能说汉语的外国人。我的教育背景

就是汉学，这使得我加入了Materialise，

成为当时Materialise为数不多的非技术人

员之一。当时，中国传统制造业多数还得

益于低廉劳动成本的产生的规模化经济效

益，而我很开心和中国一起发现了并应用

增材制造去改变制造业。当我看到现在的

市场和像黑格这样的公司时，我感觉过去

五年增材制造发展的之迅速真的是太不可

思议了。

但是，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

是的。自从2012年，习近平开始担任

中国国家主席，他认为有必要改变人们

对“中国制造”的定义。他提出了“中国制

造2025”的新计划，旨在确保中国工业的

传统制造可以结合智能制造。增材制造被

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中国欣然接受了这项技术，继而启动了我

们现在乘坐的这辆过山车。中国一旦在政

府层面支持某些事情，会为之提供平台，

为正在进行相关研究或活动的公司提供资

金，推动商业公司尽快采用新技术。这也

意味着制造商可以自由地将智能制造与自

身的传统技术相结合，例如牙科技工所。

这对增材制造来说，具体意味着什么？

之后突然出现了很多关于增材制造的

炒作。2013年和2014年，市场上突然冒出

了许多桌面3D打印公司。自中国政府实

行五年计划以来，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

变化非常有趣。回顾2013年，我们会发现

市场格局已经完全改变，当时的大多数桌

面3D打印公司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为

他们的商业计划和体制不适合中国市场；

但是，可贵的在于他们尝试过，而政府在

这一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其他公司，如

黑格科技、铂力特、联泰科技等，已经能

够利用自身的技术、实力和服务型的思维

模式建立稳固的客户基础。现在，我们看

到了一个成熟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仍

在运营的公司非常认真经营，并在过去五

年里发展迅猛。

自2009年底以来，Kim Francois女士一直在中国生活。在中国，Kim Francois女士

长期被称为“Materialise代言人”；2020年初，Kim Francois女士开始担任一家成功

的增材制造新公司──广州黑格智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黑格科技）──全球业务

发展总监。我们采访了Kim Francois关于她的职业生涯、中国增材制造行业的发展

以及国际合作的机会。

Ph
ot

os
: H

ey
ge

ar
s

Te
xt

: T
ho

m
as

 M
as

uc
h

因此，在设备制造商方面，增材制造行业

显著成长了起来。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增材

制造行业应用和用户？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有幸参观了许多

涉及增材制造的公司。我去过小型初创企

业和像Geely（吉利）这样的大型制造

商，也去过医院和研究机构。通常，超过

一半的时间我都在四处奔走，显然我很喜

欢这样。在参观公司的过程中，让我产生

新的灵感和能量，并见证中国人在过去5

至10年的成就，这很不可思议！每家公司

所采用的技术都有所不同，商业模式也因

地域而异。以南方为例：很大一部分数控

机床已经被立体光固化技术取代，所以我

们现在会看到成千上万的立体光固化设备

在南方不断运行着。因此，如果你在今天

中午之前下订单，最迟在今天晚上六点

前，你就可以在公司收到样品。是不是很

神奇？

那么，中国的金属打印方面呢？

金属打印的发展速度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目前，金属打印技术主要用于航

在中国，

你可以发现一种“硅谷（Sili-con Valley）”精神。

人们不断突破界限，经历多次的尝试和错误，

这是欧洲可以学习的。

»

中国特刊

»中国和我的增材
智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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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航空，以及医疗领域。有一些服务单位

（拥有金属打印设备超过100台），他们

当中有构建了非常大的打印平台，可高达

1米半。

我们看到金属也可以应用于牙科和鞋

模行业。所有的牙科技工所都开始使用完

全自动化的工作流程，包括塑料和金属

3D打印机。当然，这取决于现有的应

用。在鞋类行业，Materialise与上海联泰

科技（UnionTech）紧密合作，让机器将

模压纹理直接打印在鞋底夹层上。

对于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中国及其工业

无论是从地域还是文化的角度来说都是相

当遥远的。您认为西方的人们知道中国增

材制造市场的现状以及它将如何影响整个

行业的未来吗？

去年，我非常荣幸能受邀前往柏林，

在杰出增材制造行业女性论坛（Women 

in AM industry forum）上进行发言。令人

惊讶的是，中国的许多活动并没有传到西

方国家，许多人仍然不知道中国近年来增

材制造的发展现状。我希望改变这种状

况，而中国作为2020年德国法兰克福精

密成型及3D打印制造展览会（Formnext 

2020）合作伙伴国会让这一现状得到改

观。

您认为我们为什么要更多地关注中国？

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人们害怕未知，

而中国对欧洲人来说是未知的。西方媒体

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仍然很常见，更令人唏

嘘的是，在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里，

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发生的积极变化鲜有提

及或者没有充分报道。作为一个在中国工

作了10多年的外国人──起初在一家比利

时公司工作，现在在黑格科技的中国公司

工作（顺便说一下，作为公司唯一的外国

人）──我相信中国和欧洲可以通过合作

使彼此变得更强大。当然，我们需要寻找

正确的道路，并尊重不同的文化。一家比

利时公司在中国采用其在比利时一样的商

业模式是不会成功的，反之亦然。例如百

思买（Best Buy）（编者注：百思买是一

家大型美国零售连锁店，销售消费性电子

产品），它告诉我们不应该按照其原有的

模式在中国经营；而诸如西门子（Sie-

mens）这样的公司却成为了德国文化和

中国文化携手并进的成功案例。

如何让双方在更紧密的合作中受益？

在中国，你可以发现一种“硅谷（Sili-

con Valley）”精神。人们不断突破界限，

经历多次的尝试和错误，这是欧洲可以学

习的。根据我的经验来看，欧洲人通常会

首先为不同的选择制定计划，在计划上花

费很长时间，然后──经过仔细考虑──

选择其中一个，开始实施。中国人的工作

则更加特别：他们会尝试不同的选择，行

动迅速。如果一个方案不成功，立刻放

弃，转而继续下一个方案，同时在成功和

失败的过程中进行学习。这是一种非常不

同的工作方式，不能判定谁更优于谁，但

中国的工作方式更能鼓励创业精神。

FRANCOIS女士，非常感谢您此次的有趣

采访。

珠海格力精密模具有限

公司每月金属3D打印量

为24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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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刊

50多台增材制造设备，
只为模具制造

珠海格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的飞速发

展，映射了中国增材制造行业的迅猛发

展，它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模具制造公司之

一，拥有1800名员工。2015年，珠海格力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进军增材制造行

业，并采购了三种增材制造系统：一种是

选择性激光熔融（SLM），一种是立体光

固化（SLA），一种是选择性激光烧结

（SLS）。

该公司的第一批机设备从EOS和3D 

Systems公司购买而来。与此同时，该公

司3D打印应用中心的机械设备已经发展

到50多台，技术不再依赖进口。目前，不

仅是3D打印系统，珠海格力精密模具有

限公司所用的软件和材料也从国内制造商

处购买。公司增材制造部技术总监黄如周

先生表示：“近年来，中国一直在这些领

域不断进步，并逐渐赶上了欧美制造

商。”

尽管除了增材制造之外，珠海格力精

密模具有限公司还拥有其他生产技术，但

是3D打印让公司开启利用随形冷却技术

生产模具的大门。黄如周进一步解释

道：“我们不断探索这些应用，寻找加快

我们的注塑模具冷却速度，提高注塑生产

效率，并减少零件变形的方法。总的来

说，它提高了我们的产品产量。”珠海格

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位于中国美丽的海滨

城市──广东省珠海市，也利用3D打印技

术生产透气的模具零部件，以此解决注塑

模具中的困气问题。黄如周透露：“除此

之外，我们还利用3D打印技术修复模具

零件，降低模具变更成本。另外对我们更

有利的是：由于冷却效率的提高，原来需

要制造20套相同的模具，现在只需要14

套，意味着我们节省了6套模具的制造费

用。”

产量显著增加

3D打印应用中心的成立，不仅使珠海

格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满足了母公司的内

部需求，也满足了其他公司的订单要求。

目前，其战略合作伙伴包括中国商用飞机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此外，珠海格力

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还收到来自欧洲、非

洲、东南亚、北美、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

的模具订单，客户范围涵盖3C（电脑、

通讯、和消费性电子产品）、汽车和家用

电器等行业。

随着设备区域的扩建，珠海格力精密

模具有限公司的产量也大幅增加。其中，

塑胶手板占据了产品的重要位置。珠海格

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的塑胶手板产量约为

1500件/月，总重量约为1100公斤。而金

属部件的每月3D打印量仅为240件（240

公斤）。这些零件主要是模具部件或其他

工业用途零件。

在模具制造领域，黄如周预计对于3D

打印技术的需求将进一步大幅增长。“一

些服务提供商已经在金属零件市场开展业

务。但未来，越来越多的大型模具企业将

购买金属3D打印设备。”塑料3D打印市场

显然已经很成熟。黄如周总结道：“我们

现在可以看到中国塑料3D打印的竞争都

非常激烈，几乎已经到了瓶颈期。所以，

我们需要新设备、新技术和新材料来刺激

新的需求。”

家电集团──格力电器的模具制造子

公司在5年时间里建立了国际成功

的“3D打印应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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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室3D打印医学应用范围较广。

姜闻博博士说道：“我们利用立体光固化

（SLA）设备制作个性化医学模型，用于

术前手术规划，同时使用选区激光烧结

（SLS）设备制作手术导板，进行精准的

截骨手术。”姜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3D打印技术临床

转化研发中心的常务副主任。该医院最重

要的3D打印医学应用是利用金属3D打印

技术制备个性化植入物──用于髋关节、

膝关节、肩部等的重建手术。3D打印个

性化植入物使用钛合金为材料，利用3D

打印中心的电子束熔融（EBM）和选择性

激光熔化（SLM））金属打印机制备。姜

博士表示：“我们医院利用3D打印技术定

制植入体，主要用于复杂且严重骨质缺损

的患者，可以获得传统标准植入物无法达

到的最佳治疗效果。”

在第九人民医院，姜博士和同事们已

经创建了生产所需假体或植入物的工作流

程。在此过程中，先用CT扫描数据重建

一个病患3D模型作为基础，用于假体设

计。姜博士继续说到：“这都是在医生和

工程师的合作下完成的；每一器械都须经

过医生的批准才能生产。”

在上海，增材制造在医学领域应用并

不是特例，而是一项常用技术。每年仅第

九人民医院就有200多个3D打印假体和

1000多个手术模板应用于临床。

姜博士和同事们还将自己丰富的专业

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中国各地的其他医院。

在这些医院，已经实现了利用3D打印模

型用于复杂手术规划。姜博士补充道：“

然后，通常下一步就是我们帮其他医院设

计和生产增材植入物。”

此外，第九人民医院3D打印中心的一

个重要职能是做技术研发──该中心相当

大的一部分增材设备用于研究项目。姜博

士报告称：“目前，我们正在研究一种新

型植入物材料。生物打印也是我们研究的

重要领域，尽管生物打印在医学应用之

前，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姜博士预

测：“这肯定还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不

过，这项技术的潜力是巨大的：虽然与世

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器官移植等待时

间相对较短，但是等待的名单也很长。不

管是否有潜在的捐赠器官，生物3D打印

技术都为器官修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用于髋关节、膝关节、肩关节等治
疗的3D打印植入物

牙科和模具制造行业
持续推动发展

该 公 司 是 中 国 选 择 性 激 光 熔 化

（SLM）机器行业的领军公司之一，广东

和上海两地的员工共计约160名。2019

年，售出机器超过100台。尽管其重要牙

科和模具行业在本国仍然占据主要市场，

但海外销售正变得愈发重要。姚经理报告

称：2017年，汉邦科技开始开展国际业

务，仅两年后就向中国以外的多个国家销

售了约20台机器。

自2007年以来，汉邦科技已经在中国

和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2014年，该公司

出售了第一台机器。而牙科和模具制造，

更成为了近期的增长驱动力。在牙科领

域，大规模生产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

在模具制造领域的约3万家中国公司中，

越来越多的公司逐渐认识到随形冷却的重

要性并正在探索必要的相关专业知识。姚

经理说：“这一领域潜力巨大。”

虽然要进一步增加市场份额并吸引新

公司应用增材制造技术，汉邦科技并未将

重点放在低价方面。该公司的设备价格从

10万欧元到90万欧元不等。

按照姚夫妙的说法，设备的质量更重

要。他阐述道：“汉邦科技请模具行业专

家，帮助客户改进应用，建立正确的生产

流程。”和全球其他制造商一样，这也是

汉邦科技所面临的难题。“对于用户来

说，没有金属3D打印供应商的帮助，很

难从传统制造工艺过渡到现代集成增材制

造，”姚经理继续说道：“你必须遵循一个

不同的概念，并认识到金属3D打印不会

完全取代传统制造工艺；而是更好地完善

和补充CNC加工。探索新的工艺设计，来

适应增材制造领域小范围的可用材料，这

一点十分重要。”然而，这种工艺越来越受

到中国模具制造商的青睐。汉邦科技因此

赢得了许多模具行业的客户，包括著名的

家电制造商格力（见第17页）和美的。

姚经理表示：“此外，不断的创新和研

发是汉邦科技保持强劲竞争力的重要驱动

因素。”例如，目前，已经将混合增材制造

技术LACM（激光增材微切割混合制造技

术，这是汉邦科技的一项发明）融入金属

3D打印机。姚经理肯定道：“这使得我们已

经广受欢迎的增材设备更加强大。”

汉邦科技的工程师们在

优化增材制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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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第九人民医院，

姜博士和同事们自己打

印假肢和植入物。

中国特刊

随着中国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自2

月 下 旬 以 来 ， 选 择 性 激 光 熔 化

（ S L M ） 机 器 制 造 商 汉 邦 科 技

（HBD）开始全力恢复生产。海外经

理姚夫妙表示：“中国的业务正回归正

轨，但我担心海外市场可能还需要更

多时间。我希望疫情过后，世界经济

能够迅速强劲复苏，尤其是欧洲经

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应用3D打印技术已有超过20年历

史。2013年以后，该医院又建立了一

个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的3D打印实验

室，目前已经拥有包括医生和工程师

在内约15名工作人员， 20台不同技术

的3D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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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冯先生，增材制造在中国航空业的重要性

是如何演变的，它在当今航空业中扮演着

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的航空公司非常重视增材制造技

术，并为建立自己的增材制造中心做出了

重大努力。大型供应商公司也应用了增材

制造设备。近年来3D打印件的采购量不

断增加，其设计也能满足航空业的要求。 

现在，业内正逐步制定针对航空业的3D

打印材料和工艺的标准。在过去的几年

里，航空业客户在先临三维占据的比重有

所增长，其主要采购需求集中在金属粉末

床熔化设备和由其生产的组件。显而易

见，增材制造已经成为航空业的一种重要

生产手段，并且未来仍有改进和进步的空

间。

目前哪些飞机部件可以在中国实现3D打

印制造？哪些即将实现？先临三维的技术

参与多少?

先临三维的金属粉末床熔化技术通常

用于发动机部件的直接制造，包括许多较

小的零件。燃料喷嘴、燃油滤清器和液压

阀体是我们生产的一些组件。我们新开发

大尺寸金属3D打印机EP-M450和EP-M650

设备，还可以打印各种大中型零件，如导

轮、外壳和偏转器。

在某些情况下，增材制造在飞机制造中的

使用也对供应链结构产生影响。你在中国

看到了类似的发展了吗？

向航空业提供3D打印零件的供应商包

括了原始设备制造商和3D打印服务的专

业供应商。目前，由专业服务中心生产的

组件在3D打印航空市场中起主导作用。

维修是增材制造在航空业中的另一个关键

应用领域。增材制造也在中国航空业中扎

根应用了吗？

中国已经开始试验在飞机部件维修中

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航空运输市场。波音和空客在中国都是很强

大的业务，但中国也有自己的民用航空项目。在未来，增材制造必定在全

球航空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最近采访了中国增材制造领域的

航空专家、先临三维增材制造副总裁、易加三维创始人冯涛先生，了解了

中国目前航空业的发展情况。

»航空业的重要生产手段«

冯涛是中国增材制造的先驱者之一。在北京从著名的

清华大学毕业以来，其一直为增材制造在使用金属、

塑料、蜡和砂方面的进步贡献着力量。 冯先生现在是

先临三维增材制造的副总裁，同时也是北京易加三维

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他和他的团队在增材制造行业

拥有近30年的经验。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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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涡轮机有几个这样

的喷嘴来注入燃料。这

些喷嘴必须是结实，能

够承受高温的。

中国特刊

使用增材制造技术。我们已经与西安一家

专门的航空公司合作，开发用于飞机维修

的移动方舱。这些移动装置都是用我们的

金属打印机EP-M250打印的，专为维修和

更换飞机部件而设计，可以在车载方舱内

实现金属零件的制造，我们还与某航空维

修企业合作，正在研究使用粉末床熔融方

法对叶片批量修复的技术。

增材制造在航空业中是否有相应的认证体

系？如有，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和国

际层面接轨程度如何了？

公司与相关企业就金属粉末床设备的

适航认证已有深入沟通，目前还没有适航

的相关认证。

近年来，

3D打印零件的采购量

不断增加。

先临三维成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上海西南约100公

里处的杭州市，专注于3D数字化及3D打印技术。该

公司全球拥有员工1000多名，并拥有超过300项的授

权专利和100多项软件著作权，目前在新三板上市。

更多信息，请浏览：

» fon-mag.com

» shining3d.com

当前的航空业形势（包括全球航空运输量

的大幅下降）将如何影响该行业的发展？

中国的形势已基本恢复正常。虽然国

内在航空发展方面的活动未受到阻碍，但

国际旅行的限制和航班数量的减少导致我

们海外客户的设备安装延迟。

冯先生，非常感谢您与我们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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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功能性材料而生

约18个月前，意大利-中国汽车制造商

XEV向大众市场推出第一款3D打印电动汽

车，该电动车大部分由3D打印部件组装

而成。材料制造商Polymaker在该3D打印

电动汽车的研发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Polymaker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罗小帆博士说道，“我们为XEV开发了几

十种工程塑料，以满足其在实际应用中的

需求。定制尼龙材料和其他材料使得整体

化设计成为可能。”因此，XEV能够将车

内塑料部件从2000多件减少到57件。此

外，这款名为YoYo的双座车最终只有

450kg。

除了底盘、座椅和玻璃外，该汽车大

部分的可见零部件都是由Polymaker的材

料3D打印出来的。罗博士自豪地解释

说：“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公司，仍然是

少数几家完全为开发3D打印材料而成立

Polymaker专门从事于开发适用于增材制造技术的功能性材料。发开出的特

性材料已应用于3D打印电动汽车、人行桥等。

的公司之一。与其他使用部分产品组合进

行增材制造的竞争对手不同，我们采用自

下而上的方法：我们基于市场需求，开发

特性材料来满足这些需求。”这些应用要

么以Polymaker自己的趋势预测为基础，

要么由客户需求驱动。 

该公司自2013成立以来已发展到约150

名员工，专注开发和生产挤出式3D打印

材料，并已发展为该领域中全球最大的供

应商之一。在特性材料开发方面，该公司

从化工企业处购买原材料，开发自己的配

方，然后用它们来合成优化的新材料，以

满足增材制造的要求。为此，该公司在江

苏常熟的制造中心拥有数十条定制设计的

挤出生产线，在业内产能相当可观。

在Polymaker材料应用的众多项目中，

罗博士重点介绍了由上海建工和上海酷鹰

机器人联合完成的一座重5800kg的3D打

印人行桥，这座人行桥横跨上海桃浦公园

的一条河流之上。针对该项目，该公司为

上海建工集团及其合作伙伴酷鹰机器人开

发了一种复合材料，为建造世界上最大的

塑料3D打印机（长24米）做出了贡献。 

尽管以上项目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

但Polymaker的业务主要还是国际性的。 “

欧洲和北美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罗博

士确切地说道。这就是该公司在荷兰和美

国成立公司，设立本土化团队和供应链的

原因。 

这位Polymake，35岁的联合创始人进

入到3D打印领域也是源于对该技术的一

次偶然接触。2008年，这位塑料工程师

在美国攻读高分子领域的博士学位，并与

同事合作开发用于心血管支架的塑料。 “

这个项目进行得非常顺利，在寻找制造解

决方案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3D打印，

当时称之为‘直写技术’。 因为当时3D打印

机制造商一般不愿对材料开源，所以我们

自己制造了一台简单的桌面打印机。”

罗博士后来在橡胶行业有了短暂的职

业生涯，“但我一直不断使用3D打印，3D

打印也成了我的个人爱好。”当美国出现

众多初创企业时，他确信这项技术在未来

将会变得举足轻重，但在当时尚不清楚将

会是怎样的。

罗博士指出：“当时所有的初创企业都

专注于制造3D打印机。但是在实际应用

中，你需要的是材料。”这是Polymaker创

立背后的基本理念。由于个人原因，他回

到中国，并和另外三个合伙人在上海创立

了这家公司。现在他们还在带领着公司继

续前进。完成从科学家到企业家角色转变

的罗博士则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中国政府鼓励年轻人回国发展。我们

拿到了免费的办公地点，也很便利地建立

了生产基地，”罗博士透露说。然而，由

于当时市场的不确定性，创业初期并非一

帆风顺。如今市场和公司规模变大，但据

罗博士称，“但现在工作并没有变轻松，

公司现有150名员工，我们肩负的责任更

重大了。”

为了确保将来的成功，Polymaker将力

争从一个材料供应商发展成为一个解决方

案提供商。罗博士打算未来将更多地关注

一些特定的应用。 “我们的目标是利用3D

打印重塑传统行业，和让更多新应用成为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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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页图片： 

罗小帆博士展示3D打印

电动汽车Yoyo。 

左图： 

在上海桃浦公园里，游

客们可以走过这座重

达5800多公斤的3D打

印桥。

左图：
Polymaker公司总部，以

及苏州工厂超过20条的

挤出生产线。

中国特刊

更多信息，请浏览：

» fon-mag.com

» polym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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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材制造先驱者之一

据联泰科技说道，该公司目前是中国

最大的立体光固化（SLA）企业，市场份

额为55%。其产品组合包括一系列立体光

固化材料，以及精度为25微米，打印尺寸

从250 x 250 x 250 mm到2100 x 700 x 800 

mm不等的3D打印机。

联泰科技约80%的客户都是服务机

构，但其也为众多原始设备制造商提供服

务。其好几千台安装设备为阿迪达斯、格

力电器和江淮汽车等公司生产鞋模、汽车

零件、熔模铸件等。其最大的客户之一是

增材制造服务提供商—科恒，该公司已经

有500台联泰科技的立体光固化打印机在

运行。

联泰科技20年的历史也准确地反映了

中国增材制造市场的发展。2012年之前，

中国的增材制造市场或多或少处于休眠状

态，该公司每年设备的销量在1至15台之

间。尽管如此，这仍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

重要的基础，例如2002年与Materialise，

以及材料伙伴DSM SOMOS的合作。

中国市场在蓬勃发展

之后情况开始好转。联泰科技在2015

年售出162台设备，截止去年，这个数字

已经增长到915台。树脂销量相对较高，

销量从2014年的20.4吨飙升至2019年的

531.4吨。联泰科技自首次亮相德国法兰

克福精密成型及3D打印制造展览会以

来，就一直是该展会忠实的参展商。去年

其系统和材料的营业额达到了4500万美

元。

马景伟说：“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一

联泰科技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增材制造公司之一。中国大部分增材制造公司都

是在近三年成立的，而联泰科技成立于2000年，并在今年迎来20周年庆

典。该公司海外销售总监马景伟表示，“实际上这让我们成为了中国增材制

造的先驱者。”

直很繁荣，”尽管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的影响，他仍对中国市场保持乐观。“我

们仍然对市场持乐观态度。它可能不会像

以前增长得那么快，但我们的业务量还是

一如既往地增长。”对于自2015年以来一

直在该公司工作的马先生来说，这主要有

三个原因。第一个因素是技术和材料的不

断发展，这也导致近年来相对昂贵的立体

光固化树脂价格下降。

第二个重要的增长因素是中国政府的

2025年计划，其中增材制造占据重要位

置。除了其他红利，增材制造企业还可获

得研发资助，或获得更好的贷款或投资

者。该计划在地方层面也有影响，例如，

增材制造企业更容易找到新的生产设施或

办公楼。 

最后，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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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浏览：

» fon-mag.com

»  en.union-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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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增材制造的发展。马先生说道：“与

10年或20年前相比，劳动力成本正在飙

升”，其认为增材制造在传统非常劳动密

集的领域，例如原型制造，有进一步增长

的潜力。 

联泰科技在技术领域也充满信心。马

先生说：“在3D打印工艺方面，我们现在

已经赶上了欧美”，但他还补充说，中国

增材制造行业在应用领域仍有待追赶。“

欧洲正是通过结合特殊的软件、量身定制

的材料和大量细致的工作，在应用领域寻

找最佳解决方案。我们在这方面仍有差

距。

为应对这一局面，联泰科技200名员

工中有四分之一是从事研发工作。此外，

该公司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其他远大的计

划。联泰科技将准备于2022年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中国版的纳斯达克的科创板上

市。

左上图和上页图片：  

测试中心和上海联泰

的工厂 

中间图片： 

用上海联泰打印出来的

产品和模型样品 

下图： 

上海联泰客户在广东省

的生产运作情况

中国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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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越来越多国际集团选择与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进行合作推动技术发展，并拓展

更多市场机遇。Dirk Simon博士作为德国技术专家，曾多次深度参与德国和中国公

司间的工业领域合作。Simon博士于两年前加盟工业级3D打印知名企业华曙高科，

担任华曙欧洲分公司总经理，以丰富的市场和技术经验继续推动中德增材制造领域

的技术交流和工业应用。

技术创新
华曙开辟欧洲增材市场的利器

早在1999年他首次前来北京与中国研

究机构签署共同开发阻燃材料的合作协议

时，Dirk Simon博士曾表示，当时的中德

公司双方的合作方式是与现在完全不同

的。Simon博士还描述了双方沟通方式

──从研究方案的指定到最终成果的商业

化的过程，中德双方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

理念和思维差异。他说：“经过20年的不

断发展，全球化桥梁为跨国技术交流打开

了一个新的世界，中德公司之间的沟通变

得简单直接。” Simon博士随后列举了一

些全球科技环境的显著进步，例如目前跨

国科技合作的法律法规远比以前更成熟透

明。不断优化的国际合作环境对中国的研

究机构和公司的研发，管理思维也产生了

显著的影响，商业模式变得更开放，并在

技术上勇于创新。

在加入华曙之前，Simon博士任职于

国际化学材料巨头巴斯夫（BASF），一

手创立并领导巴斯夫3D Printing Solutions 

GmbH的全新增材制造事务并培养了核心

团队。2013年，巴斯夫启动与中国公司的

合作计划，并与华曙高科展开密切合

作，Simon博士正是这项合作的巴斯夫总

负责人。他回顾说：“ 巴斯夫和华曙的合

作不仅仅停留于已有技术的应用领域；而

是双方真正脚踏实地的技术-设备-材料的

基础研究。”这个项目取得的最终成果

是：巴斯夫成功研发一种全新的高温高性

能工业材料聚酰胺6粉末（Polyamide 6 

powder），同时华曙推出一台经过不断

优化，可与该工业材料完美匹配的创新高

温3D打印硬件设备──Farsoon HT251P。

相比于普通低温3D打印材料，200摄

氏度以上加工温度的高温材料烧结对于材

料和工艺更具有挑战性。对于应用高温材

料打印的硬件设备，在机械设计、密封

性、氧含量等方面也有着更为严格的技术

要求。正是由于高温3D打印材料加工的

高难度，国际产业化用户纷纷更倾向于材

料-设备能够完美匹配的整体解决方案。

其中就包括通用汽车的中国合作伙伴──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PATAC），选择了

HT251P设备 – 巴斯夫PA6材料进行汽车车

厢的功能原型研发和生产。德国首屈一指

的3D打印服务商FKM Sintertechnik也选择

这种匹配度更高的整体解决方案来制造工

业汽车原型。

自2019年以来，华曙高科成功建立了

与航空巨头空中客车公司（Airbus）的紧

密合作，成为空客在高分子增材制造领域

首度建立合作关系的中国企业。航空行业

对于机舱内部部件的性能要求非常严格，

因此所需材料的加工实际温度甚至会更

高。华曙拥有深厚的高分子设备和粉末研

发的经验积累，能够针对不断提升的材料

加工温度和性能要求为产业化客户提供专

业的技术咨询。

华曙高科最新Flight™ 技术体现了中国

企业在国际上首屈一指的创新能力。虽然

Flight™技术是由华曙在中国自主研发，

但首款应用该技术的产品Flight HT403P一

经面世，就引发国际市场高度关注并很快

与欧洲产业化客户达成合作，进行设备

Beta测试和优化项目。目前，瑞士增材制

造服务商Rapid Manufacturing AG正在对

Flight HT403P的生产效率，设备稳定性和

对欧洲生产环境适用性等项目进行积极评

估。该设备拥有大尺寸400×400×540立

方毫米的建造腔体和强大的500瓦光纤激

光器，可使黑色高分子粉末材料快速成

型，高效制造出高性能的终端应用零件。

正是通过不断与产业化客户的高端合

作，华曙高科不仅增强了自身的技术能

力，还持续提升了在国际制造业的声

誉。Simon博士称，相比一些其他中国企

业进入欧洲市场遇到的重重困难，华曙过

硬的技术实力和多年积累的知名度为华曙

欧洲分公司顺利开辟欧洲市场奠定了基

础。尽管仍然会有一些欧洲人对于中国企

业和产品仍然存在偏见，认为中国生产的

工业设备理应比欧洲大陆同类产品更为低

价，但Simon博士正努力改变这一看法。

他表示，“华曙将持续依靠强大的自主创

新能力赢得忠实客户，努力以同样的价格

为客户提供更高的产能和更灵活的制造方

式，正如丰田30年前在汽车领域起步一

样。”

为了进一步扩大在欧洲这一重要市场

的影响力，华曙高科于2018年4月在德国

湖南华曙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

一家工业级高分子激光烧结（PLS）和金属激光熔融

（MLS）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华曙高科拥有一支世

界级的专家团队，在电气/机械工程、激光、光学、

热控制、材料开发和应用工程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作为一家全球化公司，华曙高科具有清晰的企业愿景

和核心承诺──致力于“开源”平台系统的创建，这将

使增材制造行业享有充分的创新维度，并推动增材制

造在全球市场的产业化应用。

基于多年深入的市场洞察和功能需求调研，华曙

高科专注于满足客户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更佳的细节

功能、更高的运行效率以及更灵活的操作需求。华曙

独创连续增材制造解决方案（CAMS）和超速超精细

Flight™技术，代表了增材制造最高生产效率和实际

产业化应用。

华曙高科欧洲分公司位于德国斯图加特，为欧洲

客户提供更全面、更深入的增材制造系统解决方案，

涵盖全系列产品、本地化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

斯图加特成立了欧洲分公司 Fa r s o o n 

Europe GmbH。从创立伊始，Simon博士

就成为了这家新公司的领导者。随着业务

和团队的不断扩展，目前在12名欧洲本土

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华曙欧洲分公司拥有对

华曙全产业链设备的高效本地维护和管理

能力，为欧洲客户提供快速专业的增材制

造服务。

左图： 

华曙和空客在2019年初

达成合作 

下图： 

华曙总部坐落在拥有数

百万人口的中国中部城

市-长沙

中国特刊

更多信息，请浏览：

» fon-mag.com

»  en.far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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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东莞市科恒手板模型有限公司由劳动

密集型转变为高科技企业

在现代经济史上，拥有约800万人口

和100万企业的大都市──东莞，比中国

任何其他城市都更能代表“中国制造”。全

球每五部智能手机中，就有一部在东莞生

产。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后，东莞

政府提出了产业转型升级计划；政府的努

力为东莞的高科技带来了重生。转型升级

计划包括3D打印──有助于中国工业提升

到一个新台阶。

东莞市科恒手板模型有限公司成立20

多年，见证了东莞的科技发展。科恒董事

长文炳华自豪地说道：“现在，我们公司

致力成为全中国的高质量设计、制造和工

业升级服务平台。”

目前，文炳华认为3D打印用于大规模

生产已不再是问题。东莞科恒手板模型有

限公司位于东莞传统工业温床的模具制造

区──长安镇，是工业3D打印领域的国际

领军企业。该公司拥有600多台大型工业

3D打印机，年产量超过千万件，产品销

售品牌为“Fohan”。

东莞市科恒手板模型有限公司采用几

乎完全在线上订购3D打印服务的商业模

科恒手板每年打印超过1000

万件组件，包括电子游戏角

色模型（图1），道具和展

示品（图2），和设计样品

（图3和图4）。

式。尽管目前已有不少国际客户，科恒手

板仍然专注中国市场，现有650名员工。

生产的产品包括原型零件、手板模型、影

视道具、小批量产品以及展览陈列等。

自1998年成立以来，科恒手板的发展

也映射了整个中国的技术觉醒。刚开始三

年里，东莞市科恒手板模型有限公司主要

采用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2004年至

2010年，转向了雕刻、铣削和数控机床加

工机械。

2011年，该公司开始了采用3D打印技

术。文炳华回忆道：“在这个过程中，编

程的要求是最关键的一步。”东莞市科恒

手板模型有限公司与中国的立体光固化设

备制造商（见第24-25页）联泰科技签订

合作协议，购置600多台设备，迅速扩大

其机械设备区的规模。此外，科恒手板也

开始购入了惠普的尼龙设备。文炳华自信

地说道：“在不久的未来，我们计划扩大

规模到1000台机器。”

增材制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手板行

业，东莞市科恒手板模型有限公司的大部

分生产都完全采用3D打印工艺。虽然科

恒手板仍在使用不同的传统生产技术，但

传统生产方式只占公司总产量的10%，有

助于满足客户需求（同时弥补3D打印的

不足）。东莞市科恒手板模型有限公司展

示了3D打印如何推动中国从世界低成本

工厂向高科技产业转型。

更多信息，请浏览：

» fon-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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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黑格科技在五年前成立。你最开

始的目标是什么？

2015年，刚创办黑格科技时，我们并

没有考虑进入增材制造行业。我们当时有

一个想法：用不同的生产方法生产耳机。

我们希望这个设计尽可能符合人体工程

学，但是当时的设计对于传统模具成型的

生产方式来说太复杂了。当我们开始探索

不同的制造技术时，我们发现增材制造是

唯一可以生产我们理想结构的方法。 

所以你就不得不改变计划？

是的。我们开始研究不同的3D打印制

造商和技术，并遇到了一些障碍。比如他

们没有组装这种复杂组件的经验，也没有

足够数量的3D打印机来满足我们的需

求。我们在早期尝试了另一种途径：购买

了一些3D打印机，但我们需要使用的材

料非常昂贵，且由于购买回来的3D打印

机是完全锁定的，我们甚至无法调整打印

机的分辨率。 

黑格科技是中国领先的3D打印企业，其发展历程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增材创

业故事之一。从成立到如今，五年里这家位于广州的科技公司从0到现在拥

有320名员工，已成长为该行业领导企业之一。对于联合创始人黄鹤源

（Heyuan Huang）来说，高速的发展一直是黑格科技崛起的关键因素之

一。我们有幸和他谈论了公司的故事和发展之路。

»3D打印机就像是自动售货机«

但这不是放弃的理由…

我们没有因此而止步。相反，我们开

始寻找另一种方法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

们决定自己动手，并开始开发我们自己的

系统，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过程。但是现

在回过头看，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正确的

决定，因为当时苹果推出了AirPods，这

在无线耳机行业引起了轰动。与此同时，

受其影响我们的耳机销量也急剧下降。幸

运的是，我们有研发团队致力于打印机方

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决定寻找其他适合我

们技术的垂直行业，并发现了牙科领域的

需求。五年后，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黑

格科技利用其在增材制造、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处理方面的核心技术开发了不同的垂

直领域应用。

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旅程，从最初作为一

个增材制造用户开始，到最终成为3D打

印机的生产商。

确实如此，但我们认为，与其说自己

是3D打印机的生产商，不如说是创新应

访谈

用的赋能者。鉴于我们的背景，3D打印

只是一种制造方法。

听起来你的商业理念与纯粹的3D打印制

造商有所不同。

黑格科技专注于应用和成品。尽管我

们将大量打印机推向市场，我们的商业模

式并不是销售打印机，从机器销售中获

利。我们希望的是通过技术的应用，为客

户提供端到端的工作流。黑格科技认为，

增材制造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建立一个非常

深入的垂直应用，而不是把打印机销售给

一些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业者将如何使用打

印机的行业。对我们来说，3D打印机就

像自动售货机。因此，我们的策略是思考

我们应该在垂直市场上增加什么，让我们

的自动售货机能够生产并销售更多的产

品。除了从制造的角度建立一个完整的垂

直系统外，我们还开发了自己的软件系

统、自己的服务团队，并通过建立专门的

团队对牙科垂直系统进行深入的了解。 

这个策略是如何影响你的商业理念的？

首先，分布式生产是我们的主要商业

模式。实际上，我们会以客户为中心的商

业模式向全球客户与合作伙伴提供打印系

统。这些合作伙伴中很多都是中国的牙科

工厂，他们使用我们的系统生产最终使用

的牙科部件。同时我们第二部分的业务在

于利用我们内部的设备集群进行中大批量

的成品制造，包括消费电子产品以及工业

用零配件。

作为一家中国公司，你们在当地市场享有

哪些红利？

作为一家总部位于广东省的高科技公

司，我们能在研发和机器生产方面保持极

高的发展速度。例如，如果客户订购10台

机器，我们可以承诺在两周内交付。同时

中国政府还支持中国企业获得认证、注

册，并可能为某些发明和创新项目提供资

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我们不应该忘记：

总的来说，在这里，一切都进展得很快。

你可以一天尝试一件事，并在两天后就能

得到结果。这种试错节奏在产品创新中是

尤为重要的。

在与欧洲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合作中，你学

到了什么？

欧洲的发展速度确实与中国不同。黑

格科技的目标是与全球的合作伙伴一起合

作和共同成长，但这是以我们都可以相互

成长的信念为基础的。对我来说，这是一

个协作学习的过程。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合

作伙伴那里学到很多，我们的合作伙伴也

需要我们这里得到市场端的信息输入。 

黄先生，很感谢您的分享！

黑格科技 

黑格科技成立于2015年，由七位留学海外的学子归国

创办，其中五位五位创始人至今仍在运营该公司，

他们都还不到30岁。黑格科技获得了总额超过1亿美

元的融资。目前，该公司在中国和美国拥有320多名

员工和多个办事处，使得该公司能够在全球每天生

产约10,000个应用。据联合创始人黄鹤源（Heyuan 

Huang）说，这个数字到2020年底将实现翻一番。黑

格科技的大部分客户集中在中国，因为中国拥有全球

领先的牙科生产体量。该公司的其他客户群分布在美

国、欧洲和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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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文化展示

上海和深圳的3D打印博物馆-中国增材制造业丰富多彩的窗口

另一个冥冥中的巧合的例子就是，上

海的3D打印文化博物馆恰好坐落于1931年

的老上海第三毛纺织厂旧址。该建筑将传

统制造业与中国三维打印技术和文化的综

合展示相结合。

深圳3D打印创新博物馆也展示了增材

制造这一广阔领域。该馆不仅广泛收藏了

增材制造应用实例，还和上海的3D打印

文化博物馆一起构建了国际学术交流的重

要平台。

2017年正式开馆

2017年7月19日，3D打印文化博物馆

于上海宝山区正式开馆，成为了世界上首

个以增材创新为主题的博物馆。作为展示

科学、增材制造技术、3D打印文化和教

育以及3D消费产品的平台，3D打印文化

博物馆已成为中国本土增材制造产业的一

个窗口。

坐落于历史旧址的3D打印文化博物馆

占地4817平方米，现在该区域属于房地产

公司智慧湾（Wisdom Bay）。作为博物

馆所有者的陈剑先生，同时也是博物馆投

资方和馆长。展览空间包括常设展览、周

期性展厅、3D儿童活动中心、培训中心

和向公众开放的3D打印材料图书馆（3D 

Material Library）。展品涵盖了各行各业

和不同的应用领域，如时装、家具、照

明、医疗设备、珠宝、建筑等。

深圳材料研究实验室

中国第二个3D打印博物馆位于深圳坪

山。和上海3D打印文化博物馆一样，3D

打 印 创 新 博 物 馆 也 是 由 极 致 盛 放

（Xuberance）设计，获得了极致盛放股

东──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兴建。其占地建设面积为20000平方米，

其中博物馆展陈面积约为4000平方米。

目前该博物馆已完成建造的初期阶段，已

收集约3000件数字藏品。

除常规设施外，深圳3D打印创新博物

馆还将设置一个大型服务中心，配备装备

精良的研发团队和一个完善的材料研究实

验室。研发团队负责人李娜博士兼任博物

馆首任馆长，三维数字模型数据是该博物

馆的重要收藏和资产。此外，该博物馆还

开展了对数字作品、3D艺术品的知识产

权评估、知识产权交易以及其他前沿学科

领域的研究。

关于作者： 

王蕾是极臻三维设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上海3D打

印文化博物馆的常务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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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3D打印文化博物馆

在一个鼓舞人心的建筑

氛围中展示了大量的增

材制造应用案例。

中国特刊

——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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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您总能找到一篇独特有趣的

文章，以非同寻常的视角（有时并不完全

严肃的视角）窥见增材制造界的一

角。2016年9月，这些专栏发表了以3D打

印外壳（手机外壳上加了轮子）为主题的

第一篇文章。可惜从那以后，就很少见到

如此幽默或极具讽刺意味的事物了。其中

一部分原因是，随着增材制造行业领域向

愈加专业的方向发展，对专业性要求更严

格，从而压缩了萌发不太实用创意的空

间。

如今，冠状病毒疫情让曾经那片有趣

评论的沃土变得更加贫瘠。近几周，新闻

都充斥着严肃的话题，如感染量统计、呼

吸设备和面部遮盖物。不过，新奇内容仍

随处可见：例如，突然清澈的威尼斯运河

中发现了鱼类；印度旁遮普邦（Punjab）

的空气变得清澈，30年来，这里的居民第

一次看到了200公里外的喜马拉雅山脉。

巴拿马和秘鲁规定每周居民出行的特定时

间；德国一项研究发现，卫生纸、肥皂和

意大利面资源短缺主要由于18岁至29岁人

群的囤积习惯。此外，意大利监狱释放的

众多罪犯中包括一名黑手党（mafia）头

目──一位受人关注的老绅士，外号“Bin 

Laden”，因为当局不想让其面临感染的风

险。

自然界自我净化的消息当然令人喜闻

乐见，但是其他一些消息却令人摇头叹

息。即使这类与COVID相关的奇闻隐含着

对于人民健康的威胁，我们还可以一笑置

之吗？我想是可以的──带着适当的尊

重。毕竟，人类经历过许多次危机，有些

危机比这次更严重。即使我们的幽默感会

因此变得暗淡，但幸运的是，它一直陪伴

着我们。

后记

精彩仍在继续

增材制造指南手册
增材制造指南是一本指引实际操作的手册，并对复杂

的、多层次的增材制造进程进行了初始和结构化的概

述。

深化你的增材制造知识： 

formnext.com/amfieldguide

Formnext.TV
行业背后的真知灼见，革命性的工业生产技术，行业专

家的对话和访谈。这是增材制造频道，带你进入视听娱

乐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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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更多的FON杂志？Formnext杂志电子版提供全年增

材制造社群的最新报告。

2021年展会时间:
» 2021年11月16 - 19日

用可持续发展林业的纸张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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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flexibility for you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Our two freeformers offer everything 
you need for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high-quality individual parts and small 
batches: different build chamber dimensions, two or three discharge units, and a 
variety of qualified original plastics. Also suitable for resilient and simultaneously 
complex hard/soft combinations. Anything’s possible with our open system!
www.arbur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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