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D打印行业市场规模及发展趋势

3D打印（3D Printing）即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是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
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

《“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专项规划》 3D打印前景可观
科技部印发“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强化对《中国制造
2025》的科技创新支撑，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强化制造业创新、重塑制造
业竞争新优势，满足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战略需要。

正在走向商业化的3D打印植入物

随着3D打印设备、打印材料的发展以及应用端客户对3D打印技术的积累，3D打印技
术已从制造简单的产品模型进入到了生产领域。

研究人员使用3D打印技术开发具有空前敏感性的应变仪

直接在人体内3D打印 瑞士团队开发内窥镜SLA技术

金属3D打印持续发展 南京辉锐宣布完成3000万元B轮融资

惠普与CEA合作推进工业3D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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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使用3D打印技术开发具有空前敏感
性的应变仪

直接在人体内3D打印 瑞士团队开发内窥镜
SLA技术

研究员开发出超柔软生物结构的低温3D打印
技术

Enterprise trends

《“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专项规划》 3D
打印前景可观

科技部印发“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创

新专项规划，强化对《中国制造2025》的科技创

新支撑，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强化制造

业创新、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满足我国经济

转型升级战略需要。

3D打印行业市场规模及发展趋势

3D打印（3D Printing）即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

是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

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

体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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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3D打印持续发展 南京辉锐宣布完成
3000万元B轮融资

2017年12月26日，国内领先的金属3D打印服务商
南京辉锐集团宣布完成3000万元B轮融资。

Digital Metal宣布将Hoganas生产工厂扩大
50%
金属3D打印公司Digital Metal宣布将Hoganas生产
工厂扩张50%，以支持DM P2500和新组件的连续
生产。

惠普与CEA合作推进工业3D打印
惠普的Jet Fusion 3D打印系统自2016年首次推出以

来，在3D打印行业快速建立了自己的声誉，成为

工业制造领域最先进和最全面的3D打印解决方案

之一。

正在走向商业化的3D打印植入物

随着3D打印设备、打印材料的发展以及应用端客

户对3D打印技术的积累，3D打印技术已从制造简

单的产品模型进入到了生产领域。

2017年全球3D打印机出货近40万台

对于3D打印的开发和应用，发达国家远远走在前

面，从1988年商业化的3D打印设备销售开始，20

余年来全球有几十个国家采购安装这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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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行业市场规模及发展趋势
3D打印（3D Printing）即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是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
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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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打印（3D Printing）即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

是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

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

术。3D打印也称为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

），原理是离散——堆积。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分类 定义 

SLA 即光固化成型技术，指利用紫外光照射液态光敏树脂发生聚合反应，

来逐层固化并生成三维实体的成型方式，SLA制备的工件尺度精度

高，是商业化的最早3D打印技术 

CLIP 即连续液体界面提取技术，是Carbon 3D 公司在SLA技术的基础上开

发的具有革命性的3D打印技术，将3D打印的速度提高了100倍 

3DP 即三维打印快速成型技术，与传统二维喷墨打印接近。从喷头喷出

拈结剂（彩色钻结剂可以打印出彩色制件），将平台上的粉末粘结

成型。通常用采用石墨粉作为成型材料。3DP技术目前主要应用有两

个：全彩3D打印及砂模铸造 

PolyJ

et 

即聚台物喷射技术，其成型原理类似3DP 技术，但喷射的不是粘合剂

而是光固化树脂，喷射完成后通过紫外光照射固化成型。Polylet 3D

打印技术能快速、高精度地生成具有卓越的精致细节，打印出表面

平滑的最终用途零件 

FDM 即熔融层积技术，利用高温将材料熔化，通过打印头挤出成细丝。

在构件平台堆积成型，FDM是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3D打印技术，通

常应用于桌面级3D打印设备 

NPJ NPJ技术是以色列公司Xjet最新开发出的金属3D打印成型技术，与普

通的激光3D打印成型相比，其使用的是纳米液态金属，以喷墨的方式

沉积成型，打印速度比普通激光打印快5 倍，且具有优异的精度和表

面粗糙度 

SLM 即选区激光熔化成型技术，是目前金属3D 打印成型中最普遍的技术。

采用精细聚焦光斑快速熔化预置金属粉末，直接获得任意形状以及具

有完全冶金结台的零件，得到的之间致密度可达99%以上 

SLS 即选区激光烧结成型技术，SLM技术类似，区别是激光功率不同，通

常用于高分子聚合物的3D打印成型。SLS也可用于制造金属或陶瓷零

件，但所得到的制件致密度低，且需要经过后期致密化处理才能使

用 

LMD 即激光熔覆成型技术，该技术名称繁多，不同的研究机构独立研究并

独立命名，常用的名称包括：LENS，DMD，DLF，LRF等，与 SLM最

大不同在于，其粉末通过喷嘴聚集到工作台面，与激光汇于一点，粉

末熔化冷却后获得堆积的熔覆实体 

EBM 
即电子束熔化技术，其工艺过程与SLM非常相似，区别在于EBM所

使用的能量源为电子束。EBM的电子束输出能量通常比SLM 的激光输

出功率大一个数量级，扫描速度也远高于SLM，因此EBM在构建过

程中，需要对造型台整体进行预热，防止成型过程中温度过大而带

来较大的残余应力 

表 1  3D打印技术分类

3D打印行业产业链大概可分为三个部分，上游

基础配件行业，中游3D打印设备生产企业、3D打印

材料生产企业和支持配套企业，下游主要是3D打印

的各大应用领域。通常意义上的3D打印行业主要是

指3D打印设备、材料及服务。 

分类 定义 

从3D打印产业链格局来看，在3D Systems和

Stratasys全力贯通“全价值链”的同时，更多的新兴

企业在产业链细分环节谋求发展。产业链上游除了

传统的原材料供应之外，国内外企业还在积极开发

传感器、晶体管以及生物医药领域的新型打印材

料。中游主要是3D打印设备制造商、3D打印服务平

台及软件提供商等。下游除了航空航天、汽车、医

疗、教育及文化创意等主流应用之外，特殊应用还

包括人像打印、食品打印以及建筑打印等。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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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粉末
•光固化树脂
•非金属粉末
•线材

原材料

•主板
•DLP系统
•振镜系统
•激光器

核心硬件

•扫描仪
•软件

辅助运行
•熔融沉积成型（FDM）
•光固化成型技术（SLA）
•数字光处理（DLP）
•三维打印快速成型（3DP）
•选择性激光烧结/熔化（SLS/SLM）
•激光熔覆成形（LMD）
•电子束熔化（EBM）
•生物打印

打印设备

•航空航天
•汽车
•医疗
•教育
•文化创意

主流应用

•人像打印
•食品打印
•建筑打印

特殊应用

•达索系统
•SolidWorks
•Delcam

•Materialise
 • Autodesk
•······

软件

•北京华商鹏达
•    ········

建筑打印

•上海赢创
•辽宁格林普s

上游（原料及零件） 中游（设备） 下游（应用）

服务平台

•云平台
•媒体社区

金属粉末
•AP&C
•LPW

光固化树脂
•3D Systems
•DSM Somos

线材
•ProtoPlant
•Stratasys

非金属粉末
•Taulman 3D
•Diamand

主板
•Maker base
•Atmel

DLP光引擎
•德州仪器
•······          

振镜系统
•GSI
•CTI

激光器
•SYNRAD
•Coherent

扫描仪
•Creaform
•NDI

•中航迈特
•苏州英纳特
•······
•上海联泰
  •  珠海西通
  •···     ···
•深圳光华伟业
 •Polymaker
 • ······
•华曙高科
 •A   ddwii
•······
•深圳创必得
  •  乐轩锐蓝
•······
•闻亭泰科技
•······

•金海创科技
•······

•深圳创鑫激光
•上海川宇激光
  •······
•杭州先临三维
•湖北嘉一三维
•······

云平台
•意造网
•魔猴网

媒体
•天工社
•3D科学谷

航空航天
•通用航空
•普惠

汽车
•Audi
•MAGNA

医疗
•Skryker
•Zimmer

教育
•毛豆科技
•芒果果

文化创意
•雕梦空间
•云迹创意设计

人像打印
•记梦馆
•品拉造像

食品打印
•网云煎饼
•杭州时印

•熊玩意
•3D智造
•······
•3D虎
•3D打印在线
•······
•中航工业
•中孚航空
•······
•宝马
•沃尔沃
•······
•爱康宜诚
•创生医疗器械
•······
•清创三维
•湖南创图视维
•······
•上海3dans
•青岛天马行空
•······
•美时美刻
•······

•北京北科光大
•······

图 2  3D打印产业链图谱

全球3D打印市场规模及竞争格局

2016年，全球3D打印行业市场规模达到了60.63亿

美元（约合人民币417.5亿元），但增长率仅为17.4%，

明显低于2015年的25.9%。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因为业内

最大的两家企业（3D Systems和Stratasys）发展状况不

佳。这两家企业的贡献值为13.1亿美元，占到了整个

3D打印行业的21.7%。如果不考虑这两家企业，2016年

全球3D打印行业的增长率修正值是24.9%，远高于实

际增长率。按照近三年的年均增长率计算（2016年采

用修正值），预计2017年全球3D打印市场规模将达到

7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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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4～2017年全球3D打印市场规模及预测（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Wohlers

 近年来，3D打印服务商开始打印金属零部件，

为汽车及航空航天工业提供打印服务。从2017年全

球3D打印服务类型比例来看，近半数的3D打印服务

商在提供金属零部件打印服务，金属3D打印越来越

受到重视，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19.80%

51%29.20%

金属 聚合物 金属及聚合物

图 4  2017年全球3D打印服务类型比例

数据来源：Wohlers

 从全球市场竞争情况来看，美国3D打印机市场

寡头垄断的格局正逐渐被改变。3D Systems连续两

年业绩惨淡；Stratasys面临业绩下滑，不得不更换

CEO；Makerbot大幅削减工厂面积，产品生产转向

外包；德国EOS则全面“逆袭”，AM工厂全球扩

张；此外SLM Solutions等业内知名企业也表现良

好，逐渐扩大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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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6年12月我国共有78家专业从事3D打印的

企业，分别来自全国15个省份和地区，其中有17家来

自广东省，17家来自上海市，9家来自北京市，9家来

自浙江省，与3D打印企业在全国的分布密集程度基

本一致。
中国3D打印市场规模及竞争格局

我国3D打印产业处于高速增长期，但与发达国

家相比仍处于“跟跑”阶段，国内3D打印产业大多

停留在科研层面。2016年，中国3D打印市场规模约

109亿元，同比增长38%，预计2017年国内3D打印市

场规模突破17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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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4～2017年中国3D打印市场规模及预测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3D Science Valley，iiMedia Research

50.10%

23%

26.90%

装备 服务 材料

图 7  2017年中国3D打印产值构成（单位：%）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湖北7家：湖北嘉一三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等

广西1家：广西慧思通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1家：福建锐品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1家：辽宁格林普建筑打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9家：北京太尔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等

山东2家：青岛瑞洋达成三维网络工程有限公司等

河北2家：河北尚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

江苏7家：苏州英纳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等

湖南2家：湖南华曙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

陕西1家：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云南1家：云南华创信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17家：上海联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浙江9家：杭州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台湾1家：台湾实威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17家：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图 8  2016年中国3D打印企业分布态势图

    2016年，中国3D打印制造装备、材料和服务的

产值比例分别为50.1%、26.9%和23%，材料的占比比

2015年上升0.2个百分点。

图 5   国外3D打印知名企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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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营收规模来看，国内3D打印企业的营业收入

分布最多的区间为1000万元～5000万元，共33家，10

家企业的营业收入为5000万～1亿元，9家企业的营业

收入过亿。

14%

19%

42%

13%

12%

0～500万

5000万～1亿

500万～1000万 1000万～5000万

1亿以上

图 9  2016年中国3D打印企业营收分布图（单位：%）

          3D打印机随用途的不用价位也不同，一般商用

打印机价位较高，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国内购物网

站上已经可以购买到廉价的3D打印机价格在3000至

5000元不等，并配有快速入门指南、相应软件下载、

机器矫正等介绍。从2016年国内主要3D打印厂家的

价格来看，有最便宜的2700元的桌面级3D打印机，

也有325万元的SLA工业打印机，价格区间幅度较

大，产品层次较多，当然桌面级3D打印机青岛瑞洋

达成也有100万元的产品。整体而言，在价格区间1

万元至10万元区间段的厂家最多，在中低端3D打印

机上的竞争最为激烈。

产品
类型 厂家 价格区间

（元） 
产品
类型 厂家 价格区

间
（元） 

CJP 点购三维 4800～10800 SLM 海源三维 266000～393800 

MJP 东莞博泰 20000 SLS 现想点子 8500～33000 

FDM 精唯信诚 218000～1440000 奥德莱 128000 

东莞参的 286000 东莞参的 11000～110000 

弘瑞 6500～52000 激

光

内

雕 

上海联泰 45000～950000 

长月科技 5500～33500 瑞洋达成 250000 

SLA 滨湖机电 708000～3250000 深圳巨影 3000～98000 

精唯信诚 517000～800000 上海数造 50000～80000 

奥德莱 128000 夏唯自动化 

博泰三维 90000 精唯信诚 5000～37000 

广州网能 30000～40000 维森三维 23000 

东莞参的 38500 优锐 4450～16000 

桌面级 瑞洋达成 630000～1000000 良益筑诚 2700～9800 

康硕 650000～980000 

58000 

表 10  2016年中国3D打印行业价格竞争对比
（单位：元）

3D打印发展趋势

3D打印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成型工艺、原材

料和设计程序这三大要素螺旋式创新的过程。三者

互为支撑，其中一个要素的突破往往能为另外两大

要素提供技术支持，从而为3D打印产业链的应用打

开更广阔的空间。

围绕三要素，3D打印未来发展十大趋势如下：

趋势一：桌面级市场已陷入“红海”，掘金工

业级正当时

2015年全球桌面3D打印机销量增长了33%，工

业级3D打印机则下降了9%；2016年上半年全球桌

3D打印

三要素

设计程序 原材料

成型工艺

▶曲面建模时考虑
物体内部结构
▶开发具有多材料
复合打印的设计软
件
▶完善3D打印程序
设计语言

▶制造精度更高，速度更快
▶选用的材料种类更多
▶支持多种材料同时打印
▶降低打印机本身制造成本

•设计软件、实
体建模、曲面
建模、多材料
梯度设计···
•3D打印需读取
的文件格式；
STL、AMF、数
字化捕捉···

•塑料：ABS、
PC、PPSF
•尼龙、玻璃、
橡胶
•光敏性高分子
聚合物
•金属粉末、非
金属粉末

▶材料种类和性能
多元化
▶环保、易成型、
耐用
▶低成本

•选择性沉积：FDM、
Polyjet···
•选择性黏合：SLS、
SLM、3DP···

图 11  3D打印技术的三要素及发展趋势

面3D打印机同比增加15%，工

业级3D打印机却减少15%。桌

面3D打印机门槛低、设计简

单，是企业进军3D打印领域的

较好入口。但经过多年的发

展，桌面级市场竞争已近“白

热化”，利润小、精度低、实

用性不佳。而工业级市场契合

了智能制造的理念，可广泛运

用于汽车、航空航天、机械工

业、医疗等市场需求大、发展潜力大的领域，随着

技术的逐渐成熟和成本的不断降低，将会爆发出难

以想象的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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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二：金属3D打印领域快速发展，应用端空

间渐打开

         金属3D打印是门槛最高、前景最好、最前沿的

技术之一。2015年全球金属3D打印机销量增长了

35%，201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7%。在汽车制造、航

空航天等高精尖领域，零部件形状复杂、价格昂

贵，传统铸造锻造工艺生产不出来或损耗较大，而

金属3D打印则能快速制造出满足要求、重量较轻的

产品。汽车、医疗器械、核电、造船等领域对金属

3D打印的需求十分旺盛，应用端市场正逐渐打开。       

           3D打印是对以“减材制造”、“等材制造”为

基础的传统制造业的创新与挑战，与传统制造业并

存互补。传统制造业经过了几千年的积累和发展，

技术、工艺、材料等已经非常成熟，而3D打印则是

一个新生事物，在速度、精度、强度等方面还有诸

多限制。因此3D打印市场份额十分有限，2017年全

球3D打印市场规模约78亿美元，与数十万亿美元的

制造业市场相比，还微乎其微。但相比传统制造，

3D打印研发周期更短、用料更省，在小批量、个性

化定制等方面优势明显。虽然不能完全替代减材制

造、等材制造，但作为传统制造技术的有益补

充，3D打印将极大地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趋势四：产品生产方式加速变革，“整”“分” 

制造携手共进

          3D打印从两个方面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方式：一

方面，传统制造业以“全球采购、分工协作”为主

要特征，产品的不同部件往往在不同的地方进行生

产，再运到同一地方进行组装。而3D打印则是“整

体制造、一次成型”，省去了物流环节，节约了时

间和成本。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业以生产线为核

心、以工厂为主要载体，生产设备高度集中。而3D

打印则体现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生

产设备分散在各地，实现了分布式制造，从而省去

了仓储环节。

         趋势三：3D打印产业化还需时日，“增”“减” 

制造长期共存       

          趋势五：成型尺寸向两边延伸，大小产品颠覆

想象

          随着3D打印应用领域的扩展，产品成型尺寸正

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往“大”处跨，从小饰品、鞋

子、家具到建筑，尺寸不断被刷新，特别是汽车制

造、航空航天等领域对大尺寸精密构件的需求较

大，如2016年珠海航展上西安铂力特公司展示的一

款3D打印航空发动机中空叶片，总高度达933mm。

二是向“小”处走，可达到微米纳米水平，在强度

硬度不变的情况下，大大减轻产品的体积和重量，

如哈佛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员3D打印出比沙

粒还小的纳米级锂电池，其能够提供的能量却不少

于一块普通的手机电池。        

             趋势六：材料瓶颈待攻克，“质”“量”趋

升“价”趋降

          3D打印材料是3D打印技术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

基础，也是当前制约3D打印产业化的关键因素。随

着3D打印需求的增加，3D打印材料种类得到了迅速

拓展，主要包括高分子材料、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

材料等三大类。但与传统材料相比，3D打印材料种

类依然偏少。以金属3D打印为例，可用材料仅有不

锈钢、钛合金、铝合金等为数不多的几种。另外， 

3D打印对材料的形态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一般为粉

末状、丝状、液体状等，相比普通材料价格比较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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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七：手术可排练、治疗更精准

          3D打印的“个性化定制”与医疗行业的“对症

下药”有着天然的契合性，二者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四

个方面。一是术前演练，利用3D打印技术还原出病

患部位模型，让医生更直观地了解病理结构，增加了

手术的成功率。二是医疗器械，包括助听器、护具、

假肢等外部设备以及关节、软骨、支架等内植物。

三是“量身”制药，根据患者的生理特点、具体需要

调配药物，提高了药物的有效性。四是生物打印，用

人造血管、心脏、神经、皮肤等来修复、替代和重建

病损组织和器官。

到医疗领域巨大的需求潜力与极小的需求弹性，3D

打印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将不断扩展，在实施更为精

准的诊疗方案、提供更为充足的移植器官等方面大显

身手。

          趋势八：牵手云制造，有商业影响力的平台不

断涌现

          全球已经进入了高度的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作

为信息化的重要工具正在重新定义各行各业。

Shapeways、MakeXYZ、3DLt、3DHubs、先临三维、

光韵达、魔猴网等企业纷纷搭建了基于互联网的3D

打印平台，南京壹千零壹号自动化科技公司的“1001

号云制造平台”还入选2016年中国“互联网+”在工

业应用领域十大新锐案例之首。“互联网+3D打

印”开拓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云打印”，

并将共享经济的思维引进来，闲置的3D打印机得到

了有效使用，客户也能选择称心如意的设备和供应

商。

          趋势九：混合打印创造更多可能，功能材质色

彩也混搭

          未来3D打印机可实现3D打印技术与传统数控机

床技术（或不同3D打印技术）的自由切换，实用性

将变得更强；金属、塑料、橡胶等多种材料（或不

同属性的材料）的混合使用，将加工出结构更为复

杂的产品；打印出的产品也会五彩缤纷。

          趋势十：我国3D打印起步早发展慢，产学研协

同是突破口

          我国3D打印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发端

于高校，如今已形成清华大学颜永年团队、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王华明团队、西安交通大学卢秉恒团

队、华中科技大学史玉升研究团队和西北工业大学

黄卫东团队等骨干科研力量，论文和申请专利的数

量处于世界第二位。2016年10月又成立了中国增材

制造产业联盟，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建设方案也

通过了专家论证。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不

断推进，走产学研协同之路，形成长效合作机制，

成为我国推进3D打印产业化的现实选择。

          尽管3D打印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还面临着材料、

成本、精度、标准等制约，市场规模也较小，但考虑

贵，尚无法满足个人与工业化生产的需要。低价高质

量的材料才能为技术的发展提供足够多的选择空间、

为应用的扩展提供足够多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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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环境：通过大规模定制化服务直击应用痛

点，针对地方优势产业集群深挖市场需求

          3D打印的应用领域主要有消费级3D打印市场、

工业级3D打印市场、医疗领域的应用领域等。3D打

印在国内最大的三块需求分别来自民用消费、工业设

计和航天军工。在民用板块，桌面级3D打印机推动

消费需求，大众市场前景广阔；在工业设计板块，对

于模具制作的效率和精度的要求不断上升，中小型

3D打印设备将成为工业设计人员的标配；受益于国

产飞机行业及国家军费投入增加，航天军工领域成为

大型快速成型设备的最大增长点，另外核电建设高峰

期的到来，也将对快速成型产业的壮大提供有利条

件。

          社会环境：越来越高涨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导致

规模化生产向定制化生产的转变

          一方面，技术进步导致市场竞争形势改变，企

业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差异越来越小，创新技术带

来的竞争优势所能保持的时间越来越短。另一方面，

消费者能力的提高导致消费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信息

技术的进步，使消费者能够通过互联网便捷地获取广

泛的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对产品和服务供应者的依赖

程度降低，消费主动性和专业性加强。产品是否能够

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对企业来说日益重要，企业能

否灵活有效地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就成为企业制

胜的关键。

          技术环境：需要掌握多种技术并能够整合资源

导致行业竞争门槛高

          应用3D打印技术来规模化的服务地方企业和大

众消费者，需要将3D打印技术、云计算、物联网技

术等多个前沿技术融合运用。虽有多家学校及相关企

业从事3D打印技术的产业化服务工作，但真正在做

专业化运营并不多，掌握了多种技术的企业更少。建

设3D打印技术规模化服务平台，需要结合线下服务

中心在下游各大产业的多年应用积累，贯通3D数字

化技术、CAD技术以及各类3D工艺打印技术，从而

为客户在多个行业、领域应用的3D打印综合解决方

案。

          政治环境：工业“4.0”背景下的中国智造与地

方产业政策支持

          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大力扶持3D打印产

业发展的政策方针和计划。关于发展3D打印产业政

策的基本定位是，通过国家政策方针的指引，引导行

业抢占制高点，通过地方性产业培育计划，因地制宜

制定扶持办法。国家政策方针对市场方向有着重要的

指导作用，而地方性的扶持计划则为产业培育和产业

发展计划的实施打开先机，从而进一步刺激更多企业

加大在3D科技领域投入。

中国3D打印产业PEST分析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technology

•国务院先进制造与3D 打印专题会议

•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荐计划

•“十三五”国家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工信部部署2017 年七大重点工作任
务，含增材制造

•高涨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导致规模化
生产向定制化生产的转变

•企业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差异越
来越小

•桌面级3D打印机有望撬动消费需求，
打开大众娱乐的大市场

•工业设计对于模具制作的效率和精
度的要求不断上升

•航天军工领域有望成为大型快速成
型设备的最大增长点

•3D打印技术、云计算、物联网技术
等多个前沿技术融合

•贯通3D数字化技术、CAD技术以及
各类3D工艺打印技术

图 12    3D打印PEST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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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决策:
《“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专项规划》 3D打印前景可观

科技部印发“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强化对《中国制造2025》的科技创新支撑，推
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强化制造业创新、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满足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战略需要。

  科技部印发“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

创新专项规划，强化对《中国制造2025》的科技创新

支撑，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强化制造业创

新、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满足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战略需要。

   按照总体目标、发展思路和战略布局的要求，

“十三五”期间，先进制造领域重点从“系统集成、

智能装备、制造基础和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示范工

3D打印相关内容如下：

表 13  科技部《“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专项规划》增
材制造相关内容

政策分类 发展要求 

增材制造控

形控性的科

学基础 

探索增材制造自由成形过程的成形几何精度、成形效率、材料

组织结构与性能的形成规律与关键影响因素和控制方法，为提

升增材制造工艺技术和装备设计水平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并

为形成重大原创性增材制造新技术提供科学指引 

基于增材制

造的结构优

化设计技术 

发展基于增材制造工艺特性，融合力学、物理与化学多种功能

的结构优化设计技术，为结构整体化、轻量化、高性能化和满

足声、光、电、磁、热等多功能化提供设计方法和设计软件，

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的自主创新设计和跨越式技术发展 

增材制造专

用材料制备

技术 

基于增材制造的工艺特性和应用需求，开展增材制造专用金属

和非金属材料的设计与制备技术研究，最大限度地发挥增材制

造技术优势，大幅度拓展增材制造的产业化应用领域 

增材制造的

核心装备设

计与制造技

术 

针对激光/电子束选区熔化、激光选区烧结、高能束金属沉积成

形、光固化、激光沉积打印、微滴喷射3D打印、熔融沉积造型

等已经展示重大产业化应用价值的增材制造技术，开展相关装备

设计与制造技术的深入研究，占据增材制造产业价值链的高端 

评价体系与

标准建设 
研究制定增材制造的材料标准、设计标准、工艺标准、装备标

准、检测标准、数据标准和服务标准等7 个方面的标准体系，为

增材制造的广泛产业化应用奠定基础，并显著增强我国增材制

造技术的国际竞争力 

       1．增材制造

          重点解决增材制造领域微观成形机理、工艺过

程控制、缺陷特征分析等科学问题，突破一批重点成

形工艺及装备产品，在航空航天、汽车能源、家电、

生物医疗等领域开展应用，引领增材制造产业发展。

形成创新设计、材料及制备、工艺及装备、核心零部

件、计量、软件、标准等相对完善的技术创新与研发

体系，结合重大需求开展应用示范，具备开展大规模

产业化应用的技术基础。         

   2．新型材料成形及加工装备

          重点攻克石墨烯/类石墨烯薄膜大幅面制造过程

晶态生长监测及控制、石墨烯/类石墨烯薄膜大面积

转移在线应力监测与控制技术，研制出大幅面石墨

烯/类石墨烯制造成套装备；重点突破复合材料制造

工艺建模与仿真、耐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低成本制造

工艺及装备、复合材料组合结构（纤维复合材料、

蜂窝材料和增材制造）制造新方法等关键技术，为新

型材料成形和加工提供新工艺和新技术。 

资料来源：科技部

程”四个层面，围绕13个主要方向开展重点任务部

署。具体包括增材制造、激光制造、智能机器人、极

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新型电子制造

关键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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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3D打印材料是重点

为推动我国材料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发展，

科技部发布了《“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

规划》（国科发高[2017]92号，以下简称《专项规

划》），3D打印材料作为其中一个重点出现在规划

报告中。

 3D打印市场规模和发展速度每年都在大幅增

长，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先进的材料科学，尤

其是复合材料对增材制造自动化影响最大。作为我

国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新材料是整个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产业基础。

《专项规划》从四个层面部署了材料领域发展

目标。发挥材料的基础性和支撑性特征，大力推进

量大面广的传统（基础）材料技术提升，满足国家

建设需求、实现节能减排；发挥材料的先导性特

征，重点发展战略性电子材料、先进结构材料、新

型功能与智能材料，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

求；发展前瞻性材料技术，突破纳米材料技术、材

料基因工程技术，形成新的技术和经济增长点；加

资料来源：科技部

表 14  科技部《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相关内容解读

十二部门印发《增材制造产业发展行

动计划（2017-2020年）》

增材制造是以数字模型为基础，将材料逐层堆

积制造出实体物品的新兴制造技术，对传统的工艺

流程、生产线、工厂模式、产业链组合产生深刻影

响，是制造业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我国高度重

视增材制造产业，将其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发

展重点。

201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联合印发了《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划

（2015-2016年）》，通过政策引导，在社会各界共

同努力下，我国增材制造关键技术不断突破，装备

性能显著提升，应用领域日益拓展，生态体系初步

形成，涌现出一批具有一定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形

成了若干产业集聚区，增材制造产业实现快速发

展。

为有效衔接《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划

（2015-2016年）》，应对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新形

势、新机遇、新需求，推进我国增材制造产业快速

健康持续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知

识产权局等十二部门印发《增材制造产业发展行动

计划（2017-2020年）》。计划到2020年，增材制造

产业年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年均增速在30%以

上。关键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同步发展水平，工艺装

序号 内容 

1 重点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升级，着力解决基础材料产品同质化、低

值化，环境负荷重、能源效率低、资源瓶颈制约等重大共性问题，突破

基础材料的设计开发、制造流程、工艺优化及智能化绿色化改造等关键

技术和国产化装备，开展先进生产示范 

2 战略性先进电子材料，以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与半导体照明、新型显示为

核心，以大功率激光材料与器件、高端光电子与微电子材料为重点，推

动跨界技术整合，抢占先进电子材料技术的制高点 

3 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与支撑平台，构建高通量计算、高通量实验和专

用数据库三大平台，研发多层次跨尺度设计、高通量制备、高通量表征

与服役评价、材料大数据四大关键技术，实现新材料研发周期缩短一

半、研发成本降低一半的目标 

4 纳米材料与器件，研发新型纳米功能材料、纳米光电器件及集成系统、

纳米生物医用材料、纳米药物、纳米能源材料与器件、纳米环境材料、

纳米安全与检测技术等，突破纳米材料宏量制备及器件加工的关键技术

与标准，加强示范应用 

5 先进结构与复合材料，以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高温合金为核心，以

轻质高强材料、金属基和陶瓷基复合材料、材料表面工程、3D打印材料

为重点，解决材料设计与结构调控的重大科学问题，突破结构与复合材

料制备及应用的关键共性技术，提升先进结构材料的保障能力和国际竞

争力 

6 新型功能与智能材料，以稀土功能材料、先进能源材料、高性能膜材

料、功能陶瓷等战略新材料为重点，大力提升功能材料在重大工程中的

保障能力；以超导材料、智能/仿生/超材料、极端环境材料等前沿新材

料为突破口，抢占材料前沿制高点 

7 材料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机制与制度创新，加强材料领域人才队伍建

设，形成材料领域核心领军人才、研究开发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和技能

人才组成的材料人才体系及其评价机制，提升创新创业人才队伍的整体

素质和水平，满足材料领域发展的需求 

强材料基地与人才队伍建设，增强材料领域的持续

创新能力。依据国际发展趋势、国内基础和面临的

挑战，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大需

求，重点凝练七个任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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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基本满足行业应用需求，生态体系建设显著完

善，在部分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国际发展能力明

显提升。具体内容如下：

资料来源：科技部

完善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运行机制，鼓励有产业基础、

技术条件的地区建设省级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围绕提高增

材制造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增材制造上下游技术水平，重

点突破高性能材料研发与制备、产品设计优化、高质量高

稳定性增材制造装备、高效复合增材制造工艺、微纳结构

增材制造等关键共性技术 

开展增材制造专用材料特性研究，推动增材制造关键材料

制备技术及装备研发，鼓励优势材料生产企业从事增材制

造专用材料及研究成果转化，提升增材制造专用材料品质

和性能稳定性。加强先进主流增材制造技术的攻关，提高

集成创新水平，重点突破增材制造装备、核心器件及专用

软件的质量、性能和稳定性问题，加快推进增材制造装备

用光电子器件和集成电路等核心电子器件的开发和应用，

提高供给水平和能力。推进服务质量保障能力建设 

以直接制造为主要战略取向，兼顾原型设计和模具开发应

用，推动增材制造在重点制造、医疗、文化创意、创新教

育等领域规模化应用。利用增材制造云平台等新模式，线

上线下打通增材制造在社会、企业、家庭中的应用路径 

鼓励创新能力强、效率高、效益好、管理水平先进的骨

干企业开展兼并重组、合资合作、跨界融合，积极整合

国内外技术、人才和市场等资源，加强品牌培育，不断

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引导中小企业围绕细分市场

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加快服务模式和商业

模式创新，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助推增材制造龙头

企业的发展壮大。鼓励具有一定增材制造产业特色优势

的地区，进一步完善资本、土地等综合配套体系，汇集

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加快培育世界级先进増材制造

产业集群 

一是建立健全增材制造计量体系；二是健全增材制造标

准体系；三是建立增材制造检测和认证体系；四是健全

人才培养体系 

提高

创新

能力

强化

关键

共性

技术

研发

推进

示范

应用

培育

龙头

企业

完善

支撑

体系

重

点

任

务

市场前瞻:
表 15  《增材制造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

随着3D打印设备、打印材料的发展以及应用端客户对3D打印技术的积累，3D打印技术已从制造简单的产品
模型进入到了生产领域。

          随着3D打印设备、打印材料的发展以及应用端

客户对3D打印技术的积累，3D打印技术已从制造简

单的产品模型进入到了生产领域。在医疗行业中，尤

其是在骨科植入物的直接制造与生产领域，3D打印

的市场规模增长迅速。全球著名骨科医疗器械制造商           2016年全球关节、脊柱、创伤植入物市场规模达

到418亿美元。其中关节植入物市场达到229亿美元，脊

柱植入物113亿美元，创伤植入物77亿美元。

FFP无丝打印

robocasting

SLS

EBM

FDM

Polyjet

Polyjet

SLM

金属植入物

聚合物植入物

组织工程支架

组织工程支架

陶瓷植入物

FDM

光固化：

LCM/FCP/S

SLS

SLM

SLA

FDM

SLA/DLP

FDM

SLA/DLP

金属粉末

PEEK丝材

聚合物粉末

液体树脂

陶瓷浆料

塑料丝材

光敏树脂

塑料丝材

光敏树脂

手术模型

手术导板

金属粉末

PEEK粉末

聚合物丝材

陶瓷墨水

陶瓷浆料

光敏树脂

光敏树脂

金属粉末

3D打印技术 材料 应用 材料 3D打印技术

Zimmer、Smith&Nephew、Stryker、强生陆续推出了

3D打印产品，这些产品经过多年的研发与验证，获

得了FDA的批准，并正式进入到医疗市场。

图 16  3D打印在医疗行业中的主要应用（骨科）

正在走向商业化的3D打印植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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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骨科植入物市场规模2012年达到95.4亿

元，2015年达到166亿元，预计2017年达到218亿

元。相比于国际市场，中国骨科植入行业整体渗

透率低于欧美国家。相比于国际品牌，国产品牌

在创伤类植入物中的占比相对较大，而且在关节

及脊柱植入物中国品牌占比低于国际品牌。

|   Market outlook    |    市场前瞻    |

图 18  2012～2017年中国3D打印骨科植入物市场规模
（单位：亿元）

95.4

166

218

0

50

100

150

200

250

2012 2015 2017e

数据来源：Frost & Sullivan

          3D打印植入物在国内还处于发展阶段，其

中北京爱康宜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人工髋

关节是我国第一个取得CFDA批准的金属植入

物。2017年12月，爱康医疗在香港上市，成为中

国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将3D打印技术商业

化，并应用于骨关节及脊柱置换植入物的医疗器

械公司。爱康医疗目前拥有三个3D打印产品，

包括髋关节置换内植入物、脊柱椎间融合器及人

工椎体。除爱康医疗的三个产品以外，迈普医学

的3D打印硬脑（脊）膜补片也获得了CFDA的注

册批准。

资料来源：Xtecher

229
113

77

关节 脊柱 创伤

图 17  2016年全球3D打印骨科植入物市场规模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GBI Research

          个体化植入物应用于临床的病例在可见的

未来仍将是在小范围开展，根本原因是个体化骨

科植入物、甚至是常规新型国产化骨科植入物的

研发及生产，在目前的医疗器械的审批条例规定

下还难以快速推进。采用现成的可以植入人体的

材料作为3D打印的材料，可以大大降低技术创

新的难度，以避免选用材料不合格遭致淘汰。

          此外，3D打印技术与传统医疗器械生产相

比，可以根据患者的需要实现医疗器械产品个性

化快速生产，但由于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尚缺少

相关的审批制度和可依据的技术标准，3D打印

的医疗器械产品陷入无法进行临床实验的窘境，

行业的发展与成熟尚需要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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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et outlook    |    市场前瞻    |

           在工业消费领域，由于3D打印金属材料不断发

展，以及金属本身在工业制造业的广泛应用，预计以

激光金属烧结为主要成型技术的3D打印设备，将会在

未来工业领域的应用中获得较快发展，中短期内这一

领域的应用仍会集中在产品设计和工具制造环节。

资料来源：OFweek

分类 
出货量

变化 

销售额

变化 
主要原因 

消费机/桌面级

3D打印 

34% 8% 出货量上升，平均价格下降 

专业级/工业级

3D打印 

-10% 9% 出货量下降，平均价格下降；但更

高价格的金属3D打印设备销售量增

长 

           从销售金额来看，两类3D打印机的销售金额都

有所增长，但是推动增长的原因截然不同。个人/桌

面级3D打印机销售金额增长了8%，主要是得益于大

幅上升的出货量，这类打印机的加权平均销售价格有

所下降，从2015年的1302美元下降至2016年的1052美

元，其中排名前两位企业XYZprinting和Monoprice的

加权平均价格小于500美元。

           在专业级/工业级市场中，3D打印机销售额相比

2015年增长了9%，推动专业级设备销售金额增长的

主要原因并非是总出货量的上升和价格的下降，而是

由于具有更高价格的金属3D打印设备销量的增

长。2016年，各种金属3D打印设备和材料的总加权平

均价格为119129美元，涨幅达21%。

表 20     2016年全球3D打印机销售额变化情况

87.97%

91.55%

96.57%

94.96%

97.48%

80.00% 85.00% 90.00% 95.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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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13~2017年全球消费级3D打印机占比结构
（单位：%）

2017年全球3D打印机出货近40万台

          对于3D打印的开发和应用，发达国家远远走

在前面，从1988年商业化的3D打印设备销售开

始，20余年来全球有几十个国家采购安装这些设

备。从各国20余年来总装机量的占比来看，美国以

38%的份额遥遥领先，日本、德国和中国占据第二

梯队。

          2016年全球3D打印机的总出货量增长32%，其

中工业级/专业级3D打印的全球出货量下降了

10%，但由于个人/桌面级3D打印机的出货量大幅

增长34%，使得3D打印机总体出货量仍呈快速增长

趋势。预计2017年，全球3D打印机出货将达40万

台，同比增长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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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14～2017年全球3D打印机出货量及增长情况
（单位：台、%）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从成长性来看，在个人消费领域，3D打印行业将

会保持较高的增速，拉动消费级3D打印设备的需求，

同时也会促进上游打印材料（主要是以光敏树脂和塑

料为主）的消费，2016年，全球消费级3D打印机出货

量为293725台，占据全部市场的96.57%。



前沿技术:
研究人员使用3D打印技术开发具有空前敏感性的应变仪

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个项目中使用了3D打印

技术，该项目应该能够开发出显著改进的电子测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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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

分校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个项目中使用

了3D打印技术，该项目应该能够开发出显著改进的

电子测量设备。研究小组在他们的工作中使用气溶胶

喷射打印技术，制造一种新型的应变仪。这种方法制

造出高度多孔的结构，能够大幅提高测量的灵敏度。

资料来源：太平洋电脑网
图 22  采用气溶胶喷射技术的新型应变仪

图 23  应变仪基片

          应变仪通常由固体材料制成，在其性能中有一

个共同标准，即泊松比。这个比值通常表示固体应变

仪的灵敏度极限，固体材料的最大泊松比约为0.5。

使用气溶胶喷射3D打印方法，该团队能够创造出一

沉积头雾化器

虚拟撞击

气溶胶喷射

图 24  气溶胶喷射过程示意图

          气溶胶喷射3D打印技术不仅使团队能够在应变

仪的创建中达到新的灵敏度，还提高了电子设备在高

温条件下的性能。新的3D打印设备完全不受热干扰

的影响，因此测量更加准确，用途更加广泛。

个多孔的薄膜结构，固体材料上布满了大量的小孔，

这些小孔改变了结构的运行方式，增加了其潜在的泊

松比。

          气溶胶喷射打印采用数字控制的气动聚焦，精

确地将电子墨水沉积在基片上。通过对纳米颗粒的可

控烧结，3D打印工艺使固体结构的准确孔隙度得以

确定，气溶胶喷射印刷的使用优化了应变仪中薄膜的

结构收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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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在人体内3D打印 瑞士团队开发内

窥镜SLA技术

 瑞士研究小组开发了一种新的内窥镜SLA技术，

该技术利用超细光纤来聚焦激光束，以创建非常小

尺寸的结构。这种创新的方法有望用来将生物兼容

的结构直接打印到人体内的组织中，具有修复损伤

的潜力以及一系列其他关键应用。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研究团队拥有通过光纤操

作和成形的专业技术，为了让整套系统更实惠，研究

员利用了非线性响应的光聚合物，可以用简单的连续

波激光器工作，不需要昂贵的脉冲激光器。

          该项研究结果发表在“OpticsExpress”期刊上，

题为“通过多模光纤的单光子三维微细加工”。团队

下一个阶段的研究目的是在开拓性技术的外科实施的

过程中，开发一种新的生物兼容的光聚合物化学品。

另外研究团队追求更快的扫描速度，期望可以通过使

用商用内窥镜而不是超薄光纤来克服。此外，团队还

需要开发一种技术来完成和后处理体内打印的微观结

构，使其适合生物医学功能。

资料来源：3D打印商情

研究员开发出超柔软生物结构的低温

3D打印技术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的

低温3D打印技术，可用于创建再生组织和复制器官

的生物结构。打印的结构可以模仿大脑和肺脏等器官

的特性，帮助软组织的再生，并且有望帮助种植的神

经元细胞再生大脑和脊髓。            
图 25  激光的3D微制造技术

        目前已经存在一系列基于激光的3D微制造技

术，但大多数方法依赖于复杂的激光设备，这些激

光设备价格昂贵而且体积过大。这些方法利用了双

光子聚合的光学现象，而新方法则是利用特定化学

物质的凝固仅在光强度的某一阈值以上发生的原

理。

图 26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研究团队

        团队使用的相对便宜的连续激光束发射波长为

488nm的光。在可见光范围内，该波段光束对人体细

胞比其他类型的激光更安全。研究员通过一根微小的

光纤将光束聚焦，使光敏液体的液滴在特定区域有针

对性地固化。所用的光聚合物是由一种有机聚合物前

体与一种光引发剂结合而成的，是由化学品制成的，

该化学品价格适中，易于购得。

        随着进一步发展，该技术可以使内镜微细加工工

具在手术过程中发挥价值，这些工具可以用来打印微

米或纳米尺度的三维结构，促进细胞的粘附和生长，

以创建恢复受损的工程组织。 图 27  低温3D打印出的超柔软生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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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技术涉及3D打印和低温（冷冻）的使用，在

早期的测试中，研究人员用真皮层纤维细胞接种了3D

打印的支架。这些细胞在皮肤中产生结缔组织，打印

的支架导致新的结缔组织的成功附着和存活。

           在新工艺中，使用固体二氧化碳（干冰）快速

冷却水凝胶油墨，从3D打印机中挤出。由于冷冻，水

凝胶不能用于功能目的。一旦解冻，打印的凝胶像人

体组织一样柔软，且足以支撑自己。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题为“超级软水凝胶的低温3D打印”的研究论

文已发表在Nature：Scientific Reports上，其他作者还

有Cristian Parisi、Lucy Di Silvio和Daniele Dini。

资料来源：3D打印商情

图 28  低温3D打印真皮层纤维细胞组织结构示意图

           研究人员认为干冰的使用是该项目取得成功的主

要因素之一。利用液体和固体之间的相变来触发聚

合，并创造出可以保持其形状的超柔软物体。这项研

究可基于科学测试用作复制身体部位或整个器官，也

可能替代用于实践手术的动物体，还可能带来干细胞

生长的新的可能性，甚至可以产生不同种类的细胞。

资料来源：3D虎

德国研究所3D打印镜组使望远镜重量减

轻75%

           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光学和精密工程研究所

（Fraunhofer IOF）采用SLM 3D打印技术，将太空望

远镜的镜组重量减轻了75%，并即将在美国展出这一

成果。

           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专家团队使用选择性激光熔

融（SLM）3D打印技术来制造这些超轻量化的金属反

射镜。3D打印技术擅长塑造镂空、对称的内部结

构，再加上使用AlSi12、AlSi40和Al6061这类铝合金材

料，专家们制造出了全新结构的金属反射镜原型。

图 29  专家团队利用合金粉末和3D打印技术制造望远镜镜片组

           在金属反射镜的内部，对结构的稳定性没有直

接影响的区域，则通过3D打印低密度的蜂窝结构来

降低整体重量。3D打印完成后还需要其它技术对镜

组进行后处理，来实现天文望远镜比较高的光学精

度。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标识处理后尺寸为150mm的反

射镜表面粗糙度小于1nm、形状偏差小于150nm。

图 30  反射镜片内部结构的变化

           另外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过共晶铝硅作

为3D打印材料运行良好，尤其是其高冷却效率能促

进3D打印后的熔融过程。使得该材料的3D打印品相

比常规合金的机械性能更好，细微结构的孔隙率低于

0.05%。

图 31  不规则的蜂巢结构实现高强度和轻量化



企业动向:
金属3D打印持续发展 南京辉锐宣布完成3000万元B轮融资

2017年12月26日，国内领先的金属3D打印服务商南京辉锐集团宣布完成3000万元B轮融资。

2017年12月26日，国内领先的金属3D打印服务

商南京辉锐集团宣布完成3000万元B轮融资。本轮融

资由易津资本领投，原天使轮和A轮投资人金沙江创

投、德同资本继续跟投。自引进战略投资者以来，辉

锐的所有投资人全部跟投了后续融资。

辉锐集团的前身最早成立于2012年，主要业务

包括金属3D打印成套设备及零部件销售，金属零部

件3D打印成型，高附加值零部件修复，激光清洗及

运用超高速熔覆技术进行表面强化等多个激光应用领

域。目前在国内设有南京、上海、杭州、成都、株洲

五个生产基地，和一个美国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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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点面结合、布局激光工业应用全产业

链。除服务和成套设备外，辉锐自主开发的激光清洗

设备、激光头、送粉器等独立设备及配套设备也取得

了良好的销售业绩。现有常见的工件表面清洗方法主

要是通过化学去除，不仅效率低，且会产生大量高污

染的废水，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辉锐所开发的从

100瓦到1000瓦系列激光清洗设备，快速高效、绿色

无污染、易操作，并且一次性的费用投入大大降低了

企业的生产成本，深受市场好评。

辉锐整体业务呈爆发式增长，但受产能限制，

公司仍有多个订单无法按时完成。本轮融资完成后，

辉锐所面临的产能瓶颈可得到有效解决。

辉锐近年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三方面的业

务：

 强化核心能力、深耕金属3D打印与修复市

场。辉锐金属3D打印业务持续快速发展，高附加值

金属零部件修复技术目前已进入航天航空、轨道交

通、电力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石油化工、模

具制造等多个行业进行实际应用。公司开发的可移动

式现场修复设备更为客户提供“24小时内使命必

达”上门服务，高效快捷，解决了大型零部件修复拆

卸运输不便的难题。

 坚持科技创新、开发3D打印技术取代传统

镀铬。辉锐的激光超高速熔覆业务发展迅速，该技术

主要用于工件表面强化，作为取代传统的电镀、喷涂

业务的大势所趋，激光超高速熔覆不仅强化质量更

高，同时可以避免产生六价铬等致癌污染物，为建设

环境友好型社会贡献力量。目前已在各行业取得多个

订单。

资料来源：3D打印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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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通过其80吨的负载测试以及所有其他质量控制检

查。测试成功意味着Huisman现在可以使用WAAM来

制造可靠的部件，这些部件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或者

在以前的生产中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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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sman成功测试的世界上首台3D打

印的海上起重机吊钩

         Huisman独特的电弧和电弧添加剂制造（WAAM）

技术可用于生产具有高等级拉伸钢的中型到大型部

件。能够管理交货时间相对较短的高度复杂的形状，

以及创造替代的材料特性，从而改善耐磨性和耐腐蚀

性。这种大规模的金属3D打印方法对于制造起重机吊

钩特别有用，因为较大的吊钩意味着更稳定的质量和

显着的交货时间减少，其成本可以与锻造和铸造方法

相媲美。

Digital Metal宣布将Hoganas生产工厂
扩大50%

          金属3D打印公司Digital Metal宣布将Hoganas生产

工厂扩张50%，以支持DM P2500和新组件的连续生

产。

          自去年推出DM P2500金属3D打印机以来，公司

经历了巨大的需求扩张及业务扩展。Digital Metal不

仅将有更大的占地面积，还有更多的工程师、技术

人员、销售人员以及材料研发的额外资金。

           Digital Metal公司已经开始批量生产3D打印机

器，第一批产品包括包含了最新自动化电子技术的

六个新型打印机。此外，公司减少了机器的整体尺

资料来源：3D虎

图 32  Huisman起重机吊钩测试

          随着WAAM的采用扩大，Huisman打算进一步改

进技术，希望继续降低这项技术的成本价格，并增

加制造能力至2500公斤印刷重量的产品。

资料来源：OFweek

寸，使其更容易定位在客户现场，同时现有的机器将

同步升级到最新的技术。

          在Digital Metal的工艺中，零件被打印和烧结，

实现高分辨率和高细节精度。随着生产厂房和办公室

的扩大，Digital Metal已经安装了一个新的真空抽气

系统，并增加了压缩和冷却功率，这将使Digital 

Metal的烧结能力翻倍。同时，还将有一个单独的质

量控制室，以及一个用特殊处理过的材料进行打印的

独立空间。

          增加的空间、新设备以及新员工都有助于公司

实现大批量增材制造的使命。此外，航空航天等行业

需要超耐热合金材料，能够承受极高的温度。通过新

材料系列的开发，Digital Metal可以与航空航天等行

业的公司开发新的合作关系。          该公司最近对世界上第一台3D打印起重机吊钩

进行了成功的测试。大四钩，重量接近1000公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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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与CEA合作推进工业3D打印

          惠普的Jet Fusion 3D打印系统自2016年首次推出

以来，在3D打印行业快速建立了自己的声誉，成为

工业制造领域最先进和最全面的3D打印解决方案之

一。这家电子巨头首次涉足工业3D打印技术，就得

到了德勤、宝马集团和耐克等知名客户的支持。看到

惠普技术潜力的最新组织是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

员会CEA，该委员会正与惠普合作，为全球各种客户

开发新的数字制造工艺。

资料来源：OFweek

          预计2018年3月，基于Palo Alto技术的最新Jet 

Fusion 3D打印机将会发布。Jet Fusion 4210是4200的升

级版本，具有改进的材料兼容性以及生产成本降低

65%的潜力。

图 33  惠普的FDM 3D全套设备（3D打印机+处理站）

         惠普已经发布的FDM 3D打印系统主要有两款：

HP Jet Fusion 3200和HP Jet Fusion 4200。HP Jet Fusion 

3200主要面向快速原型设计，与其他解决方案相比，

该系统可以将打印速度提高10倍。HP Jet Fusion 4200

则更适用于批量生产，该设备可以打印5000～

180000nm之间或大或小的系列，从一个打印作业到

下一个打印作业的高度可重复性性能使其成为许多制

造商的最佳选择。

          CEA与惠普的新合作伙伴关系是在里昂举行的一

次会议上公布的，两家公司将共同合作进行研发，以

创造针对特定工业制造应用的新解决方案。研发团队

将利用两家公司提供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将研发中心

设在格勒诺布尔，该中心离惠普在巴塞罗那的3D打印

基地不远。

          CEA目前的3D打印解决方案可满足80%的工业需

求，但该技术仍可以继续成熟，以更好地适应珠宝和

航空航天等领域。此次与惠普的合作不仅将为制造商

微调Jet Fusion的FDM 3D打印工艺，还将改善后处理

和新材料（如金属或陶瓷）的使用。

          惠普是CEA的第二个主要3D打印合作伙伴。自

2014年以来，该委员会已经与法国3D打印机制造商

Prodways合作。在与FDM专家惠普达成新协议之

后，CEA也将很快寻找金属添加剂制造合作伙伴，以

进一步发展这一特定领域。2017年12月，CEA在位于

巴黎Saclay郊区的工业中心启动了增材制造中心，该

平台将制造商、研究机构和其他解决方案供应商聚集

在一起，有望加速金属3D打印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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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S德国公司提高3D打印机产量 扩展
亚洲业务

          增材制造巨头EOS启用大型工厂提高其生产能

力。该公司还将其系统制造设施搬迁到Maisach-

Gerlinden，使产地更接近德国慕尼黑附近的Krailling

总部。

          EOS的新3d打印机制造工厂占地9000平方米，据

称每年可生产多达1000套EOS增材制造系统。产量的

增加使得EOS能够更好地满足工业3d打印机的市场需

求。

        “工业3D打印已经进入制造业，”EOS中欧高级

副总裁Nikolai Zaepernick表示：“在公司成立的前十

年，我们大约安装了1000套系统。这个数字已经得

到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在过去两年。”

        “在全球，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约3000套系统的安

装基地”他补充说，“未来几年，我们也希望看到

更大的技术需求。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工业3D打

印将成为我们走向未来数字化工厂的主要驱动力量

之一。”

          在地球的另一边，EOS也在扩大其业务。通过合

作伙伴关系及团队扩展，公司正在增加日本、新加坡

和中国的业务。与此相符，德国公司最近也对亚太地

区进行了领导权的战略调整。

        “工业4.0推动了亚太地区客户业务模式的变革，

我们想通过加大实施增材制造战略和提高产量来帮

助加快这一进程。”EOS（亚太地区）高级副总裁

Terrence Oh说，“同时，我们也希望参与到每一个细

节，从帮助他们建立增材制造内部生产力，到能够在

较短时间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或完成环保零部件的生

产。”

         在材料方面，EOS及其子公司ALM最近推出了三

种新型工业3d打印材料。 

图 34  EOS位于Maisach的新3D打印机制造工厂
资料来源：3ders，武汉文献情报中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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