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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P的历史

«
1990年中期，由MIT麻省理工学院研发

Z Corp推出第一台彩色喷射3D打印机

3D Systems于2012年收购Z Corp



彩色石膏粉末打印机
CJP成型工艺原理、过程





«
CJP
作用原理

一次性打印头，价格低廉

快速装在拆卸
自动对齐
高达5个打印头，提供高质量色彩品
质

无支撑材料

粉末即可用于支撑零件打印

抽粉方便
集成了真空软管可以快速除粉

完成粉末去除



«
CJP
渗透剂选择

ColorBond™

瞬间固话渗透剂
有利于增强彩色模
型的强度和提高色
彩的活力及稳定性

StrengthMax ™

双组分渗透剂
适用于功能模型，能
极大提高零件的强度

Salt Wwater Cure™

环保且不含有有害
物质的渗透剂
适用于单色模型和
草图色彩
在浸渍或喷涂后增
强表面硬度和弹性
模量

Wax ™

环保，为提升色彩的
低粘度渗透剂
零件不会增加强度
对于已经渗透
ColorBond™或
StrengthMax™的零
件增加其表面光洁度



«
ColorBond™和StrengthMax™通风需求

罩子

底座
滤器（在栅格
下面）

栅格（可移除）



«
CJP的优势 适用于办公环境清洁

负压控制空气颗粒

材料盒确保材料被干净的装在

无支承结构需取出

极易使用

无需过多培训

直观的控制面板

集成的粉末去除舱减少场地占用



CJP
适用周期

概念开发 细节设计 构建/测试 制造

打印速度快
高生产力

制件成本低
全彩

适合办公环境



CJP设备工作过程

«





3DS CJP产品线
每种型号具体参数、主要特征等



«
ProJet160 ProJet260 ProJet360 ProJet460 ProJet660 ProJet860



CJP 3D Printers

ProJet® x60 Series



«



«



«
Projet 260 &460
1个惠普57打印头（红黄蓝
三色打印头）
1个惠普11打印头（透明色
胶水）

Projet 160&360
一个惠普11打印头（白色）

Projet 660&860
五种颜色胶水（透明、黑、
红、黄蓝）

Projet 360&460&660
集成后处理系统

Projet 160&260
独立主机





«
CJP材料

VISIJET® PXL™优质复合材料

VisiJet材料是ProJet x60系列打印机
专用的优质复合材料。ProJetx60系
列三维打印机利用彩喷打印技术
（CJP）和VisitJet PXL材料以构建坚
固的，高分辨率的，全彩色的概念模
型，组件和原型，适用于重现设计，
增进沟通以及降低研发和生产成本。
打印模型的应用行业包括：运输、能
源、消费品、娱乐、医疗保健、教育
以及其他垂直市场。所生成的零件可
以打磨、钻孔、攻丝、上漆以及电镀，
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可用于成品零件各
种特性的选项。此外，这种模型耐高
温，非常适用于数字化制造和造型应
用。

最坚硬的零部件
最佳分辨率
洁白无瑕
超卓的色彩精度
成本都非常低廉的打印件



«
CJP材料

浸渗剂 ColorBond™ StrengthMax™ Salt Water Cure™

拉伸强度(MPa) 14.2 26.4 2.38

断裂伸长率(%) 0.23 0.21 0.04

弹性模量(MPa) 9450 12560 12855

挠曲强度(MPa) 31.1 44.1 13.1

拉伸模量(MPa) 7,163 10,680 6,355

说明
即时固化浸渗剂,适用于
彩色模型,可改善强度色
泽及色泽稳定性。

二元浸渗剂,适用于功能
模型,可显著改善模型的
强度。

环保,无害型浸渗剂。适
用于单色模型和彩色草
稿模型。可通过浸渍或
喷雾增强表面硬度和模
量。

浸渗后零件特性



«
CJP优点

ProJet®  x60 专业打印机确立了真全彩打印、 速度
以及经济适用性的标准

一贯全彩
色彩与高质量可完美体现设计理念

一步就可以生成栩栩如生和鲜艳的彩色模型
更好地传达产品设计的外观、感觉和风格
三维打印直接在模型上打印文本标签、徽标、 设计注释或图像
一系列选项：从单色打印到专业品质彩色打印
多个打印头可实现最准确及一致的色彩范围

安全、适合办公室、简单易用
适合任何标准办公室与学校环境的日常使用

无噪声、安全且无味
提供持续负压，确保气悬微粒不会逸出机器外
生态友好、非危险性构建材料
零废液排放
没有需要除去的支持结构，不需要切屑工具以 及有毒的化学品
只需最少量的培训与专业知识
直观的控制面板，确保轻松操作

支持Photoshop中90%的色彩



«
CJP优点

ProJet®  x60 专业打印机确立了真全彩打印、 速度以及经济
适用性的标准

最快的打印速度
为不同应用提供最高的速度与大制作量

比所有其他技术快 5 到 10 倍
在数小时而非数天内输出模型
同时构建多个模型
轻松支持整个部门

低使用成本
物美价廉，适合所有行业应用

未使用的芯材可回收用于下一次建造，消除浪费
无需支持
零件成本只占竞争技术的一小部分
基于可靠，经济实惠的彩色喷墨打印科技（CJP）



«
CJP优点

大型零件建造能力
高吞吐量， 可建造大量原型或巨
大模型

全彩高分
辨率模型逼真，细部精确

连接极其方便

可远程连接平板电 脑和智能手
机

最快的打印速度

ProJet
®  x60竞争对手的 打

印机

可更快地测试更多创意设计，而且经济





行业应用分析
适用行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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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模型– 
产品开发的关键一步

渴望 
改变
计算

成本变化
更早地进行概念模型迭代可以降低设计成本

概念发展 详细设计 建立测试 制造/运输             



«

早期设计验证

概念模型或用于沟通的模型是3D打印中
最广为人知的。构思一个新产品的能力，
并将其在3D软件中建模，并在几小时内
将其打印成概念模型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
它可以帮助在产品开发早期阶段快速做出
设计决策，因为人们可以直接看到并且触
摸到设计的产品，这可以帮助他们更全面
了解自己这个产品的基本概念。
在产品开发的早期阶段，3D打印可以更
快地评估许多供设计选择的模型，这些模
型通过肉眼和手感来感觉，就如同实际产
品，而且这比使用传统方法来制作模型更
经济。投资者可以更好的直接看到更加逼
真模型的设计，当他们可以随时看到和触
摸到概念模型，他们就可以更快也有更有
效地做出决策。

3D打印彻底改变概念建模

能以更低成本更快得到概念模型
只需几小时就可将屏幕上的设计想法转变成实体产品
快速做出设计决策，可加快产品投入市场的步伐
评估更多设计改进，得到更优产品

只需点击打印那么容易
省略创建原型的劳动力和成本
随时可对产品进行优化改善
确保产品开发的机密性、内部性

在投入量产前可向客户展示产品创意
基于打印模型的销售和接收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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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刷样式模型

缩短设计周期
提高产品质量

挑战: 寻求方法让那些对时尚流行比较敏感
的产品更快速的进入到市场。
解决方案：使用全彩色高分辨率打印机来制
作原型：
  比其他方法制作原型快3倍
  仅需之前十分之一的成本来制作出原型
  比原先所需要的一年设计周期还少1个月
  通过更多原型使牙刷达到更好的设计
  通过提供3D打印抓人眼球的时间和成本优      
  势来吸引客户
  设计性能更好的产品来促进口腔健康

牙刷样式模型
Trisa AG,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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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美国

• 思科消费级事业部, 丹麦

以先前五分之一的成本，在几个
小时内而不是几周内创建出模型

使产品开发始终保持热度

更精细优质的产品

挑战: 他们的挑战是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电
子消费产品市场，坚持北欧的设计标准，
提供消费者想要的创新设计。现在的问题
是传统的手工原型非常耗时和昂贵。大多
数自动化快速成型技术很昂贵而且必须外
包，这也耗费了时间和增加了不便性。

解决方案: 思科的设计师采购了ColorJet 
3D打印机（Zprinter 450，现在已被
ProJet 460Plus取代），这可以在几小时
内创造出原型，而不是像以前需要耗费数
周，并且只花费其他工业的1/5成本。当
需要加快研发进程时候，他们能够运用到
他们的设计标准。设计师在一个礼拜内平
均可打印10个原型，这帮助他们更快的进
行迭代设计，最终实现得到更精细优质产
品的目标。

“我们可以快速得到原型，可以很快完善他们，
我们能创造新的产品，并从优秀的设计中汲

取灵感……”-- Eskild Hansen, 思科欧洲设计中
心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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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berland
美国

• Courtesy of Timberland美国鞋类设计迭代

挑战: 更快的得到更多鞋子模型以便更好的
评估鞋子的舒适度、性能和新设计的市场化，
这样可以更快且以能承受的成本把营销者的
愿景和消费者想要的品味转化为现实，让制
作的鞋子性能好，观感好，款式好。

解决方案: 最快最经济可使用单色ColorJet打
印。全彩的打印机可以打印出逼真的物体。

原型成本减少30倍以上

原型创建时间极大缩短，从一周减少至90分
钟

设计时间的减少33%、

通过颜色更好的沟通设计意图Bet

设计部门和市场营销人员有更紧密的合作

使用真实的3D原型而不是3D草图可增加销
售量

原型成本和周转时间极大缩短，可以制作
更多原型、有更好的沟通、更佳的设计、
更多的盈利。

“3D Systems的打印机极大的帮助了我们，
缩短了设计周期,降低了成本，帮助我们为

客户制作了更好的产品”
– Toby Ringdahl, 计算机辅助设计经理, 

Timberland公司



交
通
行
业



«

Pratt & Miller
美国
挑战: 汽车、商业、军事和航空航天行业
的领军企业Pratt & Miller需要3D打印解
决方案来支持其高性能的工程和制造领域，
为便于市场推广，增强沟通能力和提高对
于产品的热忱度。
解决方案: 3D Systems全彩色ProJet 
660Pro打印机帮助Pratt & Miller节省了
更多时间，增加了业务盈利能力。3D可
视化打印可以吸引到很多大公司的关注和
大手笔的合同订单。

评估模型可满足时间表和质量标准 
利用营销模型可更有效制定决策

有限元分析应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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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kook Tire韩泰轮胎,
韩国
挑战: 当正在进行中的设计需要保密时，
需要有方法支持快速研发和创新型轮胎设
计的测试
解决方案: 使用ProJet 660Pro 全彩色，
他们可以从中得益：
- 减少了设计部和工程部的沟通错误，改

进了决策过程，将之前冗长的会议时间
缩短了70%

- 公司自己内部制作的模型比先前外部承
包商提供的手工实物模型更便宜，且更
匹配CAD设计

- 一夜即可打印大模型且无需值守，不像
过去需要几周才能得到模型。

- 现在他们很确信他们的新设计只有内部
知晓，是非常安全的。

从CAD设计到全彩轮胎模型只在一夜之间

改进沟通，缩短70%的设计审查时间
经济、快速、精准的模型
增强保密性/数据安全性、使新设计不外泄



«

Vauxhall Motors
英国通用汽车分公司

挑战: 2014年5月，公司开始引入改良的工程架，革新型的变异模型需要被加工，
所以一个新的部件将要被用来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支撑车体，使得装卸更加容易。
这是一个关键的部件，它必须完美适配机械来产生正确的间隙也要避免生产过程
中的对车体的伤害。



«

Vauxhall Motors
英国通用汽车分公司
汉姆·库柏是车间输送系统的高级规划工
程师，他知道这些部件是多么的关键，并
且为了生产的顺利，这些部件必须非常精
准。由于最后的部件是铸钢材质的，成本
高昂，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制作。他知道
如果出现一个小错误也会导致新设备的引
入延误6个月甚至更多。

这个团队联系了蒂姆·沃里克，他是
InfusionTech公司的总经理，这个公司专
门进行部件的后期处理以使部件更加坚固，
耐热和拥有其他在原件上没有的功能。蒂
姆建议利用ProJet 660全彩色打印机和他
们的注液机来制作出可以在测试时，精确
且坚固的支撑起整个车体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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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Norman
美国LAIKA
挑战:定格动画是一种传统的电影摄
制方法，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
其原理是将物体（比如）木偶以每帧
不同的图像连续播放，从而产生动态
效果

解决方案:电影《通灵男孩诺曼》耗
费了3.77公吨打印原料。设计师们工
作了整整572天才完工，从人物脸部
的下眼睑到下巴等具体部位都要一个
一个打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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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古文明遗迹
3D Systems全彩打印机助力重建阿富汗巴米扬大佛

一个包含修补者、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团队欲
重建巴米扬大佛，希望为阿富汗人民还原她
的象征符号，3D Systems公司也参与其中。
负责重塑的团队使用3D Systems的
Geomagic Studio ®扫描软件和ProJet® 系
列的全彩色3D打印机来为这个重大任务做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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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Clouds
美国犹他州
挑战:模型制造商需要花费几个礼拜，
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制作、雕刻和上
色来得到一个逼真的模型

 “今天我们使用ProJet® 660，仅
花费几个小时创造出了一个逼真
的全彩色的模型。”克里·帕克说到。

逼真的建筑模型

解决方案:使用ProJet® 660，这个14
英寸宽的模型使用ProJet 660仅花费
了5小时多的时间就制作完成了。

制作一个逼真的建筑模型
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3D
效果图可以帮助客户理解
设计的美观和功能，但没
有什么比得上一个实体模
型可以让客户了解的更快
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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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内窥镜的研发

胶囊内窥镜被设定用于传统的肠胃内窥程序，属于成本效益好的代替选择。
病人吞下它以后，胶囊会沿着消化道下行大约8小时，沿着下行轨迹拍摄
图片，并将图片实时传送给记录仪。医生可以通过胶囊内窥镜提供的数据
来做诊断。
其他同等性质的胶囊被在俄罗斯诊所使用，他们在国外备制造，比国内制
造高出3-4倍的价格。考虑到高昂的价格，对很多病患来说是存在经济压
力或者完全无法承受的，对于MEPh学院研发的胶囊内窥镜来说，价格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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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PhI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

挑战:计划是用国产材料在国内制成胶囊
内窥镜，从而降低成本，但他们首先需要
做的是优化胶囊内窥镜和接收器的优化。
他们另外还有很多项目在进行，NRNU 
MEPhI学院的胶囊内窥镜设计者不知道他
们需要用到多少样本原型才能让设计达到
最完美-即使小小的变化也会造成胶囊尺
寸和结构的剧烈变化-一一旦不再使用外
部承包商，制作速度也是个问题。

学校在研发中期阶段得到了ProJet 460Plus打印机。在收到
打印机两天内，工程师就打印了各种胶囊用的阅读器和整
个系统。

胶囊内窥镜的研发

ProJet 460Plus展现出它
的能力的最早一个项目
就是MEPhI的胶囊内窥
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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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PhI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
解决方案:在Projet 460Plus的帮助下，他
们制作了四个设备的复制品，包括内窥镜
的胶囊用具。另外，基于最后的设计，工
程师得以制作出了经过手动磨削和抛光的
塑料主模型。他们开始从使用ProJet 
460Plus到胶囊内窥镜投入了生产，仅仅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NRNU MEPhI学院的
科学家们估算他们至少将产品窗口减少了
一个量级并提前完成了整个产品进度。
。

一直依赖于外界
的公司来帮他们
制作样本原型，
主要的障碍是因
为任何传统的部
件生产需要耗时
很久。

胶囊内窥镜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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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疫苗研究
沟通模型
挑战: Dr.Ray和一起进行研究的同事面临
着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找到可以对抗
RSV病毒的疫苗,没人知道RSV的运作原理
是什么。但现在他们知道RSV生命周期的
关键部分涉及到一个分子机器(F基因)。 
如果将一个扳手安在这个分子机器的齿轮
上，那么就可以阻止感染，但这个比喻中
的齿轮位置无法被定位，所以过去试图研
发的方法都失败了。
解决方案: 团队使用电脑绘图和物理计算
工具来建立RSV的模型。他们打印了F基
因的3D模型，所以他们可以将它拿在手
上，更直观的看到这难以捉摸的三维形态
分子机器。这使得团队更清晰的了解了
RSV病毒是如何运作和如何可以阻止RSV
病毒，并揭露RSV病毒为何如此具有破坏
性的秘密。

F基因的全彩3D模型帮助研究呼吸道合胞体病毒
是如何运作的 (R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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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monides Bone & Joint Center
美国
挑战: 病人的骨盆位置长有两个葡萄柚大
小的钙化肿瘤。涉及到的手术复杂且耗时
长，屏幕上的CT扫描展示也无法很好的
阐述这个情况。

解决方案:
- Bespoke Modeling在线快速解决方案，

立即上传CT扫描数据，即可快速精确
地创建3D模型，可供本地打印输出或
云端打印。

- - 全彩打印3D模型

用于医患沟通的模型

DICOM数据 3D 彩色骨骼模
型

全彩3D打印模
型

“我发现3D模型在病患教育、手术计划和医师培训上I有不可估
量的价值”  

— Dr. Howard Goo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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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纳什大学
澳大利亚

挑战:几个世纪以来，医学院所需要的尸
体标本是用来方便传授学生人体解剖结构
方面的知识，这种做法也延续至今。然而，
由于对处理尸体解剖的地点有着非常严格
的规定，许多医学院要么缺乏人体标本，
要么觉得处理和储存人体标本的费用过于
昂贵。
解决方案:
莫纳什大学使用的3D Systems打印机使
用耐用性较高的材料，以高速来打印低成
本的全彩模型，这使只能使用塑料模型或
塑化人体标本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善。

制作人体解剖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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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伊比利亚的Dagliotta医科大学
的学生正在使用莫纳什大学捐赠的3D
打印模型 «



麦克梅纳明说：“过去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来制作更多的解剖结构并将其塑化，但我意识
到这需要花费数十年和超过50万美元来建立一个生物塑化技术实验室，每个标本都必须被
解剖并制备，然后我才能得到其中之一的标本。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不把标本进行扫描（CT
或者激光），生成彩色STL或VRML文件，从而可以将他们打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有
很多复制版的人体标本了。现在看起来很明显可以使用3D打印这种方法解决，但在过去确
实是无法想象的。”



竞争性分析
工艺对比、竞争对手对比



谁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



Stratasys 概念验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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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惠
快速
彩色打印
使用方便
高分辨率
稳定的FDM工艺

Mojo

uPrint SE/Plus

京 东 价：
￥190800.00￥250800

««



Stratasys 设计服务解决方案

耐久的热塑性塑料零件
稳定的尺寸
极佳的表面质量
低成本采购
广泛的材料属性
混合材质原型
使用简单
快速
高分辨率

Dimension 1200es

Objet260 Connex

Objet500 Connex

Objet 30 Pro

««



Dimension/uPrint Overview

如果你正在考虑Mojo/uPrint/Dimension, 请考虑以下事实:

使用开销昂贵
繁琐的后处理不能省去
这些设备非常缓慢
分辨率不如CJP
不是全彩色
同我们的Cube/CubePro非常接近

««



uPrint 打印花费举例

Cost of Build Material $19.32

Cost of Support Material $14.49

Cost of overhead waste $3.38

Cost of build base $5.00

Cost of support cleaning $4.20

Total Cost $46.39

• How much is wasted?
– Build material = 40% of cost
– Waste = 60%...!!

Resulting cost $11.60 per in3 

$0.71 per cm3

Support Material

Part

Part volume = 4 in3 (65 cm3)
Cost of uPrint build Material: $145/reel (30 in3)

Cost of Support Material: same
10% overhead waste

««



ProJet® 160 Operating Cost Example

ProJet® 160
Cost of core material $4.48

Cost of Binder $7.04

Cost of Infiltrant $1.28

Total Cost $12.80

Resulting cost $3.20 per in3 

$0.20 per cm3

100% recyclable core

No supports

««



Dimension – Operating Costs vs ProJet® 160

Under average conditions, printing costs for uPrint = $7.47 per in3 ($0.46 per cm3)

随时间推进模型成本
15 in3 (245 cm3) a week =

$5,800 / year
for uPrint

$2,500 / year
for ProJet 160

ProJet 
160

ProJet 160 $18,080

««



Dimension vs CJP Speed 
Examples

67

4“ 方型风扇罩 后视镜总成 电子连接件(5.5"x4"x3") 8.5“ 传动装置外壳

(4 in3 | 65 cm3) (5.5 in3 | 90 cm3) (15 in3 | 250 cm3) (38 in3 | 620 cm3)

Build Time Build Time Build Time Build Time
PJ x60 - 1.5 hours PJx60 - 2.25 hours PJx60 - 4 hours PJx60 - 9.5 hours
PJ4500 – 5 hours PJ4500 – 6 hours PJ4500 – 6.5 hours PJ4500 – 23.5 hours
Dimension - 9.5 hours Dimension – 10.5 hours Dimension – 20 hours Dimension - 2.75 days

««



Dimension – Resolutionvs. CJP
分辨率
Sample Resolution Part – Text Block

1.
6”

 (4
 c

m
)

Printed on a Dimension 1200es

Printed on a ProJet 660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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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时间增量

Dimension PJ x60 PJ4500

Part 1
7 in3 12 hrs 4.9 hrs 14.5 hrs

Part 2
5 in3 9.7 hrs +0.1 hrs +0 hrs

Part 3
4 in3 6.3 hrs +0.4 hrs + 2 hrs

Part 4
2 in3 7 hrs +0.3 hr +0 hrs

Total 35 hrs 5.7 hrs 16.5 hrs

Post-
process +12 hrs +30 min +15 min

1
2

3
4

Adding parts to a build?
‘ PJ x60 = +15% added time
PJ4500 = +14% added time
Dimension = +190% added time

««



Objet Printer 特征描述

Objet Value Claims:
• 经济实惠
• 高分辨率
• 多种材料选择
• 28 mm 层厚

««



Objet - Overview

If you are considering purchasing an Objet 3D Printer, make sure the 
following attributes are fully understood:

•隐形成本可能
•使用昂贵
• 慢
•非办公室机型
•需要后处理
•维护保养

««



Objet – Total Machine Costs
vs. CJP

• Printer

• Water Jet Accessory

• Plumbing Hook-up

• Stand

• Full Year Warranty

Think About Total

Purchase Cost

Objet24

$19,900                           $16,580

$3,200                         CRU: $1,500

$2,000*                          Not needed

$1,280                              Included

$3,000                               Included

$29,380**             $18,080

* Plumbing hook-ups vary depending on geography, building type, and distance to water supply and waste lines
**Not including Magics software ($5,000)   Objet 24 User Manual –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check model files for defects in an 
STL-repair application (such as Magics, by Materialise) before opening them in Objet Studio”

ProJet® 160



Objet - Operating Cost
Example Example injection molded part

4.7 cm3 part volume  |  10 x 48 x 82mm bounding box  |  1-3 mm wall thicknesses

««



Objet - Operating Cost
Example

Objet24
Cost of Build Material $4.20

Cost of Support Material $3.15

Total Cost $7.35

• How much resin is wasted?
• 4.7 cm3 part should use 6 g
• Actual use = 35 g
• Waste = 29 g = 83%...!!

Resulting cost $25.84 per in3 

$1.56 per cm3

Cost of Build Material: $300/kg
Cost of Support Material: $150/kg

Part density: 1.18 g/cm3

80% goes in the trash

««



ProJet x60 - Operating Cost
Example

ProJet 160
Cost of Powder Material $0.33

Cost of Binder $0.56

Cost of Infiltrant $0.22

Total Cost $1.11

Resulting cost $3.96 per in3 

$0.24 per cm3

100% recyclable powder

No supports

For the same 4.7 cm3 part 

««



Objet - Operating Costsvs. ProJet 160

Under average conditions, printing costs for Objet = $17.32 per in3 ($1.06 per cm3)

Model the operating cost 
over time

15 in3 (245 cm3) a week =

$13,500 / year
for Objet

$2,500 / year
for ProJet x60

$18,080 $25,565ProJet 160

ProJet 160



4" Square 
Fan Housing Rearview Mirror Assembly Electrical Connector 

(5.5"x4"x3")
8.5" Transmission

Housing

(4 in3 | 65 cm3) (5.5 in3 | 90 cm3) (15 in3 | 250 cm3) (38 in3 | 620 cm3)

Build Time Build Time Build Time Build Time
PJx60 - 1.5 hours PJ x60 - 2.25 hours PJx60 - 4 hours PJx60 - 9.5 hours
PJ4500 – 5 hours PJ4500 – 6 hours PJ4500 – 6.5 hours PJ4500 – 23.5 hours
Objet – 6.25 hours Objet – 13.75 hours Objet – 23 hours Objet > 40 hours

4-8X LONGER to print vs. ZPrinter

Objet vs ProJet x60® - Speed Examples



Other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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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LOM - Mcor Technologies
Ireland-based company
• LOM type process

• Uses standard office paper
• Plus proprietary glue and knives

• 1 machine: Matrix 300
• €25,000 ($36,400)

• Iris machine has full color capabilities
• Claims €0.01 per cc ($0.32 per cu.in.)
• Launched in 2008 

• European distribution 
• Opened US office in 2011

 



Mcor – The LOM Process

“Decubing” process (removing extra paper)



Mcor vs. CJP
• Value Claims:

– Cheap to operate
– Easy to use
– Fast
– Color

• Weaknesses:
– Antiquated technology
– Resolution, accuracy, surface finish
– Difficult post-processing
– Wasteful



Envisiontec vs 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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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s a DLP UV projector to flash 
a layer at a time (similar to 
PJ1000/1500)

– Liquid resin bath
– Supports required
– Thin layers
– Good surface finish on top and 

sides, bottom finish poor due 
to support scars

• Monochrome only
• Need to rinse extra material off



联系人：刘老师 13701151425
             孙老师13641224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