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写3d打印行业新篇章

3dsystems公司- Make 3D Production Real



所有的3D打印故事都始于3d systems创始人chuck hull的这个小小的茶杯模型！





Source: CNN

CHUCK HULL
 3D SYSTEMS创始人
 3D 打印SLA技术发明人

在1983年以光固化技术开创了3D打印先河，一直致力
于改变和塑造全新的3D设计、创建和制作方式。

• 进入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发明家名人堂(2014)
• 欧洲发明家奖提名(2014)
• 被授予《经济学家》创新奖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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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个专利

世界级客户

全球范围

~2,200成员

7种打印工艺

100+种不同性能
材料

完善的的技术平
台

引领创新

创新和技术的领先者

• 3DS发明了3D打印技术，制造了SLA

打印机，并在1988年第一个将其商业

化。

• 3DS发明了SLS打印技术，并在1992

年第一个将其商业化。

• 3DS发明了彩色打印（CJP）级别打

印机并在1994年第一个将基于粉末的

3D打印系统商业化。

• 3DS发明了多喷头打印（MJP）技术

并在1996年第一个将其商业化。

3D SYSTEMS简介



从设计到制造的全产业链覆盖
• 消费级
• 专业级
• 生产级

• 逆向建模
• 三维扫描
• 雕刻造型
• 检测测量

• 消费者
• 图形处理
• 医疗

• 按需定制零部
件

• 按需制造
• 小批量生产

3D 

打印机

3D

软件

3D 

内容

3D 

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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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材料  
高分辨率, 卡扣连接 耐用, 耐高温

共性结构生物相容 铸造

~120+ 材料 蜡 尼龙 塑料 橡胶 金属 复合材料

高强度, 轻质



THE WAY YOU DESIGN
您的设计方式

WHAT YOU CREATE
您创造的产品

HOW YOU MANUFACTURE
您的生产方式

都在悄然改变……还将加快改变步伐

三十年不断变革创新



Rapid Prototyping
Indirect 
Manufacturing

Custom
Manufacturing

Complex
Manufacturing

3D Production

展望－3D Production是终级目标



3D打印四大应用类型目录
Concept Models 概念模型
Rapid Design Iteration 
快速设计迭代
Communication & Sales/Marketing Models 
设计交流/销售/市场展示模型
Architecture/Engineering/Construction Models
建筑/工程/施工结构模型

Functional Prototypes功能原型
Assembly testing/form & fit装配测试
Mechanical functional testing机械性能测试
Durability/harsh environment testing耐久性/恶劣环境测试
Aerodynamic testing空气动力学测试
Fluid flow analysis流体力学测试

End-Use Parts 最终零部件
Direct metal直接金属成型
Indirect metal (casting) 间接金属成型（消失
模铸造）
Direct plastics 直接塑料件成型
Mass customized lifestyle products
大批量个性化定制

Rapid Tooling 快速模具
RTV Molding RTV硫化成型
Hydroforming 液压成型
Thermoforming, Vacuum Forming and Fiber 
Layup
热塑成型、真空成型、纤维铺层成型
Injection Molding注塑成型
Molded Pulp 纸浆模塑
Jigs and fixtures 工装夹具
Foundry 铸造



彩色3D打印机

  Color Jet Pinter
 

«



CJP成型原理
激光烧结技术成型原理解析

3DS CJP产品线
详细了解3DSYSTEMS所有CJP

相关设备型号、材料等

行业应用分析
CJP技术特点及相关应用行业

竞争性分析
3D设备同其他品牌的对比分析

CONTENTS

ZPRINTER
软件讲解及演示操作

提问与讨论
现场提问解答与探讨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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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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Jet260 ProJet360 ProJet460 ProJet660 ProJet8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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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应用分析
适用行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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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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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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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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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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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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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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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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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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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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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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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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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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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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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JP



MJP
技术概况

3DS发明了多喷头打印（MJP）技术并在1996年第一个将其商业化

MultiJet Printing多喷头喷射三维打印技术
是一种新的快速成型过程,能快速打印出平滑、高分辨率的硬塑料零件和
复杂的几何图形。

通过紫外线灯泡对光敏聚合物材料照射固化。



MJP
原理



MJP
优势-细节特征

• 细小微妙尖锐的边缘

• 表面平滑、侧壁质量佳

• 技能制作小型复杂件又能制作
大型复杂件

• 完美呈现CAD图纸结构



MJP
优势-适合于办公环境

• 可安全的在办公环境下操作

• 使用标准电力

• 无需管道或特殊的通风需求

• 打印机周围留有空间，便于维护



MJP
优势-材料多样性



MJP
优势-速度快、高生产力

• 宽幅打印头设计提升打印速度

• 通过将多个零件组合，可单次
打印出多个零件，提升生产效
率

• 快捷简单的任务提交。



MJP
适合设计的每个阶段

完美细节、适用办公环境、材料多性能好、成本低、速度快、高生产力



MJP
产品分类



MJP
塑料

• Projet2500\Projet2500Plus



MJP
Projet2500、Projet2500Plus



MJP
Projet3600、Projet3600MAX

• 较上一代速度快两倍

• 前面板USB连接

• 通过触摸屏直接诊断机器



MJP
Projet3600、Projet3600MAX材料



MJP
蜡

• Projet3600W

• Projet3600W MAX

Projet3510CPX
Projet3510CPX Plus

Projet3500CPX MAX



MJP
Projet3600W、Projet3600W MAX



MJP

• Projet3600Dental
     Projet3510DP Pro

齿科



MJP
齿科



MJP
多材料打印机  Projet 5500X



MJP
Projet 5500X 复合材料选择

• Projet5500X可快速将材料混合，获得
想要的材料属性



MJP
Projet 5500X 材料

• VisiJet CE-BK
      肖氏硬度30-90 最大拉伸至200%



SLA



SLA
技术概况

• SLA是第一个被商业化的3D打印工艺

• 光固化为我们SLA产品的专利技术



SLA
原理



SLA
原理

• 激光束

• 固化层

      激光固化成型

• 可移动的成型平台

• 光敏树脂



SLA
流程



SLA
流程



SLA
流程



SLA
流程



SLA
技术优势

• 表面质量佳



SLA
技术优势

• 无与伦比的精度和细节



SLA
技术优势

• 打印材料多种多样



SLA
技术优势

• 高产出、低制造成本



SLA
技术优势

• 打印大尺寸部件



SLA
技术优势

• 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SLA
适用于全部的设计周期内



SLA
应用案例

• SLA 工艺过去被使用在制作模型上

• 调整器通过模型被加热成型

• 2012年制作了超过17亿的模型 (平均每天6万个)*



SLA
应用案例

28个汽车门电子罩
在一台ProX 800上打印
共花费32小时20分钟

每个电子罩1小时10分钟

每个电子罩成本16.20 USD



SLA
应用案例



SLA
应用案例



SLA
应用案例



SLA
应用案例



选择性激光烧结
SLS成型工艺原理、过程



SLS的历史

«

卡尔·戴卡德 乔·毕曼

1987年的剪报 报道了诺瓦自动化“革命性”的
3D打印技术报道人物为戴卡德（左）和毕曼
（右）

1987年SLS技术公司诺瓦自动化成立

1989年更名为DTM公司

1990年，DTM推出了第一台商业化
的SLS 3D打印机——125s

2001年，3D Systems收购DTM公司

SLS 是一种增材制造技术，采用高功率激光将若干塑
料微粒熔合成一个三维部件。 生成的3D 部件模型
（例如从 CAD 文件或扫描数据）横截面通过激光扫
描投射到材料表面上，实现选择性熔融粉末状材料。
每层横截面扫描熔融完成后，打印盘会将粉末层降
低一个层厚，然后将新的材料层铺到其表面上。这
样不断重复此过程，直到整个部件制作完成。



SLS技术特点

打印完的样件不能立刻取出，要等
其在成型仓内缓慢冷却完才可取出,
防止冷热收缩导致变形、翘曲等情
况出现。

材料的多样性   
蜡、聚碳酸酯、尼龙、纤细尼龙、合成尼龙、
金属、陶瓷等。

直接用于铸造件
基于苯乙烯的熔消铸模材料,符合大多数
标准铸造过程。

无需后处理   
打印完成后，零件可以直接用于验证以及使用

零件构建时间短   
可以达到将近2L\HR的打印速率。

无需支撑
不需要设计支撑，打完即取

材料回收
未使用的材料可回收利用

«



SLS适用
设计周期阶段

概念开发 细节设计 构建/测试 制造

成型尺寸大
材料多样性
生产及材料

制造速度&产出量
制件成本低

高精度
完全自由设计



VS
15个零件
3套定制工
具
10次装配检
查
5 SKU’s

1个零件
0套定制工
具
0次装配检
查
1 SKU’s

传统制造

SLS增材制造



SLS设备工作过程

«





3DS SLS产品线
每种型号具体参数、主要特征等



«
ProX 500 sPro 60 sPro 140 sPro 230



行业应用分析
适用行业介绍





«传感器数据取得一致

Production Seat

SLS Seat

• 通过打印原型验证不同想法来优化座椅设计
早期设计验
证
3DSYSTEMS的SLS设备可
以帮助儿童座椅生产商完
成新设计的验证，并且无
需注塑模具。尼龙粉末材
料打出来的模型，其强度
也非常接近其模制塑料产
品。
事实上，在碰撞测试中，
打印座椅与实际产品的传
感器所得到的数据是非常
接近的。



«

早期设计验证

作为辅
助最终
测试的
工具，
节约成
本显著

＄
节省时
间，产
品更新
通常要
好几个
月时间



«

Cheetah Tool
猎豹工具

• 猎豹工具使用DuraForm® Plastic为铆钉系统打印生产零件

节约成本

加快上市时间

为了获得轻量级材料,更快的得到
最终结果,零件的整合以及实现更
自由的设计,猎豹工具开始联手一
家快速原型零件服务供应商
Harvest Technologies (贝尔顿,德
克萨斯州)。提供3D SYSTEMS烧结
技术的Harvest Technologies帮助
我们设计与制作中非常复杂的零件
只用了几天的时间。使用了SLS® 
技术以及DuraForm® Plastic节省
了时间和开支。
通过快速灵活的烧结技术，猎豹工
具开始四个设计改进并使铆钉系统
更加容易组装，更加可靠并表现出
理想的水准。公司依靠具有长期RP
经验的Harvest公司克服技术挑战，
从轻型塑料制造出复杂的几何图形。

百分之二十五的生产手工具都是
使用DuraForm®塑料来制造,证
明了塑料的优异的力学性能,耐高
温电阻和光滑的表面完成度。零
件不仅准确, 他们也可用于加工
的、适于喷涂和具有良好的耐化
学性。



«

Metabo 
电动工具
Metabo麦太保成立于1924
年，总部位于德国约廷根，
是德国著名的专业电动工
具制造商之一。旗下电动
工具市场份额为德国第二，
欧洲第三；木工机械的市
场占有率更雄居欧洲第一。
目前麦太保集团拥有2个品
牌，22个子公司及全球5个
制造基地。

• 早期热运转测试帮助节省4周时间

外壳组件

为温升运行试验做准备

通过耐热材料额外节省了4周的
开发时间



«

3D Systems 
• 3D打印脊柱侧弯支具

脊柱侧凸矫正器一直以来
都困扰着脊柱外凸的患者。
沉重的设计，不舒服的佩
戴感受，但是为数众多的
患者又不得不忍受矫正器
带来的不便感受，应用脊
柱侧凸矫正器可以矫正脊
柱侧凸患者的脊椎畸形问
题从而使患者恢复健康，
3D Systems公司通过3D打
印技术可以以实现脊柱侧
凸矫正器的“定制”，让矫正
器佩戴更合身也更舒适。

3D Systems公司设计师Scott Summit表示利用3D打印
技术实现脊柱侧凸矫正器的定制设计不仅仅是为病人
提供时尚，设计，科技的结合，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
于将3D打印技术变为一种更有效的医疗手段。



«

南小峰
脊柱侧弯矫正工作室

• 3D打印脊柱侧弯支具

传统治具笨重，不透气且
耗时较长



«

南小峰 
脊柱矫正工作室

• 脊柱侧弯治具

经过几个月的携带，EX材料制
作的治具并未发生任何形变，
保证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

北京三院
后交叉韧带辅助治疗护具



«

xuberance
极致盛放

全球首个3D打印
设计品牌 （中
国·上海）



美国
Elan Motorsports
Elan Motorsports Technologies (EMT),属
于帕诺兹集团。公司以为玛莎拉蒂
Maserati、莲花Lotus及Lister跑车设计赛
车底盘而著称。

• 恶劣环境测试

直接制作燃油歧管，

保证严格的时间控制

在甲醇燃料罐中，零

件承受恶劣的环境

"We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 anything
else but DuraForm® EX Plastic. We have
so many successful companies benefiting

from this technology” 
- Jason Dickman,
president of APP 

描述：EMT需要获得在开发用于赛车油箱由两
部分组成的燃油总管上的帮助。零件不仅复杂，
严苛的时间标准，还要适应严格的环境使得
EMT公司以及American PrecisionPrototyping
（APP）这样一个行业领先的提供快速、高质
量的快速成型和制造解决方案的服务机构面临
挑战
解决方案：燃油歧管采用了3D SYSTEMS的
DuraForm® EX材料，通过SLS工艺将其打印出
来。

结果：新设计的燃油歧管在性能测试中不受燃
料及受力影响，并且是由SLS设备直接生产制
造出来的，最终使用在一些比赛中，包括
Indianapolis 500



«

美国
New balance

• 轻量、耐用、舒适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设计工作室 Nervous 
System基于一些运动员的脚底压力数据
开发鞋底原型。

描述：New balance希望改善他们的设计并从跑步者的创
建他们的3D打印鞋底夹层来获得更好的性能。



«

• 轻量、耐用、舒适

新百伦总裁Robert DeMartini表示：
3D打印让我们可以在对性能定制的追求上达到全新的水平，我司创新团队展示了
最新的性能跑鞋，这些进步是我们成为世界顶级运动品牌的一个重要步骤。

解决方案：Nervous System进行了一系列运动实验，
使用脚下的传感器记录脚着地时所产生的力。他们也找
了很多材料，包括天然海绵等利用这些信息，奠定了可
以快速生产的3D打印泡沫状结构鞋底的基础。利用SLS
技术以及DuraForm Flex TPU材料，团队可以打印不同
变量的鞋底用于给运动员测试。
结果：该款鞋已于2016年4月上市，其定制款也将于
2017年陆续推出





       WWW.3DSYSTEMS.COM|NYSE:DDD

DMP选择性激光熔融
数小时内打印功能完整的金属零件



DMP金属打印机能用来做什么？
• 多功能高性能部件

功能性样品
• 装配测试/外形&尺寸
• 机械功能测试
• 耐用度/极端环境测试
• 空气动力学测试

概念模型
• 快速设计迭代
• 沟通&销售/营销模型

生产零件
• 高价值部件
• 小批量生产
• 高性能部件
• 给患者定制的植入体
• 大批量定制的生活用品

快速模具
• 注塑模具制作
• 冲压模具
• 夹具检具



工作原理-金属打印



PROX 100,200,300金属打印机
高致密度, 具有高精度和精细细节且大范围材料可选

性的金属打印



误差范围&重复精度

重复精度 ~
3轴方向都在

20微米



• 应用: 轮胎模具

• 零件: 槽纹拼接模具

• 材料: 不锈钢

• 优势: 优化的成产率，优异的表面质量和细节体现  



汽车

轮胎模, 叶轮,油泵滑轮



直接制造



2016 －重新定位和聚焦的一年

 “Making 3D Production Real”揭开3d systems创新

和技术的新篇章



重塑－客户为中心的生态系统ecosystems
                            1. 以客户需求驱动研发需求，客户是公司运营的心脏；

2. 围绕客户需求开发硬件，软件，材料一体化方案；
3. 提供应用研究，技术服务、零件打印服务等增值服务；



聚焦－有所为，有所不为
1. 专注五大垂直行业，研发软硬件材料一体化解决方案
2. 资源有效投入于专业级、生产级装备/材料/软件的不断创新优化
3. 舍弃消费级桌面机市场



不断创新－企业唯一的生存之道



重型直接金属打印

创新成果一－2016年新品PROX DMP 320

坚固，工艺纯熟的直接金
属3D打印机 应对最严苛
的生产要求.



金属机打印效率新标准

• 十多年不断优化成果，已通过数万次打
印测试证明，简单、可靠，全天候运行
。

• 打印体积275X275X420 mm,业内用于
直接生产批量打印最大尺寸的金属打印
机

• 可快速切换移动的打印模块，粉末污染
降至最低

• 建模室把打印时的氧浓度降低至百万分
之二十五.



Sept – Dec 2016 Printer Marketing Programs

高精度，高质量，高速度和更加简单的后处理

创新成果二－2016年新品projet MJP2500



ProJet MJP 2500独特优势

1. 业内精度最高，复杂圆孔直角不失真；
2. 干净利落支撑去除工艺，保留最好和最复杂的

细节
3. 无毒支撑符合环保可随水流排放，不需要特别

处理
4. 打印效率快速，3倍速度快于市场同类产品；
5. 高性能工程塑料和弹性材料



最简便, 功能强大的塑料打印机客户端打印软件

• 可对数据进行坏边修复、开放边界修复、

法向修复、重叠面修复、干扰体修复，

比目前同类软件修复速度快一倍左右

• 打印耗时和材料预估         

• 自动摆放打印位

• 打印队列管理 

创新成果三－2016年新品3DSPRINT™



3DXpert – 一款可以覆盖整个工作流程的软件

为金属增材制造而生的一整套集成化软件解决方案

创新成果四－2016年新品3DXpert金属打印
专用软件



3DXpert – 重要独特功
能

• 零件输入格式多样性－3DXpert同时支持网格化和边

界化（实体&曲面）数据，确保数据完整性；

• 摆放和数据修改－支撑结构&下表面区域的实时

分析

• 结构优化－极易创建微细化的晶格结构，广泛的晶格

可选种类范围；

• 支撑设计 －分析并找出悬伸区域，可自动设计支撑并

保存和调用支撑模板

• 打印策略优化－不同区域实现不同打印策略的设置

• 计算扫描路径－开发自有打印策略，计算前可预

览验证过程

• 文档化、可制图、PMI、PLM可连接性



3DXpert – 重要独特功
能
5. 打印策略优化－不同区域实现不同打印策略

的设置

6. 计算扫描路径－开发自有打印策略，计算

前可预览验证过程

7. 设置构件平台和打印－在托盘上摆放

安置零件，分析验证并发送打印；

8. 打印后操作－实时基板校准等，文档

化、可制图、PMI、PLM可连接性。



• 打印检查
• 文件修复
• 构建时间和材料估计
• 自动零件定位
• 打印队列管理

 最新通用软件 － d2m软件介绍

创新成果五－2016年新品d2m软件



创新成果六－2017年新品Projet2500W
一款具有革新与分水岭意义的蜡型打印机

珠宝紫蜡打印机，无模具生产



创新成果七-2017新一代 全自动化3D打印技术

Discrete production modules   |   Integrates with secondary processes   |   Breakthrough materials

离散制造模块                 嵌入式二次加工            突破性的材料

• Figure4系统



全自动化3D打印
• Figure4系统



• 专注于客户的生产需求 - 生产力、耐
久性、可重复性和运营成本

• 可扩展的模块化技术平台

• 根据客户使用案例和应用程序定制和
配置产品解决方案

Figure 4 —— 颠覆性的数字生产平台



工业生产平台; 每年1百万件

材料容器

55 Gallon

材料传送泵

Industrial Pump

打印引擎 成像系统 打印托盘

标准托盘

打印平台

标准

自动化

线性机械臂

材料

UI
模块

打印引擎
模块

打印引擎
模块

打印引擎
模块

打印引擎
模块



3D SYSTEMS 中国成立
  －以客户为中心理念的践行
 



创新中心

Make Production Real – 应用创新和本土化服务

• 逆向与建模软
件

• CAD/CAM软
件

• 三维扫描与触
觉系统

• 软件销售与维
护

软件事
业部

• 打印机装备
• 耗材与配件
• 行业应用研

发
• 培训

硬件事
业部

QuickPa
rts事业部

3D打印加工服务

CNC快速模型

直接数字化制造

无锡 | 上海  

北京 | 广东



Ø 国内办事机构：7个
Ø 销售团队：30+人
Ø 售前支持：10+人
Ø 无锡/上海/北京/广东
    3D打印生产与展示基地4
个
Ø 售后支持：10+人
Ø 市场支持：12人
Ø 总员工>170人

•无锡

•上海

•北京

•广东

•重庆

3D Systems 中国

硬件

打印机

耗材与配件

行业应用研发

软件
逆向与建模
CAD/CAM

三维扫描
触觉建模

培训

Quickparts

3D打印加工

CNC模型

硅胶模

数字化制造



上海/无锡/北京/广州办公室

3D打印展示

3D打印生产

软件解决方案

Quickparts



We are on this road together with you!

谢谢！

联系人：刘老师 13701151425
             孙老师13641224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