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戏团，注定是给孩子们最佳的礼物，可以尽情探索在奇幻的世界里。

就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一场令全世界观众尖叫的表演正在上演，一个令所有人大呼过瘾的绮幻世界
正在开放。这里就是投资15亿建设的杭州新天地太阳剧场，这里正是加拿大“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在亚洲唯一的驻场场地。这里正在上演《X绮幻之境》（X the Land of Fantasy），一场以“
绮幻之旅 触碰梦境”为主题的一部沉浸式体验绮幻秀。

太阳马戏团毕竟太有名了，它被誉为加拿大国宝，曾荣获“格莱美奖”、“艾美奖”、“斑比奖”等众多
殊荣，演出的节目甚至被列入“一生必看的一次”项目。

就连见多识广的高晓松，在他的《晓松奇谈》里多次盛赞太阳马戏。早几年，有人为了圆梦，甚至打
飞的去拉斯维加斯等地观看。但今天，全世界的人们可能要打飞的来杭州观看了。

《X绮幻之境》是太阳马戏所有剧目中，创作投入和制作最大的演出，作为太阳马戏的又一里程碑
巨制，《X 绮幻之境》历经五年打磨，在创意设计、人物设计、服装设计、舞台设计中，都做到了尽善
尽美，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场前所未见的奇幻之旅，那一起看看到底有啥不为人知的新科技！ 

Ca
se

 S
tu

dy

3D 打印
助力舞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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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Winning 
Designs
Korean Architectural Design  
Company Uses 3D Printing to  
Make Highly-Realistic Models

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 — and 
neither are grand structures like Qatar’s 
AI Thumama Stadium, the venue for the 
2022 World Cup. Before construction 
workers dig trenches, architects have to 
build the architectural models. Models 
ar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because 
they allow designers to preview how 
the architecture will look in the �nal 
stage and provide accurate geometrical 
information about features that are not 
available from 2D drawings.

 
The 3D printer practically 
handles the workload of 
one full-time employee.”
 
Kim Sung-Woo

Head of Model Production, Heerim 
Architects & Planners Co.

Kim Sung-Woo, head of the Model Production Team, discusses the 3D printed model of Long Thanh International Airport.



《X绮幻之境》在舞台设计和搭建上下足了功夫，巨大100米宽可任意配合切换的舞台、3D视觉道具、
视频映射、陷阱门的组合，呈现出若隐若现的舞台效果。

5年筹备，30天打印
广州形优科技携Stratasys塑造奇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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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多维度沉浸式体验一直是是太阳马戏剧目一贯的风格，而这次舞台的核心道具就是这片420平
米的“森林”，震撼人心的表演效果和绝伦画卷就在这片森林上徐徐展开。

在舞台布景的制造和搭建中，该项目布景团队碰到
的挑战是，以往舞美道具基本都是静态展示，不与
演员产生任何接触，这类应用无论是节省成本的
SLA还是其它技术，对材料没有太多要求。
但是，作为太阳马戏的表演灵魂，他们的杂技专业
演员会穿插运动在道具场景之中，他们需要在“森
林的树枝”上进行表演，要求舞台道具耐用且轻便，
而且布景人员徒手搬运与组装。



最重要的是，舞台组件必须能承受多个成年人
的体重，同时需要足够的张力、韧性去面对快速
的冲击碰撞，让演员在上面完成多种高难度的
杂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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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美道具的设计制作中，太阳马戏团委托了国内知名的3D打印服务交付商广州形优科技（形优
制件社）。双方团队考察了一系列打印解决方案，一致认为Stratasys FDM独有的技术优势将成为
化解这些挑战的不二之选。

“森林”的根部粗壮，采用了Stratasys 高刚度的FDM Nylon 12cf复合材料进行打印，固定在舞台设
备上。这种复合材料可以替代铝合金材料，兼顾轻量和坚固，适合用于结实、轻量的高性能部件。

中上部位的“森林树枝”需要强大的柔韧性，采用Stratasys韧性和冲击强度极佳的PC-ABS热塑材
料打印，并在树枝的顶部运用Stratasys ABS稀疏打印模式，通过稀疏内部来减重。

通过Stratasys设备的连续打印能力，将这几种材料的特性完美地融合在同一根打印部件上，这也
就是这片“森林”如此强壮和坚韧的原因了。五六个演员，体重能够到400公斤，依然可以在纤细的
枝枝杈杈上进行旋转、翻滚、跳跃等非常大幅度的动作，带来传统布景不能提供的真实感，让
观众大呼过瘾。



此外，借助Stratasys设备以及坚固的ABS材料、柔软的TPU材料，以及兼顾轻量和坚固的尼龙12cf
材料，形优科技还为整台表演的演员打印了特殊道具，增加了绮幻体验的真实感。同时，通过专门打
印的舞台电缆连接小件等，大大提高了舞台搭建中安全系数，并减轻了连接件的重量。

象征东西方世界的龙凤印章

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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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喷漆，稳定、坚固且耐用，可转动，表面光洁度强

TPU材料打印，高部件伸长率，优越的韧性和充分的设计自由度



龙/凤权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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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FDM Nylon 12cf是Stratasys的新尼龙产品系列中的材料，含有35%的碎碳纤维，是高强
度、高刚度和轻重量的复合材料，拥有所有FDM热塑塑料中最高的抗弯强度。
相比于任何其他增材制造技术，FDM Nylon 12cf零件具有高出100%-300%的断裂伸长
率和优异的抗疲劳性。

这种复合材料可以替代铝合金材料，兼顾轻量和坚固，适合用于结实、轻量的工具和最终
用途的高性能部件，主要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和消费品行业，提供无与伦比的韧性。
PC-ABS材料是应用最广泛的热塑性工程塑料，PC-ABS材料可同时提供 PC和ABS材料
的最理想性能。既具有PC的优异机械性能和耐热性，而且冲击强度高。同时，它还具有
ABS 的优异抗弯强度、特征细节以及优美外观。
使用PC-ABS材料，配合Stratasys设备制作的样件强度比传统FDM系统制作的部件强度
高出60%左右，大多应用于应用于汽车、家电及通信行业，是进行概念模型、功能原型、制
造工具及最终零部件制造时非常理想的材料。

ABS+喷漆，坚固耐用，永不变形

高透光舞美部件，不会因为长时间的聚光灯
照射而出现发黄和材料软化

尼龙12cf材料，低摩擦系数和耐磨，
减轻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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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打印的森林以及大量的特殊道具，这些高科技和艺术的精妙结合，为我们带来这场忍不住想
去二刷三刷的现场秀。这其实也是一场展示Stratasys FDM技术的示范秀，展现出其他技术无法制
造的复杂几何形状和性能。

广州形优科技总经理侯杰介绍说，这种异形的舞台设计，特别适合3D打印进行制造。通过3D打印
的舞台设计，能够让演员在道具上进行杂技表演，带来一种无与伦比的沉浸感。

最初，太阳马戏团选择了一些桌面级或者其他打印解决方案，打印了一些测试样件。但是，存在材
料韧性不够，需要拼接十几次，造成拼接后强度不够，不能满足舞台表演安全性的要求。根据太阳
马戏团提出的严苛的使用要求，太阳马戏团布景项目总监Marshall先生亲自在形优科技工厂，进
行驻场督导。广州形优科技的工程师团队对设计样件进行分析，决定采用尼龙、PC-ABS、ABS等多
种材料进行制作。

同时，选择使用Stratasys Fortus 900mc
打印机满足大尺寸打印，通过两次拼接就
能达到规定的尺寸要求，并通过内部分层
降低了整体道具的重量以及成本。

在制造过程中，形优科技将设计数据直接
导入Stratasys GrabCAD软件，完成打印前
数据的优化。通过优化内部应力集中区域，
通过紧密的交叉网状结构予以缓解，做到
既保障近一米长度样件的材料性能，也大
大改善关键部位的材料应力。

另外，Stratasys FDM技术特别易于进行表
面打磨处理，无论是气动打磨或细节部位
的手工配合。因为整体样件坚固，不用在后
处理环节担心样件的损坏，这大大提高了
后处理的效率。

Stratasys最大程度还原原稿设计
Fortus 900mc满足大尺寸打印,无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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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形优科技还提供一套符合客户使用要求的测试方案，无论跌落、震动、冲击等各个方面都做了
充分考量，3米处跌落均毫发无损。

最终，调用多台Stratasys Fortus 900mc以及配合专业的后处理，按时、保质地交付了所有样件并
通过了太阳马戏团的装配与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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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asys F900是最精确和强大的FDM系
统，专为大尺寸、生产级设计，拥有Fortus
系统中最大的构建尺寸，具有卓越的精度、
可重复性和可预测性，能够提供最佳的生
产能力和可靠性。

据侯总介绍，这样规模大小和高难度的舞
台设计，如果使用传统方式加工道具布景，
费用可能是3D打印的7倍，将大大超出预算。

“我们从通过测试，到完成整个交付，大概
只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比传统方法缩短
了5倍的时间，保证了演员的训练时间。所
有演员在上面训练和预演了3个月，没有出
现任何问题。”

“作为3D打印服务交付中心，我们部署了很
多打印机，但是只有Stratasys设备是唯一
可以在同一台设备上，通过更换打印仓就
能够打印不同材料的设备，这在业内是独
一无二的优势，保证了我们在这个项目上
能够连续打印几种不同材料，实现了森林
布景的制造。”侯总特别强调说。

“Stratasys的技术支持团队是所有国外品
牌中规模最大的，而且从语言沟通上没有
障碍，给合作伙伴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Stratasys的整个的培训计划、新技术和新
材料的应用，都是第一时间在国内进行投
放和分享，这是所有其他品牌很难超过或
者比拟的。”

型 号
FORTUS 900MC

打印尺寸
914 x 610 x 914 mm

材料选择

TM

ABS-M30 ABS-M30i

ABS-ESD7 ASA

PC-ISO PC

PC-ABS PPSF

FDM Nylon 12 FDM Nylon 6

ST-130 ULTEM    9085 resin 树脂

ULTEM    1010 resin 树脂

TM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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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y satisfied with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printed architectural models, Heerim is 
considering another 3D printer purchase. Other 
departments at Heerim, such as the research 
and residential equipment departments, also 
want to introduce 3D printing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ir workflow and efficiency. Heerim 
is on its way to realizing the vision of becoming 
the global design leader through challenge and 
innovation, and Stratasys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s definitely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its toolkit. 

3D Print 
the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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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杭州新天地的太阳剧场开创了舞美设计的新理念和新实践，将3D打印用在核心的舞美行业，
整个项目应该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一个应用。

Stratasys凭借在FDM技术领域的强大优势，以及性能优异的打印材料，拥有诸多成功在“艺
术与科技领域应用杰作”的案例，而《X绮幻之境》 无疑已经成为Stratasys标志性的作品。

这就是Stratasys 3D打印技术应用的杰出作品之一，更多精彩的故事正在广阔的舞台上展开。

想了解更多行业资讯和案例，扫描下方二维码获取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