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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 
达到全新水平 
借助 SAF 3D 打印技术实现大批量生产

许多行业对塑料零件的需求并未出现放缓的迹象。2020 年，在全球疫情导致小幅下滑后，目前的预测

显示，塑料零件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8%，到 2023 年将达到 1.2 万亿美元1。制造商为满足该生产需

求所依靠的技术之一就是 3D 打印技术。这项技术为汽车公司、商业产品生产商和消费品制造商提供了

一种在其他技术（如模塑）都不理想的情况下制造塑料生产零件的方法。 

如果您并不熟悉该技术，3D 打印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增材制造工艺来构建物体。因此，它也被称为增材

制造技术。首先使用 3D 打印准备软件对要构建零件的 CAD 模型进行虚拟“切片”。然后，3D 打印机

会使用该信息来沉积材料，以逐层的方式构建每个切片，直到零件制作完成。3D 打印机可以通过不同

方法对各式各样的材料加以使用。

对于低于数十万的产量，3D 打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原因在于 3D 打印与注塑成型等

技术相比具有内在的固有优势。对于初学者而言，增材制造是一种“无需工具”的技术。就像建模一

样，不需要进行任何模具投资即可制造出零件。这将它从规模经济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使按需生产

和批量生产能力成为可能，而其他技术在经济上是无法实现的。

1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200429005290/en/Global-Plastic-Products-Market-Set-to-See-a-Resurgence-from-2021-Post-
COVID-19-Impacts---ResearchAndMarke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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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 
达到全新水平

设计自由是另一个重要优势。3D 打印的增材制造

本质让您可以制造出模塑或机加工无法实现的几何

形状和特征。无论从设计还是业务的角度来看，这

都可能会带来新的机会。多个组件可以制成一个单

独的零件，从而减少所需的人工和零件数量。之前

无法通过模塑或机加工方式完成的工作现在都成为

了可能。

3D 打印还缩短了供应链，并为制造商提供了更多

选择，包括在使用点或接近使用点的位置制造零

件。当传统供应链受不可控的因素（如材料或模具

供应商的短缺，以及全球疫情导致的运输中断）

阻碍时，该技术对于在目标日期前完成生产至关重

要。它减少了对大量库存的需求，让您可以根据需

要进行生产并扩大规模，以满足各项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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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塑料零件
的最佳 3D 打印技术 

粉床熔融 (PBF) 是美国材料与试验学会 (ASTM)2 

定义的七种 3D 打印类别之一。PBF 包括增材制造

技术，其中热能有选择地熔融粉床上的区域。对于

塑料零件，在被称为激光烧结 (LS) 的工艺中，该

技术主要依靠激光作为热源。虽然这是一种非常高

效的生产方法，但零件生产时间会取决于激光每次

熔融待打印零件层中的一个单点所需要的时间。制

作更多更大、更复杂的零件将比制作更少、更简单

的零件花费更长时间。

PBF 3D 打印的主要优点是它能够以具有成本效益

的方式高效地在单次成型操作中制作多个零件。零

件可以在整个成型室内部的三个维度进行嵌套，从

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每次构建的产量。这种特性使它

尤其适合于大规模制造。另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在同

一构建过程中批量处理不同的零件；换句话说，每

次构建的零件不一定都具有相同的设计。这样就提

供了经济有效地生产所需零件的灵活性，最大程度

减少限制。

在打印机的成形室中嵌套多个零件的图示视图。

2   ISO/ASTM 52900 - 15，增材制造标准术语—一般原则—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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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PBF 的最新创新催生出了更快的工艺流程，

不再需要使用激光进行逐点熔融，而是结合使用打

印头和热源一次性完成对整个粉床的熔融。在此类

工艺流程中，打印头可精确地将液体沿着粉床沉积

到要熔融的区域上。这种液体使聚合物颗粒能够

比不含液体的颗粒吸收更多的热量，从而在红外线

灯等热源通过粉床时，有选择地将这些颗粒熔融在

一起。

制作塑料零件
的最佳 3D 打印技术 

最重要的是，这些带有创新型打印头的 PBF 3D 打

印机在打印速度上的飞跃使功能性塑料零件的生

产水平成倍提高，并使生产过程具有成本效益。

这为批量 3D 打印塑料零件和赢得新的业务创造了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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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打印机 
都是相同的

为了充分利用对这项技术的投资，了解各种 PBF 

3D 打印技术之间的差异非常重要。这些差异会根

据特定的制造需求（如每个零件的成本、生产率、

一致性、精度和机械性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当目

标是制造出更大批量的生产零件时，某些需求显得

尤为重要：

 •  同一生产批次和不同生产批次之间的零件

一致性

 • 具有竞争力且可预测的零件成本

让我们来详细了解这两项需求。

生产一致性 

作为制造商，主要指标之一是生产出符合规格的零

件。质量问题和零件之间的差异是不可接受的，因

为它们只会增加每个零件的生产成本，并影响生产

进度。

使用 PBF 3D 打印一致的零件的关键是维持整个构

建表面的热控制。如果没有严格的控制，温度就会

发生变化，这会导致零件性能的可变性、低精度以

及零件间的不一致性。

例如，如果打印机不能在整个构建表面上保持一致

的温度，则可能会导致零件性能出现变化并且构建

尺寸不准确。这可能会造成零件扭曲并无法保持适

当的零件平整度。结果是并非所有生产出的零件都

符合规格。

具有竞争力且可预测的零件成本   

有些因素会对打印机的操作成本产生影响，最终影

响到每个零件的成本。专门用于生产始终符合设计

要求的零件的打印机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废料的产

生及其相关成本。打印液等耗材是另一个需要考虑

的因素。在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使用更少打

印液来制造零件的打印机会降低操作成本。根据打

印头的更换频率，打印头的可靠性也会影响成本。

若打印头的可靠性较高，则其更换频率也相应较

低。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打印机的操作成本，并决

定零件的生产成本是否能具有竞争力。  

为此，您可能想知道，哪一种 3D 打印技术才能在

成本可预测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下，以生产级产量

制造出最终用途零件。答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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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产而生的 
3D 打印机平台

答案是 Stratasys H 系列生产平台——专为满足大

批量生产需求而开发的 3D 打印解决方案。H 系列

生产平台嵌入了 SAF 选择性吸收熔融——一种独

特的粉床熔融技术。

SAF 的优势在于其工业级技术，凭借这种技术，生

产平台能够以生产级的产量制造出最终用途零件。

这是 H 系列生产平台的基石，旨在弥补现有 3D 

打印解决方案缺乏制造商所需的一致性和成本控制

的缺陷。

SAF 技术通过采用不同的新式 PBF 打印方法实现

了这些目标。它使用经过验证的工业打印头，并结

合创新的方法对粉末进行管理。高嵌套密度和一次

性打印熔融可以提高产量。SAF 技术采用单一打

印液，具备独特的时间和热管理能力，能够以具有

竞争力的成本制作出精确的生产零件。   

让我们更仔细地了解一下配备 SAF 技术的 H 系列

生产平台所提供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的重要性。

整个打印平台上一致的温度控制 

无论是制作两个还是数千个零件，制造一致性都需

要一个不变并且可靠的过程。SAF 技术可以在打

印床内保持均匀的温度变化，从而产生一致、可重

复的结果。相较于其他 PBF 打印解决方案，这种

能力的产生是由于在粉末、热量和高吸收液的应用

中存在根本差异。高吸收液是一种红外吸收液，可

以将粉末熔融以形成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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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打印头设计 

SAF 技术使用的压电式打印头已在各种工业环境

和应用（如瓷砖印花工业）中得到了验证，在这

些严苛的环境中，打印头的利用率非常高。在专

为 SAF 技术选择的打印头中，打印液可充当一种

有效的冷却剂，使喷嘴保持正常工作。这种已经验

证的设计带来了持久的性能，具有相对较低的操作

成本，并且几乎不会造成生产中断。这些打印头能

够承受高温环境，例如熔化熔点较高的聚合物所需

的环境。

高效的粉末管理  

在打印机内管理并分配聚合物粉末的方式对打印

机性能和零件效果具有直接影响。SAF 技术包括 

Big Wave™ 粉末管理，可确保所需粉末始终沉积

在整个打印层上，从而防止出现可导致过热的薄区

域。Big Wave 技术可将任何溢出的粉末快速再循

环并直接回料。这种快速的再循环大大降低了粉末

的热暴露，可减缓粉末的老化（这会影响聚合物的

机械和热性能）并减少添加未用粉末的需要，从而

降低操作成本。

配备 SAF 技术的 H 系列平台可以让您在不受传统

工具约束的情况下以生产级的产量制造最终用途零

件。该平台能够以可预测且具有竞争力的单位零件

成本实现这一目标。 

为生产而生的 
3D 打印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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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 技术是一种强大的制造工具，但它不一定是神秘或难于应用的。我们整理了这些问题和答案，帮

助大家更加清楚地了解 H 系列生产平台所搭载的技术。

问：“SAF 技术”到底是什么？ 

SAF 选择性吸收熔融是支撑 H 系列生产平台的 3D 打印技术。SAF 是 ASTM 所定义的粉床熔融 3D 打

印工艺的一个类别。SAF 技术使用一种红外吸收液来辅助熔融聚合物粉末。这种液体被选择性地放置

于需要在任何给定层中创建零件形状的位置。当红外感应液暴露在打印机的熔融灯下时，其温度会提升

到比周围材料更高的温度。这种方法“选择性地”将粉末状颗粒熔融在一起，却不会使相邻的材料发生

熔合。

SAF 技术利用高度可靠的打印头、严格的热控制和创新的粉末管理系统，为其他形式的 PBF 打印提供

了新的选择。

问：SAF 技术与其他粉床熔融打印技术有何不同？

SAF 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聚合物粉末的分布、加热和熔融过程。SAF 技术仅需一种高吸收液即可实现

高度的零件细节。SAF 技术独特的粉末管理可确保有足够的粉末覆盖住整个下一层，即使在打印较大

横截面时也是如此，并且可减缓粉末老化。这样可以提高热稳定性，从而在零件重复性和材料性能一致

性方面产生出更好的结果。 

解答您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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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使用 SAF 技术的打印流程中有哪些主要元素？

SAF 技术遵循与其他粉床熔融打印机相同的处理步骤：

•  将 CAD 文件输入至打印机进行打印。当零件打印完成时，将它们嵌入一个由未使用的松散粉末组

成的“粉饼”中。

•  打印完成后，将粉饼从打印机中取出并使其冷却。冷却后，将粉饼分开以取出打印的零件。

• 然后，可以根据需要对零件进行使用或后处理。 

解答您的疑问



10

解
决
方
案
指
南

配备 SAF 技术的 H 系列生产平台提供了传统制造和其他 3D 打印方法无法提供的机会。实际上，它使

制造商有能力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完成以前无法想象的工作。 

制造业对 Stratasys 并不陌生。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提供 3D 打印解决方案，以帮助客户解决

遇到的各种问题。借助我们 Stratasys Direct Manufacturing® 的丰富经验，我们已经通过多种形式的增

材制造和传统制造技术帮助客户实现了目标。

我们同时也认识到，制造需求会根据设计规范、时间安排和客户要求而有所不同，因此我们需要不止一

个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开发 H 系列生产平台的原因——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工具，通过有效的解决方

案扩大他们的生产能力并提高产量。 

如需了解 H 系列生产平台和 SAF 技术的发展动态，请联系我们。

提高您的 
制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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