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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专注于创新的 3D 树脂
Producers Focus on Innovative 3D Resins

两种新的生产型树脂可用于3D打印：

3D Systems 公司的一种是热固性树脂，

认为它是一种热塑性塑料，Carbon 公司

的另一种是混合型树脂，它是 30% 的生

物材料，这是该公司第一个减少碳排放的

树脂。

加利福尼亚州雷德伍德城的 Carbon
公司与杜邦 Tate & Lyle 生物产品公司合

作，在其 RPU 130 树脂中使用 Susterra
丙二醇，这是一种 100% 由玉米糖制成的

生物基材料。与以石油为基础的替代品相

Gardner 冲击强度值大于 30J。
与此同时，在南卡罗来纳州 Rock 

Hill 的 3D Systems 公司，“我们刚刚破

解了我们认为是第一个表现出热塑性行为

的直接打印光聚合物的代码，”高级应用

开发副总裁 Patrick Dunne 说，“如果我

们想从快速原型制造过渡到增材制造材

料，性能是关键。”为了满足高生产率，

零件需要具有韧性和延展性，而无需复杂

的多次烘箱循环固化。

该公司新推出的 Figure 4 PRO-BLK 
10 适用于生产小型黑色塑料件，如电机

外壳、连接器、卡扣或汽车内饰件。

该材料开始显示出热塑件的特性，

如伸长率。Figure 4 PRO-BLK 10 的断

裂伸长率为 12%。成品件的拉伸强度为

63MPa，拉伸模量为 2320MPa。它们具

有耐热性，热变形温度为 70℃（158 ℉）。

据 该 公 司 介 绍， 目 前，Figure 4 
PRO-BLK 10 只有黑色，客户要求提供

白色、透明和彩色，这些建议正在考虑中。

打印的零件经过一个周期后从固化室

出来，表面光洁度很好，只需要最少的后

处理。

Ilene Wolff
Contributing Editor

插入式铆钉在高温下要求具有耐温、抗冲击

性和尺寸稳定性。RPU 130 恰好能满足这些

要求。( 图片由 Carbon 公司提供 )

比，Susterra 丙二醇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

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 48%，

使用的不可再生能源减少了 46%。

Carbon 公司材料高级副总裁 Jason 
Rolland 表示，众所周知的塑料问题促使

他的公司减少碳排放，帮助解决社会的塑

料垃圾问题。

Rolland 说，该公司还在研究可回收

的树脂以及部分植物来源的材料。他认为，

许多行业都在寻找植物提取的原材料作为

替代品。

Rolland 说，RPU 130 在长期热稳

定性测试中表现良好。他说，在 85° C
（185° F）的环境中连续老化 400 小

时后，该产品保留了 80% 以上的机械

性能，包括冲击强度，这是汽车零部件

的关键特性。在 PV1200 测试后，它还

保留了 75% 的拉伸和冲击强度特性，

PV1200 是大众汽车公司开发的一项标

准，用于评估材料在高温和高湿环境下

的气候循环耐久性测试。

RPU 130 的断裂伸长率为 50%，其

抗拉强度为 35 MPa，拉伸模量为 920 
MPa，热变形温度为 119° C（246° F），

由 3D Systems 公司的新型生产树脂 Figure 
4 PRO-BLK 10 制成的汽车仪表板通风口。

( 图片由 3D Systems 公司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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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转化为决策
Turning Data into Decisions

智能制造推动五大变革
Smart Manufacturing Drives Five Key Changes

作为质量制造系统软件的供应商，我

们经常看到制造商在收集数据并将其转化

为实时有效的信息方面所面临的挑战。那

么，我们如何将在制造过程的每一步收集

到的所有数据都转化为可用的东西呢？

今天的自动化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最

好的机会，使我们能够从流程的一开始就

提供这样的信息，从图纸开始，当它被 
“ballooned ”（标明了检验尺寸编号）

时进行检查和制造时。新的一键式数字自

动化技术可以从图纸中获取所有相关的

GD&T 数据以及其他质量要求，如材料特

性、过程中检验、表面处理和修改跟踪等

功能。

添加制造操作信息和检验计划，使大

家都在同一个质量驱动的页面上。这是决

听到工厂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可

能是某个巨大的空间，机器嗡嗡作响，工

作人员拿着记事本走来走去。如今的情况

却大不一样了。工厂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

因为它们现在是完全集成和协作式的制造

系统，可以实时响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它

们配备了工业磅秤和传感器等智能工具，

正在改变工厂的制造场景。以下是智能工

定用于自动 SPC 数据收集和报告的特征

和检测结果的阶段。到目前为止，一切都

很好。我们已经为将数据转化为有助于过

程改进决策奠定了基础。

存储和传输数据
质量 4.0 的关键原则之一是整合各种

检测系统、流程、工具以及我们处理数据

的方式——在我们的案例中，主要用到存

储。最初，质量 4.0 融合了新技术与传统

的质量方法，以达到新的性能和创新水平。

它已经发展到包括集成连接设备和数据当

中。今天，许多量具和测量工具都是数字

化的。但仍有模拟和其他非连接工具。这

些设备提供数据，但是以更多的手工形式

进行，结果写在纸上或手工输入电子表格

上——要么直接在测量现场进行，要么在

事后，也许在办公室进行。

获取数字信息很简单。相连的量具以

电子方式传送检测结果。

但这里是脱节的开始。每个数字量规

和工具制造商都将检测数据传输到自己的

专用软件中。来自同一供应商的工具在整

个产品线上能够使用相同的软件，形成了

一个数据孤岛。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数据

通过结构化文件格式的独特接口与 ERP/
MRP 系统共享。然而数字量具和工具，以

厂的五个好处。

评估优化
在智能工厂中，您可以优化不同的资

产，并将它们的潜力发挥到最大。您可以

实时识别位置并测量设备、人员和资源的

性能。这样就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进行

库存的更改。同时，这也意味着资产的优

By Sam 
GolanFounder & CEO,High QA Inc.

及它们的配套软件，通常不能与不同的供

应商进行通信，造成额外的数据孤岛。协

调各个孤岛成为 ERP/MRP 系统的权限，

同时也与原始ballooned图纸信息所分开。

模拟量具的问题
模拟量具带来了不同的问题。它们不

仅受制于个人对工具读数的解释，测量结

果也是手写在一张纸上，随后输入电子表

格，或者在检查过程中输入电子表格。无

论哪种方式，都有机会出现错误。我们可

以在采集过程中使用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

脑将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库中，将数据输

入错误降到最低。检查员会收到一套逐步

的说明，说明在检查中需要使用什么工具

检查什么。

通过自动添加所有各种数字数据的岛

屿，将其收集到一个集中的数据库中，实

现实时 SPC 和触发警报，并使用集成视

图进行报告，我们就能得到了有价值的数

据，可以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一旦

存储在这个集中式数据库中，所有利益相

关者都可以立即获得这些数据，这可能会

延伸到供应链深处。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将这些基于数

据的宝贵信息转化为制造工艺和零件质量

的改进。

化，以及能够同步挖掘所有资源的协同效

应。因此，您可以在提高生产率和营收方

面获得重要的优势。

提高效率
智能工厂将数据系统、控制系统和物

理系统连接起来，从而减少了生产过程中

的时间滞后。它们弥补了控制系统与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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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Hill
Online Marketing Manager 
Quality Scales Unlimited

部实施之间的差距，从而将数字系统和物

理系统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工厂内部所

有资源的效率和优化利用。智能工厂的产

量明显高于传统工厂，而且它们能在最短

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

预测性维护
当工厂遵循被动式维护而不是预测

性维护时，他们会浪费资源，如金钱、精

力和时间等。通过主动实施预测性维护，

可以将被动维护的影响降到最低。后者会

在机器性能下降时向工人发出警告。这有

助于员工在设备故障之前采取措施解决问

题。因此，这减少了停机时间，避免了因

机器故障而造成的损失。

提高协作
通过连接供应链和生产设施，您可以

创建一个动态的工作流程，为所有团队成

员提供必要的信息。这促进了团队内部的

协作，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使整个制造过

程能够顺利进行。

更好的流动性
智能工厂允许主管和员工在楼层内移

动，并从任何系统访问数据。这提高了他

们的生产力，并增强了创造力。它为团队

提供了设计和实施新想法和解决方案的机

会。以下是智能工厂影响的主要例子。

●使用实时生产和库存数据来提前规划和

安排，这有助于减少浪费和周期时间。

●增材制造可以生产小批量备件和快速原

型零件制造。

●认知和自主式机器人可以以高精度和低

成本的方式有效执行所有的常规流程。

●自主式机器人可以执行所有的仓库操作。

●增强现实可以帮助员工完成取放任务。

●传感器可以跟踪原材料和成品的实时移

动和位置。

●智能工厂使用分析技术来改善库存管

理，并发出信号，何时对仓库进行补货。

工业 4.0 大而混乱，所以要从小做起
Industry 4.0 is Big and Confusing, So Start Small

早在互联网初期，当新的网站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从办公用品到狗粮，什么都

卖，我告诉朋友，我永远不会在互联网上

购物，这太简陋和不安全了。好吧，虽然

有些东西现在还是很简陋和不安全，但我

和其他数十亿人一样在网上购物。

我对互联网的早期想法反映了许多人

对工业 4.0——制造业数字化的想法。许

多人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一种销售软件

的营销策略，并没有看到真正的好处。

但是，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人最终还是

会使用工业 4.0 协议来更好地测量、定基

准和优化他们的生产系统。但问题是，我

们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在一周的时间里，我听取了几位对

工业 4.0 入门的好点子。首先，在访问位

于伊利诺伊州 Schaumburg 的 Sandvik 
Coromant 公司时，我与美国区销售数字

加工总监 Jeff Rizzie 进行了交谈。他列举

的一个采用工业4.0的理由特别令人信服。

“今天，当他们准备新的工作时，大多数

车间依靠部落知识——他们要求工程师记

住他们上次做类似的东西是什么时候，然

后用这些知识 [ 从头开始 ] 开发一个新的

工艺或程序。有了数字加工，我们可以建

立系统知识，而不是如此依赖部落知识。

相反，通过机床的性能数据，我们可以将

其反馈到系统中，以提供程序和切削刀具

的建议。我们认为这将以一种非常真实的

方式改变事情。”

这个过程的一个主要好处是提高了非

常低的设备利用率——在全球范围内这一

数据平均为 30%——这是当车间根据来自

他们现在监控的生产系统的清晰信息采取

行动时的数据。

几天后，在芝加哥举行的 FABTECH 

ALAN ROOKS
Editor in Chief

2019 上，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新兴和先进技

术的领导力交流会，与会者就工业 4.0 提

出了非常实用的想法。

MxD 公司 CEO Chandra Brown 说：

“首先要评估你在这个数字化旅程中的位

置。你不必立即转变一切。选择一个领域

来开始数字化，并做好它。”

Jason Ray，Paperless Parts 公司的

联合创始人兼 CEO。“专注于连通你最重

要的资产： 你的员工。当你今天走进一家

工厂，到处都是纸张。所有这些都是部落

知识。利用数字化手段，汇集你最熟练的

员工的部落知识，以便将其传授给新的机

械工程师。”

微软行业解决方案主管（制造业）

Michael Walton 说，“把你的业务从依

靠部落知识和工程师运作转向捕捉人们

的实际知识，然后用传感器来捕捉加工

过程中那些隐藏的知识。我们可以在设

备上安装一个 49 美元的传感器，并分析

这些数据，以指导人们需要进行哪些工

艺变革。”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而且现在就

是开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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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技术改变制造业
Five Technologies That Can Transform Manufacturing

当今迅猛的科技发展速度很有可能改变制

造业。数字化、自动化和连接性正在为生产车

间打开许多新的大门。现在有哪些最具潜力的

技术被应用于工业环境中？以下是五种，我相

信这些可以将一项操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移动设备：将移动设备交到技术人员手中

会对运营产生巨大的影响。它是一个使能器，

可以提高反应能力、沟通能力和对生产的理解。

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技术人员可以看到

趋势或与其他团队成员进行动态沟通。事实上，

接下来的例子都需要移动设备来高效实施。

预测性维护：另一项最近被采用的技术是

预测性维护。这是一种利用设备的实时反馈来

预测故障发生时间的策略。通过了解即将发生

的设备问题，生产团队可以事先调整计划，并

在设备发生故障之前进行维修。

这种策略旨在最大限度地延长正常运行时

间，而且它是有效的——在 2018 年 CXP 集

团的报告发现，在使用预测性维护的公司中，

91% 的公司减少维修时间和计划外停机时间的

减少，93% 的公司看到了老化资产的改善。此

外，McKinsey 公司在 2017 年的一篇文章中

指出，预测性维护通常可以将停机时

间减少 30-50%，并将机器寿命

延长 20-40%。

有了施工现场的移动设

备，维护工作流程才会最有

效率。使用移动计算机维护

管理系统 (CMMS) 可以实现

许多优势：更好的沟通，提高

数据质量，增强责任心，提高整

体维护效率。当你让技术人员在设备旁就能访

问详细信息，让他们能够立即做笔记或与他人

快速协作时，这是一个巨大的积极因素。

增强现实：随着移动设备的激增，增强现

实（AR）正在成为主流。AR 利用数字技术将

图形或文字添加到现实世界的显示中。通过在

当前环境上叠加虚拟信息，AR 可以让用户享受

到更好的体验。AR 可以让专家远程协助操作，

节省时间和金钱。AR 还可以用来提供详细的工

作指导，确保技术人员或操作人员选择正确的

开关或转动正确的阀门。AR 在工业市场的应用

越来越多，博世、波音和空客等重量级企业都

采用了这项技术。

AI / 机器学习：另一个热门话题是人工智

能（AI）与机器学习（ML）。这些工具的潜

力是巨大的，所以运营应该考虑如何开始使用

它们。ML 算法从流程车间输入真实数据，并 

“教”出什么是理想的。在此基础上，模型可

以对生产过程产生深刻的见解，以及如何优化

生产过程。  

3D 打印技术：这项技术通过增加替换零

件的可用性，帮助维护人员减少停机时间，通

常成本也较低。技术人员可以根据需求创建符

合操作需求的定制零件。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80% 的 3D 打印用户表示，它使他们能够更快

地进行创新。

这五种技术虽然有些新，但如今都被用于

制造业，以改善生产过程。问题是如何迅速地

运用它们，以及每个制造商如何为了自己的利

益最好地运用它们。

Bryan Christiansen
CEO

Limble C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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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增材制造：在研发和生产之外
Medical Additive: Out of R&D and In Production

当媒体报道快速成型制造时，现实与

未来可能性之间的界限有时是模糊的。人

们喜欢阅读大学实验室和公司研发中心的

突破性进展——这些报道总是如《星际迷

航》那样科幻——就好像在向人们展示未

来。然而，这样的报道需要谨慎解读。（最

新消息：还没有人能够 3D打印出完整的、

可以使用的人体器官。目前还没有）。

此外，这一前景的光环可能会让我们

忽视医疗设备制造商现在利用增材制造技

术生产的技术奇迹，以及他们当前面临的

挑战。

例如，工程部经理 Travis Simpson
和生产部经理 Patrick Hare 帮助监测位于

佛罗里达州 Jacksonville 的 KLS Martin 
Manufacturing 公司制造的“个体患者解

决方案”（IPS）设备。IPS利用 3D打印钛、

PEEK（聚醚醚酮）和其他材料制造复杂

的手术植入物，用于修复和替换受损或缺

失的骨结构。

想象一下，事故受害者的头骨严重

受损，例如部分眼窝或下巴被毁。IPS
系统可以让患者的外科医生将 CT 扫描

和其他数据上传到 KLS Martin 公司，在

医疗设备制造商共同面对 3D 打印的挑战和前景。

那里，专业软件会生成一个为特定患者

定制的植入假体虚拟模型。事实上，软

件不仅可以对这种植入假体进行虚拟建

模，还可以对植入物简单正确放置所需

的手术进行虚拟建模。

植入假体的虚拟模型被用来制作 3D
打印系统的 CAM 文件。由此生产的植入

假体与外科医生的需求精确对应。在打印

和测量之后，植入假体被运送到患者的手

术团队进行手术植入。从 CT 扫描数据上

传到植入假体运输的整个总时间仅为：

5-10 天。

IPS 颌面种植体的渲染是根据每个患者的

需要规格定制的。患者头骨的 CT 扫描成

为 CAD 模型的基础，最终完成种植假体

的制作。( 图片由 KLS Martin 公司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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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e 表示，增材制造可以制造出颌面

外科手术中使用的植入假体所需的结构复

杂形状，而不需要减材制造技术那样所需

准备时间、开发和材料浪费的成本。

“我们几乎所有的产品都采用基于

增材制造的生产方法——不仅是植入假

体，还包括导板、模型和其他工具，所有

的设计都是为了适应特定患者的解剖结

构。”Hare 说，“由此生产的零件即使强

度不如传统的减材制造，但也足以满足使

用需求。并且该方法对于复杂弧度和特征

的加工能力，是其他方法无法匹敌的。”

Simpson 指出，正在对 3D 打印技术

进行的渐进式改进直接使公司的客户受

益。“增加了自动准备步骤、改进的软件、

更快的制造技术和更大的机器容量——所

有这些都使我们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快、更恰当地服务于我们的患者和外科医

生。”他说。

“其中一个例子是开发多激光 3D 打

印系统和集成材料管理，这大大缩短了制

造时间。”

虽然增材制造材料和工艺在不断改

进，但仍处于早期阶段，特别是与更成熟

的减材制造技术相比，Simpson 和 Hare
对此表示同意。

“虽然许多行业还没有采用这种技术

来进行原型设计和产品开发以外的工作，

但我们的工作是围绕着将这些系统用于真

正的、活生生的病人。”Hare 说。

例如，金属的选择性激光熔化是一个

可能还没有完全开发或认识的过程，甚至

增材制造设备制造商本身也是如此，Hare
说。

“目前，我们使用场景的大部分专业

知识都是在内部开发的。”Simpson 指出。

即使像 KLS Martin 这样的公司在任何给定

的增材制造系统中，也需要开发自己的专

业知识，因为增材制造设备制造商可能也

不清楚设备的能力。“我们都还在学习。”

他说。

换句话说，增材制造用户似乎要自己

想办法，而数控铣床或车床的买家或许不

需要这样做。

改进手术导板
在 田 纳 西 州 孟 菲 斯 市 的

Smith+Nephew 公司，其全球高级产品经

理 Cyndi Holland 在该公司用于全膝关节

更换手术的 Visionaire 3D 打印手术导板的

生产过程中，观察到了这样一条学习曲线。

2019 年 4 月，该公司推出了该导板的改

进版本，但该设备的变化导致了新的打印

挑战。

Visionaire 导板是另一种系统，它利

用增材制造的优势，创建一个定制化的、

针对患者的解决方案。使用 MRI 和 X 射

线对患者的膝关节进行成像，然后使用

复杂的 CAD 程序创建虚拟 3D 模型。与

KLS Martin 的 IPS 程序一样，该模型可

用于虚拟手术——在使用手术刀之前，就

能规划出最简单、最有效、最微创的手术

程序。Holland 说，在整个过程中，专家

工程师与外科医生保持沟通，以确保“患

者特定参数和外科医生特定参数 ”都得

到了考虑。

一旦模型和手术方案得到优化，这些

数据将用于 3D 打印患者股骨和胫骨（分

别是膝盖上方和下方的腿骨）的手术导板。

在手术过程中，导板直接放置在患者

的骨骼上，来引导医生根据膝关节的位置

准确找到需要切口的位置。

“在我们四台 EOS 设备其中一台

Nylon 12 上打印每个导板需要大约 12 个

小时。”Holland 说。她指出，打印后，

每个导板都要进行扫描，并用 Romer 臂根

据 CAD 模型验证其尺寸。

打印机有足够大的打印空间，该设备

一次可以打印 50 份个人导板，当使用四

台设备时，他们每天可以打印 200 份导板。

Holland 说，他们平均每周可制作约 700
份个人导板。

当公司对产品做出一些改进，并进一

步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进行定制时，却遇

Visionaire 手术导板分别安装在胫骨和股骨上的渲染图。每个导板在 Nylon 12 打印机中打印

大约需要 12 小时，另外需要 8 小时进行冷却。 ( 图片由 Smith+Nephew 公司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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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些头痛的问题。

Holland 解释说：“第一次迭代出的

导板是静态尺寸大小的，我们非常谨慎地

要确保胫骨导板末端的区域与患者的生理

结构完全匹配。但问题是，导板的其他部

分没有那么贴切。”

“比如说，如果一个病人有我们所谓

的 2 号胫骨，那么就会用一个标准的 2 号

胫骨导板来创建导板。所有的 2 号尺寸

都是一样的。”只有接触患者解剖结构那

一块小区域被修改。“但是如果有不同的

形态，标准尺寸并没有捕捉到。所以，旧

的导板在胫骨上的贴合方式偶尔会出现问

题，因为在给定的尺寸内，个别患者的骨

头可能更薄或更厚、更长或更短。”

她说，新的导板考虑到了这些变化，

现在会根据患者的实际解剖结构自动进行

调整。

但是，由于尺寸变化较大，新导板的

打印难度较大。

“当我们刚开始构建新的迭代时，我

们发现我们不能使用我们的旧导板上使用

相同的构建空间参数。”Holland 说，“我

们必须将导板带入更接近打印机构建空间

中心的位置。” 对于某些胫骨导板来说，

构建在打印机构建空间边缘附近的特征

“几乎是脆的”，并且容易断裂——这个

问题在构建更接近构建空间中心的导板时

没有遇到。

她认为 EOS 帮助该厂调整了一些参

数，提高了打印质量，因为当然，成品导

板的质量是不能妥协的。

促进骨传导性
Smith+Nephew 的手术导板和 KLS 

Martin 的 IPS 设备都是为每个用户单独

定制的，这是快速成型制造所能实现的功

能。其他医疗设备也以其他方式使用增材

制造技术。例如，密歇根州 Kalamazoo 的

Stryker 公司使用粉末床激光系统来连续制

造骨科、脊柱和其他部件。

据 Stryker 公司增材制造技术高级经

理 Naomi Murray 介绍，该公司自 2001 年

开始研究 3D 打印以来，就希望将增材技

术用于金属部件的全面批量生产——不仅

仅是用于原型设计或患者的专用设备中。

“从一开始，我们围绕这项技术的思

考过程就是让它成为一种制造技术——为

了能够系列化、一次又一次地制造部件。”

她说。

也是从很早开始，Stryker 公司就认识

到，被视为金属增材制造的弱点，却有可

能成为公司产品的优势。

“当我们第一次开始研究这项技术

Trident II Tritanium 是用于髋关节置换手术的髋臼壳。增材制造技术使外壳更

薄，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广泛的腿部运动范围。( 图片由 Stryker 公司提供 )

时，我们看到人们正试图制造所有这些完

全致密化的零件。”她说，“我们就去跟

他们说，‘其实，你能不能把孔隙留在里

面？我们实际上希望它是多孔的’。”

植入物上多孔、不规则的表面可促进

骨的传导性——在植入物周围和植入物内

成功地生长骨。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

们就开始在加工好的植入物上涂抹珠状表

面，以促进骨质粘附，她说，这种工艺虽

然有效，但也有局限性。涂层应用通常需

要高温，这会损害基体的机械性能。“这

意味着你必须限制你把那个多孔材料放在

哪里 ”她指出。“而且这些也是漫长的过

程，有很多制造步骤。”

较好的解决办法是使用金属增材制

造来制造多孔的钛合金结构，完全控制材

料的强度和孔隙率。他们把这种材料称为 
“Tritanium”。

Murray 说，使用增材制造可以使产品

的设计更加灵活。“我们可以定制我们的

Tritanium 产品的孔径和孔隙率，以满足我

们的产品需求。我们可以将其与固体材料

或致密材料相互渗透，因此不必让所有东

西都是多孔的。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以前想

都不敢想的地方。”

Stryker 公 司 高 级 运 营 总 监 Todd 
Andreoni 指出，新的增材制造材料，例如

用于手术器械的材料，现在正在被验证使

用，“给设计工程师和工艺工程师提供了

更多的选择”。

他说，Stryker 公司在检测、涂层和加

工速度方面也取得了进步。”而且我们正

在利用自动化和随之而来的数据来帮助我

们提高产品的可重复性，降低成本，提高

交货时间。”

Andreoni 表示，增材制造技术开发人

员最好记住，像 Stryker 这样的医疗设备

制造商不仅要求质量高，而且对透明性和

易于记录也有要求。

“在原始设备制造商那里，强大的质

量体系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他说，“在

Stryker 公司，我们希望经销的产品是采

用与我们自己的标准相似的工艺制造并记

录的。”

“在某些情况下，OEM 的质量管理

体系可能符合一家医疗设备公司的制造流

程，但不符合另一家医疗设备公司的制造

流程，尽管这两种流程可能都符合或超过

ISO 标准。”他指出，“因此，当医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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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 脊柱植入假体具有蜂窝状结构，从放大镜中

可以看出，其表面具有高度的质感，不规则的表面可

以促进骨的传导性。( 图片由 Medtronic 公司提供 )

造商与增材制造设备供应商会面时，预先

讨论期望值很重要。” 
该公司最新的增材制造产品之一是

Trident II Tritanium，这是一种新型髋臼壳

结构。该外壳是髋关节置换手术中的一个

部件：它进入髋关节窝内并固定股骨。它

不仅具有多孔的 Tritanium 表面结构，而

且还具有增材制造赋予的新功能，如新设

计的螺丝孔，可使螺丝进一步进入植入物 --
这反过来又使外壳本身更薄。

“更薄的外壳意味着我们可以最大限

度地增加球节头的尺寸，也可以最大限度

地增加聚乙烯的厚度。”Murray 说。聚乙

烯是进入外壳的内衬。在那个有内衬的外

壳里面，会有股骨末端的球头。

这对病人很重要，Murray 解释说：球

头部越大，病人的腿部运动范围就越大。

更薄的外壳导致的运动范围更接近患者在

需要髋关节置换手术前的运动范围。

脊柱植入假体的秘诀
爱尔兰都柏林的 Medtronic 公司是另

一家使用金属添增材制造进行批量生产的

公司。该公司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工厂的

高级产品开发工程师 Keith Miller 说。“我

们了解到，在使用快速成型制造的前提下，

为了使每个产品的成本降到合理的水平，

你必须打印大量的产品。” 因此，对于该

公司的金属植入物来说，“打印多种尺寸，

让外科医生挑选最适合特定患者的尺寸，

更具有成本效益。”

Medtronic 公司专有的钛金属 3D 打印

平台，即 TiONIC 技术，为该公司的脊柱

植入假体实现了更复杂的设计和纹理表面

技术。TiONIC 系统创建增强型表面纹理

的缘由与 Stryker 公司相同。为了促进植

入物周围和植入物内的骨质成功生长。

该公司首款采用 TiONIC 平台的产品

是 ARTiC-L 脊柱植入假体。它是为外科医

生设计的，用于经腰椎椎体间融合（TLIF）
脊柱手术。该植入假体的 3D 打印蜂窝设

计可作为骨质生长到植入假体中的骨导支

架上，并在整个植入假体中提供改进的机

械性负荷分布。“它基本上是为了给你的

骨质提供更多的摩擦力，但也是为了促进

骨质生长到植入假体上。”Miller 说。

Miller 说，这款产品是在稍加修改的

EOS M 290 3D 打印系统上制作的。“我

不会告诉你‘秘方’，但实际上我们确实

不得不修改激光参数，以创建粗糙的表

面。” 他承认，EOS 是表面构建技术的

重要贡献者。

增材制造的（近）未来
Keith Miller 是 Medtronic 公司从业 24

年的制造业老兵；因此，他不是那种容易

被未来增材制造可能预示的炒作所迷惑的

人。尽管如此，当被问及时，他能想象出

这项技术未来可能对医疗领域有益的一些

应用。

例如，他对假体植入手术中使用的器

械轻量化的可能性很感兴趣。

“当一个外科医生在做某些种类的脊

柱植入手术时——比如对于脊柱侧弯，他

可能要放进 20 颗螺丝，并要以相当高的扭

矩来拧紧它们，”他说，“我有外科医生

告诉我，他们在漫长的一天工作结束后很

难开车回家，因为他们的手实在太累了。”

最重要的是，Medtronic 公司在植入

假体以外免费提供必要的手术器械——因

此，更轻的器械将带来额外的好处，即降

低公司的运输成本。如果 Miller 能找到一

种成本效益高的方法——也许是使用格子

结构来打印更轻的器械，他想尝试一下。

Smith+Nephew 的 Cyndi Holland 是

另一个对于增材制造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提

供什么的现实主义者，但她可以想象有一

天，一些医院将在现场提供生产就绪的 3D
打印机，使一些特定病例的设备能够在现

场制造。“然而，存在有严重的质量控制

问题必须解决。”她承认。但是，她说，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KLS Martin 公司的 Travis Simpson
对他所指出的正在进行的一个过程感到

最兴奋。开发可打印的材料，模仿特定

的解剖结构及其机械性能。“这些不仅

能够对患者特定的解剖结构进行虚拟仿

真，而且能够进行物理仿真，”他说，“这

种方式在以前没有尸体的情况下是无法

实现的。”

Stryker 公 司 的 Naomi Murray 虽 然

乐观，但也不是那么具体：“我认为这个

行业刚刚触及到表面。”她在去年 5 月的

RAPID + TCT 2019 主题演讲上告诉她的

观众：“我喜欢这样的会议，看看我们下

一步能在增材制造技术方面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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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领域的增材制造
AM in the Medical Field

医学领域中的增材制造（AM）每年

都在持续增长。它是一个了不起的推动者，

但该行业在应用上充满了障碍，出于对患

者安全的考虑，进展缓慢。即便如此，AM
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具有巨大的增

长前景。

AM 以制造具有复杂、有机形状的独

一无二的部件和产品而大放异彩。这模仿

了自然界的方式，使人体的每个部位都是

独一无二的。医疗设备生产商多年前就

含有骨形态蛋白的钛合金种植假体，用于治疗下颌癌症患者。( 图片由 CRPM 提供 )

发现了这一点，并将该技术应用于耳内助

听器的生产，其中大部分助听器都是定制

的。如今，这些助听器的外壳都是使用

AM 制造的。听力设备行业是大多数主要

制造商率先采用 AM 的，包括 Phonak、
ReSound、Singia（前西门子）、Starkey
和 Widex。这说明当应用非常适合 AM 技

术时，AM可以成为一种常用的生产方法。

用于医疗植入假体的 AM 也很重要。

因为它们需要复杂的纹理，称为小梁表面，

Terry Wohlers Principal,  
Wohlers Associate, Inc. 

Ray Hu, Associate Engineer, 
Wohlers Associat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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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狭窄的治疗窗口内，采用引导钻引流囊肿，是用来挽

救失明患者的微创技术。( 图片由 CRPM 提供 )

在同行评审的医学期刊上所发表的AM相关文章数量的趋势。

（图表由 Mayo 诊所的 Jonathan Morris 医生提供）

能够与周围组织融合。AM 是最有能力以

无限变化的模式处理这些结构的方法。

Stryker 已经使用 AM 为患者生产了 30 多

万个骨科设备，其中许多都有小梁表面。

使用 AM 的植入假体生产已经是一个

成熟且不断扩大的行业，但主要是针对标

准尺寸的产品。例如：髋臼髋杯、脊柱植

入假体和膝关节置换物。虽然定制化的植

入假体已经被使用，但价格较高。每个植

入假体都必须根据扫描数据建模，然后建

造和检查。我们相信定制植入假体在未来

会变得更加普遍。

南非中央理工大学的快速原型和制造

中心（CRPM）多年来一直成功为癌症患

者植入面部钛合金假体。最近，CRPM 在

种植假体中设计了支架结构，以容纳刺激

颌骨生长的蛋白质。在治疗和骨质生长后，

患者还可以接受种植牙。

医疗产品必须经过 FDA（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和 AMA（美国医学协会）等

管理机构的批准。2019 年 7 月，美国放

射学会带领行业向采用 AM 迈出了巨大的

一步。颁布了第三类现行程序术语（CPT）
法令，这是患者对涉及 AM 制造的模型的

治疗进行报销的第一步。有两个法令被批

准用于解剖模型，两个用于手术切割导板。

如果没有这些法令，获得这些费用的报销

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推动标准化举措，需要发表更

多的 AM 医疗案例数据，以表明基于

AM 的治疗是安全有效的。幸运的是，

从 2014 年到 2018 年，在同行评议的医

学期刊上发表的 AM 相关文章数量增加

了一倍多。

同时，那些正在组建有影响力的团

体，可以帮助推动AM在医疗行业的应用。

其中一个团体，北美放射学会（RSNA）
3D 打印特别兴趣小组，现在有 500 名成

员，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这是一个强有力

的信号，表明人们对采用医疗 AM 的支持

率很高。

医院内部的 AM 服务也在逐渐蔓延和

发展。截至 2019 年底，仅美国就有 160 多

家医院拥有某种类型的 3D 打印中心设施。

没有现场 AM 能力的医院可以从南非

的 CRPM 等团体中找到支持。根据 Deon 
de Beer 教授和 Gerrie Booysen 博士的

说法，使用 AM 后，手术时间（包括进入

ICU 的时间、高护理设施和专门的医务

人员时间）减少了一半。患者的恢复速

度也更快，结果也更成功。

今天，我们在医疗领域看到的 AM

只是冰山一角。其他主题，例如再生医学、

3D 生物打印、干细胞研究、3D 打印药物

和定制医疗设备等，都指向了 AM 可以惠

及每个人生活质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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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制造加速医疗设备创新
Digital Manufacturing Accelerates 
Medical Device Innovation

随着技术变得更加人性化，将有更多的医院能够实施个性化医疗的

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所有图片由 3D Systems 公司提供 )

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从设计走向市场。

Modulus 系列平衡了孔隙率和负荷分

担，每个独立的 SKU 都经过优化，提高

了对 X 射线的渗透性。这是通过拓扑优化

实现的，拓扑优化是一种基于算法的设计

策略，它可以去除没有结构或功能用途的

多余材料。经过拓扑优化的零件重量更轻，

但对强度没有任何不利影响。就 Modulus
系列而言，拓扑优化还有利于在所有形状

和尺寸的种植体上获得更好的成像特征，

使外科医生在后续治疗中更好地观察骨融

合情况。此外，优化的晶格结构提供了一

个完全多孔的结构，为骨的生长创造了有

利的环境。

多个玩家需要统一
的验证方法

NuVasive 只是快速成型制造如何改变

医疗设备生产面貌的一个例子。增材制造

的植入假体和手术器械具有优异的机械性

医疗设备公司，该公司认识到 AM 在生产

复杂和优化形状方面的独特能力，可以为

其设计和制造微创、程序整合的脊柱解决

方案开辟新的途径。根据 NuVasive 公司

的说法，该公司的目标是提供最佳的脊柱

植入假体，而不在此过程中做出重大的妥

协。NuVasive 迅速利用 AM 的优势，并在

2017年推出其商标为Modulus的产品——

现在已是一个完整的植入假体系列，仅用

自 1983 年 3D Systems 从灵感之中诞生以来，始终追求创新，至今已谱写 
30 余年的开拓历程。3D Systems 公司由 3D 打印技术之父 Charles (“Chuck”) 
Hull 参与创建，至今已发展成为一家全球化的 3D 解决方案提供商，凭借世界

一流专业知识与先进的数字化制造流程，为客户解决业务、设计和工程等各方

面的需求。

从数字化、设计与仿真，到制造、检验和管理，我们全方位的技术产品组

合提供可定制的一体化工作流程，实现产品与工艺优化，同时加速制造成果产出。

凭借先进的软硬件和材料资源，以及按需制造服务和全球专家团队，我们将通

过制造创新，担当企业变革的领路人。

关于 3D Systems

医疗保健领域通常被认为是最具活力

的领域之一。从手术方式到新疗法的开发，

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也看到医疗

设备的制造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

全球范围内，随着各公司将快速成型制造

（AM）的力量引入，建立在传统技术基础

上的工作流程中的制造业正在经历一场变

革。医疗器械行业也不例外，我们看到这

些专业制造商真正地开始接受 AM 在优化

植入假体和器械设计方面的优势。该行业

正在以由材料、硬件、软件和服务组成的

端到端工作流程的形式，利用快速成型解

决方案的力量，减少设备中的加工步骤和

部件数量，从而降低制造的总体成本。

我们看到这种革命现在正在脊柱医疗

行业发生，过去的椎间融合装置几乎都是

使用 PEEK 等材料，用传统的减材制造工

艺实现。现在，脊柱行业正在采用 3D 打

印技术，推出新的革命性产品，可以促进

骨质的生长，从而改善植入假体对宿主骨

的固定。打印这些零件还减少了制造步骤

的数量，使增材制造工艺在许多情况下更

具成本效益。

革命性的增材制造理念正在推动创

新，以降低整体成本，提高护理标准，带

来更高效的产品。

一年即完成从概念到产品
的整体转变

其中一个例子是 NuVasive，这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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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Vasive 利用 3D Systems 的专业技术和 AM 的优势，

在 2017 年推出了 Modulus——现在已是一个完整的种植

体系列，从设计到上市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能，可以加速产品开发，而无需像传统的

减材制造那样需要很长的周期。最近，脊

柱和骨科行业出现了许多整合。拥有创新

产品组合的中小型公司正在被大型医疗设

备制造商收购，以利用专业化技术和地理

覆盖面来扩大其涉及足迹。在这些医疗设

备制造商扩张的同时，也有许多新的合同

制造商进入市场，以外包的方式帮助解决

这些产能需求。随着制造商和服务局采用

最能满足其需求的增材制造技术平台，这

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新手和有

经验的玩家使用多种技术来制造不同种类

的植入假体和器械。因此，这就需要制定

统一的验证方法指南，以便我们这个行业

能够制造出符合医疗保健行业所要求的最

高质量标准的设备。通过入场券进行健全

的工艺验证和建造资格，可以提高人们的

信心，使化学和机械上符合要求的部件得

到一致化的生产。

将 AM 集成到医疗设备
制造流程中

医疗设备制造是最严格的监管流程之

一，因此，当您选择将这种改变游戏规则

的技术整合到自己的业务中时，有几个考

虑因素可以确保成功。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关于您的解

决方案的鉴定和验证。这不仅涉及到您的

材料和硬件，甚至还涉及到您的供应链。

对 3D 打印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新

材料进行鉴定，在多个层面上都存在挑战。

首先，必须对材料的生物相容性和满足其

应用的机械要求的能力进行鉴定。这种资

格认证的监管和财务负担以及相关的时间

可能是巨大的。尽管从物流和技术的角度

来看，这仍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但对 17-4 PH 不锈钢等已被证明的材料进

行鉴定，并对新的打印应用进行验证，会

更快、更容易和更便宜。

第二个挑战是关于设备硬件工程。验

证和优化参数以运行新材料可能是一个挑

战，而且成本也会很高，除非有需要大规

模制造的临床应用的商业案例。

第三，确保以医疗应用所需的质量可

靠采购此类新材料的物流生态系统也是一

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虽然医疗设备制造商精通 " 制造 "，
但将 AM 带入工作流程却得益于经验丰富

的合作伙伴的专业知识。我的建议是寻找

目前，脊柱行业正在采用 3D 打印技术，向市场推出新的革命性产品。

一家有能力帮助克服这些挑战的公司。经

验丰富的 AM 解决方案公司将深厚的专业

知识与多样化、广泛的生物相容性材料库

相结合，以协助更轻松地简化这些流程。

未来的 AM 将不仅限于
医疗设备制造

虽然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专注于医疗

设备制造，但 AM 在其他应用中也发挥了

关键作用，如创建解剖模型和虚拟手术规

划（VSP）。

VSP——一种基于服务的个性化手术

方法，结合了医学成像、手术模拟和 3D
打印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让外科医生在进

入手术室之前就能以数字方式进行手术。

在生物医学工程师和外科医生之间的在线

规划会议之后，设计并 3D 打印出患者特

定的模型、个性化的手术工具和器械，以

便在无菌领域使用。在目前使用 VSP 的临

床应用中，该解决方案已被证明可以提高

手术的准确性和结果，节省手术室的时间，

这对外科医生和患者都有好处。

随着 AM 技术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不

断扩大，我们也将看到该技术成为在护理

点提供个性化护理的组成部分。这在一些

世界精英的医院已经开始形成，临床医生

能够利用园区内现有的技术为患者护理创

建定制化的解决方案。随着技术变得更加

方便于用户使用，更多的医院将能够实施

个性化护理的端到端解决方案，从而改变

护理标准。总的来说，AM具有巨大的潜力，

可以通过释放创新和颠覆现有的制造模式

来塑造医疗保健的未来。

cn.3dsyste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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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促进牙科应用材料的发展
Partnerships Foster Materials for Dental Applications

虽然牙科应用的 3D 打印被普遍认为

是一项成熟的技术，但材料创新仍在快速

发展。

一个新趋势是，机器和材料供应商通

过与外部合作伙伴合作或收购外部合作伙

伴来扩大他们的产品组合。

在 3D Systems 公司，NextDent 的创

始人 Rik Jacobs 现在担任牙科应用的副总

裁兼总经理。他指出，几十年的牙科材料

经验如何能够被提炼出来以实现更快的生

产。

“由于我们已经是一家牙科材料公

司，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该应用中需要什么

样的材料和什么样的 ISO 预期用途标准才

能长期发挥作用。”Jacobs 说，“我们有

一个测试实验室和一个 QC 实验室，还有

机器来模拟口腔中的环境，看看某些材料

在某些条件下的表现。”

“口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它温

暖且潮湿，并有很多磨损机会：食物，药

物，接触。材料应该能够在这些环境下长

期发挥预期的用途。这一点根据不同的应

用而不同。假齿应该能够在整个口腔表面

都有很大的咀嚼力；牙冠即是一个简单的

应用。”

使用成熟的产品有助于供应商扩大产品组合。

Formlabs 公司为其新的 Form 3B 打印机提供了超过 10 种牙科材料——包括 4 种色度

的基托和 6 种色度的义齿。自 2016 年公司进入牙科市场以来，已有超过 1300 万件牙科

设备使用 Formlabs 打印机进行打印。( 图片由 Formlabs 公司提供 )

NextDent 5100 可以在 30 分钟内打印出一个完

整的牙弓。( 图片由 3D Systems 公司提供 )

3D Systems 服务于 12 个牙科应用，

Jacobs 说：“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已经

看到了超过 100 万个牙科设备的打印。当

你想到牙科应用的模型打印时，每天有 35
万到 40 万次打印。”NextDent 5100 机

器的材料，使用了该公司的 Figure 4 技术，

用户可以扫描一瓶材料，然后向打印机发

出信号，以采用适当的设置来构建设计。

3D Sprint 软件会自动对 CAD 文件进行切

片，操作者将树脂倒入托盘，然后开始打

印。基座打印时间约为 45 分钟，后固化

时间为 10 分钟。两台打印机可以同时打

印牙弓和底座，并且时间差不多。然而，

如果用减材制造，一颗上下义齿需要技师

花费 5 小时左右。

Carbon 公司将其与 Dentsply 公司合

作创造的 Lucitone 数字假牙称为“行业内

第一款优质 3D 打印假牙”。Lucitone 是

专门为 Carbon 的数字光合成（DLS）工

艺设计的。事实上，Dentsply 的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的文件“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平

台，”Rolland 说。“他们在我们的无层

方法中获得了改进的性能。在这种方法中，

你没有完全固化的树脂层，层与层之间的

界面结合非常弱。我们的部件在很大程度

上表现为一个整体。这在义齿基托的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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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与 SmileDirectClub 公司的合作正在为数百万客户提供无托槽隐形矫正器。SmileDirectClub 公司使用 49 套 HP Jet Fusion
打印系统 24 小时不间断运行，每天可生产超过 5 万个定制口腔模型，一年内可生产近 2000 万个。( 图片由惠普公司提供 )

Carbon 公司将其与 Dentsply 公司合作创造的

Lucitone假牙称为“行业内第一款优质 3D打印假牙”。

性能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优势。”

Carbon 的理念，材料高级副总裁

Jason Rolland 说：“有很多公司的树脂

已经通过了 FDA 认证，用于某些应用，如

假牙或手术导板或夹板。我们的策略是，

与其重复这些工作，不如采用这些树脂，

并对它们进行认证，以便在我们的打印机

上使用。如果算上假牙的不同色泽，我们

已经做了十几种 ...... 我们已经认证了十几

种这些第三方认证的牙科材料。”

Formlabs 公 司 医 疗 总 监 Gaurav 
Manchanda 表 示，Formlabs 为 其 新 的

Form 3B 打印机提供了 10 多种牙科材

料——包括 4 种色度的基托和 6 种色度

的义齿，其中包括自主开发的生物相容

性 Surgical Guide 树 脂。Formlabs 在 其

假牙材料库中的四种新色调是假牙基色

RP 树脂（红粉色）、假牙基色 DP 树脂

（深粉色）、假牙 A3 树脂和假牙 B2 树

脂。“公司还将继续改进和推出其传统的

Dental SG 和 Dental LT 材料的新打印设

置。”Manchanda 说。

不同材料之间的轻松切换是 Formlabs
区别于其他版本的原因，他继续说道：“牙

科和医疗专业人员可以使用同一台机器与

Formlabs 完整的树脂库，使其比其他 3D
打印选项更加通用和方便。”

Formlabs 公司在 2016 年进入牙科市

场后，其设备已被用于打印 1300 万个牙

科零件，Manchanda 说，包括假牙、透明

矫正器和修复模型。“有了经济实惠、易

于使用的 3D 打印技术，牙医能够比以往

更快地提供定制化护理。Formlabs 公司的

系统为牙科行业提供了一个注重速度、精

度和准确性的数字化工作流程。” 
为了提高产量，Formlabs 公司推出了

Form Cell，这是一个全自动的生产单元，

拥有多达 10 台桌面 SLA 打印机，使用软

件支持队列优先级，无需技术员监督，即

可实现不间断、全天候的打印。

在矫正领域，惠普公司“看到了

3D 打印对价值 120 亿美元的矫正行业

的重塑。”惠普 3D 打印和数字制造市

场 开 发 总 监 Lee Dockstader 表 示。 惠

普与 SmileDirectClub 公司的合作正在

为数百万客户提供无托槽隐形矫正器。

SmileDirectClub 使 用 49 套 惠 普 Jet 
Fusion 打印系统 24 小时不间断运行，每

天可生产超过 5 万个定制口腔模型，一年

内可生产近 2000 万个。

“惠普和 SmileDirectClub 公司还推

出了一个新的回收计划，多余的 3D 材料

和之前加工好的塑料口模由惠普公司回

收，将其变为颗粒用于传统的注塑成型，

从而实现更可持续的生产。”Dockstader
补充道。

cn.3dsystems.com
www.carbon3d.com
www.dentsplysirona.com
formlabs.com/cn
www8.hp.com/cn/zh/printers/3d-print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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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里程碑——3D 金属打印
Metal Milestones in 3D Printing

与机械加工和其他传统金属加工工艺

相比，增材制造（AM）是一个新兴领域。

这个行业可以追溯到 1987 年，当时 3D 
Systems 的 Chuck Hull 推出了第一台商用

立体光刻机 SLA-1。两年后，Stratasys 和
EOS 相继投身该技术领域——Stratasys 
联合创始人 Scott Crump 和他的妻子 Lisa 
开发了熔融沉积制造（FDM）；EOS 创始

人 Hans Langer 推出了 STEREOS400，
它是 SLA-1 的直接竞争对手。快速成型行

业就这样诞生了。

但是，早期的这些系统只能打印塑

料。如果是金属零件，则必须进行机加工、

冲压、成型或铸造。直到 1994 年，EOS
发明了第一台公认的 3D 金属打印机——

EOSINT M250，但该机器使用的是金属粉

末（例如青铜和镍）的混合物，其中一种

金属粉末提供了形成结合基质所需的低熔

点。这种金属打印技术叫做 DMLS，或称

为直接金属激光烧结。

不再需要烧结
直到 2004 年左右，第一个完全致

密的 3D 金属打印零件才问世。随后，

EOS 推出了 EOSINT M270，这是一种粉

末床系统，配备了 200W 的二极管泵浦

光纤激光器，其功率足以熔化单个金属颗

粒。幸运的是，该公司无需更改其商标名

称——DMLS 中的 S，其现在代表固化或

“ schmelzen”（德语为“融化”），尽

管业内大多数人仍将其称为烧结。

从那时起，金属 3D 打印确实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尽管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几

乎所有 3D 打印机通用的“一次一层，自

下而上”的基本方法没有改变，但 DMLS
和电子束熔化 (EBM) 变得更加精确且功能

强大，因此这些机器制造的零件现在通常

用于飞行器关键部件以及人体。同时，更

多新的金属增材制造技术也不断出现。这

些技术包括金属粘合剂喷射、采用金属粉

追溯 3D 金属打印并不遥远的根源，它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

末或金属丝原料的直接能量沉积（DED）
系统，以及 FDM 的金属打印技术——结

合粉末挤出（BPE）。稍后会有更多关于

这些技术的介绍。

随之而来的是充分利用金属 AM 所需

的广泛的知识库和支撑系统，其中最主要

的是围绕高质量金属粉末加工而建立的整

个行业。“早在 1994 年，没有人生产金属

粉末，”德克萨斯州 Pflugerville的 EOS 北

美公司应用开发和研发经理 Ankit Saharan
说，“我们基本上是被迫使用其他制造过

程中的废料，并开发出能够实现我们目标

的混合物。到 2004 年，我们已经拥有 9 种

金属。如今，几乎所有的常用合金都可以

使用，还有一些新型的专属材料。”

完全更新换代的 3D 打印机
除了利用全新的金属粉末外，EOS

和一些公司也在努力改进他们的产品。激

光功率增加了五倍甚至更多，一些生产系

统拥有双激光器甚至四激光器。真空或惰

配备 Renishaw 光学系统的 RenAM 500Q 机型正

在打印零件。( 图片由 Renishaw 公司提供 )

性气体（如氩气）与密闭的生成腔室的结

合使用，使得工件的冶金性能更加稳定。

Recoater 技术、激光控制和在线计量系统

的不断发展使得金属 3D 打印有望成为一

种主流工艺，这种工艺能够生产制造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零件。

这一成功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现代

CAD 软件。AM 产品设计师不得不抛开数

十年来的可制造性设计（DFM）原则，转

而采用增材制造设计（DfAM），其中大部

分内容都围绕着 3D 打印典型的非常规形

状和几何形状的创造。有人可能会说，如

果没有生成性设计软件，3D 打印就像一个

微调的发动机，被迫用低辛烷值燃料运行。

但还有制造准备软件、过程控制和监控软

件、仿真软件，这些工具对金属 AM 来说，

与高质量的粉末和原料一样重要。

南 卡 罗 来 纳 州 Rock Hill 的 3D 
Systems 公司金属业务部门产品管理副总

裁 Mark Cook 对此表示赞同。他说，该

公司的 3DXpert 将这些功能和更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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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precisely what you value

—
Dörries

www.starrag.com

尽在掌握
值得拥有

20%
一次装夹 

完成车铣钻 

整体加工

更短的加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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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Xpert 15 中提供的一项新功能可

以实现不同几何形状支撑物的完全

自动化生成，同时保持高水平的可

选手动控制。（图片由 3D Systems
公司提供）

结合到一个单一的参数包中，从而为 AM
操作员提供一个基于 CAD 的平台，涵盖

了从初始的文件导入到后处理的整个过

程。“每家公司都有专属的机床软件来进

行制造准备和管理工艺参数，但我们开发

的 3DXpert 是整个金属 AM 工作流程的单

一解决方案。”

3D Systems 一直是聚合物基增材制

造的先驱。它在 2001 年收购了发明家

Carl Deckard 的公司 DTM 后，在 SLS（选

择性激光烧结）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但是，直到 2013 年，它才进入

金属增材制造领域。那时，它将 DMP（直

接金属打印）添加到其产品组合中，与法

国 Riom 的 Phenix Systems 公司合作并获

得了控股权，随后一年，又收购了总部位

于比利时鲁汶的 LayerWise 公司。

从那时起，3D Systems 公司就不断

改进这两项 DMP 技术，首先是引入无氧

制造环境。“通过将整个腔室置于真空状

态下，我们能够消除粉末中的氧气和氮气，

同时减少其他污染物的吸收，”Cook 说，

“对于生产飞机和医疗部件的客户来说，

这是一个关键的功能，特别是那些由钛制

成的零件，它是氧反应性的。我们还将这

一环境控制水平扩展到可移动打印模块。

这不仅可以确保粉末质量的一致性，从而

确保零件的一致性，还简化了材料处理，

减少了机器的停机时间。我们认为这些属

性对于生产金属增材制造至关重要。”

兜兜转转的 3D 打印世界
Cook 指出，这种真空技术的萌芽来

自 LayerWise，这是一家 DMP 设备制

造商，与 AM 的另一位先驱 Materialise 
NV 公司离得很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Materialise 创始人 Fried Vancraen 和他

的妻子 Hilde 购买了 3D Systems 立体光

刻机的早期版本之一——SLA-250。那是

像所有制造过程一样，金属 3D 打印机的操作需要遵守相关的安

全准则，包括对工人的保护。（图片由 Materialise 公司提供）

在 1990 年，这是他们的第一台 3D 打印

机。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约在同一

时间，Materialise 首席技术总监 Bart Van 
der Schueren 正忙于开发基于激光的金属

打印机原型，并作为他在比利时 Leuven
大学机械工程系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几年

后，Van der Schueren 加入了 Materialise
公司，但他早期在电子束熔化方面的工作

被该大学的其他人所接手，并最终导致

LayerWise 在 2008 年成立。3D 打印的世

界的确紧密相连。

虽然 Materialise NV 是聚合物 3D 打

印的早期采用者，但它仍是一家新加入金

属 AM 领域的公司，尽管不是以你想象的

方式。Materialise 早在 2008 年就开始通

过一系列的收购合作，将 3D 打印的金属

零件商业化，主要是在骨科领域。2014年，

Materialise 分别投资了 EOS 和 Concept 
Laser的DMLS和LaserCUSING设备后，

这项工作就进入了公司内部。

Van der Schueren 解释说：“对我

们来说，一开始就投资自己的硬件没有经

济意义。我们注意到 3D 金属打印机的性

能逐年稳步提高，但是在早期，过时的问

题尤其令人担忧。同时，我们必须发展

必要的知识，以经济的方式操作金属打印

机，同时还要创造必要的收入流来支持这

种投资。”

如今，Materialise 拥有近 200 台 3D
打印机，其中大约有 20 台能够打印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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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也被公认为是 3D 打印服务和软件

的引领者。Materialise Magics 平台是一

个与品牌无关的实用工具套件，涵盖了从

前面讨论的制造准备到工艺和质量控制功

能，再到 Materialise 擅长的医疗领域 -- 颅
颌面（CMF）手术所需的虚拟规划工具。

从植入物到飞机零部件
Renishaw PLC 也是如此。自 2009

年以来，这家英国计量制造商从购买第

一台金属 3D 打印机开始，如今，该公

司的研究已经深入到 CMF 和牙科领域。

Renishaw 加拿大增材制造业务经理 Mark 
Kirby 表示：“我们的董事长对获得的结

果并不满意，因此决定开发自己的设备。

我们首先在 2011年收购了MTT技术公司，

这家公司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快速成型制造

设备，我们以此为起点。”

该设备很快被重新组装并更名，以交

付被称为 Renishaw AM 250 的 200 瓦单

激光机，此机型后来被 AM 400 取代。但

是，Renishaw 最近推出了多激光 RenAM 
500Q。Kirby 说：“我们不断改进我们的

快速成型平台，开发了我们自己的光学列

车——并用在我们自己的3D打印设备上，

同时开发了粉末再循环和过滤系统。500Q
结合了所有这些先进技术，再加上四个独

立的 500W 激光器，以实现最大的生产量

和制造速度。”

Kirby 说，比起速度，整个 AM 行业

是由对工艺可重复性的需求驱动的。这意

味着今天打印的零件与去年打印的零件具

有相同的冶金和物理特性，这也是为什么

大多数机器制造商（包括 Renishaw）的

开发工作都致力于制造环境控制、粉末和

激光管理以及先进的加工软件。Renishaw
是众多支持与 MaterialiseMagics 套件集成

的机器制造商之一，不过 Kirby 指出，该

公司还开发了自己的 QuantAM 制造准备

和 InfiniAM品牌的过程监控软件。其他机

器制造商也纷纷效仿，推出了类似的系统。

归根结底，过程控制意味着能够在任

何机器上打印零件，无论是 Renishaw 的

机器还是其他制造商的机器。在汽车行业

等产量较高的行业或分布式制造场景中，

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因此，机器制造商

必须提供可靠的金属打印解决方案，Kirby
建议，要有足够的可预测性，使车间的所

有机器都能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加工。他说：

“如果我们想要加工，没有人会说，‘好吧，

你只能在 Mazak 或 Okuma 或 Matsuura
上做这个。’这对任何制造商来说都是不

可接受的，无论他们生产什么产品。”

无需支撑结构
制造后必须拆除临时的支撑结构，一

直是 3D 打印行业的一大难题。有解决方

案吗？ Zach Murphree 认为他们已经快有

了。Zach Murphree 是增材制造解决方案

供应商 VELO3D 公司的技术合作副总裁，

他指出，该公司的 Sapphire 打印机正在打

破金属 AM 规范，减少并在某些情况下消

除这些支撑结构。他说：“我们继续推动

LPBF（激光粉末床熔融）工艺的有限极限，

并且能够成功打印零度角（即水平面），

而完全无需任何支撑结构。”

Murphree 解释说，无支撑打印有几

个优势。首先，降低了后处理成本，这通

常占总单价的很大一部分。同时，也不需

要进行与支持相关的重新设计，从而使零

件从传统制造过渡到增材制造的过程变

得更加容易。而且无需将零件固定在构建

板上，即可以利用整个成型室，从而大大

提高了机器的性能。也许最重要的是，设

计人员可以通过无支撑的打印方式实现

了更大的自由度，为以前无法制造的结构

Markforged Print Farm 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可扩展的解决方案，可满足

碳纤维和金属 3D 打印需求。（图片由 Markforged 公司提供）

（例如内部流体通道和热交换器）以及可

能会破坏二次加工工艺的精致细节打开

了大门。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但 Murphree
提出，AM 行业在完全成为主流之前还有

一段路要走。他说：“我认为 3D 打印的

质量保证方面仍不完善。缺乏关于零件质

量的结论性原位数据，这是所有终端用户

都在面对的一个普遍问题。正因为如此，

客户往往对他们从快速成型系统中得到的

零件缺乏信心，我们新的 Assure 质量保

证和控制系统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该系

统将机器校准与计量学结合在一起，提供

全面的制造报告，使用户详细了解构建过

程中发生的情况。”

“还有就是 3D 打印零件的成本，通

常比用常规制造工艺生产的零件成本要

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技术在

高价值航空航天和医疗零件上的应用，” 
Murphree 继续说道，“为了降低成本，

您将看到具有更大构建平台和多个激光器

的系统，以及更大批量制造应用所需的质

量改进。”

认识 ADAM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金属粉

末床熔融（PBF）打印机，它使用激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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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电子束将微小的金属碎

片连接成完全致密的产品。然而，在添加

剂领域也有一些新的产品，这些系统承诺

的制造速度比 PBF 打印机快 100 倍，而

且投资成本却低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些

系统中的大多数是针对办公或轻工业用途

的，将打印机直接放置在旁边，使产品设

计师和工程师可以随意使用。

其 中 一 个 系 统 来 自 马 萨 诸 塞 州

Watertown 市的 Markforged 公司，该公

司材料总监 Joe Roy-Mayhew 介绍了该公

司如何利用其在复合材料 3D 打印方面的

专业知识作为进入金属 AM 的入门产品。

他说：“我们在 2019 年 2 月推出了我们

的第一款金属 3D 打印机 Metal X，其前提

是用一种本质安全和具有成本效益的零件

生产方法实现金属 3D 打印的民主化。”

Metal X 打印机使用粘合在塑料基质

中的金属粉末作为原料（许多人称为粘合

粉末挤出 [BPE]）。在最初推出产品时，

该材料仅限于 17-4 PH 不锈钢，后来，该

公司将其产品范围扩展到包括 Inconel 625
和几种等级的工具钢。该系统的工作原理

是以类似FDM打印的方式挤出金属原料，

但留下一个“绿色”部分，然后进行清洗，

以去除大部分粘结剂材料。现在“棕色”

的零件被移到烧结炉中，烧掉剩余的粘合

剂，并将工件融合成完全致密的金属部件。

Markforged 将此过程称为原子扩散增

就没有这些问题了。这是一个易于使用的

系统，可为您提供一致的、可靠的零件，

并且几乎可以部署在任何地方。”

提高产量
金属 PBF 的另一种替代方案是粘合剂

喷射，或更具体地说是 HP Metal Jet。总

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Palo Alto 市的 HP 公

司负责产品管理、战略、业务开发和应用

工程的 UdayYadati 解释说，该系统的工

作原理类似于传统的纸张打印机，它采用

广域处理技术，一次性构建整个层。他说：

“HP Metal Jet 每秒最多可以将 6.3 亿个

纳克大小的液体粘合剂滴在金属粉末床

上，这有助于快速而精确地逐层构建零件。

其结果是制造速度比市场上其他金属增材

制造技术快 50 倍，但 [ 粘结剂喷嘴 ] 也更

便宜、更可靠。”

与 Markforged 的 ADAM 工艺一样，粘

合剂喷射零件也要经过各种二次加工——

以 HP Metal Jet 为例，这些工艺包括退火

以去除松散粉末，然后在熔炉中烧结。对

于接近公差的特征，可能还需要机械加工，

以及抛光以满足表面光洁度的要求。 HP 
Metal Jet 目前仅限于行业标准的不锈钢粉

末，尽管该公司正在与材料合作伙伴合作

以扩大其产品组合。然而，不受限制的是

其吞吐量，Yadati 表示，该技术的目标是

生产级金属零件的大批量制造，尤其是汽

车和消费品领域中使用的那些零件。

他说：“我们的技术对汽车制造商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他们正在转

向电动汽车（EV）而不是内燃机。以大

众汽车为例，通过由 HP 和 GKN Powder 
Metallurgy 公司生产的 1 万多个高质量零

部件，来支持有前景的 ID.3 电动汽车的发

布，成功完成了 Metal Jet 战略路线图的

第一步。在后续阶段，大众汽车打算尽快

将 Metal Jet 打印的结构部件集成到下一

代汽车中，其目标是不断增加零件的尺寸

和精度，其未来目标是每年生产 5 万到 10
万个足球大小的零件。”

www.3dsystems.com
www.eos.info
www8.hp.com/cn/zh/printers/3d-printers.html
www.markforged.com
www.materialise.com
www.renishaw.com
www.velo3d.com

像所有制造过程一样，金属 3D 打印机的操

作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准则，包括对工人的

保护。（图片由 Materialise 公司提供）

大众公司计划使用惠普的 Metal Jet 技术在其下一代汽车上使用

3D 打印制造的各种零件。（图片由 HP 公司提供）

材制造（ADAM）。Roy-Mayhew 表示，

与 PBF 系统相比，它有几个优势，首先是

粉末。他说：“使用激光烧结时，通常会

有一个金属粉末床，从该床制造的零件取

决于它的性能。金属粉还具有处理方面的

考虑因素，例如废物和回收利用，以及支

撑结构和后处理要求。有了 ADAM，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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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在骨科的应用
Additive Manufacturing in Orthopedics

在保健和医疗领域，骨科领域在以惊

人的速度采用增材制造或 3D 打印。

据行业分析师 SmarTech 估计，2016
年，增材制造 (AM) 市场的骨科方面创造

了近 2 亿美元的价值，预计至少到本世纪

中叶，它将以3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增长。

增材技术预计将在个性化医疗的不断

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今，它已

被广泛用于骨科植入物中，帮助设计人员

和专家重新构想医疗器械，并越来越多地

被纳入其他类型的医疗设备中。

为特定应用选择最佳技术
利用增材技术，根据计算机辅助设计

数据，使用高功率激光或电子束有选择地

熔化钛合金粉末，逐层构建植入物。复杂

的几何形状，如多孔结构或窗口，可以在

增材制造中一次成型。

由于能够设计和制造具有多种设计特

征的独特和智能的几何形状，这为提高植

入物的价值提供了机会，而不会增加成本

或制造时间。

通过使用粉末床熔融增材技术，如直

接金属激光熔融（DMLM）和电子束熔融

（EBM），各类植入物都得到了显著改善。

作为唯一一家同时拥有 DMLM 和 EBM
专业技术的设备供应商，GE Additive与该行

业的客户合作，评估并选择哪种技术最能满

足其设计需求和生产偏好。

DMLM的优势在于细节，例如薄壁（支

柱）厚度、小孔径和低表面粗糙度，而

EBM 非常适合于大批量生产和更粗糙的表

面，这可以提高固定强度。EBM 还可以生

产开放式的笼式结构，而无需支撑结构或

通过增材制造创建的植入物。
（图片由 GE Additive 公司提供）

仅需少量的支撑。

DMLM 和 EBM 均能显著减少打印时

间、后处理时间和粉末浪费。产品设计者

可以实现较大的中央和侧窗或多孔的网格

结构，从而减轻植入物的重量，节省材料

并减少浪费。

如今，设计推动了生产，反之亦然。

在进行 3D 打印之前，产品设计师通常必须

选择一种具有某种优势的技术，或另一种

具有不同优势的技术。 AM 允许设计人员仅

使用一种技术，就能够定制一个融合或结

合所有设计优势的植入物。

先进的脊椎笼型支架结构
事实证明，随着增材技术成为骨科领

域的颠覆者，它在脊椎笼型支架中找到了

一些最有创造性的应用。

在 21 世纪的前十年中，广泛用于治

疗由退行性椎间盘疾病引起的背痛患者的

脊椎植入物，是由钛合金铣制而成或由聚

醚醚酮（PEEK）加工而成的。有时，它

们会通过二次加工进一步完善，例如等离

子喷涂，以形成粗糙且多孔的表面，从而

增加骨整合（骨向内生长）。

然而，这种实心笼式设计的第一代机

器和铣削钛造成了沉陷问题，其笨重的设

计也限制了术后评估，因为放射线清晰度

有限。

PEEK 因其机械性能更接近人体骨骼

（松质骨和皮质骨构成椎间盘）而被引入，

现在也可以调整金属植入物的机械性能，

以更好的模仿人体骨骼。优化的弹性模量

和降低钛装配的刚度，有可能降低由于植

入物和骨组织之间的刚度不匹配而产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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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屏蔽的风险。

增材技术为模仿小梁骨的开放结构

（通常称为多孔结构）的创建和制造提供

了独特的功能。这些结构被整合到植入物

中并在一个生产步骤中生产——无需额外

的涂层。多孔结构的主要优点是，它们可

以促进骨骼向内生长，从而带来其他各种

临床益处。

与侧窗或中央窗等开放结构相结合，

可以降低脊柱笼型支架的整体硬度。较小

的刚度可以降低应力屏蔽的风险，或者降

低由于植入物的刚度较高而导致植入物周

围骨质退化的风险。光滑的边缘和圆形形

状可以促进椎体笼型支架的插入，并减少

损伤软组织的风险。

规模化增材制造只是增加更多台机器的问题。（图

片由 Nexxt Spine 公司提供）

采用增材制造工艺制造的钛合金

髋臼杯。（图片由 GE Additive
公司提供）

现在可以通过增材制造取代铣削来制

造精细的脊椎笼型支撑。（图片由

GE Additive 公司提供）

使用增材制造的脊柱植入物。（图片由

Nexxt Spine 公司提供）

同时，可以在保持架的选定区域形成

多孔结构或粗糙化特征，以增加摩擦系数

和植入物的初始稳定性。此外，还可以使

用角牙来降低插入力并增加排出力。

虽然患者始终是焦点，但 AM 设计功

能不仅限于为患者和外科医生提供益处。

一些这样的功能，如检查凹槽有助于自动

化后处理，质量保证，以及清洁、精加工

和打标要求等，都必须考虑以确保安全高

效地生产。

规模化增材制造
与铣削或铸造等传统制造技术相比，

AM 为消除骨科植入物生产的许多技术和

经济限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当然，设备和粉末成本严重影响了从

传统转向 AM 的商业案例，但现在，该技

术这些成本的控制已经达到了具有竞争力

的程度，可以与传统制造技术竞争。

当企业更好地了解增材设计和工艺

的优势时，就更容易推动制造规模化，包

括从脊柱植入物、关节和髋关节杯到颅面

外科手术等的制造——例如，越来越多的

特殊定制的颅骨植入物和创伤板正在研发

中。

增材技术允许在需要新解决方案的地

方采用新的设计方法，并使公司能够实施

灵活的模块化生产策略。这既适合批量生

产，也适合高度个性化的小批量生产，在

这种情况下，设计和尺寸可以很容易地同

时生产，而无需更改硬件配置。

挖掘增材制造的潜力
对于许多公司而言，AM 是一个相对

较新的工艺，与所有新技术一样，需要考

虑不同的设计、生产和监管问题。

一旦公司创造了必要的知识和经验，

以充分利用增材技术的优势，那么就只差

机会了。

对于批量和定制化医疗生产来说，这

些机会包括设计的自由度、在不增加生产

步骤或成本的情况下接受产品复杂性的能

力、高生产率和最小化废品率。

最重要的是，AM 允许开发具有附加

值和提高临床性能的医疗设备，因为最终

都是为了制造更好的产品，从而带来更好

的护理。

www.ge.com/additive
nexxtsp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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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Foot360 中的患者足部数字模型，该软件用于转换矫形器应用

的数字扫描数据。（所有图片都由 Artec 3D 公司提供）

3D 扫描 + 3D 打印
3D Scanning + 3D Printing
两项技术让矫形与修复行业完美契合。

医疗行业一直在不断寻找新的尖端技术，

以颠覆标准做法，达到更好地结果。为此，该

行业通常会使用手持式 3D 扫描仪，并提出了创

建定制矫形器和假肢的新方法。 尽管这些矫形

解决方案可能比较新，但该技术本身在许多行

业已经有长期的、经过验证的记录。

因此，3D扫描和快速成型制造的结合应用，

已经开始在整个医疗行业中占据一席之地。并

正在迅速进入现代化，同时改善了患者的体验

和舒适度。

将 3D 扫描与 3D 打印相结合的主要优势

包括：

●打造完美匹配度；

●便携性；

●创造低成本的假肢；

●适用于制作非主流疾病的矫形器。

打造完美匹配度
过去，为病人制作定制矫形器的第一步是

使用石膏和玻璃纤维制作身体矫形部位的模型。

石膏准备好后，需要使用卷尺和卡尺来测量物

体的几何形状，这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容易出

现人为错误。测量的结果是可用的，但缺乏准

确性。这些手工测量的结果与二维图纸和照片

综合用于研制矫形器或假肢。这种传统的工艺

很陈旧，众所周知，铸造过程比较繁琐且耗费

时间。

“我们的许多患者都是老年人，要坐着

不动打石膏对他们来说并不舒服。”Hagen 
Orthotics & Prosthetics 公司的老板、认证矫形

师和足部矫正师 Warren Hagen 说。该公司采

用了 Artec 3D 手持式扫描仪。有了这项技术，

工作流程彻底改变了。

当患者来做矫形器时，需要进行典型的身

体检查和口头病史调研。但现在，不是使用石

膏，而是使用专业的手持式 3D 扫描仪对患者

的手臂、腿部或其他身体部位进行扫描——这

个过程只需 2 至 5 分钟。扫描结果直接在 Artec 
Studio 软件中采集，然后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并

处理成 3D 模型。

如果被扫描的身体部位是脚，文件将以

STL 的格式发送到 Fitfoot360。对于其他任何身

体部位，文件将被发送到 Meshmixer。每一次

扫描完成之后，模型将被导出到 Aspire 软件，

来获取最终的 3D 模型格式，以便将其发送到路
患者足部的铸造模型。设备和结果数据的便携性（易于存储

和传输），这使得该技术的行业发展变得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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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en Hagen 与 Artec 3D Eva 和 Spider 专业 3D 扫描仪。

由器上进行雕刻。雕刻完成后，将顶盖粘上，

然后将产品呈现给患者进行安装。或者，最终

的模型也可以发送给 Simplify 进行 3D 打印，而

不是发送给雕刻机。这种方法经常被用于设计

和制作腿部、脚部、手腕和手部支架。

Hagen说：“我们所说的精度是无可比拟的，

而且我们每次都能毫无疑义地交付，这是我们

无法忽视的事实。”

Hagen 还采用了一种名为“Shell Offset ”
的技术，该技术是关于扫描肢体并将其镜像以

创建设备。这种技术适用于当病人断肢的情况

下。比方说，一个病人断了右臂。左臂将会被

扫描，因为它是完整肢体，然后将 3D 模型镜像

以创建对称性模型。

接下来，对模型进行修复以消除所有缺陷，

或在骨骼区域或关节周围增加物质，以提升舒

适度。从这一点来说，“外壳 ”是通过制作手

臂的数字副本，并增加偏移尺寸至所需的厚度

来创建的。3D 数字肢体的尺寸在 x，y 和 z 坐

标上被放大。然后，在软件中选择修改后的肢

体和壳罩，通过 Meshmixer 中的布尔差编辑命

令，制作出空心的壳 / 支撑罩。

便携性的优势
Orthin Ltd. 近二十年来一直倡导使用 3D 扫

描技术。它发现的最大优势之一是该技术的便

携性。它所使用的手持式扫描仪重量不到 2 磅

（0.9 公斤），并配有一个电池组，一次充电可

进行长达 6 小时的扫描。该扫描仪与平板电脑

集成，可以实时查看扫描结果。当患者无法前

往Orthin的办公室时，技术人员就会外出看病。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新工作方式：在客户

需要的任何地方进行扫描。可以在任何可能的

地点（甚至在他们的家中）进行此操作，并且

在扫描后，我们会给出客户的个人意愿。回到

办公室，原始数据被保存在内部服务器上。然

后，将其另存为 STL 文件。之后，我们使用

骨科软件创建模型，或者可以对最终产品进行

铣削或 3D 打印。”Orthin Ltd. 骨科技术人员

KarelWilbrink 说道。

如果还在使用传统的石膏方法，那么上门

看望患者就不可能了。使用 3D扫描，无需清理，

且几乎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它干净、简单、

快捷。

生产低成本假肢
3D 扫描和 3D 打印的结合，使得以极低

的成本即可定制个性化假肢成为可能。这使得

美国和其他地区有需要的人更容易获得假肢。

LifeNabled 正在利用这种技术组合，为危地马

拉 San Benito 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提供假肢。 
通常，制作假肢的材料成本从 800 美元到

1200 美元不等。 借助 3D 打印，LifeNabled 认

证的假肢师和矫形专家 Brent Wright 可以用更

低的价格完成。Wright 说，利用 3D 打印，他

的团队可以用大约 4 美元的材料成本制造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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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臂。 由于这一技术的进步，原本无法负担传统假肢的患者不再

需要忍受没有假肢的痛苦。 使用 3D 扫描，患者无需为降低成本而

选择牺牲舒适性。

非主流疾病的矫形器
仅有 0.5％的男性和 3％的女性患有 Graves 病，也称为

Basedow病。这种疾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是一个或两个眼球突出。

这会导致眼睛无法动弹，从而导致眼泪分泌异常或过多，对光敏感

以及视野狭窄。可以使用外科手术来缓解这种情况，但这可能会带

来手术的副作用，即对抬高上眼睑的肌肉腱组织的潜在损伤。

这种非常罕见且特殊的术后风险会导致患者无法完全闭上眼

睛，从而在夜间难以休息。Digital Maison 是一家 3D 扫描和服务

公司，其任务是帮助一位患有此症状的患者。使用手持式 3D 扫描

仪来创建患者在不同姿势下的面部 3D 模型，包括躺着。

该模型用于创建一个定制的眼罩，该眼罩可以完美地贴合患

者面部轮廓，在夜间完全遮挡光线。最后一步是用 Bioflex材料 3D
打印眼罩，这是一种半刚性材料，可以为佩戴者提供高舒适度。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眼罩根本无法缓解患者的一些不适感。

对于鲜为人知的疾病和病痛，3D 扫描和 3D 打印可以提供以前无

法获得的解决方案。

它可以为那些被大型医疗器械公司忽视的患者和人群解决问

题，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市场规模太小而无法引起大公司的重视。

正是这些较小的，或者说孤立的应用才真正显示出 3D 打印技术的

优势。

对于矫形器和假肢，3D 技术正迅速成为行业领先工作者的

首选工具。3D 扫描的精度、成本和时间的节省、便携性和灵活

性都是无与伦比的，其优势是难以忽视的。这些技术的整体学习

曲线持续大幅下降。许多医生已经迅速掌握了重塑现代医学实践

所需的技能。可以说，是时候抛弃石膏和玻璃纤维进行 3D升级了。

www.artec3d.cn

病人将脚放在平台上准备进行 3D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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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建筑材料设计 3D 打印的骨植入体
Designing 3D-Printed Ortho Implants with 
Architected Materials

近年来，快速成型制造技术越来越成

熟，能够生产出具有复杂晶格结构的骨科

植入物，从而进一步实现骨整合。但直到

现在，设计此类创新医疗产品所需的软件

仍落后于用于制造这些产品的硬件。

旧软件，新设计需求
传统的 CAD 软件本质上是为了将手

工绘图数字化而设计的 -- 当减法制造和

CNC 是主要的加工方法时，制图和传统

CAD软件非常适用。现在，增材制造（AM）

已经进入终端零件生产，直接制造各种高

度复杂的几何形状已经成为可能。因此，

当使用那些旧的基于绘图的方法时，这样

的几何形状可能很难定义。 
说 “A 点到 B 点的距离是 10 毫米 ”

很容易，但当你为骨科植入物设计骨小梁

网格时，如何定义在这两点之间创建的复

杂器官表面呢？仅仅有 40000 个不同的半

径标注是不够的。你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

表示复杂的几何形状和它背后的所有驱动

参数。

一些软件制造商已经努力尝试通过在

传统 CAD 内部设计基础工作区，来表达

这样复杂的结构。其结果可能产生极度密

集且非常非常大的文件。这使设计中的所

有边界和曲线的管理变得非常困难。运行

时间可能很长，不要试图修改或改变任何

几何形状，并期待快速转换，以使您能够

深入进行设计探索。

使用基于 CAD 的软件可能会面临另

一个挑战，该软件可能早在几年前就已经

通过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验证，也

许该软件的版本可能不再受创建该软件的

公司的支持。要在此基础上对产品进行新

的设计更改，通常需要进行额外的测试和

计算机建模提供了自动化的工作流程、设计，以促进骨整合。

昂贵的差异分析，以证明您的“新”软件

仍与经过验证的先前版本相关，并产生相

同的最终结果。

AM 的计算机建模
最新的进展为许多调整提供了解决方

案。隐式算法和现场驱动的设计功能可以

比传统工艺更快地管理大量数据和复杂的

几何形状，而且几乎是实时的。

自动化的工作流程可快速更新设计，

以加快创新速度并满足竞争需求。材料参

数、应力分析和性能可轻松地通过辅助仿

真功能进行评估。自动采集输出和工作流

数据，供内部单元共享和重用。这项新技

术的以数学为基础的精确可重复性不仅对

产品开发很有价值，而且很容易记录在案，

以便提交监管；即使软件功能不断发展，

生成的数据也会长期保持一致。

设计师从核心设计开始，通常在 CAD 中创建。在医疗器械设计中，这个基础模型通常会被分离成

多实体，以隔离需要保持实体的区域和可能需要填充结构网格或多孔结构的区域。图 1 的左侧是基

础 CAD 模型，图 1 的右侧是网设计区域的选择。( 所有图片都由 nTopology 公司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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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不同的骨小梁状网格示例，说明了如何控制这些结构，如支撑的厚度或孔

径，从而进一步定制以获得最佳性能，然后在整个表面上自动生成。

图片显示的是如何使用 nTop 平台，设计

者接下来要创建一个工作流，生成一个可

以由孔径、支撑厚度和其他此类参数定义

的随机骨小梁结构。

这说明，一旦工作流应用于植入物模型的适当区域，并且设

计者对结果感到满意，那么，基础模型的不同配置或零件编

号就可以使用相同的工作流，而且工作量很小。

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它远远超越

了设计阶段。可以将生成的几何图形“预

先切片”直接交付给 3D 打印机。它不再

需要中间环节，即劳动密集型的 STL 文件

管理阶段。切片的数据是驱动逐层 AM 加

工的数字基础，该加工会融熔金属粉末并

构建最终产品。

熟悉的材料，新的设计
无论使用哪种设计软件，在高度规范

的医疗行业中，骨骼友好型植入物仍然局

限于少数经过验证的材料。从历史上看，

这些都是非反应性材料，例如钛、PEEK
和不锈钢，这些材料以往都已被成功加工。

业界了解它们的特性，并且 FDA 已批准它

们可用于人体，因此对用它们制成的产品

限制较少。

当 AM 开始作为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出

这些细胞可以被锁定，然后在整个设

备系列中以可重复的工作流程将其应用于

任何表面或体积。无论其复杂程度如何，

都可以通过将特定或动态纹理快速应用于

整个表面来实现表面特性。体积填充网格

可以从一个几何体无缝过渡到另一个几何

体，从而形成可加强薄弱区域或使故障点

最小化的结构。平滑地将复杂的网格形状

过渡到外部实体特征，使工程师能够模拟

骨结构的生物拟态，如小梁元素和它们之

间的无缝有机过渡。

这种设计自由度和控制的结合非常

强大，可以对真正的正交各向异性特性

进行复杂的处理。工程师可以使用仿真

来研究骨生长因素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影响种植体的宏观刚度，并学习如何

创建独特的晶格元素，以延长生物优化

的长期效益。如今，随着 AM 机器能够

实现 0.200mm 以下的支撑尺寸和小到

0.080 毫米的特征，制造这种复杂结构

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自由的设计探索
通过使用本文中描述的强大计算机建

模工具，设计工程师可以探索新的几何形

状和表面，如今可以使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机进行制造。这种方法的最终目标是

更快速的定制化设计，从而可以提高医生

改善患者疗效、舒适度和安全性的能力。

ntopology.com

现在医疗行业时，AM 设备制造商明智地

使用了这些核心材料以避免风险。先进的

计算机建模有助于实现这些熟悉材料的全

部潜力，为 3D 打印 “架构”。

任意规模的控制
这种架构化的材料设计功能可以在便

捷的 “工具包” 中获得，医学设计工程

师可在微观和宏观尺度上全面控制 AM 的

几何形状。现在可以轻松地生成带有数百

个“单位晶胞”或数亿个“单位晶胞”的

功能模型。可以控制晶胞的参数，例如支

杆厚度或孔径，并进一步定制或分级，以

实现最佳的骨整合。



美国汽车工业希望扩大 3D 打印机的

使用。Ford 和 BMW 等汽车制造商就技

术部署展开直接合作。公司还利用 VR 和

AR 技术来解决制造问题。而且，和许多

其他制造商一样，汽车行业也希望最大限

度地获益于工业 4.0，在这里，“互联”

的机器可以相互通信，也可以与人类操作

员沟通。

在位于密歇根州底特律郊区雷德福新

开设的 Ford 先进制造中心，人们正在研

究如何在工厂车间使用 3D 打印机和协作

机器人。该中心的 VR 和 AR 设施为 Ford
汽车公司在全球的工厂解决如何在工厂车

间安置生产设备等问题提供了一种途径。

2017 年，Ford 成立了一个先进的制造

组织，将汽车制造部门的员工聚集在一起。

去年，在一家工业公司搬到底特律地区的

另一个地点后，该集团确定了自己的厂址。

3D 打印加足马力
3D 打印，或称为增材制造（AM）是

指通过数字化设计，逐层打印零件。该技

术正在尝试打印较大的零件，并使用各种

类型的金属材料进行更多打印。航空航天

业多年来一直在增材制造方面进行投资，

因为 3D 打印可实现新的设计，并有望更

有效地利用金属（例如钛）。

但是，汽车行业却拥有更大的产量。

到目前为止，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对 3D
打印的应用一直落后于航空航天领域。

“3D 打印的当前应用仅限于刀具、

冲压模具、注塑模具、夹具、固定装置和

一些小批量零件，”位于密歇根州 Ann 
Arbor 市的汽车研究中心（CAR）工业和

经济部副总裁 Kristin Dziczek 说，“在大

规模生产的汽车和零件中广泛采用 3D 打

印的真正障碍在于当前以冲压、注塑成型

和机加工为基础的零件成型工艺的周期时

间、增量成本和沉没成本。因此，3D 打

印必须更快，成本必须大大降低，那么我

们才能在汽车行业看到该技术的广泛、大

批量应用。”

尽管如此，汽车行业的增材制造技术

仍在发展。

“3D 打印技术的进步本身就创造了

一系列解决方案，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

的。”Ford 全球先进制造组织的首席工程

师 Mike Mikula 说。这些改进包括“打印

速度和打印材料”。从“可能的艺术”的

角度来看，碳纤维增强聚合物 (CFRP)、
先进塑料和金属材料的引入已极大的改变

了潜在应用范围。

“当你把它与增加的计算能力结合起

来，”他继续说，“就可以让软件帮助你

设计零件。为您提供满足所有需求的主要

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传统加工所需的研

发和交付时间。因此，无论从打印内容还

是打印速度来看……这都使 3D 打印成为

一种非常吸引人的技术。当然，我们利用

它的目的是为了使加工过程中的刀具和装

配辅助装置更加坚固，并有可能克服 3D

打印相关的一些技术的挑战。”

此 前，Ford 通 过 与 Stratasys 公 司

合作在原型 3D 打印机上生产大型零件。

总部位于密歇根州 Dearborn 市的这家汽

车制造商与 BMW 一样，也是马萨诸塞

州 Burlington 市增材制造公司 Desktop 
Metal 的投资者。Ford 首席技术官 Ken 
Washington 也是 Desktop Metal 公司的董

事会成员。

Ford 和 BMW“ 知 道 这 将 会 到

来，”Desktop Metal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兼联合创始人 Jonah Myerberg 说。“他

们很着急。但仍需几年才能在整车上实现

该技术。”

Myerberg 说 3D 打印可能会扩展到模

具和夹具应用之外，但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他说：“你不能只看车辆的一个局部

区域，你必须审视整个车辆。我们努力让

汽车制造商认识到 3D 打印的主要优势所

在。”这位 Desktop Metal 公司主管表示，

他们最终会将3D打印推向其一级供应商。

“幕后有太多汽车制造工程师们不愿谈

汽车行业热衷于 3D 打印
Automotive Industry Warms to 3D Printing
到目前为止，在采用 AM 技术方面，汽车制造商
及其供应商已经落后于航空航天领域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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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d 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 Jim Hackett 在该公司先进制

造中心的媒体活动中发表讲话。该工厂装备有 3D打印机、

协作式机器人以及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

及的事情。” Myerberg 说说，“我们只要知道客户会如

何使用这些打印机就够了。”

在 9 月，HP 公司推出了一种名为 HP Metal Jet
的新型 3D 打印技术，旨在批量生产钢制零件。HP 表

示，大众汽车公司计划在本世纪 20 年代开始使用 HP 
Metal Jet 技术来生产其电动汽车。电动车辆比传统的

内燃机车辆具有更少的运动部件。因此，电动汽车可

能是扩大增材制造技术在汽车行业中应用的好机会。

工人适应
随着汽车工业的日趋成熟，人们正在努力提高工

人的技能。

随着汽车行业的就业变得越来越复杂，阿拉巴

马州的劳动力培训计划 AIDT 正在努力加强对工人的

培训力度。工厂的员工来到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

Tanner，在靠近 Huntsville 的 AIDT 工厂进行培训。

阿拉巴马州有多家汽车装配厂。该州还拥有航空

航天制造工厂。因此，阿拉巴马州正在尝试改进其相

关的制造培训。今年 1 月，阿拉巴马州的一个代表团

访问了“明日轻量化创新”(LIFT) 在底特律的总部。

LIFT 是美国制造业研究所，聚集了许多企业和学术界

人士，为制造业改进轻量化技术。

AIDT 的助理总监克 Kristi Bain 说：“阿拉巴马州

正在向制造业发展。”

“我们必须在先进的制造环境中工作，”该机

构劳动力发展委员会的阿拉巴马州商务部副部长 Ed 
Castle 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需

求是什么，你如何定义这种需求？”

Ford 公司的 Mikula 表示，这些趋势反映出汽车制

造业比以往更具吸引力。

“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他说，“也是

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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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的进一步投资
Service Bureau Invests in Advanced 3D Printing

自 1988 年立体光刻技术（SL）商业

化以来，3D 打印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随着计算机能力的提高和 3D CAD 软

件安装基数的增长，软件和材料也有了长

足的进步。最值得注意的是，新技术和市

场进入者激增。3D 打印的新老用户都面临

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选择是将资金投入

新兴技术，还是继续扩大成熟技术的应用。

20 多 年 来 Aerosport Modeling ＆

Design 公司已为从军事、医疗、汽车到航

空航天等一系列工业设计领域，提供了各

种各样的定制服务。

2017 年，Aerosport Modeling ＆

Design 投资购买了 3D 打印行业最新技

术之一——HP Multi-Jet Fusion 3D 打印

机。同时，Aerosport 还计划继续对立体

光刻（SL）技术进行投资，这是该公司自

1996 年成立以来的一项立身之本。2017
年，该公司又添置了一台新的 SL 设备。

Aerosport 从当今最大的立体光刻设

备制造商之一——Union Tech 公司处购买

了一台设备。大部分人都认为 Union Tech
是3D打印行业最先进入国际市场的公司。

该公司从 2000 年开始就率先在中国研发

立体光刻技术，并且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国

内供应商。UnionTech 是在激烈竞争的环

境下成长起来的，竞争对手包括其他 SL
制造商以及强大的 CNC 原型加工业。

这种竞争将 Pilot 系列商业系统和

RSPro 系列生产系统锤炼的越发成熟。

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机器，使用各种各样的

355nm 立体光刻材料，非常经济高效的生

产高精度零件。

U n i o n Te c h  R S P r o  6 0 0 拥 有

600×600×500mm 的大型加工平台，

并针对材料和软件进行了开放式设计，

为 Aerosport 原型制造提供了坚实后盾。

RSPro 600 具有 12 m / s 的扫描速度和闭

环控制功能，可调节平台移动、激光功率、

树脂液位和树脂温度。真空压力能够很好

地保证精度和稳定性。除此之外，该机器

的沉积材料层厚度为 0.002”（0.05mm），

因而其加工出来的产品通常具有非常出色

的表面质量。

“我们需要一款在质量和成本效益方

面都领先市场，且具有大型加工平台的设

Aerosport 通过 UnionTech RSPro 600 打印出的高质量大尺寸工件原型。

备。”Aerosport Modeling ＆ Design 的

所有者 Geoff Combs 说。“我从事该行业

已经有 20 多年了，因此，听到一些企业

对于机器性能的承诺和他们所谓的统计数

据对我来说已波澜不惊。但在看到 RSPro 
600 生产的一些样本零件的质量，以及明

确了该公司支持达不到性能则赔付后，我

们就决定购置一台该设备了。这也就是我

们公司测试工作的开始。”

通过 SL 材料优化了工件的坚固

性 和 可 加 工 性，Aerosport 团 队 使 用

UnionTech RSPro 600 打印了一个巨大

的工件原型，该原型包括各种各样的零

件特征和功能。该工件通常用于对客户的

组装演示。Aerosport 将于最近对 RSPro 
600 进行首次大型测试，也是该公司迄

今为止使用该机器打印出的最大工件，

使 用 SomosEvoLVe 128 树 脂。 其 零 件

体积超过 100in3（1638cc），尺寸约为

19×23×11.5“（483×584×292 mm）。

Aerosport 公司 SL/3D 打印部门经

理 Zac Holcomb 指出，3D 打印精度主要

由固化时材料收缩率和成像精度的函数决

定。他们专门针对 EvoLVe 光敏聚合物的

加工设备进行校准并检查了它的构造，以

确保加工参数正确。

之后，Aerosport 还使用激光扫描

系统将实际制造尺寸与 CAD 数据进行

了比对。Aerosport 的团队不仅发现整个

零件在这种情况下的误差在 ±0.010”
（0.25mm）以内，而且还在其他应用中，

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 UnionTech 的精度优

于±0.1%×工件总长。

该公司决定购买 RSPro 600 的另一

个因素是 UnionTech 的开放设计理念，

该理念允许制造商相对自由的选择打印

材料。凭借可靠的技术支持和持续创

新，Aerosport 在过去的 12 年中仅使用

SOMOS SL 材料就完成了所有加工任务。

例如，EvoLVe 树脂就是针对耐用性和易

于加工进行了优化的第三代 SL 材料。

相对于满足客户需求，广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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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系和 7 系铝合金 
 » 铝拆垛机

 » 铝对流炉 （多层箱式炉）

 » 伺服液压机

 » 铝零件用模具 & 润滑

 » 清洗&时效

铝热成形的可扩展
生产解决方案

APTGROUP.COM

Aerosport 为客户提供各种材料、价格合理的原型

设计服务，其中包括高质量的透明塑料零件。

功能也为 SL 工艺提供了显著的适用性。

Zac Holcomb 说：“除了在需要机械性

能的场合中使用坚固的材料之外，我们

还使用高度填充的复合材料来生产各种

通常需要注塑成型的模具。材料范围从

ABS 到硅再到其他材料等等。一台 SL 机

器就可以满足各种不同大小工件的加工，

从而为 Aerosport 这样的服务商带来了巨

大价值。他们为客户的需求寻求最佳的解

决方案。”

尽管 RSPro 600 大型 SL 机器扩展了

当前的原型制作功能，但 Aerosport 仍然

决定成为俄亥俄州第一家购入 HP Multi-
Jet Fusion 3D 打印机的服务商，以进一步

满足客户越来越高的生产需求。

Combs 还 表 示：“ 二 十 多 年 来，

Aerosport 为所有行业的客户提供了引人

注目的，价格合理的原型制作服务。惠普

开创性的多射流熔融技术，将使我们能够

采用坚韧的 NylonPA12 材料，每周生产 5

万多个最终用途部件。”

Combs 还指出：“通过使用诸如惠普

多射流熔融之类的颠覆性技术，我们正在

抢占 3D 打印行业的未来商机。”

www.aerosportmodeling.com
www.uniontech3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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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测量与制造整合
Integrating Metrology into Manufacturing

测量设备正在逐步进入车间中。现在

人们常在装配夹具和弯折机旁配备激光和

结构光扫描仪。有些是手持式的，而另一

些则是安装在机器人上的，坚固耐用，并

且可配备于生产线中，让制造商们更好地

对过程进行监控。

“许多制造商们并不是那么关心待测

物的绝对精度。他们只是想确定工艺流程

的稳定性。”Hexagon 制造智能事业部

北美综合解决方案组的产品业务开发经理

Scott Everling 解释说，“比较测量可以胜

任该项工作，但它仍然需要引入额外的标

准件测量才能确保尺寸精度。而检测这些

标准件时，又需要将他们带入测量室中，

以确保绝对的精度。”

这或许将得到改变。
随着技术的进步，在线或近线测量现

在已经能够获得尺寸验证所需的精度和重

复性。零件无需重复装卸，将为人们降低

巨大的时间成本。“人们正在寻求如何在

生产线中直接获得零件数据，而摒弃传统

的离线检测（例如将工件搬入测量室中进

行检测）方案。”Everling 说。

有目的的整合
这里还有一个更为宏伟的目标：闭环

制造。Everling 说，这对于制造汽车白车

身这样的大型复杂零件来说更为重要，因

为在该行业中，车型种类越来越多，人们

对周转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所有

OEM 厂商，每当针对新型号进行生产线改

造时，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时间成本。

而如果他们能大幅缩短这个时间，就能节

省一大笔钱。”他说。

Hexagon 为车间测量提供各种设备，

其中包括两个 CMM 系列：SF 和 Leitz 
SIRIO，他们都具有非常好的鲁棒性。

SF 系列中最新型的产品是 TIGO SF，测

量体积为 500 x 580 x 500 毫米。最大测

量 精 度（E0,MPE） 为 2.2+L/300 µm。

Hexagon 考虑到了车间的实际情况，将其

设计为了三面上料结构，并且该设备还具

有非常宽的温度适应范围（15~40℃）。

Hexagon 还提供了一系列的结构光、激光

线扫描和便携式臂式坐标测量机系统，可

用于在线及近线测量。

然而，要建立一个信息系统，所需

要的不仅仅是精度和鲁棒性。该公司的

MMS 脉冲传感器可以感知振动、温度、湿

度、碰撞、光度、气压和测量机器的当前

状态——这些都是闭环制造所需要的重要

信息。2019 年 8 月，Hexagon 还发布了

Inspect 4.1。Inspect 是一款全新的独立应

用程序，可帮助生产级 CMM 操作员使用

标准图形界面执行 PC-DMIS 测量例程。

未来已来，行业正朝着大规模定制

化的方向发展。而车间测量又该如何适应

这一切？“如果您真的要在短时间内制造

多规格的不同零件并进行不同设置，我们

工业重心向物联网和数据分析系统倾斜。

今天的很多制造方式都是行不通的。” 
Everling 说。人们需要的是易于重新配置

或数据采集的在线测量。这意味着需要更

多的定制量具、CMM、扫描仪设备和视觉

系统。

定制的数字化制造
“这一切肯定都在发展。”伊利诺伊

州 Aurora 市 Mitutoyo 美国公司的产品专

家 Gene Hancz 对此表示同意，“无论是

对于在线测量还是近线测量，对于测量设

备在生产中的应用，都是长足的进步。”

他认为带来这一项进步降低了成本、工程

时间和对劳动力的依赖。除了像其 MACH
系列的车间三坐标测量机之外，Mitutoyo
还推出了最新的三坐标测量机——MiSTAR 
555，可用于车间内中型工件的测量。

Mitutoyo 将中型零件的尺寸定义在了 500 x 
500 x 500 mm 的测量范围内。

不过，将测量集成到生产线中并不总

测量公司为制造业提供设备，比如 Zeiss 的这台 Duramax。
（图片由 Zeiss Industrial Quality Solutions 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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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确的解决方案。“您可能不会为了较

小批量的生产去实施测量集成，比如说只

有 1000 个零件的订单。但对于动辄 10 万

件以上的订单，测量集成就显得非常有意

义。”他说。

在线测量的一个关键性推动因素就是

数字化基础。实际上，每个制造商都依赖

于 CAD 模型。“当您使用 CAM 系统时，

无论是对于数控机床，还是车削或冲压，

从 CAD 模型制造零件都要容易得多。”

他说，“然后，你可以使用相同的 CAD
模型对 CMM 等测量设备，甚至视觉测

量设备进行编程。” 编程的关键因素是

与 GD&T 一起附加在 CAD- 产品制造信息

（PMI）数据上的信息。

该 PMI 数据的确切格式至关重要。现

在新兴的标准是 ISO 10303-242。Hancz
称：“如果 CAD 中包含的公差信息只是

公差的图形表示，而不是 242 格式，那么

它在自动化系统中就无法被调用。”他认

为目前只有大约 10%-12% 的 CAD 模型附

加了 PMI 的正确格式。“但比 5~7 年前不

到 5% 的比例是有所上升的，所以能够看

到它的用户量正在上涨，并且还会稳步增

加。”他说，“使用它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目前，该标准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

用是最多的。在使用 STEP AP 242 作为

标准的十大用户中，有 8 家是飞机制造公

司。这主要是因为它是 ISO 10303 提出的

要求。”他说。

Mitutoyo 还推荐了用于实时过程数

据的 MTConnect 标准和质量信息框架

（QIF），他们认为这对推动未来工厂的

智能化非常重要，这些技术都有助于保持

供应商和 OEM 厂商的一致性。

小型制造商也该如此
尽管 Hancz 认为对于大批量或大型

制造商，应该将测量技术整合到生产中，

但他也同时认为，不必拘泥于此。“不一

定非要像 GE 或者 Ford 这样的大型制造

商，因为现在协作机器人的成本效益已经

很高了。”他说。协作机器人体积小，易

于编程，因此也非常适合小型化生产。“可

以通过大批量订单搭建相关产线，并在生

产结束后将其沿用至小批量订单。”他建

议道。

位 于 密 歇 根 州 Brighton 的 Zeiss 
Industrial Quality Solution（Zeiss 工业质

量解决方案）公司是另一家提供车间内在

线 & 近线检测解决方案的公司，例如该公

司的 DuraMax、GageMax 和 CenterMax 
CMM 系列机器，以及结构光扫描系统等

等。该公司的产品管理经理 David Wick
表示，规模较大，较为成熟的公司都早已

将测量技术融入到了生产中，而小型和新

成立的制造商则还没有大量资金用于购买

CMM 或其他复杂的测量设备。

他说：“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中

层级。”他们可能拥有大量的三坐标测量

机等测量设备，并在关键的加工操作后用

这些设备进行离线测量。但这些设备可能

没有联网，并且无法完全集成。他还表示：

“通常情况下，每个设备的测量数据都是

独立的，并在工艺结束后，作为整体质量

的一部分来进行分析。”除了航空航天制

造商之外，大多数制造商并没有使用复杂

的 CAD 模型和附加的 PMI。这些用户可

能不知道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从他

们的测量投资中获得更多的回报。“他们

甚至不知道是否要采取下一步措施，来使

他们的系统捕获更多的数据，并以此提高

生产力。” Wick 说。

蔡司 CALYPSO 和 CALIGO 可用于创

建检测程序。与当今大多数此类系统一样，

只要连接了 PMI，它们就可以导入 CAD
模型以自动生成检测程序。这对于制造业

来说是非常理想的，这样制造部门或质量

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不必为了创建测量程序

而去研究图纸上的说明书。这也意味着产

品设计中的原作者已经对 GD&T 做出了正

确的解释。

整合意味着结合数据，分析数据，并

将信息呈现给决策部门。“我们的 PiWeb
软件可以将任何单个机器的测量结果集

中存储在客户的服务器上，然后客户可以

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包括通过他们

的 iPhone，电脑，甚至 iPad 对此进行查

阅。” Wick 说。它已经集成到了现有的

Zeiss 软件中。Zeiss PiWeb 报告可以兼容

CALYPSO 和 Zeiss CALIGO。

工程设计师是否需要更好地了解测

量和 GD&T，以便在集成系统中获得更好

地结果？“答案肯定是‘是’，但是同样

的，需要了解的深入程度取决于工程师是

服役于汽车或航空航天 OEM 制造商，还

是小型创业车间。”他说。Zeiss 提供的

课程包括 GD&T 的含义和应用，如何创

建测量程序，或者如何获得 AUKOM 认证

（AUKOM 是生产测量技术的全球培训标

准）。他还表示：“我们的持续教育计划

有面授和在线两种，因此客户可以轻易地

“Inspect”是一个独立的应用，可以帮助生产级坐标测量仪

操作员使用标准、简单的图形界面执行 PC-DMIS 测量程序。

（图片由 Hexagon 公司提供）

作为其 CMM 产品线的一部分，Mitutoyo 提

供了专为车间设计的产品，如 MiSTAR 系列

CMM。（图片由 Mitutoyo 公司提供）



42

测量  Metrology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中国    2021.3

集成测量通常只存在于较小的范

围内，这个范围既包括机床内部，也

包括机床之间。“我们在 1982 年推出

了第一个用于机床的接触式测头，并

在 1987 年推出了第一个用于机床的激

光测量系统。”Blum-Novotest Inc. 公
司的总裁 Lilian Barraud 说，该公司位

于美国肯塔基州的 Erlanger。他认为，

这些测头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作为配件存

在，“它们已是机床的一部分，更是制

造工艺的一部分。”

Blum-Novotest 公司最新开发的

LC50 DIGILOG 激光对刀仪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结合精密的激光源和受

保护的高端光学元件，DIGILOG 技

术能够在几秒钟内采集数千个刀具转

速数据。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例如机

床内部冷却液起雾和滴落）下完成刀

具磨损、破损、识别、主轴健康或跳

动误差等数据的自动监测。但这还远

远不够。这也说明了数据分析对于集

成的重要性。Blum 公司于 2019 年推

出了 LC-VISION 软件，该软件是在 
CNC 机床控制屏可视化测量结果的独

一无二的软件，并且还能够提供优化

和诊断反馈。

这样的测量系统可以在多个方面为我

们提供帮助。“我们实施在线测量的目的

实际就是帮助把生产过程中的第一个零件

做好。”Barraud 说，“从而避免代价高

昂的上游试错和下游返工。”

另一个目标是保证系统长时间平稳的

运行。“有一种常见错误是把刀具装在了

以小见大：机器集成测量也非常重要

Blum 公司开发的 DIGILOG
激光对刀仪，每秒可采集数千

个测量值。（图片由 Blum-
Novotest 公司提供）

错误的地方，然后在启动程序后，就

会碰坏刀具或零件。”他说，“在线

测量是确保高效闭环制造的最佳解决

方案。”他强调，设备需要设计成能

在飞屑、油污、噪声的环境中工作，

以便形成闭环，从而通过工艺改进，

确保产品质量。

（图片由 Verisurf Software 公司提供）

获取更多的信息。”

Wick 还指出了信息传输标准的重要性

和它们在行业中的新颖性。“目前我们支

持 QIF 开放标准中的一些元素，包括读取

不同供应商的 PMI 模型；从这些 PMI 模
型中自动创建检测程序；以及使用我们的

PiWeb 软件分析并导出结果报告。我们的

一些大客户已经在 QIF 框架上实现了标准

化。当我们在开发新的测量软件产品时，

如何将该产品融入或如何嵌套到 QIF 开放

标准中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之一。这不是

我们所考虑的唯一事情，但肯定是其中重

要的一环。”

数字化线程和
工业 4.0 的一体化

加利福尼亚州 Anaheim 市 Verisurf 软
件公司销售市场总监 David Olson 表示，

测量集成技术拉近了设备之间的距离，但

仍有许多公司和用户处于数字鸿沟中，

并且试图将这些设备链接起来。“CAD/
CAM/CAE 多年来一直是被人们一起提到

的。”Olson 认为，但现在却缺少保持数

字化连续性的关键环节——计算机辅助检

测（CAI）。“一旦您在数字工作流程中

加入 CAI，您就触摸到了真正的基于模型

的定义（MBD）的大门。”他解释说。

MBD 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即 3D 数据

集是唯一权威。3D模型是唯一的数据来源，

它为规划、制造、采购和检验提供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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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零件加工新时代的到来
New Era in Aerospace Machining

耐热合金加工用
航空产业的革命

SX3
BIDEMICS
CERAMATIC

高次元融合的出众耐磨损性和耐崩损性
——新硅铝氧氮陶瓷SX3面世！！

针对耐热合金的超高速半精/精加工
——BIDEMICS

拥有优越的耐崩损性，实现耐热合金的
高速加工
——陶瓷铣刀 CERAMATIC

www.ntkcuttingtools.com/cn

附带语义信息的 CAD 模型，如 GD&T，意味着人们可以将自

动测量和报告集成到制造系统中。（图片由 Verisurf 公司提供）

信息。Olson 表示，在 MBD 中，智能化 CAD 模型的比重在

不断增加。智能化的三维 CAD 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可以用于

逆向工程、自动检测和报告、装配指导、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以及统计过程控制（SPC）。Olson 认为这些元素

体现了真正的数字化线程。

数字化线程的概念很大，对于一些 OEM 商和生产车间

来说，可能会让他们难以接受。“但这一切都始于对智能

CAD模型和保数字化链接的承诺。基于模型的逆向工程测量，

以及自动化检测是许多车间美好的第一步。”他认为，这将

使这类制造商符合新兴的 OEM 要求，并解决这种数字化链

接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达到 CAD、CAM、CAE 和 CAI 之间

的真正集成。

为此，他指出，像 STEP AP 242 或 IGES 这样的标准

文件格式是将数据在各平台转移之间的重要桥梁。然而，他

也指出，最好在应用层面处理完成集成和兼容性的处理。

“例如，Verisurf 软件可以编译 CAD。”他解释说，“该软

件直接支持、读写文件到 Mastercam、CATIA、Inventor、
KeyCreator、PTC Creo、Rhino、Siemens NX、Solid 
Edge、SolidWorks 和 SpaceClaim。”并且还支持 STEP 和

IGES 协议下的文件传输。

“我们在兼容性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支持并

驱动几乎所有的坐标测量机、臂、跟踪器、扫描设备或其他

数字测量设备，包括因软件和控制器过时而被人们忽视的传

统坐标测量机。”他说。Verisurf 为这些过时的机器开发了

软件，使他们重新上线，并能够在所有的 CMM 上运行自动

检测软件。

“当提到制造系统时，要记它们共同的主题都是要

‘开放平台兼容性’，这也是我们公司和所设计软件的核

心。”Olson 说，“再往后，您将看到测量和 CAI 会成为数

字化设计制造过程的代名词。”

www.hexagonmi.com.cn
www.mitutoyo.com.cn
www.verisurf.com
www.zeiss.com/metrology
www.blum-novot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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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扫描仪的改进是由于电子元件的改进，如光学、图像探测器和计算能力，以及激光光源本

身的改进。（图片由 Hexagon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公司提供）

随着技术的进步，激光扫描仪应得到重视
Laser Scanners Demand Attention as 
Technology Improves

Hexagon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公司的激光跟踪仪产品经理 Joel Martin 表

示，激光扫描仪已开始被广泛使用。

激光扫描仪对新用户的最大吸引力在

于它的速度和易用性。“你只需要在零件

上挥动它们，就可以得到零件的三维点云

数据，大家对此都很满意。”Martin 说。过

去激光扫描仪发展的最大阻力在于人们始

终认为它是一种折中方案。因为激光线扫

描通常意味着牺牲精度或引起噪音。并且

待测材料也对其具有较大的限制，激光扫

描仪难以检测光滑或对比度较大的表面。

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刻板的

认知也正在逐渐被人们摒弃。

Martin 说，改进包括光源、计算能

力、软件和算法，以及今天的激光器质量，

如低散斑、蓝光激光器。同时降低了噪

音，提高了准确性。甚至它们的主要吸引

力——速度——也得到了改善，在一些高

端型号中，采集速度可以每秒数百万点计。

新型号重量轻（通常仅一磅或更少），易

于操作。新用途覆盖航空航天、汽车、重

工业和建筑设备行业。

“如果您上次关注激光扫描仪是在两

年前，那真该更新一下知识库了。”Martin
说，“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您值得看到更

好的产品。”

新功能，新用途
每一次改进——更快的速度，更低的

计量级激光扫描仪的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噪音和更广泛的表面实用性——都为激光

扫描仪带来了新的应用。“例如，激光扫

描仪已经应用到了那些对数据噪点敏感的

场合。”Martin 说。

据 Martin 说，因为现在人们需要对一

些零件进行 3D 建模和改进，激光线扫描

仪的一个成熟应用即是将它们通过逆向工

程转到 CAD 中，测量这些在纸质图纸的日

子里生产的零件。这种应用对数据噪点特

别敏感，而新型的激光器则对此完全胜任。

尽管激光扫描仪用起来很方便，但其

性能规格也需要根据具体应用进行调整。

通过将便携式激光扫描仪与带有反射器

的干涉测量激光器相结合，能够在更大范

围内实现更高的精度。如果再加上用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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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臂上的激光扫描

仪通常会结合接触式

测头，以提供为灵活

的测量选项。（图片由

Nikon Metrology 公

司提供）

路保持的激光跟踪设备，那么就可以很容

易的实现对汽车车身或者飞机结构等大

面积区域的高精度测量，其精度可达 50-
100 微米，从而能够迅速的建立完整的数

据集。恰好 Hexagon 也是激光跟踪设备

的供应商，所以他们能够提供完整的跟踪

扫描系统。

人们必须在单次采集宽度和点云的分

辨率之间进行取舍。“如果您想通过采集

飞机机翼的数据对它进行逆向工程，那么

光线长度为 3 英寸（76.2 毫米）的扫描仪

就不适合您，就像您无法用三英寸的小刷

子去刷房子一样。”Martin 解释说，“所

以，就距离来说，对于飞机机翼这样的大

型部件，我们能够提供线宽为 2 英尺（0.6
米），景深为 3 英尺（0.9 米）的 LAS XL
激光扫描仪，该设备可以结合跟踪仪获得

更高的精度。”Hexagon 现在已经针对不

同种应用提供了 10种不同的激光扫描仪，

并对其规格和性能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

这些改进提高了激光扫描仪的易用

性，甚至对于新手来说也非常容易上手。

这就意味着人们不用再为了获得最佳的采

集效果而费尽心思的对其进行设置。最新

系统就像智能手机中的傻瓜相机一样易

用。当然，。

Martin 说：“光学和探测仪市场的巨

大进步推动了我们在工业市场上的进步。”

他指出，该公司最新型的 RS6 扫描仪使

用了市场上的最新技术。据该公司介绍，

Hexagon 针对该公司的 Absolute Arm 七

轴 PCCM，开发了一种名为 SHINE（系统

性高智能噪声消除）的算法，该算法利用

当今图像传感器的高刷新率和快速计算，

将激光反射的多次曝光结合起来，以获得

更高图像质量和更精确的测量结果。

“它类似于手机相机中的HDR功能，

将高曝光和低曝光的图像结合起来，以获

得更好的采集效果。”他说，“但却消除

了 HDR 技术中心的图像重复。对于激光

扫描仪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

即使在测量难以扫描的表面时，我们也无

需像其他传统设备那样降低帧率。”

RS6 实现了先进的接触与非接触式测

量复合测量。它的重量仅为 14 盎司（400
克），从而大幅提升了实用性。10360-8 
Annex D 对于 RS6 和 Absolute Arm 组合

系统进行了认证，其精度最高可达 41μm
（具体取决于机械臂长度）。“单独讨论

每个部件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控制组

合后系统的整体精度。”Martin 解释说。

适用于复杂零件
密歇根州 Brighton 市 Nikon Metrology

公司的应用经理Matthew Gibbons观察到，

激光扫描仪的最佳应用是测量复杂轮廓和

复合形状的零件，例如冲压金属板、注塑

件和铸件。

“对于铸件测量，激光扫描仪能够很

好地针对其公差较大的特点。”他说，“激

光扫描也是软零件测量的理想选择，例如

汽车内饰和橡胶部件，在这些地方，接触

式测量可能会使工件变形，而激光则不会

产生这种影响。”他也认为，随着精度和

速度的不断提高，激光技术也开启了更多

类似的应用，分辨率的提高意味着测量

对象的更多元化，例如黑色表面或镜

面。

Nikon 提供了针对于各种不

同的应用场景，推出了三种不

同型号的手持式扫描仪。通

过持续创新，Nikon 开发了

增强传感器性能（ESP3）
算法，用于其 KScan 和

MMDx 手持式扫描仪。

此 外， 其 H120 线

扫描设备中采用了改进的

ESP4 算法。据该公司介

绍，ESP 可对每个点的激光

强度进行实时动态调整。它可

以在无需任何手动调整的情况下，

完成颜色过渡强烈和反射率不同的零部件

扫描，因此用起来非常方便。智能反射控

制是该产品的另一个特点，常用于测量光

亮的或抛光后的材料。

MMDx 的帧率为 150 赫兹，而 H120
的帧率则高达 450 赫兹（此外还有低斑点

和蓝色激光源）。MMDx 和 H120 都配备

了接触式测头，以获得更大的灵活性。

“H120 每秒可采集多达 45 万个点，

而蓝光激光无疑有助于降低数据噪声和

提高精度。”Gibbons 说。他还提高了

Nikon 提供的光学元件，因为 Nikon 是商

业级相机镜头的主要供应商之一。“这意

味着我们可以扫描出非常精细的细节，比

如金属零部件的边缘。”他说。

Gibbons 还认为，大多数潜在用户在

失去了新鲜感，并且深入了解了这项技术

的功能之后，还都对此非常满意。“今天，

大多数客户希望的是完全复制，例如用

激光测量完全复现原先的接触式测量的功

能。”他说，“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可

以实现这一点。”但并非总是如此，这其

中就包括视线遮挡的问题，与接触式测头

相比，激光测量难以伸入到小孔中进行检

测。此外，透明工件的测量也是一个大问题。 
对于精度规格，Nikon 还设计了如

何匹配组合臂和传感器的精度。例如，

Gibbons 说，安装在 MCAx25+ 便携式臂

上的 H120 的精度为 32 微米，置信区间为

2σ，这意味着至少 95% 的测量点精度将

在 32 微米内。

他也同意其他人的观点，认为激光线

扫描未来的发展将遵循现有的趋势，包括

更快的采集速度、更多元的更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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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an 激光扫描测头是 API 公司 Radian 系列激光跟踪仪的一个选配件，能

够用两条激光线采集表面数据，如图所示。（图片由 API 公司提供）

的表面特征以及更高的数据噪声抑制。激

光线扫描也将用于那些最新型的应用场景

中，例如新兴的增材制造。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对增材制造工

件的线扫描测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

现在这些零件则是制造完直接进行组装

的。”Gibbons 说。这种零件的表面通常

都比较复杂，用激光线扫描进行测量似乎

是一项理想选择。

多功能过程控制
据 Automated Precision Inc.（API）

公司工程总监 Nadir Shah 介绍，激光线扫

描具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和性价比。他还表

示，“激光线扫描设备可以用于高速测量

任何轮廓和形状，无论是离线还是在线检

测都可以。”

Shah 也认为，激光线扫描设备已经

具备了较高的测量质量，即使是对表面粗

糙的工件，也可以进行高速扫描测量。该

设备的改进不仅仅得益于光学和加工工艺

的提高，工程师们还在架构和配置上进行

了创新。例如，现在有一些激光线扫描设

备可以通过多条激光线条来实现更好的角

度覆盖。他说：“他们还在多条激光线中

采用了不同的宽度和景深。”以提高精度

并减少数据噪声。此外，还进一步改进了

噪声抑制算法。

“大多数汽车 OEM 或零部件制造商

都选择了在线扫描和区域扫描（结构光）

检测解决方案，在这里，零部件需要进行

100% 全检。”Shah 说。他还指出，他们

已经不仅仅是简单地对其进行在线检测，

并对是否超差进行甄别。现在他们已经开

始用扫描数据进行过程控制。例如有些人

开始使用扫描数据来发现焊接机器人的工

艺问题。Shah 介绍说，由于需要较高的

测量效率和昂贵的夹具，传统的三坐标测

量机很难适用于这种快速的在线检测。

他也指出，线扫描设备随着不断发展，

也逐渐进入了新的应用领域，特别是在航

空航天领域，更多的复合材料被用于制造

混合材料部件。“对于一架飞机的舱门，

除了铝合金之外，也会用到其他合金，甚

至还会有一些复合材料。我们的一个客户

在用线扫描设备检测一台大型组件时，发

现复合材料占比高达 80%，此外还有 15%
的铝，5% 的钢和其他合金。”他解释

说。通过 API 的扫描仪，现在该客户仅需

一次设置，就能对这种混合材料部件实现

100% 的全数据检测。

“在使用这台扫描仪之前，他并没有

办法对此进行全数据检测，而是依靠在组

装飞机时检查质量问题。”他说。那只能

作为后期纠错工作的一部分。据Shah表示，

会有越来越多的扫描数据用于过程控制。

API 公司提供两种版本的激光线扫描

设备。一种是称之为 iScan 的线扫描仪，

该设备可以与 API 的 Radian 激光跟踪器

配合使用，以提高精度。另一种是专为大

规模扫描和建筑工作而设计的3D扫描仪，

例如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

API 表示，iScan 是其 Radian 系列激光跟

踪器的选件，重量只有 1.2 公斤，扫描速

度却高达 100,000 点 / 秒。它可以扫描反

光和黑暗的表面，并有一个旋转头，可提

供 360º 的全视角检测，以实现“传感器

无死角定位”。它的不确定度可达 2σ，

并且在与 Radian 激光跟踪器的配对时，

测量距离越近，精度越高。该公司在广告

中称，7 米距离时精度为 50 微米，15 米

时为 80 微米。 
www.apisensor.com
www.HexagonMI.com
www.nikonmetrology.com指纹扫描展示了当今激光扫描仪能够测量的细节水平。（图片由 Nikon Metrology 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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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工厂模式推动了制造业创新
Virtual Reality Factory Model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弗吉尼亚州 Prince George County 
的 Commonwealth Center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CCAM，联邦先进制造

中心）汇集了各类工业界，学术界和政界

所面临的先进制造业的挑战。这个非营利

性的制造研发中心具有 35 个成员，包括

Siemens，Airbus，Rolls-Royce，NASA 
Langley Research Center 和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nd Virginia Tech（弗吉尼亚理工

大学）等组织。

爱荷华州 Marshalltown 的 Mechdyne 
Corp. 公司以其独特的 Powerwall 技术帮

助 CCAM 完成其任务，构建可视化的未来

工厂，包括了其中的数据和工艺。该公司

研发的大型沉浸式虚拟现实（VR）系统为

CCMA 中，学术、政府和行业生态系统之

间的合作提供了直观的界面。

这很符合 CCMA 的目标，即为创新制

造工艺和技术开发提供协作环境，并通过

产业驱动的教育途径培养合格的制造业劳

动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提供了一个

环境，让成员们可以共同开发解决方案。

特别是针对行业或政府资助的学术研究项

目，其最终目的是使技术满足现实世界的

使用需求。

CCAM 的 研 究 人 员 来 自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弗吉尼亚联邦

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密歇根

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

John Deere、General Electric、Rolls-
Royce 和 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 等

世界知名的高校和企业。

CCAM的研究人员致力于在一系列研究

重点领域解决复杂的制造挑战，包括自适应

自动化、增材制造、加工技术和表面处理工

程等等。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测试

如何将自主机器人集成到未来的数字化工厂

中，以实现远程监控和工具运输。

CCAM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Will Powers
表示，该中心的重点是自动化、机器人技

术和人工智能，这对当今许多制造企业的

成功都至关重要。CCAM 为未来的数字化

工厂提供了探索最佳实践、开发工艺流程

和解决当今最复杂的制造挑战等项目。

这种虚拟工厂的沉浸式 3D 模型可以

让研究人员将机器人、机器和其他高度先

进设备的实时数据、运动和状态可视化。

作为将 3D 模型转化为虚拟现实应用的专

家，Mechdyne 工程团队帮助 CCAM 将其

数字工厂移植到了 Powerwall 沉浸式显示

系统中。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是现代制造业

的发展方向。Mechdyne Powerwall 是一

个重要的助力，它帮助我们的研究人员向

其他成员分享独特的观点，从而让所有人

更好地了解开发中的系统和流程。” 飞
机发动机制造商 Rolls-Royce 北美公司前

CFO，Powers 说。他自 2016 年以来就是

CCAM 的领导者。

Powerwall，也被 Mechdyne 称为“工

作台”，是一个 VR 显示系统，可以将 3D
可视化投射到 8'x14'（2.4 米 x4.3 米）的

墙壁上。用户可以通过佩戴轻巧的 VR 眼

镜来跟踪其运动，以获得 CCAM 厂房、设

备、机器人和数据源的完整虚拟现实体验。

其地板的 VR 投影可以提高研究人员和工

程师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更直观的对原

型机或装配设计进行检查。

团队使用了 Unity 软件平台，这是一

个流行的游戏引擎，在导入 CAD 模型、

创建零件、装配体和整个工厂的动态，以

及交互式虚拟表示方面，它都具有强大的

功 能。Mechdyne 的 getReal3D for Unity
是一个商业化的插件，它可以使将 Unity
软件显示在大型交互式 VR 显示器。

VR 系统非常适合于交互式培训、探

索和数据分析，而所有的这些功能都是

CCAM 所需要的。该组织想将 Powerwall

用于网络安全信息学，并将企业网络中的

节点、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和数据流

可视化。通过对网络和数据本体的沉浸式

视角，Powerwall将有助于识别安全风险，

并暴露出困扰当今制造设备的常见漏洞

（CVE），以防止灾难性漏洞产生。

下一代智能工厂将由支持高级分析、

机器学习和自适应自动化的丰富数据源所

控制。它们不但要求自动化系统具有上下

文意识，还要能够适应零件、工艺、环境

和人员的变化。

智能工厂的力量来自于计算机、机械、

自主车辆、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和机器人的

互联。这些节点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可能难

以概念化，并且在协作中也将面临前所未

有的挑战。通过 Powerwall，CCAM 的研究

人员可以更容易的分享概念和新发现，而

这些概念和新发现，可能只有通过大规模

的沉浸式数据可视化才能便于让人理解。

CCAM 的研究总监 Matt Stremler 说：

“工厂数据流的可视化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之一。感谢 Mechdyne，我们是当今唯一

拥有虚拟现实工厂模型机构。我们可以与

机器进行互联，并通过与设备进行信息传

递以进行过程控制和交互式工作。”

Stremler 表示，CCAM 正在进行的工

作是突破性的，他们想要使用大规模的沉

浸式可视化，基于工厂布局的 3D 模型，

实时检查工艺和性能。未来，他们期望使

用 VR 系统来检查网络安全的数据流。此

外，Powerwall 还可以用于在恶劣或无法

进入的环境中实时远程操作机器人。

www.mechdyne.com

在联邦先进制造中心（CCAM）的

Mechdyne Powerwall 中展示虚拟工厂的沉

浸式 3D模型。(所有图片由Mechdyne提供 )
通过 Powerwall，CCAM 的研究人

员可以更容易地分享概念和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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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CAM 带领 Indy
赛车工程项目走向巅峰
CAD/CAM Tops Capstone Indy Car Engineering Project

如果有什么词来形容 IUPUI 大学工

程 技 术 学 院 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项目，那一定是“立竿见影”。

该项目设立在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

第安纳波里斯联合分校（IUPUI）的共享

校区中。

项目讲师 Ed Herger 具有强大的制造

业背景。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数年的工业领

域。一开始他从事的是材料学的研发，并

随后转投了热能仪器再到运动器材等产品

的制造。然后，他就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在 California 州 Haas CNC 公司下属的社

区学院担任兼职教授，在该学院中，会用

到 Haas 的 CNC 机床和 Mastercam 软件

公司——一家位于 Conn 州 Tolland 市的

CAD/CAM 软件开发商——的软件来进行

实践学习。

“对于 IUPUI 的机械工程技术专业项

目，相比于传统的机械工程专业，能接触

到更多车间内所发生的事情，而不仅仅是

在大学象牙塔内进行设计。”Herger说，“学

生们可以获得很多更为实用的技能，从而

在大学毕业后，毫无障碍的胜任工作岗位。

对于 Mastercam、Solidworks 亦或是其他

软件的学习，我们都会教给他们一些更为

接地气的知识。”

在该项目的前两年，学生需要学习

一系列的学术科目，然后从大三开始，他

们会大量的接触到工程本身。到目前为

止，在该项目中，几乎都没有用到在线教

学，而是集中在传统的课堂讲授和实践

项目的课程上。当涉及到 CAM 软件时，

会以附加课的形式，对 Mastercam for 
Solidworks 软件进行教授。

Herger 说：“我们想要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 CAM 经验，并帮他们获取更多的

相关证书。这意味着我们要将精力集中在

Mastercam 和 Mastercam University 所

提供的优质在线资源上。这不仅能帮我们

的学生获得学士学位，还能帮他们获取更

多的职业证书。我们可以在实验室内，或

采用远程在线的方式，对学生提供相关教

育。”

Herger 会从 Mastercam University 选
取 2-3 个单元让学生去自学，然后根据这

些单元的知识点布置作业。“在课堂上，

项目讲师 Ed Herger 在 IUPUI 的 CAD/CAM 实验室

观看学生 Ryan Mathis 使用 Mastercam 的动态铣功

能对支架部件进行编程。（所有图片均由 IUPUI 提供）

IUPUI 学生 Daniel Zwissler 为 Indianapolis Motor Speedway
博物馆微调 Indy 赛车变速箱的展示部分。IUPUI 的学生用

Mastercam 加工的零件实现了演示所需的自动化。

我习惯于把 Mastercam 的课件以及自己的

作品放在电脑上，然后投影到大屏幕上，

与不同的学员进行分享式教学。而如今，

学生们只需要按照大纲进行在线课程学习

就可以了。我在他们上课的过程中对他

们进行监督，也对他们的知识掌握情况非

常满意。他们已经同时相当成功地完成了

Mastercam University 的和我自己所布置

的学业任务。”

在学生们学习 Ed Herger 的 CAM 课

程之前，他们首先要学习几门 3D 建模

有关的课程，并了解一定的制造实践知

识。之后，还需要重点学习如何使用过

Solidworks 进行参数化建模。而在 Herger
的课程中，学生们会进行 Mastercam 的强

化训练。“我通常会给他们布置一个宏大

的项目，例如某些工模具的设计。我的总

体思路是通过一个大项目让他们进行系统

的全方位的学习，而不是只进行具体的、

有针对性的训练，因为这种训练几乎没有

实际应用场合。”Herger 解释说。

例如，Herger 会让学生们直接逆

向设计一把千分尺。学生首先需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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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几个零件。然后，他们就会用到

Mastercam 的高级功能，在计算机实验室

里对机器操作进行编程。“我会尽量给他

们一个有应用场合的项目，并且尽量减少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硬性指导，从而让他们

自己摸索该如何做。在我指导之前让学生

更多的动脑去思考，这样会取得更好地学

习效果。”Herger 说。

据 Herger 介绍，Mastercam 的许多

功能，例如动态铣削，都能帮助人们最大

限度的发挥数控机床的潜力。“我们用铝

材做了很多大型复杂零件，其中 3D 曲面

铣占了很大比重，因为这种技术可以为模

具制造出更为复杂的形状。千分尺的 U 形

框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耗时

约为 6 小时的项目，在完成时，其模具质

量令人非常满意。当然，我们从头到尾都

在用 Mastercam 分析零件轮廓并生成刀具

路径。真的想不出有什么三轴 CAM 功能

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千分尺的测量范围

在 0-1 英寸（0-25.4 毫米），设备的整体

长度大约在 3 英寸（76.2 毫米）左右。我

们用工具钢做了一套模具来制作U型框架，

我们还做了一个小印章，也是用工具钢做

的，以便在千分尺的套筒上标记不同的数

字和刻度。”

千分尺项目中还包括一个旋转顶针的

小模具。它在模具内部包含了微小的升序

数字和位置标记。“他们必须在 CAD 程

序里面加入一些不同的线条标记，并且确

保能够真正地将这些微小的标记加工到模

具中。”Herger 说，“学生们反复了好几

次才弄清楚在 3D 表面铣削中，哪些方法

是有效地，当然其中有些方法无法生成刀

具路径。” Herger 还说道，学生们也了

解到了，平行式的刀具路径，对编程中的

复杂几何形状不那么敏感。

在课程中，他们还为千分尺套筒上所

有 0.05 英寸（1.2 毫米）的标记制作了一

个模具，并生成了“逆加工”程序。“他

们加工出了所有的外侧区域。”他说，“并

使用 1/8 英寸（3.175 毫米）、60o 的雕

刻工具留下了凸起的标记。我试图在这一

点中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应该把

这种伟大的技术的每一点都用在自己的工

作中。”

自从 Indy car 大赛成为学生的毕业设

计项目以来，Herger就对此显得尤为热衷，

他说：“因为我们就在 Indianapolis。所

以我们自然而然的接触到了汽车赛事，甚

至我们有自己的汽车运动项目。”

Indianapolis Motor Speedway 博物馆

里陈列着一台 Indy 赛车的标准变速器。它

在很多地方都被切开了，所以任何人都可

以看到它的剖面。直到去年秋天，它都静

静地展示在那里。

“我们有幸从博物馆里接到了这个

项目——使变速器动起来，并且对它进行

动画仿真，这样它就成为了一个交互式的

展示。在展示中，变速器以缓慢的速度进

行旋转，并且游客还可以模拟同一辆车的

方向盘进行换挡操作。在该项目中，变速

IUPUI 的学生利用 Mastercam 的动态铣削功能，

为 Indy 的赛车变速箱制作了这个支架。

IUPUI 学生为精密千分尺的 U 形框架所制作的一套钢模。

器和小型电动机的支架，换挡杆的线性执

行器以及其他许多小型部件，都是通过

Mastercam 加工出来的。”

学生们能够基于 Mastercam 的动态铣

削功能实现高速加工。例如“当您加工支

架时。”Herger 说，“我们用 2×2×2 英

寸（50.8×50.8×50.8 毫米）的铝块作为

坯料，加工出了 5/8 英寸（15.8 毫米）厚

的板子，在这个板子背面有几个圆柱形的

凹槽，根据位置不同，这些凹槽将延伸出

½ 至 ¾ 英寸（12.7-19 毫米）。人们可以

通过这些凹槽，用螺栓将这个板子固定在

变速箱上，同时，还能给变速箱支座留一

些间隙。”

“得益于动态铣削程序，我们使用 ½
英寸（12.7 毫米）的立铣刀和全深度切

削来去除大部分材料。基本上，我们是将

所有材料去除到剩余大约 ¼ 英寸（31.75
毫米），只留下三个圆柱形凸台。”他

说。然后，我们使用 ½ 英寸（12.7 毫米）

的球头铣刀在凹槽底部加工出一个圆角。

“我们通过 Mastercam 的刀具路径和动

态铣削优化了加工工艺，其中不得不提的

是在运行每一个加工程序前，我们都会用

到 Mastercam 的 Verify 模拟功能。”该

功能可以通过确认程序中的所有步骤，来

确保避免潜在问题。

“我不得不说，这个毕业设计项目，

和其他项目一样，都使我和我的学生受益

匪浅。”Herger 说。

www.masterc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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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路径仿真帮助 Conroe
在车间实现了 " 零事故 "
Toolpath Simulation Allows Shop to 
Go ‘Crash-Free in Conroe’

每当您给汽车加油的时候，您可能就

需要感谢 Conroe Machine。因为大量的

螺杆马达（PDM）都诞生于这家位于德

克萨斯州 Conroe Machine 公司。螺杆马

达在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中被又称为泥浆马

达，它们通常用于石油和天然气井的定向

钻井。如果没有泥浆马达，那些为汽车提

供动力和为家庭提供供暖的石油和天然气

将永远停驻于地下。

James Wardell 对此也有一点功劳。

作为 Conroe Machine 公司的编程技术

经理，Wardell 是实施 VERICUT 刀具路

径仿真软件的团队成员之一，如果没有

VERICUT，该公司的加工操作将更低效、

更不安全，也更难预测。

“这些年来，机械加工正变得越来越

复杂。”他说，“它不再仅仅是简单地直

线和弧线移动。您可能会遇到动态的粗加

工路径，3D 表面处理，并同时进行四轴

和五轴切割。您不能指望机械师检查出这

些路径中的全部 bug。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需要一个工具，来够验证我们的NC程序，

确保加工中的一切正常。”

正 如 Wardell 所 指 出 的，Conroe 
Machine 的产品不仅有泥浆马达。自 2000
年以来，这家位于Conroe北部工业园区，

拥有 160名员工、65,000平方英尺（6,039
平 方 米） 的 工 厂， 为 Halliburton、
National Oilwell Varco （NOV）和 Global 
Drilling Support International 等公司生产

了大量的高精度零件。其中还包括许多海

底作业零件，例如刺板和各种控制阀，在

这些零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由 Inconel、
Nitronic 50、ToughMet 和其他具有挑战性

的材料制成，证明了该公司具有强大的制

造加工和工程能力。

“我们不仅生产了数以十万记的轴承

座圈、外壳和 PDM 传动部件，还完成了

Conroe Machine 生产了许多用于油气井定向钻井的部件。（所有图片均由 Conroe Machine 公司提供）

很多小批量和原型工作。”Wardell说，“我

们的大部分客户都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行

业。不过在上一次经济危机之后，我们也

一直在致力于使客户变得多元化，并相应

的扩大了服务范围。”

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该公司购买了

一台 Toyoda 的 SB316YM，这是一台固

定轨道桥式五面加工中心，其工作台容

量 可 达 22,000 磅（9,979 公 斤），X 轴

行程为 118 英寸（300 厘米）。Wardel
称之为公司的旗舰机床。在安装之前，

Conroe Machine 就将其编程系统换成

了 Mastercam，并投资了前面提到的

VERICUT 软件。该软件的研发者是总部

位于加州 Irvine 地区的 CGTech 公司，该

公司是一家提供数控（NC/CNC）仿真、

验证、优化和分析软件技术的供应商。

该工厂还有许多购买 VERICUT 的理

由。Conroe Machine 拥有一系列令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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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roe Machine 公司位于德克萨斯州 Conroe 的

北工业园区，拥有 160 名员工，为 Halliburton、
National Oilwell Varco 等客户提供服务。

Conroe Machine 公司的编程技术经理 James Wardell 是实施

VERICUT 刀具路径仿真软件的团队成员之一。

在 Conroe 龙门铣床上加工的众多零件之一，这种机床由于具

有五面加工能力，碰撞的可能性比传统机床要高。

象深刻的数控机床，包括 Okuma LU45 II
四轴车床、Doosan DMV 5025 和 3016
加 工 中 心、120 英 寸（305 厘 米） 的

Mighty Viper 3100 立式铣床等。不过，

正是五面加工带来的巨大碰撞隐患，使团

队和管理层意识到了投资精确仿真刀具路

径的必要性。

“ 我 们 也 有 几 个 带 有 在 线 检 测

和机器人零件处理的自动化生产单

元，特别是桥式铣床让我们想到了

VERICUT。”Wardell 解释说，“我们想

要验证新 CAM 系统上的后处理器是否准

确，并且在生产之前剔除编程中的错误，

因为这种错误可能会对我们车间中昂贵的

设备造成致命损害。”

5 年 了，Wardell 说，VERICUT 每

天都在不断证明它的价值。“自从使用

VERICUT 以来，我们没有发生过任何因

编程错误而导致的碰撞。或许是手误，或

许是其他原因，我们也会在工作中漏掉几

个关键尺寸。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使用

VERICUT 中的 AUTO-DIFF 功能，它能够

检查出所有疏漏，并确保一切正常。”

除了避免碰撞，VERICUT 还可以减

少设置时间。因为操作员可以对整体程

序进行预览，所以也减少了猜疑和顾虑。

虽然所节约的时间非常可观，但 Wardell
并没有准确计算到底节约了多少时间。

“对于运行那些未经验证的程序，需要

多花费大量的时间。操作员必须一丝不

苟地对每条生产线进行模拟运行，注意

力也需要一直放在‘急停’按钮上。有

了 VERICUT 程序，他们就可以腾出时

间去干其他事儿了。”

事实上，Wardell 指出，Conroe 公司

的机械师已不再相信未经 VERICUT 验证

的程序。在他的部门也是如此，大约只有

在使用特殊形状的刀具或其他非常规夹具

时，他才会省略程序仿真这一步，因为他

目前还没有时间在CAM系统中进行建模。

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那些想要使用

VERICUT，但又担心难以完全复制加工环

境所需的工件和刀柄会带来额外的大量工

作的车间，Wardell 认为大可不必如此。

他解释说，他有时会在非标刀具周围画出

一个粗略的轮廓，“这已经足够检测出碰

撞了。”他说，无需对整个机床进行建模，

只对那些与刀柄或夹具有明显碰撞可能性

的区域进行建模即可。

“我喜欢 VERICUT，”他说，“只

要能用我就会用，其他操作员也是如此。

例如，如果必须编程，他们会让我再模拟

一次，以确保他们没有漏掉小数点或减号。

我们为自己是一家领先的车间而自豪，我

们一直在寻求使工厂变得更高效、更安全、

更好的装备技术，以确保产品的高质量水

平。VERICUT 无疑帮助我们实现了这一

目标。”

www.conroemachine.com
www.cg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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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CAR 引擎的快速、精确测量
Rapid, Accurate Inspection Meets 
NASCAR Engine Maker’s Need for Speed

Roush Yates Engines（RYE）公司使用

密歇根州布莱顿市 Nikon Metrology 公司的

iNEXIV VMA4540影像测量仪对NASCAR赛

车发动机部件进行了快速而准确的非接触检

测，几乎不需要任何固定装置。

2003 年，Jack Roush 和 Robert 
Yates 与 Ford 汽 车 公 司 合 作， 成 立

了 NASCAR 赛车发动机的独家制造公

司——RYE。该公司位于北卡罗来纳州

的 Mooresville，Doug Yates 任 总 裁 兼

CEO，已在 NASCAR、IMSA 和 FIA 赛事

中获得了 23 项冠军，362 项团体奖和 337
次首发。

从一开始，RYE 在 NASCAR 赛事中

就居主导地位，并且还在不断取得成功。

对于 RYE 而言，速度是最基本的要求。

在 2013 年，Michael Shank Racing 车队

采用了 RYE 与 Ford Performance 合作开

发的一款双涡轮 EcoBoost V6 赛车引擎，

在 Daytona International Speedway 创造

了 222.971 mph（358.837 kph）的新速

度记录。

2018 年 Nikon Metrology 和 RYE
共同宣布了一项新的合作计划。两家公

司 表 示，2018 年 3 月 推 出 的 iNEXIV 
VMA4540 影像测量系统将会具有前所未

有的精度和易用性，且该系统可用于各种

不同场合的测量。

这家痴迷于速度的公司不仅明白它在

赛道上的重要性，也明白它在开发和使用

最新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性。在这样一个

高度竞争的环境中，满足紧凑的时间表是

至关重要的从而使最新设备第一时间投入

使用，占得市场先机。

各种因素，包括 CMM 超大工作量的

编程和潜在的工作流瓶颈，促使 RYE 寻

求一种更好、更强大的非接触测量系统。

传统方法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可能危

及引擎质量。例如，接触式探针系统需要

花费大量时间来获取具有重复性的数据，

而且复杂的半径和锥形外径很难用接触式

探测系统来测量。使用这类 CMM 来检测

重要特征，需要增加复杂的固定装置，而

且还不一定能测量到。

最终，RYE 选择了一种经济高效的

非接触式测量系统，该系统能够突破传统

方法的瓶颈，对半径、锥度和其他参数进

行检测。并且只需简单的固定即可获得非

常高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该系统就是带

有 CMM-Manager 软 件 的 Nikon iNEXIV 
VMA4540 测量系统。

RYE 的 NASCAR 质 量 生 产 总 监

Jennifer LaFever 解释说，该系统非常易

于安装和使用。操作人员只需经过一周的

编程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操控。她还补充

说，与其他的系统相比，CMM-Manager
的操作界面非常友好，对新程序员的门槛

较低，其视觉界面非常直观且易于掌握。

甚至其他部门的同事在经过培训之后，都

可以快速上手，对关键特征、缺陷或故障

进行检测，并输出高分辨率照片。

LaFever 说：“根据我们的需求，

Nikon 公司进行了定制化培训，因此我们

能够从培训中获得所有需要的信息。虽然

一开始他们只讲述了一些软件的概述信

息，但是很快，他们就对我们的需求进行

Penske 车队的 Joey Logano 于 6 月 10 日在 Michigan International Speedway 中，赢得

了 2019 FireKeepers Casino 400 赛事。（所有图片均由 Roush Yates Engin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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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量身定制。我们与培训师一起编写了实

际的零件程序，在培训结束后，这些程序

立马就可以开始用于零件检测。”

iNEXIV VMA4540 当前可用于测量所

有的 NASCAR 发动机组件，包括垫片、

夹子、O 形圈、油孔、摇臂杯和滚子等 50
多个不同零件中的各项特征，每年的检测

量大约在 50,000 多件。为了匹配这么高

的产量，RYE 只能依靠视觉系统的速度和

准确性。该系统的最主要优点就在于它可

以轻而易举的对小型易碎部件的特征进行

检测，非接触的特性使其在绝对不会损坏

工件的前提下，获得可靠的结果。

对于 RYE，信息是关键。因为每周都

有 NASCAR 比赛，所以需要对信息进行

实时采集，并且在几天之内进行反馈，从

而在赛道上进行改进和优化。该优化越快，

那么团队在下一次竞赛中获得优胜的可能

性就越高。

RYE 的质量控制技术人员兼视觉程序

员 Alexander Morothy 表示，通过该视觉

系统，大大提高了 RYE 对大量数据点进

行评估的速度。他说：“该系统具有极快

的测量和数据采集速度。CMM-Manager
是该系统的一大亮点。无论是在接触式还

是非接触式系统中，该系统都能够对新零

件进行高速编程及精确测量。”

因此，RYE 能够为生产和工程部门提

供更快的测量速度，以改进或解决潜在的

问题。以小孔检测为例。现在质量部门能

够在 12-14 分钟内完成 100 个孔的测量，

同时还不会耽误其他的测量。而这些检测

在以前需要花费 20-30 分钟。这意味着

在降低 50% 检测时间的同时，还降低了

97% 的人工时间。

Morothy 解 释 说， 使 用 CMM-
Manager 的校准过程和数据报告，线性测

量、编程和长部件测量非常简单。“质量

部门的同事可以测量工件中多个不相关的

特征，然后有组织地报告特征之间的测量

结果。VMA4540 在大约三秒之内就能够

完成全量程的移动，因此可以很快的检测

完大型零件。以前，对手动测量每个垫圈

的 8 项特征需要 2 分钟。但是现在通过使

用视觉系统，我们可以在台面上一次性放

置 5 个垫圈，在 2-3 分钟内就可以完成检

测。这大幅度提高整体检车效率，并将测

量时间缩短了 80%。”他说。

iNEXIV VMA4540 通过缩短测量和人

工时间，向 RYE 展示了其价值，并确保

了其最新的创新技术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

位。CMM-Manager 软件是视觉系统的关

键引擎。通过该软件，初学者和经验丰富

的程序员都可以轻松进行编程。对于新零

件，该软件也具有极高的编程速度。搭配

接触式测头，可以轻松精确的进行影像和

接触式测量。

通过不断地突破工作中的瓶颈，质量

部门能够越来越有效的在短时间内获得更

准确的结果。快速、准确、具有极高重复

性的检测，可以实现质量部门与生产 / 工
程部门之间更快的沟通。团队合作效率对

于提高创新速度至关重要。RYE 在赛道内

外都赢得了胜利，极高的生产速度，带来

了极快的赛车。

www.nikon.com

RYE 选择了带有 CMM-Manager 软件的 Nikon iNEXIV VMA4540
系统，以快速、准确、非接触的方法检测赛车组件。该检测系统每

几周就会进行优化，以满足发动机制造商对速度的需求。

在 RYE，Nikon 的 CMM-Manager 软件可以检测垫片、推杆、

夹子、O 形圈、油孔、摇臂杯和滚子等 50 多个不同零件的各项

特征，并生成报告。每年的检测量大约在 50,000 多件。

在 Michigan International Speedway 举办的 FireKeepers Casino 
400 赛事中，美国 NASCAR 赛车手 Joey Logano 的赛车正在维修。



行业之声  View Points

54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中国    2021.3

在带有 IIoT 功能的设备进入工厂，

进行互联的新时代中，制造商们必须保护

其生产网络边缘的设备安全。企业们在边

缘计算方面进行了及时的投资，以采集源

头的数据并进行分析，从而将计算应用程

序、数据和服务分离开来。在管理运营技

术（OT）的过程中，安全一直是一项令组

织者感到头疼的问题，而在制造业的这一

创新中，则帮助人们建立了一套确保边缘

安全的最佳实践方案。

人们所说的安全风险通常涉及到黑客

和数据窃取，但对于许多制造商而言，其

面临的更大风险可能在于那些更容易被人

忽略的问题，例如系统性能下降或设备运

行故障。随着 IIoT 设备在供应链中的用途

越来越广泛，一台设备出现问题就可能会

导致整个生产过程出现问题。

因此，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

为边缘计算设备部署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此类解决方案可以提供额外的防护，以确

保生产过程的顺利和可靠性。在该方案中，

本地计算机可以实时分析安全异常，并为

团队中技术和经验最为丰富的员工提供相

应的信息，来自边缘的信息可以帮助 OT

和 IT 团队识别系统性能异常并对此做出反

应，无论该异常是来自恶意软件攻击还是

设备的运行不正常。

制造商目前将在边缘部署 OT 安全软

件视为最佳解决方案。首先，边缘计算可

以使 OT 安全程序更为有效。并将受保护

的资源放置在尽可能靠近关键数据的位

置，使其最大程度地减少软件程序在注册、

分析和解决安全风险所需的时间。其次，

在边缘部署 OT 安全软件对于复杂的制造

环境可能特别有用。因为对于引入 IIoT 设

备的制造商来说，边缘安全至关重要。这

些公司的 IT 人员可能无法即时保护所有终

端设备，因此需要专门为边缘计算机建立

重要的防火墙，以防止潜在异常访问。

边缘安全所必须具备的
尽管有这些好处，但 OT 团队也必须

了解，在使用这些安全工具之前，通常需

要制定一个标准。不可否认的是，软件是

一切边缘计算的基础。在大多数边缘部署

中，最大的安全风险是过时的软件应用和

基础构架。在为边缘部署实施更复杂的安

全策略和应用程序之前，OT 团队应确保

保护网络边缘
Securing the Edge of the Network

Jason Andersen, 
Vice President, Business Line 

Management, Stratus Technologies
www.stratus.com

从减材加工中吸取经验以指导增材制造
Lessons Learned from Metalcutting Can Guide AM

增材制造（AM）曾被称为 “快速原型”

制造。它最早的形式是制造原型零件——

而不是其他。然而，制造商对使用它在生

产中制造具有成本效益的金属零件的前景

很感兴趣。这一天已经到来。

速度是一个问题。通常，一次铺设一

层金属粉末并进行烧结，逐层制造的厚度

为单个激光束的直径，其速度不如铣削或

车削快。速度上的短板使 AM 的应用限制

在复杂零件或特定的、昂贵的材料上，在

这些方面，AM 比切削和焊接更实用。

开发人员正在努力使 AM 速度更快。

Scott Fosdick
Head of Sales, Market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s

GF Machining Solutions
www.georgfischer.com

所有边缘设备安装的软件都是最新版的。

否则，软件集成可能会阻碍甚至破坏最终

的解决方案。所以，OT 团队应在一个更

长的周期里，对软件进行定期更新。

物理安全是边缘安全中需要考虑的另

一个因素。与恶意软件攻击和黑客攻击相

比，老式的物理攻击似乎相对无害，但公

司在预防中，必须将物理风险与数字风险

同等对待。好消息是，许多高端计算解决

方案可最大限度地提高物理安全性。例如，

仅通过锁定机柜或 USB 端口，就可以防

止最近发生的一些巨大的工业安全问题。

IoT 和边缘计算的不断创新给制造商

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新的机遇。值得庆幸的

是，人们已将边缘计算中带有的独特功能

用于单个设备、制造环境和整个网络中，

以应对创新带来的挑战。

曾经使用的是单一激光器，现在一些机器

会使用四个或更多。开发人员正在优化光

束及其在粉末床上的运动。除了提高激光

速度外，开发人员还在研究特定金属粉末

在激光束下的实际烧结温度，以进一步加

快加工速度。

要想做得更多，他们需要更广泛的应用。

优化系统
每个零件的生产成本不仅取决于切削

金属的速度（或在这种情况下是烧结的速

度），还取决于整个系统的效率。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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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网络边缘
Securing the Edge of the Network

Alexander Pope 最着名的一句话是：

“错误都是人为的”。但是，当极端天气

发生造成工厂即将关闭时，类似的错误在

生产中断对业务的影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

用。对供应链上的制造工厂和公司来说，

这种影响更为深远。

如果一个企业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

情，那么当管理层和员工在亲身体会之前可

能不会相信这会发生，或者认为它不会像实

际发生的那样糟糕。 即使他们认为这是可能

的，但缺乏经验意味着他们不知道将会发生

些什么，如何或何时该做些什么。在紧急情

况下，缺乏深谋远虑和自满、粗心大意和疏

忽，都可能会产生粗心的错误。

更糟糕的是，匮乏的信息只会加剧这些

错误。不准确或相矛盾的天气报告可能会使

事情恶化，太多的资料可能会使管理层盲目

选择一个方案，而不能制定第二套方案。

制造经理可以通过一种做法来避免这些

不足：准备。有了正确的信息和一个实践团

队，领导者可以启动一个计划，并降低那些

可能会产生高昂恢复成本故障的风险。

阅读匮乏导致收益降低
在极端天气下，在恰当的时机停止系

统是一种精确的平衡行为。等待时间过长，

不会减少整个过程中潜在的错误。行动太

早，可能不得不承担不必要的停工所造成

的损失。

当然，这个后果取决于环境。一家造

纸厂一天停产导致 100 万美元的损失，但

对于一家汽车组装工厂来说，每小时的损

失就可达 125 万美元。同时由于停机导致

的责任、伤害或死亡以及客户减少可能会

导致长期收入的下降。

减少人为错误可以使这些成本最小

化。实施经过深思熟虑、持续实施的计划，

可以在天气灾害发生时，让这些错误自行

解决。建议通过以下三个步骤准备好您的

制造方案：

1. 考虑每件事情。当 X、Y 或 Z 事件

发生时，你将会做什么？为什么？通过考

虑需要做什么以及应该计划多远。

你将如何执行这一战略，谁将执行每

项任务？员工应该多久练习一次？定期训

当天气原因造成设备故障时，
应对人为失误的三个技巧
Three Tips for Countering Human Error 
When Weather Shuts Your Facility Down

练会发现您在初始规划过程中可能没有考

虑过的问题。实践演习旨在揭示薄弱环节，

而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设计演习旨在强化

应急团队并“打破”常规。

2. 指导你的团队。让设备管理人员了

解他们所做出的决定会产生影响。此外，

还要教育员工帮助他们了解他们所承担的

个人和职业风险，并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为

他们提供支持。提供平和的心态和给员工

一种公司是他们坚强后盾的感觉来鼓励他

们前进，从而保证业务的运转。

3. 记笔记。在计划和行动中，都需要

根据可靠的信息做出决策。私人天气服务

将触发符合特定应对计划的报告。专家还

可以提供针对特定问题的答案，帮助您解

决可能没有考虑到的解决方案。

教皇经常引用的话： “宽恕是德。”

不幸的是，极端天气很少对人为错误做出

让步，所以需要避免这样的失败。与专家、

指导经理和员工一起工作，并根据精准的

天气信息来开展和完善极端天气状况下的

工厂关闭计划。

需要优化材料的输送和后处理以及成型速

度。 如今，许多增材制造设备开发商几乎

把精力都放在了如何加快打印过程上，而

很少考虑系统。

有些公司却抓住了这一点。例如，

我们的 DMP Flex 350 打印机就采用了类

似办公室激光打印机使用的粉末盒系统。

操作人员可以在 30 分钟内重新装入相同

材料的粉末，并在两三个小时内更换材

料——这个过程在大多数系统中需要两三

天。同一台机器将粉末双向铺设到床上，

几乎将速度提高了一倍。

AM 与金属切割
另一个转折——金属增材制造的后处

理过程通常需要去除金属材料。几乎所有

的 AM 金属零件都需要进行二次加工，无

论是高速铣削、磨削、EDM，还是其他

加工。

在制造业中往往有一个普遍的假设，

即要么切削，要么打印一个零件。如果

加法技术迅猛发展，减法技术可能会面

临最终被淘汰出生产车间的威胁。事实

上，加法和减法技术现在和将来都是相

辅相成的。

当然，金属切削会受到金属打印的

影响。例如，随着增材制造在生产中的

规模扩大，与以较低的速度去除金属和

粗加工零件的能力相比，实现高效高速

加工近净成形的打印零件将变得更加受

Ian Nicolson
Industry Manager, StormGeo

欢迎。这将反映在金属切削机床制造商

的产品中。

而且可以预期，将会有新的产品被

开发出来，以更好地完善打印工艺。例

如，9 月在汉诺威 EMO 展会上推出的

AgieCharmilles CUT AM 500 是一款卧式

电火花线切割机，专门用于从其成型板上

去除金属增材制造的零件。它的旋转轴可

以旋转成型板，使成型板和零件倒置浸入

电介质溶液中。该方向允许零件从板上切

下，而不会对 EDM 导线产生压力，并落

到一个集料篮中。它是一种辅助金属增材

零件加工的减材机。

制造商可以期待在新的减法加工应用

案例中看到更多的创新。



日 本 松 浦 机 械 制 作 所 （ 以 下 简 称

MATSUURA）成立于1935年，至今有

8 0 多 年 历 史 ， 是 一 家 以 自 主 开 发 、 设

计、制造高品质加工中心而著称的国际

专 业 集 团 ， 产 品 被 广 泛 应 用 于 航 空 航

天 、 汽 车 及 汽 车 运 动 、 精 密 仪 器 、 通

信、医疗等行业，业务遍及全世界。凭

借着性能稳定的产品品质、最新的加工

应用和完善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全球客

户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总部位于日本福井县福井市，在该县

的越前市也拥有制造工厂。日本国内的业

务主要集中在北关东营业所、名古屋营业

所、大阪营业所三个地区。自1974年

五轴与多托盘系统的灵活应用

MX系列具有优异的操作性，加工能力，以及超高的性价比。

MAM72系列可支持变品种、变批量生产，长时间无人值守运转。

MATSUURA在美国销售出划时代的第一

部立式加工中心机床MC-750V，同时也

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以此为契机，

MATSUURA开始了全球化的征程，先后

将产品出口到欧洲、亚洲、大洋洲等30多

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MATSUURA开

始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产品，随着中国机床

行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市场的进一步扩

大，MATSUURA开始专注于中国市场，

于2011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日本株式会社

MATSUURA制作所上海代表处。

5轴立式加工中心MX系列以“初学者

也可以安心•简单的操作”为关键词，具有

优异的操作性，加工能力，以及超高的性

价比。从2010年销售开始，MX系列产品

阵容扩大到3种：MX-330、MX-520、

MX850，广受客户好评。（截止于2020年

5月末，MX系列机型累计销售1475台。）

近年来，为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市场

对 “ 自 动 化 和 无 人 化 ” 的 需 求 不 断 增

长，松浦以易于使用的MX系列为基础，

新增选配件托盘交换系统，从而可以轻

松地通过“多托盘+5轴”构建“简单的

自动化”，为“工作方式改革”做出了

巨大贡献。

例如：

1）由松浦提供装有多托盘系统的5轴立式

加工中心，如MX系列、MAM72系列。

2）通过5轴加工中心和多托盘系统的活用，可以实现1天24小时×7天连续运转。有

少量必须用5轴机加工的零部件和数量多却比较容易加工的零部件的场合，建议白

天，夜晚分别加工不同的种类。甚至在非工作日加工更能提高生产效率。

3）多用型夹具。很多厂商都有出售多用型夹具，可供选择适合加工的夹具。

4) 一次装夹加工。通过5轴加工从各个方向对装夹在夹具上的材料进行加工。最后用薄加强筋保持工件

形状，加工结束后，将薄加强筋分离。无需麻烦的夹具，使复杂形状的工件也可一次装夹，完成加工。

5）操作简单的托盘管理画面。松浦有着长年开发多托盘系统的悠久历史。利用这些专有技术，不仅

可以管理日程表，还可以对应各种情况。

● 托盘监控画面：通过显示加工零部件的图像，防止人为错误。

● 虚拟四面角板功能：各托盘可以登录四种程序，根据使用方法10托盘可以作为40托盘发挥功能。

www.matsuura-sh.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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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松 浦 机 械 制 作 所 （ 以 下 简 称

MATSUURA）成立于1935年，至今有

8 0 多 年 历 史 ， 是 一 家 以 自 主 开 发 、 设

计、制造高品质加工中心而著称的国际

专 业 集 团 ， 产 品 被 广 泛 应 用 于 航 空 航

天 、 汽 车 及 汽 车 运 动 、 精 密 仪 器 、 通

信、医疗等行业，业务遍及全世界。凭

借着性能稳定的产品品质、最新的加工

应用和完善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全球客

户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总部位于日本福井县福井市，在该县

的越前市也拥有制造工厂。日本国内的业

务主要集中在北关东营业所、名古屋营业

所、大阪营业所三个地区。自1974年

MATSUURA在美国销售出划时代的第一

部立式加工中心机床MC-750V，同时也

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以此为契机，

MATSUURA开始了全球化的征程，先后

将产品出口到欧洲、亚洲、大洋洲等30多

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MATSUURA开

始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产品，随着中国机床

行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市场的进一步扩

大，MATSUURA开始专注于中国市场，

于2011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日本株式会社

MATSUURA制作所上海代表处。

5轴立式加工中心MX系列以“初学者

也可以安心•简单的操作”为关键词，具有

优异的操作性，加工能力，以及超高的性

价比。从2010年销售开始，MX系列产品

阵容扩大到3种：MX-330、MX-520、

MX850，广受客户好评。（截止于2020年

5月末，MX系列机型累计销售1475台。）

近年来，为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市场

对 “ 自 动 化 和 无 人 化 ” 的 需 求 不 断 增

长，松浦以易于使用的MX系列为基础，

新增选配件托盘交换系统，从而可以轻

松地通过“多托盘+5轴”构建“简单的

自动化”，为“工作方式改革”做出了

巨大贡献。

例如：

1）由松浦提供装有多托盘系统的5轴立式

加工中心，如MX系列、MAM72系列。

2）通过5轴加工中心和多托盘系统的活用，可以实现1天24小时×7天连续运转。有

少量必须用5轴机加工的零部件和数量多却比较容易加工的零部件的场合，建议白

天，夜晚分别加工不同的种类。甚至在非工作日加工更能提高生产效率。

20:00～06:00 大批量易加工产品×0

薄加强筋（约1mm）

8:00～18:00 ×1 小批量高附加值产品

3）多用型夹具。很多厂商都有出售多用型夹具，可供选择适合加工的夹具。

4) 一次装夹加工。通过5轴加工从各个方向对装夹在夹具上的材料进行加工。最后用薄加强筋保持工件

形状，加工结束后，将薄加强筋分离。无需麻烦的夹具，使复杂形状的工件也可一次装夹，完成加工。

一次装夹加工 用虎钳把方棒型材料固定 用卡盘把圆形材料固定

5）操作简单的托盘管理画面。松浦有着长年开发多托盘系统的悠久历史。利用这些专有技术，不仅

可以管理日程表，还可以对应各种情况。

● 托盘监控画面：通过显示加工零部件的图像，防止人为错误。

● 虚拟四面角板功能：各托盘可以登录四种程序，根据使用方法10托盘可以作为40托盘发挥功能。

www.matsuura-sh.co.jp

广告商案例  Advertiser Story

57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中国    2021.3



54

图2

需求
在自动连续操作进行工件生产的同

时，保证工件公差保持在微米以下，还需

保证生产质量以及零件的可记录性和可追

溯性。具体来说，测量的任务是在两点和

相应平面上测量刀柄的直径。对于相同的

锥度和测量值，允许公差范围为±2µm。

此外，测量孔的直径、刀柄的内测槽位置

及深度。零点需在测量前进行设定。

应用
Alsto Präzisionsspannwerkzeuge GmbH

位于Burladingen附近的Tübingen，14年来

一直为客户定制高精度的刀柄。除了HSK和
SK刀柄，铣削连杆，收缩卡盘和焊接夹

具，产品范围还包括夹紧螺母和拧紧螺栓。

Alsto采用硬车削作为刀柄的最终加工，因

此，对加工精度要求很高。从一开始，使用

的就是Hardinge硬车削机。在最新的采购

中，选择的是T65SP MSY，该公司生产的

公差等级为IT4，这也是Hardinge几年来高

精度硬车削的标准。

除了高精度生产，Alsto的新机器还

必须提供各种特定工件的测量数据和文

件。对于这类任务，Hardinge使用了马

波斯的测量技术。VOP40p测头是多种机

床的标配，目前也用于Alsto。此外，两

家公司都为客户特定的测量任务开发联

合解决方案。由于双方的良好合作，

Alsto的总经理Alber对新机器的高期望已

经实现。系统所要求的超高重复精度只

有在所有组件都得到最佳匹配以及接口

被明确定义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由于

Alsto、Hardinge和Marposs之间不断的

联系和交流，终于可以对整个系统验证

一个非常小的可重复性。这里说的 “非常

硬车削和测量的目标
只有一个：小于1µm

高精度光学传输VOP40p接触式测头。（所有图片均由Marposs公司提供）

小”在这个案例中指的是重复性0.7µm。

用硬车削代替磨削
Hardinge的产品和销售经理Markus 

Günschmann，解释道：“我们的机器达

到了一个标准的精度，允许我们的客户

使用硬车削代替磨削。这包括所有的几

何公差以及形状和位置公差以及所需的

表面质量。这在加工速度方面带来了优

势，并且由于加工步骤更少，导致生产

周期显著减少。刀具和冷却剂管理方面

的优势也很明显，尤其是在降低成本方

面。”Hardinge T系列数控车床适用于高

精度硬加工。一次装夹就可以生产复杂工

件的各种工艺。Alsto使用的T65SP MSY
的主动冷却主轴转速可达4,000rpm，主

轴运行的同心度小于0.7µm，轴的重复性

为0.76µm。

 

解决方案
测量技术解决方案

由于工艺要求高，Alsto采用高精度光

学传输的VOP40p接触式测头。自动检测

机床轴线位置，支持加工件工件精确定位

与加工后工件尺寸精确测量。相关软件可

以立即纠正刀具磨损造成的偏差。利用数

控测头记录软件使生产过程更可靠‘数控测

头记录 ’软件记录所有机床中所有的测量

值。它通过以太网接口连接到数控系统，

并根据定义的工艺分配测量值，包络上、

下公差限制。有了工件ID，所有数据都被

分配到各自的工件。此外，还可以在通过

运行过程中使用记录软件对关键数据CpK
和PpK进行评估。确定的数据为每个工件

的报告、测量类型和统计过程提供依据。

优势
由于使用了压电技术，VOP40p实现

了在测量速度高达3000mm每分钟的情况

下达到0.25µm的重复精度。光学信号传输

不受光干扰。在许多系统被安装在一个很

小的空间里的情况下，多通道通信是理想

的选择。对于可插拔式刀具测量臂，马波

斯的Mida Tool Eye完善了机床上的此测量

技术。在日常生产中，相关数据的清晰显

示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数控测头记录’
软件以图形的形式提供统计数据，并以颜

色标记好坏零件。

结论
在生产过程中，测量技术及测量结果

的记录就如自动上下料系统成功地绘制出

Alsto的整个生产流程并使系统按照预期自

动连续运行，整个系统的重复精度小于1μ
m。这得益于A l s t o、H a r d i n g e以及

Marposs三者之间成功配合。

www.marposs.com

来自Hardinge的T65SP MSY，
公差等级为 IT 4，因此可以达到Alsto的要求。 

数控测头记录软件记录机床上所有的
测量值，并以图表方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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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在自动连续操作进行工件生产的同

时，保证工件公差保持在微米以下，还需

保证生产质量以及零件的可记录性和可追

溯性。具体来说，测量的任务是在两点和

相应平面上测量刀柄的直径。对于相同的

锥度和测量值，允许公差范围为±2µm。

此外，测量孔的直径、刀柄的内测槽位置

及深度。零点需在测量前进行设定。

应用
Alsto Präzisionsspannwerkzeuge GmbH

位于Burladingen附近的Tübingen，14年来

一直为客户定制高精度的刀柄。除了HSK和
SK刀柄，铣削连杆，收缩卡盘和焊接夹

具，产品范围还包括夹紧螺母和拧紧螺栓。

Alsto采用硬车削作为刀柄的最终加工，因

此，对加工精度要求很高。从一开始，使用

的就是Hardinge硬车削机。在最新的采购

中，选择的是T65SP MSY，该公司生产的

公差等级为IT4，这也是Hardinge几年来高

精度硬车削的标准。

除了高精度生产，Alsto的新机器还

必须提供各种特定工件的测量数据和文

件。对于这类任务，Hardinge使用了马

波斯的测量技术。VOP40p测头是多种机

床的标配，目前也用于Alsto。此外，两

家公司都为客户特定的测量任务开发联

合解决方案。由于双方的良好合作，

Alsto的总经理Alber对新机器的高期望已

经实现。系统所要求的超高重复精度只

有在所有组件都得到最佳匹配以及接口

被明确定义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由于

Alsto、Hardinge和Marposs之间不断的

联系和交流，终于可以对整个系统验证

一个非常小的可重复性。这里说的 “非常
经过良好的配置后使得测量精度小于1μm。

这得益于Alsto、Hardinge以及Marposs三者之间成功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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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在这个案例中指的是重复性0.7µm。

用硬车削代替磨削
Hardinge的产品和销售经理Markus 

Günschmann，解释道：“我们的机器达

到了一个标准的精度，允许我们的客户

使用硬车削代替磨削。这包括所有的几

何公差以及形状和位置公差以及所需的

表面质量。这在加工速度方面带来了优

势，并且由于加工步骤更少，导致生产

周期显著减少。刀具和冷却剂管理方面

的优势也很明显，尤其是在降低成本方

面。”Hardinge T系列数控车床适用于高

精度硬加工。一次装夹就可以生产复杂工

件的各种工艺。Alsto使用的T65SP MSY
的主动冷却主轴转速可达4,000rpm，主

轴运行的同心度小于0.7µm，轴的重复性

为0.76µm。

 

解决方案
测量技术解决方案

由于工艺要求高，Alsto采用高精度光

学传输的VOP40p接触式测头。自动检测

机床轴线位置，支持加工件工件精确定位

与加工后工件尺寸精确测量。相关软件可

以立即纠正刀具磨损造成的偏差。利用数

控测头记录软件使生产过程更可靠‘数控测

头记录 ’软件记录所有机床中所有的测量

值。它通过以太网接口连接到数控系统，

并根据定义的工艺分配测量值，包络上、

下公差限制。有了工件ID，所有数据都被

分配到各自的工件。此外，还可以在通过

运行过程中使用记录软件对关键数据CpK
和PpK进行评估。确定的数据为每个工件

的报告、测量类型和统计过程提供依据。

优势
由于使用了压电技术，VOP40p实现

了在测量速度高达3000mm每分钟的情况

下达到0.25µm的重复精度。光学信号传输

不受光干扰。在许多系统被安装在一个很

小的空间里的情况下，多通道通信是理想

的选择。对于可插拔式刀具测量臂，马波

斯的Mida Tool Eye完善了机床上的此测量

技术。在日常生产中，相关数据的清晰显

示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数控测头记录’
软件以图形的形式提供统计数据，并以颜

色标记好坏零件。

结论
在生产过程中，测量技术及测量结果

的记录就如自动上下料系统成功地绘制出

Alsto的整个生产流程并使系统按照预期自

动连续运行，整个系统的重复精度小于1μ
m。这得益于A l s t o、H a r d i n g e以及

Marposs三者之间成功配合。

www.marposs.com

58

广告商案例  Advertiser Story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中国    2021.3



来自Hardinge的T65SP MSY，
公差等级为 IT 4，因此可以达到Alsto的要求。 

数控测头记录软件记录机床上所有的
测量值，并以图表方式显示。

54

需求
在自动连续操作进行工件生产的同

时，保证工件公差保持在微米以下，还需

保证生产质量以及零件的可记录性和可追

溯性。具体来说，测量的任务是在两点和

相应平面上测量刀柄的直径。对于相同的

锥度和测量值，允许公差范围为±2µm。

此外，测量孔的直径、刀柄的内测槽位置

及深度。零点需在测量前进行设定。

应用
Alsto Präzisionsspannwerkzeuge GmbH

位于Burladingen附近的Tübingen，14年来

一直为客户定制高精度的刀柄。除了HSK和
SK刀柄，铣削连杆，收缩卡盘和焊接夹

具，产品范围还包括夹紧螺母和拧紧螺栓。

Alsto采用硬车削作为刀柄的最终加工，因

此，对加工精度要求很高。从一开始，使用

的就是Hardinge硬车削机。在最新的采购

中，选择的是T65SP MSY，该公司生产的

公差等级为IT4，这也是Hardinge几年来高

精度硬车削的标准。

除了高精度生产，Alsto的新机器还

必须提供各种特定工件的测量数据和文

件。对于这类任务，Hardinge使用了马

波斯的测量技术。VOP40p测头是多种机

床的标配，目前也用于Alsto。此外，两

家公司都为客户特定的测量任务开发联

合解决方案。由于双方的良好合作，

Alsto的总经理Alber对新机器的高期望已

经实现。系统所要求的超高重复精度只

有在所有组件都得到最佳匹配以及接口

被明确定义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由于

Alsto、Hardinge和Marposs之间不断的

联系和交流，终于可以对整个系统验证

一个非常小的可重复性。这里说的 “非常
经过良好的配置后使得测量精度小于1μm。

这得益于Alsto、Hardinge以及Marposs三者之间成功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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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在这个案例中指的是重复性0.7µm。

用硬车削代替磨削
Hardinge的产品和销售经理Markus 

Günschmann，解释道：“我们的机器达

到了一个标准的精度，允许我们的客户

使用硬车削代替磨削。这包括所有的几

何公差以及形状和位置公差以及所需的

表面质量。这在加工速度方面带来了优

势，并且由于加工步骤更少，导致生产

周期显著减少。刀具和冷却剂管理方面

的优势也很明显，尤其是在降低成本方

面。”Hardinge T系列数控车床适用于高

精度硬加工。一次装夹就可以生产复杂工

件的各种工艺。Alsto使用的T65SP MSY
的主动冷却主轴转速可达4,000rpm，主

轴运行的同心度小于0.7µm，轴的重复性

为0.76µm。

 

解决方案
测量技术解决方案

由于工艺要求高，Alsto采用高精度光

学传输的VOP40p接触式测头。自动检测

机床轴线位置，支持加工件工件精确定位

与加工后工件尺寸精确测量。相关软件可

以立即纠正刀具磨损造成的偏差。利用数

控测头记录软件使生产过程更可靠‘数控测

头记录 ’软件记录所有机床中所有的测量

值。它通过以太网接口连接到数控系统，

并根据定义的工艺分配测量值，包络上、

下公差限制。有了工件ID，所有数据都被

分配到各自的工件。此外，还可以在通过

运行过程中使用记录软件对关键数据CpK
和PpK进行评估。确定的数据为每个工件

的报告、测量类型和统计过程提供依据。

优势
由于使用了压电技术，VOP40p实现

了在测量速度高达3000mm每分钟的情况

下达到0.25µm的重复精度。光学信号传输

不受光干扰。在许多系统被安装在一个很

小的空间里的情况下，多通道通信是理想

的选择。对于可插拔式刀具测量臂，马波

斯的Mida Tool Eye完善了机床上的此测量

技术。在日常生产中，相关数据的清晰显

示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数控测头记录’
软件以图形的形式提供统计数据，并以颜

色标记好坏零件。

结论
在生产过程中，测量技术及测量结果

的记录就如自动上下料系统成功地绘制出

Alsto的整个生产流程并使系统按照预期自

动连续运行，整个系统的重复精度小于1μ
m。这得益于A l s t o、H a r d i n g e以及

Marposs三者之间成功配合。

www.marpo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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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制造的今天，工业需要快速

有效的大规模生产解决方案，自动生产线

机床的设计和装备应运而生。自动生产线

是由多个工作站组成的，装备了多种用于

不同加工操作的刀具，如车削、钻孔、铣

削和镗孔。每个工作站可能有好几个配备

有切削刀具的主轴，用于加工一个工件的

不同表面，这意味着几十把刀具可同时进

行作业。

自动生产线上的机床是强固耐造的，

只能用于生产特定的项目。随着对更高量

产零件的需求不断增长，自动生产线机床

已被广泛采用，尤其是当需要将棒材加工

成小型圆柱形零件时。这一现象促使这些

机床非常受市场欢迎。

自动生产线的概念旨在通过应用最快

和最经济的方法来激发生产。能否实现高

性能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刀具是否高

效，而找到一把最理想的刀具是一项需要

机床制造商、刀具制造商和机床用户之间

协同合作的任务。这一协作链的各个环节

与最终的加工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合作

越紧密，所选择的刀具就越高效。与领先

的机床制造商(MTB)的持续合作和沟通，

为伊斯卡提供了基础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以改进自动生产线机床的刀具及其夹具的

开发。

伊斯卡的MTB专家认为，成功取决于

正确的刀具设计。由于加工过程的复杂

性，大多数刀具都是特别定制的，而且非

常复杂，周期非常紧。组合刀具可以保证

精确的加工周期，针对一个给定的加工工

艺可减少所需工位的数量。

通常这些刀具组合在一起进行多种类

型的加工，如钻孔、镗孔、锪孔、倒角、

直头沉孔等等。这些刀具通常都有调节机

构。组合刀具必须具备多个加工区域的全

方位排屑功能。这是对刀具设计的一个关

键要求。

用于钻孔、套料和倒角加工的组合刀

具通常可以同时加工内外表面。在这里，

当需要同时加工多个表面时，整体设计必

须确保高刚性以避免引起特定形状刀具的

振动，特别是那些具有复杂形状的刀具。

钻孔和内槽加工刀具的组合省去了额

外工位的需要，节省了总成本、缩短了加

工周期。为这些组合提供操作中的刀具防

撞设计，并确保工件内部排屑顺畅是至关

重要的。

例如，带有倒角和反倒角的插铣加

工，通常使用长悬伸刀具按顺序进行加工。

因此，设计要求加强刚性和减振能力。

为自动生产线选择最适宜的刀具及其

刀柄通常需要特定的刀具尺寸，由工作站

的参数、行程限制和可靠的排屑来确保不

停机的生产循环。刀具制造商与机床制造

商之间的必要合作以验证和确认规划的工

艺和进行正确的刀具选择，无论是从初始

设计到量产阶段，还是生产后的优化。

紧公差可以通过特殊定制的一体式刀

具来实现，这些刀具具有不同的接口，如

CAMFIX或HSK。带有调节机构的刀具设

计既可确保公差精度，也可保证刀具和工

艺的稳定性和刚性。

配 备 了 伊 斯 卡 F T B 、 X N U W 和

PENTA刀片的旋转和非旋转成形刀具，

可实现一次进刀加工出复杂形状，缩短

了加工周期。

加工中心上的车削作业，如外圆套

车、镗孔和反向镗孔一般都是通过垂直于

主轴中心线的直线轴加工来完成。这种类

型的加工通常被称为“U轴”加工，即将

刃具安装在具有复杂运动系统和配重装置

的特殊刀体上。这些刀具要么安装在模块

上，要么直接安装在主轴头上。

整体式和模块化刀具都可采用CAM-

FIX、HSK、VDI或其他类型接口，同样

也 适 用 于 根 据 客 户 要 求 开 发 的 定 制 刀

具。

大批量生产制造商，主要来自汽车、

油气行业、医疗行业以及生产微小型零件

的细分领域，是自动生产线的主要用户。

伊斯卡团队通过与这些客户长期且富有成

果的合作，在设计、研发和实施执行中已

逐步实现了高效可靠的刀具解决方案。这

种客户和机床制造商之间建设性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模式，尤其适用于为自动生产

线布局刀具时，在这儿生产率和零件成本

之间达成平衡非常重要。

www.iscar.com.cn

优秀的设计可最大限度
提高自动生产线机床的性能
Design Matters – Maximizing Performance 
in Transfer Line Machines
Joseph Polyanovsky，伊斯卡MTB项目经理

用于套料的可调节刀具

可用于钻孔、倒角、
直头沉孔的组合刀具

具有调节装置的组合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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