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6 READING   悦读

金属板材成形  2019.2

预见 2019：《中国 3D 打印产业全景图
谱》（附现状、格局、趋势等）
文 | 朱茜

从 2011 年开始，全球开始掀起 3D 打印热潮，当前，

3D 打印在航空航天、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市场应用已经

取得积极的进展，我国 3D 打印产业发展至今，呈现出不断

深化、不断扩大应用的态势。未来，随着政策以及技术的支持，

我国3D打印产业将会持续增长。前瞻产业研究院独家发布“预

见 2019：《中国 3D 打印产业全景图谱》”，一文带你看清

中国 3D 打印发展现状及趋势。

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AM）俗称 3D 打印，

融合了计算机辅助设计、材料加工与成形技术、以数字模型

文件为基础，通过软件与数控系统将专用的金属材料、非金

属材料以及医用生物材料，按照挤压、烧结、熔融、光固化、

喷射等方式逐层堆积，制造出实体物品的制造技术。相对于

传统的、对原材料去除、切削、组装的加工模式不同，是一

种“自下而上”通过材料累加的制造方法，从无到有。这使

得过去受到传统制造方式的约束，而无法实现的复杂结构件

制造变为可能。

自 1986 年，美国科学家 Charles Hull 获得 SLA 技术发

明专利，并成立全球首家增材制造公司 3D Systems 开始，

3D 打印产业拉开了帷幕。

主要包含材料、研发制造及应用层 生产工艺多样

化

3D 打印是集材料、3D 打印设备研发以及下游应用的产

表 1  3D 打印产业全景

上游 中游 下游

3D 打印材料研发制造层 3D 打印设备研发制造层 应用领域

辅助运行层 基础配套层 3D 打印设备类型 应用场景

三维扫描仪 步进电机 熔融沉积 FDM 原型打印

控制软件 芯片 立体平板印刷 SLA 模具打印

建模软件 控制电路板 选择激光熔化 SLM 直接制造

切片软件 打印喷头 选择激光烧结 SLS 辅助医疗

激光器 电子束熔化成形 EBM 缺损件修复

振镜系统 数字光处理 DLP 辅助设计

打印材料层 选择性热烧结 SHS 个性化定制

钛合金
PVA 聚乙烯

醇
分层实体制造 LOM 生物打印

铝合金 尼龙材料 航空航天

钴铬合金 ABS 塑料 文化创意

不锈钢 PLA 聚乳酸 模具铸造

光敏树脂 生物医疗

 生物材料 汽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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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上游为 3D 打印材料研发制造层，

包括辅助运行（三维扫描仪、控制软件

等）、基础配套（步进电机、芯片等）

和打印材料（钛合金、金属粉、尼龙材

料等）。中游为 3D 打印设备研发制造，

下游为应用领域，3D 打印主要应用场

景于航空航天、模具铸造、生物医疗、

汽车领域等。

3D 打印设备主要分为桌面级和工

业级两种。桌面级是 3D 打印技术的初

级阶段和入门阶段，能够很直观地阐述

3D 打印技术的工艺原理。工业级的 3D

打印机主要分为快速原型制造和直接产

品制造两种。两者在打印精度、速度、

尺寸等各方面都有不同，其中，打印支

撑和打印实体可分参数打印的设计是区

分工业机和桌面机的最重要标志。

3D 打印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技术。

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可用的材料的方

式，并以不同层构建创建部件。3D 打

印常用材料有尼龙玻纤、耐用性尼龙材

料、石膏材料、铝材料、钛合金、不锈钢、

镀银、镀金、橡胶类材料。

由于我国近年才引入3D打印技术，

与国外相比差距非常大，目前全球已经

发展至金属 3D 打印、高分子 3D 打印、

陶瓷 3D 打印以及生物 3D 打印技术，

我国则主要在层压、激光灯。不过近年

来我国生物3D打印技术不断获得突破，

推进了 3D 打印医疗器械、人工组织器

官的临床转化进程。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工业级产品

潜力较大

我国 3D 打印从 1988 年发展至今，

呈现出不断深化、不断扩大应用的态势。

2015 ～ 2017 年的 3 年间，中国 3D

打印产业规模实现了翻倍增长，年均增

速超过 25%。2017 年，中国 3D 打印

领域相关企业超过 500 家，产业规模已

达 100 亿元，增速略微放缓至 25% 左

右，但仍高于全球 4 个百分点。2018

年上半年，中国 3D 打印产业维持 25%

以上增速，2018 年整体规模有望达到

18.3 亿美元。

3D 打印应用领域广泛，其在下游应

表 2  打印按用途分类

桌面级 VS 工业级

打印精度 打印速度 参数设计 打印尺寸 打印可靠性 自检测功能 应用领域

桌面级 VS 工业
级

只有 FDM、
SLA 两种技术，
最小分辨率基本
在 0.3-0.6mm

之间

多采用 16 位、
32 位芯片，在

SLA 技术上扫描
速度最多为 1m/

s

打印支撑与打印
实体部分参数打

印
体积较少 打印成功率最高

只达到 70%
几乎无自动校正

和检测功能
教育、创客、简
单模型制作等

 工业级
采用伺服电机，
有效避免精度失

真

采用 64 位芯
片，SLA 技术
上扫描速度达
7m-15m/s

打印支撑和打印
实体分参数打印

体积较大，适合
规模化生产

打印成功率几乎
能做到 100%

所有机子均有自
动校正和检测功

能

航空、航天、汽
车制造、医疗等

表 3  打印技术汇总

类型 累积技术 基本材料

挤压 熔融沉积式（FDM）

热塑性塑
料、共晶系
统金属、可
食用材料

线 电子束自由成形制造
（EBF）

几乎任何合
金

粒状 直接金属激光烧结
（DMLS）

几乎任何合
金

电子束熔化成型（SLM） 钛合金

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
（SLM)

钛合金、钴
铬合金、不
锈钢、铝

选择性热烧结（SHS） 热塑性粉末

选择性激光烧结（SLS)

热塑性塑
料、金属粉
末、陶瓷粉

末
粉末
层喷
头
3D

打印

石膏 3D 打印（PP） 石膏

层压 分层实体制造（LOM）
纸、金属膜、
塑料薄膜

光聚
合

立体平板印刷（SLA) 光硬化树脂

 数字光处理（DLP） 光硬化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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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业和具体用途领域的分布反映了这

一技术具有的优势和特点，同时也反映

了这一技术的局限和在发展过程中尚需

完善的地方。3D 打印机需求量较大的

行业包括政府、航天和国防、医疗设备、

高科技、教育业以及制造业。目前，应

用领域排名前三的是工业机械、航空航

天和汽车，分别占市场份额的 20.0%、

16.6% 和 13.8%。

从 3D 打印机类型来看，2017 年，

国内桌面 3D 打印机出货量增长 27%，

其中约 95% 是个人或桌面打印机，工

业级 3D 打印机出货量虽只增加了 5%。

但从销售收入来看，工业级 3D 打印机

占总收入的 80%。所以，虽然消费级设

备支撑了出货量，但工业级设备支撑了

整个行业的销售收入，未来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是行业收入增长的主力军。

品牌繁杂 国际品牌占较大份额

近几年来，我国 3D 打印市场呈现

出稳中向好的态势。因此，越来越多的

企业想要分这块大蛋糕，纷纷进入该领

域，目前中国所有 3D 打印相关企业中，

约有 46.9% 是 2016 年以后进入 3D 打

印市场的。当前中国市场的主流设备品

牌包括联泰、EOS、华曙、铂力特、

3D Systems、GE、Stratasys、惠普等，

多为国外品牌。

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为核

心的空间发展格局已形成

从区域分布来看，我国 3D 打印产

业集聚态势明显，目前已基本形成以环

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以中

西部部分地区为纽带的产业空间发展格

图 1 2013 ～ 2018 年中国 3D 打印产业规模及增速（单位：亿美元）

图 3   3D 打印应用领域排名前三图 2  3D 打印产业应用行业占比（单位：%）

表 4

公司名 子行业

昕健医疗、华钛三维 医疗器械及硬件

鲁信新材 新能源新材料

劲鑫科技 行业信息化
及解决方案

杉帝科技、塑成科技、
Desktop Metal、梦之墨、

Formlabs、清锋科技
3D-FAB、Formlabs、
幂方科技、Polymaker、
云迹 3Dprinting、中望

软件

3D 打印

观动科技、德迪智能 行业信息化
及解决方案

枫霖科技 机器人

King Children、黑格科
技 可穿戴设备

十维科技
黑科技

及前沿技术

Raise3D 复志科
技、Digital Alloys、
ICON3D、Gravity 

Sketch 

其他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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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其中，北京、浙江、陕西、湖北、

广东等省份产业发展较快。目前，北京

市从事 3D 打印技术研发、生产与服务

的企业达 70 家以上，2017 年实现销售

收入约 6 亿元。广东省从事 3D 业务的

企业超过 400 家，实现产值超过 30 亿

元。陕西省从事 3D 研发生产企业超过

70 家，2017 年营业收入达 5 亿多元。

技术不断进步 高校研发力较强

我国 3D 打印技术与国外相比虽仍

有较大差距，但随着产业的兴起，我国

以高校科研机构为主的 3D 技术研究不

断取得进步。2017 年中国 3D 打印相

关专利申请量达到 7402 件，其中华南

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分别排名第一

第二名。技术的进步让我国 3D 打印方

案不断落地，2019 年 1 月 11 日，中

国第一座使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高分

子材料观景桥正式亮相。未来，“3D

打印＋”生态圈将会越来越完善。

资本市场逐渐趋向理性

近年来，随着市场监管趋严、行业

去伪存真加速，以及一系列风险事件的

发生，3D 打印热度逐步降低，资本市

场对增材制造企业估值趋于理性。2016

年中国 3D 打印行业发生融资事件 14

起，2017 年增至 24 起，净增加 10 起。

图 4 2018 年中国 3D 打印设备数量所属品牌占比情况

（单位：%）

图 6  2010 ～ 2018 年中国 3D 打印产业相关专利申请量（单位：件）

图 5  2014 ～ 2018 年中国 3D 打印市场融资案例统计（单位：起）

表 5

关键装备和核心器件依
赖进口

产业规模化程度
较低

工业级增材制造装备与发
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关
键装备与核心部件严重依

赖进口。

国内规模最大企
业的年销售收入
仅 3 亿多元，不

到美国 Stratasys
公司年销售额的

7%。

应用推广有待加强
专用材料发展滞

后

我国对 3D 打印技术认识
不足，创新应用能力有待

增强。

目前国内只开发
出钛合金、高强
钢等十几种金属
和非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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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市场趋向冷静，全年融资事件

26 起，金额普遍偏小，多集中于 3D 打

印设备制造领域。

发展问题犹存 探索脚步不停

我国 3D 打印产业虽然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但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关

键技术滞后、关键装备与核心器件严重

依赖进口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此外，

中国的专用材料发展滞后，目前国内只

开发出钛合金、高强钢等几十种金属，

材料成形品性能普遍不高。而行业领军

企业及巴斯夫等材料企业纷纷布局专用

材料领域，突破一批新型高分子复合材

料、高性能合金材料、生物活性材料、

陶瓷材料等专用材料。

且目前，中国 3D 打印尚未出现大

规模的市场应用，制约大规模产业化的

原因在于打印速度较慢，成本相对较高。

随着技术的进步，局部领域已经迈过了

使用的盈亏平衡点，未来数年，3D 打

印有望迎来至为关键的迸发期。

中国 3D 打印产业前景分析

产业将持续高速增长

预计未来十年，全球 3D 打印产业

将仍处于高速增长期，据 IDC 预测，

2020 年全球增材制造产值将达 289 亿

美元；而中国在不断突破技术壁垒的过

程中，产业持续增长，进入大规模产业

化时期。

工业 3D 打印将成为主流方向

在航空航天、汽车、航海、核工业

以及医疗器械领域对金属 3D 打印的需

求旺盛，应用端呈现快速扩展趋势。

应用深度和广度持续扩展

未来，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已经从

简单的概念模型向功能部件直接制造方

向发展。例如在生物医疗领域，3D 打

印从“非活体”打印逐步进阶到“活体”

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