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列印常見技術:
列印常見技術: FDM vs. SLA vs. SLS
產品的開發透過加法製造或 3D 列印,
列印 降低成本, 節省時間, 並超越生產工藝的限制。從概念模型和功能原型的快速
。從概念模型和功能原型的快速
成型到夾具, 甚至最終使用零件的製造,, 3D 列印技術在各種應用提供了廣泛的解決方案。
在過去的幾年中, 高解析度的 3D 印表機已經變得更實惠,
印表機已經變得更實惠 更容易使用, 更可靠。因此, 該技術現在可供更多的企業使
用, 但在各種競爭的 3D 列印解決方案之間進行選擇可能會很困難。
哪種技術適合您的特定應用？有哪些材料可用？您需要哪些設備和培訓才能開始？成本和投資回報率如何？
在這篇文章中, 我們將進⼀步瞭解三種最常見的
我們將進⼀步瞭解三種最
3D 列印塑料技術: 熔融沉積成型(FDM)
(FDM) 光固化成型(SLA), 和選擇性
雷射燒結 (SLS)。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 熔融沉積成型
FDM 是 3D 列印在消費者層面最廣泛使用的形式
最廣泛使用的形式, 並受到 3D 列印愛好者的推動。熔融沉積
熔融沉積 3D 列印機熔化和擠出熱
塑性燈絲來製造零件 , 在生成區域中列印噴嘴按層堆
列印噴嘴按層堆積。
FDM 與⼀系列標準熱塑性塑膠, 如 ABS, PLA, 及各種混合。該技術非常適合於基本的概念驗證模型
各種混合。該技術非常適合於基本的概念驗證模型, 以及簡單零件
的快速和低成本原型, 例如通常可以加工的部件。

FDM 往往具有可見層線, 並且能顯示周圍的不精確性特徵。上圖是 Stratasys uPrint 工業 FDM 3D 印表機上列印⼀
個可溶性支架(機器售價 15,900 美元)。
與 SLA 或 SLS 相比, FDM 的解析度和準確度最低, 而且不是複雜設計列印或具有複雜特性零件的最佳選擇。通過需
要化學和機械拋光後處理程序,才可以獲得更高品質的表面光滑。若 FDM 3D 印表機,使用可溶解的支撐物來減輕這些問
題, 並提供廣泛的工程塑膠, 但它們的價格就會非常昂貴。

Stereolithography (SLA) 光固化成型

光固化成型是世界上第⼀個 3D 印刷技術, 發明於 1980 年代, 仍然是專業⼈⼠最受歡迎的技術之⼀。SLA 使用雷射
將液體樹脂光固硬化成塑膠, 這⼀過程稱為光聚合。
SLA 物件具有最高的解析度和準確性、最清晰的細節以及所有塑膠 3D 列印技術中最可達成表面光滑, 另 SLA 的主
要優點在於其通用性。材料製造商創造了創新的 SLA 樹脂配方, 具有廣泛的光學、機械和熱性能, 以配合標準、工程和
工業熱塑性塑膠。

SLA 物件具有銳邊、表面光滑和最小可見層線。上圖是 formlabs Form 2 桌面級 SLA 3D 印表機列印。

SLA 對於需要嚴格公差和平滑曲面 (如模具、圖案和功能物件) 高度細節的原型是⼀個很好的選擇。SLA 廣泛應用
於工程和產品設計到製造、牙科、首飾、模型製作和教育…等行業。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 (SLS) 選擇性雷射燒結
選擇性雷射燒結是工業應用中最常見的加法製造技術。
SLS 3D 印表機使用高功率雷射將聚合物粉末的小顆粒熔化。未熔化的粉末在列印過程中支撐該物件, 無需專用支撐
結構。這使得 SLS 適合於複雜的幾何圖形, 包括內部特徵、切邊、薄壁和負特徵。SLS 列印生產的零件具有優異的機械
性能, 與類似注塑件的強度。

SLS 零件有輕微粗糙表面,但幾乎沒有可見層線。上圖是 formlabs Fuse 1 SLS 3D 印表機列印。
選擇性雷射燒結最常用的材料是尼龍, 這是⼀種受歡迎的熱塑性工程塑膠, 具有優異的機械性能。尼龍輕巧、結實、
靈活以及穩定的抗衝擊、化學、熱、UV 光、 水和污垢。
低成本的每⼀部分, 高生產率和已建立的材料的組合, 使 SLS 變成在工程師功能原型設計上的⼀個熱⾨選擇, 並且用
於有限的運行或開發製造的成本效益替代方案。

FDM、SLA 和 SLS 列印技術比較
每 3D 列印技術都有自己的優、缺點和限制, 適合不同的應用和企業。下表總結了⼀些關鍵特性和注意事項。
熔融沉積成型（FDM）

光固化成型（SLA）

選擇性雷射燒結（SLS）

解析度

★★☆☆☆

★★★★★

★★★★☆

準確性

★★★★☆

★★★★★

★★★★★

表面處理

★★☆☆☆

★★★★★

★★★★☆

吞吐量

★★★★☆

★★★★☆

★★★★★

複雜的設計

★★★☆☆

★★★★☆

★★★★★

使用方便

★★★★★

★★★★★

★★★★☆

優點

快速

物超所值

強大的功能物件

低成本的消費機器和材料

高精度

設計自由

平滑表面處理

無需支撐結構

功能應用範圍廣泛
缺點

低精度

平均構建體積

粗糙的表面處理

低細節

對⻑時間暴露於紫外線敏感

有限的材料選擇

低成本快速原型設計

功能原型設計

功能原型設計

基本的概念驗證模型

牙科應用

短期，橋樑或客製化生

珠寶原型和鑄造

產

有限的設計兼容性
應用

模型製作

成型空間

高達 200 x 200 x 300 毫米

高達 145 x 145 x 175 毫米（桌面型 3D 印表機）

（桌面型 3D 印表機）

高達 165 x 165 x 320
毫米（桌面型 3D 印表
機）

物料

標準熱塑性塑料，如 ABS， 樹脂品種（熱固性塑料）
。⼀般，工程（高韌性，類
PLA 及其各種混合物。

訓練

PP，彈性，耐高溫、高強度及灰色 Pro）
，可鑄用， 11，尼龍 12 及其複合
牙科和醫療（生物相容性）。

材料。

對構建設置，機器操作和整

即插即用。對構建設置，維護，機器操作和整理進

適中的建立設置，維

理進行小規模培訓; 適度

行小規模培訓。

護，機器操作和完成培

的維護培訓。
設施要求

適用於桌面型機器的空調

訓。
桌面型適用於辦公環境。

環境或定制通風設備。
輔助設備

工程熱塑性塑料。尼龍

用於可溶性支持（可選自動
化）機器的支持移除系統，
修整工具。

車間環境對桌面型系統
的空間要求適中。

後固化，清洗（可選自動化）
，整理工具。

用於物件清潔和材料回
收的後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