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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出未來
在工業 4.0 的時代，建構智慧製造與
人機協作的友善生產環境是全球的趨勢，
而 3D 列印的自動化生產與
積層製造原理將為這個工業革命推波助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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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列印原理是透過建構數位模型，加以切層後得到各層結構圖形，
再把各層逐步列印出來疊加而成立體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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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射流熔融 3D 列印機的列印成形原理（圖權屬於惠普）。

中美貿易大戰以來，進口關稅問題一直
是檯面上熱門的議題之一。然而，根據外媒

化─個人化列表機的靈活性、列印材料多樣
性及性價比則是關鍵。

Bloomberg L.P. 的報導，美國總統川普著手比
關稅制裁更強大的「技術出口管制」措施，其
中特別鎖定三項高端技術：人工智慧（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AI）、量子∕機器人∕傳感等相關

技術、以及本專欄所報導的 3D 列印技術，可

見 3D 列印技術在製造業與高端產業的影響力
與重要性，已牽動國家政策的擬向。在科技發
展面上，3D 列印也是 2019 年除了人工智慧與
穿戴式電子產品外，另一項全球熱議的話題。
3D 列 印， 學 名 是 積 層 製 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也稱加法製造，是一種數位

製造技術。列印原理是先透過建構數位模型，
再加以切層後得到各層結構圖形，接著利用各
式各樣的列印技術把各層逐步列印出來疊加而
成立體物件。相對於減法製造，如 CNC、木

高速 3D 列印
3D 列印最早原是快速原型需求而生，俗
稱打樣，歷經三十餘年的技術革新，至今已
達可直接製造產品的水平，但為何生活周遭
仍乏見 3D 列印產品呢？當產品被大眾所接受
並習慣使用後，供應鏈的穩定性會決定產品
的生命周期。而傳統 3D 列印從點、線、面的
構圖直至堆疊列印成型的列印方法，無法跨
過大量製造的門檻。因此，「列印速度」成為
3D 列印產品普及化的關鍵，使得近年「高速

3D 列印機」的開發成了兵家必爭之地。而在
百家爭鳴的局面中，又以多射流熔融（multi
jet fusion）技術最具突破性的創新。

多射流熔融 3D 列印機的設備機構主要

雕等，加法製造更具備節省材料、快速原型、

由列表機噴頭模組與粉床結合而成，列印原

無結構限制、可客製化、小量生產等特色。

理是透過獨家頁寬式熱泡噴頭的使用，可快

隨 著 3D 列 印 技 術 的 成 熟，「 列 印 產 品 」

速 在 粉 床 上 選 擇 性 地 噴 印 特 殊 化 學 品（ 熱

與「列印技術」的普及化是未來 3D 列印應用

觸 媒 與 細 節 劑 ）， 並 經 IR 曝 照 激 發 熱 觸 媒

發展的重點方向。列印產品的普及化─列印速

反應而放熱燒融其所覆蓋的粉體，定義出該

度是最重要的考驗，因此高速 3D 列印技術的

層預列印的圖騰，接著重複鋪粉與噴印的程

開發成了近年兵家必爭之地。列印技術的普及

序，直到列印產品成型。

隨著3D 列印技術的成熟，
「列印產品」與「列印技術」的普及化是未來3D 列印應用發展的重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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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射流熔融 3D 列印機

多射流熔融 3D 列印機列印產品

台科大高速 3D 列印研究中心所建置的多射流熔融 3D 列印機與其列印成品（圖權屬於惠普）。

該列印機能實現高強度、高精度及高生
產率列印的關鍵，是其特殊開發的熱泡噴頭，
能在每英寸目標體上以每秒 3 ∼ 4,000 萬點的

噴印速度，噴印 20 微米大小的熱觸媒與細節

高速 3D 列印解決方案的開發。中心定義多射
流熔融技術與連續液面生產技術屬高速 3D 列

印的範疇，並以其為標竿進行自有的列印技術
開發。目前已開發出高速光固化 3D 列表機，

劑（精度定義如塑膠射出的模具），並封裝成

可達 15 公分∕小時的列印速度，並取得美國

頁寬式模組，有效提升單位時間的列印面積。

專利。

相比於傳統的選擇性雷射光燒結列印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 SLS），該列印機能提
供 10 倍以上的列印速度，且質量更好，成本

更低；3 小時就可完成 40 cm×30 cm×40 cm

體積大小的粉床列印，產生 1,000 個獨立小部
件，並透過分站式的前處理∕列印∕後處理
程序，實現高速量產的可能。

3D 列印彈性材料將為醫療輔具、客製化
機能鞋等提供良好的解決方案，而隨著列印技
術的高速化，會加速這塊應用領域的發展。在
粉床式的列印方法中，是以熱塑性彈性體 TPU

而另一項在近年火紅的高速列印技術

粉末材料為主。在商業應用中，TPU 材料常

是 連 續 液 面 生 產（continuous liquid interface

用於汽車零件、家用電器、醫療用品、天窗密

production, CLIP）技術，成就革命性的下照

封零件、鞋底、電氣絕緣器件、手機殼、腕

光式光固化 3D 列印機。以透明透氧的鐵氟龍

帶等。有了 TPU，就可以打印出伸縮自如的

膜做為底部透光窗口，在列印過程中導入氧

物品。

氣透過鐵氟龍膜至樹脂槽內，這時氧氣會抑

另一方面，高強度彈性的光固化列印材料

制最貼近膜面的樹脂固化，產生一個穩定的

也是全球注目的焦點，第一款 3D 列印鞋就是

液態區，稱作死區，保證了列印的連續性。

這類材料的產品。搭配高速列印方法，兩小時

這技術解決了下照光式光固化 3D 列印

內就能產出一雙客製化鞋底，已為製鞋產業帶

機為人詬病的拉拔力問題，提升 25 ∼ 100 倍
的列印速度（有提升至 1,000 倍的可能）。連

來一股炫風。過去運動鞋為提供機能性，往往
透過多材料部件組裝合一來達成。然而，透過

續式的列印也解決列印層紋問題，達到更細

3D 列印可使用單一材料，藉由不同幾何結構與

膩的列印品質。

變異密度的設計因應各種機能性與客製化需求。

在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支持下，
台科大成立高速 3D 列印研究中心，專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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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開模具，簡化製鞋工序，並提供舒適度給
不同體型的消費者選擇，是未來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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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連續液面製造技術
成型平台

透氧窗

UV 光固化
樹脂

成長

死區
投影區

連續液面生產技術登上權威學術雜誌《Science》封面以及技術原理介紹。

印出「鋼鐵」的夢想
奇異飛機引擎

曾夢想打造屬於自己的鋼鐵人套裝嗎？

重量減輕 5%

或獨一無二的金屬飾品嗎？隨著 3D 列印科技
燃燒室測試週期
從 12 個月縮短至 6 個月

的推進，直接在家列印出金屬物件已不再是
夢想。
最廣為人知的金屬列印技術非「選擇性
雷射燒融（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技術」

油耗降低 20%

零件數量從 855 件
減少至 12 件

莫屬，這項技術約始於 90 年代，並持續發展
至今。列印原理是利用雷射提供能量，選擇性

地直接燒融金屬粉，再重複鋪粉與燒融程序直

3D 列印飛機引擎（圖權屬於奇異）。

到工件列印完成，屬於粉床燒結（powder bed

fusion, PBF）製程。這類製程中，除了 SLM 雷
射燒融金屬外，也有使用電子束燒融（electron
beam melting, EBM）金屬的列印技術。

然而，上述的金屬列印設備動輒數十

目前可列印的金屬材料，涵蓋不鏽鋼、

萬美元，且粉床式列印的環境安全難以掌

鈦、鋁合金、鎳超級合金、鈷鉻合金、麻時

控，使中小企業與創客的金屬列印需求產

效鋼等，為航太、汽車、醫療等領域需求提

生缺口。2017 年推出了第一台熔融沉積式

供了完整的工業化解決方案。某公司開發飛

（FDM）的金屬 3D 列印機，同期一家化學

機引擎時，透過導入金屬 3D 列印技術，縮

原料大廠也展示了列印用的金屬線材，透

短了開發與測試期程，使得原本需歷時十餘

過列印成型與燒結兩步驟，快速做出精細

年的引擎開發，兩年內就得以開發完成。此

的金屬工件，正式宣告金屬列印機進入桌

外， 透 過 3D 列 印 的 優 勢， 實 現 5 ％ 的 輕 量

上型或辦公室型時代。相關列印設備數萬

化與降低組裝件數，大幅減少了燃油支出與

美元就可入手，列印材料成本更是狠狠地

組裝工序，並提供優於同級引擎 10％的動力

降了 90％，大幅提升創客空間與企業研發

輸出。

入手的可能。未來，印出鋼鐵不再是夢想！

隨著 3D 列印科技的推進，
直接在家列印出金屬物件已不再是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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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 3D 列印機
體積龐大、價格昂貴、不易移動、操作複
雜等困難，可能是民眾對 3D 列印機的印象，

手機光固化 3D 列印機（圖權屬於台科三維）。

械系鄭正元教授率領師生團隊歷經五年時間研

（A）

也阻礙了 3D 列印的普及化！為此，台科大機

發出全球首創的「手機 3D 列印機」。2016 年

（B）

該團隊成立公司並從校園 spin-off 成功，銷售
目前市場上最小台、最具有價格優勢的光固化
3D 列印機。利用手機或平板就可以 3D 列印，

並開發專用 APP 軟體，同時鏈結雲端圖庫，
提供包含個人化 3D 模型建立、特殊切層服務

等，可以輕鬆一鍵列印就搞定，顛覆消費者對

（C）

3D 列印機的印象。

多 數 人 與 這 台 手 機 3D 列 印 第 一 類 接 觸

時，都會發出讚嘆聲：這真的是 3D 列印機嗎？

2 公斤左右的輕巧俐落機台，單手就能輕易移
動或攜帶，再搭配獨家開發的可見光樹脂，用
手機或平板就能列印出高品質的成品，吸睛程
度百分百！加上 500 美元就可入手的高性價

（A）3D 列印人形格鬥機器人；（B）3D 列印機器人
關節；（C）機器人格鬥擂台賽。

比，使其熱烈討論度席捲了全球知名募資平台
Kickstarter，募資超過 16 萬美元，截至目前已

出優先投入的關鍵技術領域，而專家建議

出貨近千台到消費者手中。根據筆者觀察，這

優先發展的前 10 大核心關鍵技術是：微奈

類微型 3D 列印機的出現已使 3D 列印普及化
只剩下時間的問題。

米電子生產技術；電子與光學功能性材料；
人工智慧；硬體架構；高性能製造；智慧
與多功能性材料、元件與結構；雷射、光

未來印出來
中美貿易戰的開打造成全球製造產業的震

學、光纖；機器人與自動化系統；先進（生）
化學製程；未來網。

盪，而 3D 列印是數位直接製造技術，可「全

可以清楚看見，精湛的 3D 列印技術將

球設計，在地生產」，因此將在這波製造業遷徙

直接或間接地輔助這些關鍵技術的發展，

潮中順勢帶起製造技術革命。此外，在工業 4.0

或相輔相成地發展出智慧 3D 列印製造技

的時代，建構智慧製造與人機協作的友善生產

術，印出無限的未來。

環境是全球的趨勢，而 3D 列印的自動化生產
與積層製造原理將為這個工業革命推波助瀾。
根據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與資訊研究
中心的「2030 年智慧製造之關鍵技術領域發展
趨勢」報導，我國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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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高速 3D 列印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