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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个消费品/生产厂商三维打印案例 
 

领先的生产商怎样整合 Z Corporation 公司的三维打印技术 

并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并保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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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Z Corporation 的前三个消费品/生产厂商三维打印案例 

商业环境和竞争十分严酷。大大小小的生产厂商都在为生存而努力降低成本，改进流程并不断审视营销战略。 

对新科技的投资看起来在削减成本时会首先考虑，但经常是这些新科技的采购真正地对市场形成冲击。 

 

我们精选了三个Z Corporation 公司的案例来展示领先的消费品厂商选择投资三维打印技术的原因和过程并显 

著地提高了生产力，降低了成本并取得了竞争优势。 

 

在这些案例研究中，您将从消费了电子产品厂商，著名的英国制鞋商和商用及民用卫浴产品厂商那里取得实际

的建议和经验证的成果。 

 

我们希望您从阅读中利用他们的成功经验并应用于您自己的设计和工程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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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采用三维打印技术，秉承斯堪的纳维亚设计传统 

这是一个专业设计人员如何将确立已久的美学原则与三维打印技术结合而生产出全球最出色消费电子设备的故

事。 

诸如无线路由器、媒体中心和无线家庭音响系统之类的设备创造了思科消费者业务部所尊崇的互联生活，一种

更侧重于个性、社交和形象的生活。网络的持续连接只是前提，重点在于内容—贯穿于家中、办公室或教室的 

音乐、视频、网页和工作学习资料。 

随着这些设备进一步普及进各个家庭中，网络设备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正在从“计算机房”向生活空

间转移。因此，像不锈钢冰箱一样，电子产品必须赏心悦目、线条流畅，同时要具备不断提高的连接性能、稳

定性和操作直观性。所以，制造简洁美观而又实用的产品则是思科工程师们每天都面对的挑战。 

 

挑战 

在快速发展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行业内坚持采用传统的设计标准 

 

由于卓越的设计对思科消费者业务部极为重要，公司最近在丹麦的哥本哈根设立了欧洲设计中心。在这里，公

司延续了值得尊崇的斯堪的纳维亚设计传统 —— 实用、小巧 并且价廉 —— 但绝不影响设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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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的纳维亚设计传统要求工程师将其创作原型拿在手中，测算其比例，考虑其内涵，并确保造型最终能够实

现功能。工匠会接着对设计进行修改，制作另一原型，并以相同的方式检查新的设计。 

问题就在于传统手工原型的制作不但耗时并且成本昂贵。大多数自动化的原型快速生产技术同样昂贵，而且必

须外包，延长了工期并带来了不便。另外，许多设计人员仅依赖于二维屏幕图像，其根本无法满足思科消费者

业务部的需求。因此，挑战就是坚持最高美学标准的同时，还要满足竞争激烈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行业的产品周

期要求，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上市时间至关重要。 

策略 

投资 Z Corporation的三维打印技术 

 

Z Corporation 的三维打印挂机帮助思科快速廉价地制作出所需的实体模型。三维打印机从计算机辅助三维设 

计数据生成实体对象，就像二维护打印机从文字处理文本生成文件一样。 

三维打印为思科消费者业务部提供了一种应用其严格的设计标准的方式，使开发周期轻松自在，并保证了产品

如期投放市场。ZPrinting 在几个小时之内而不是几周之内就可以生产出原型，而成本只有五分之一。 

“比例和人体工程学很重要，然而太多的设计人员仅依赖于计算机屏幕作为其设计媒介，”思科欧洲设计中心

主管 Eskild Hansen 说道。“对于我们的策略性设计方法来说，我们依赖于实体原型和 ZPrinter 450 进行各 

项设计审核，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全球，都与我们美国的各个设计伙伴保持一致。ZPrinting 是实施全球生产设 

计审核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 

 

 效果 

众多生产设计审核模型 

 

思科利用 ZPrinter 450 每周平均制作 10 个模式，用于设计审核。基于全球各地思科设计人员递交的三维 

CAD 文件直接打印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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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模型在设计人员之间进行传递，后者用铅笔进行标注，在软件中修改设计，再打印出新模型，然后重复整

个周期（如有必要）。据 Hansen 所说，动手环节绝对是必须的，Hansen 之所以选择 Z Corporation 的 技 

术是因为他对这一品牌以及自己的技术应用经验充满信心。“我们可以快速获取原型，进行改良，并创造新原

型，我们可以推出绝妙的设计，”Hansen 说道。 

Z Corporation 是唯一 一家生产多色同步三维打印机的公司。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传达了工程产品预期的 外 

观、感觉和风格设计，并引申出了建筑理念、景观、娱乐功能和医疗信息。 

“看到我的团队利用世人视为基本黑箱的材料所取得的成绩，我感觉很振奋，”Hansen说道。“像这样的设

计不只浮现于计算机屏幕上。因为设计非常重要，三维打印是我们产品策略的一个主要元素。” 

  

 
  



7 
 

ZPrinting 助力鞋商 Clarks 公司步入另一个创新时代 

这些鞋都是古老的人造物品，至少已经历了 9000 年的历史。毫无疑问，鞋产业的发展受到了传统的束缚，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鞋工艺很难实现自动化。然而，依靠创建数字原型、大幅提高生产率和实现产业突破的 

自身定位，Clarks 公司打破了传统的束缚。 

  

挑战 

获得竞争优势 

 

设计鞋子的传统方法现今依然在许多制鞋厂使用，这些方法首先要做的就是手工绘制图纸。团队评审和修 

改图纸数次后，产品经理才会批准设计概念。在此期间，采购到鞋面材质后，设计才会被送到鞋厂，而在 

大多数情况下，鞋厂都在海外。工厂制造样品并将样品送回设计部门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设计人员和产 

品经理都必须评审样品、要求修改、订购更多样品，如此周而复始。 

 

在一个审美观迅速变化的行业中，这种方法听起来耗时太久（且费用高昂），那是因为该方法的确费时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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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完全自动化 

 

为了加速制作和削减陈本，Clarks公司显完全改进了这个流程。经过数年对流程和人力的投资，公司为现有的

鞋跟和楦型设计（鞋楦是制作鞋的脚模型），增加了数字化的设计和自动化成型步骤，从而构建了全球领先的

三维概念开发流程。数字开发经理 RossAuthers 表示：“我们的细部设计水平，传承了185年的制造业传统, 

让我们可以进一步改进整个流程！” 

在经过最初的手工绘制图纸阶段后，最新的三维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被设计部门迅速采用，从而大大

简化了修改设计的流程。当产品经理对“屏幕上”的概念非常满意时，他们就会进一步对实体模型提出要求。 

目前， 与评审流程需要三周的时间相比，Clarks公司数字设计师只需简单地点击“打印”， 利用  

Z Corporation 三维打印技术就可以生产出原型。（三维打印将三维数据转换为实体模型，就像文件打印机把 

字处理文件打印成信函一样。） 

效果 

省时/ 省钱和质量提高 

 

“原本需要两到三周时间才能生产出成本高昂的原型，我们现在一天就可以制出完整的彩色原型。”“这种流

程不仅节省了生产、运输的时间和成本，而且还提高了成品鞋的质量，使消费者能够在某流行趋势的早期即购

得爱鞋。” 

设计评审的关键部分是制出三维实体打印模型。虽然在屏幕上能够虚拟地旋转三维计算机模型，但却根本无法

与仔细评审实体模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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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rs表示：“如果要在屏幕上旋转模型，需要参照单个固定点以人工方式实现。”“当真正的光以不同的

角度扫过模型的不同部分，以及手自然而然地移动时，你觉察不到细微的视觉变化。当你手握鞋模型并旋转时

，你的眼睛不仅始终随之移动，而且鞋子的形状似乎也在随之改变。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正如你看见的

，鞋上没有一条直线。你需要从整个三维空间审视鞋模。”  

在英国，Clarks 公司每天可以打印一个或两个模型，不包括用于营销和销售的非常受欢迎的微型鞋模。尽管常 

常费时数月才能将概念转化为定型产品，Clarks 公司新的自动化策略却能将周期缩短到数周，重压之下才能做 

到最好。产品一旦定型，就可以在世界其他地点重复打印，从而进一步缩短时间和降低成本。 

Authers 说：“借助成熟设计的鞋楦，数字鞋模型和完美的技术—— 三维打印，我们由全球最佳的鞋商变成 

了全球最佳的创新者。”“与以往相比，我们能更快地响应市场需求，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尝试设计。这些

优点正在帮助我们将业务扩展到新的细分市场和领域。当前，我们才刚刚展开效率革命，着手实现‘完整设计

’的鞋产品。在9000 年的行业史中，虽然我们已有185 年的历史，但似乎才是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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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打印是 Symmons Industries 的虚拟设计工作室Design Studio Live 的核心 

浴室设计房间本身就是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们展现其才华的画布，有助于呈现一种脱离整体，自成一偶的特点

。然而更基本的是，卫浴“体验”在确定消费者消费和选择意愿时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在建造或改造宾馆、豪华公寓和高端住宅时，一些细小的卫浴器件（水龙头、浴头、毛巾架、甚至是门

把手）是不容忽视的。业主越来越多地要求独特的家居配饰，从而得到一种独特的体验。 

Symmons Industries 是一家具有 70年从业经验的商业和住宅水暖产品生产商，一直致力于向市场提供定 制 

设计和生产服务。该公司别出新裁，为建筑师、设计师和业主们设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虚拟设计室，其名为 

Design Studio Live (http://live.symmons.com)。 

Design Studio Live 是一个基于网络的程序，用户可以制作自己的产品，并在四天内收到其设计的彩色三维 

实体概念，大约15 天内收到金属原型，仅仅 16 周内即可收到自己有产权的交付产品。 借助这个创新工具， 

建筑师和设计师们坐在桌前就可以为其项目打造创意，设计出项目专有的配件。用户开始时可以数字形式翻阅

现成设计的虚拟目录，将其拖至虚拟灯箱，然后利用Google SketchUp™、Adobe® Photoshop®、 

SolidWorks®或任何其它 3D CAD 程序进行修改。 

 

挑战 

快速制作概念原型 

Design Studio Live 模式的关键在于快速、经济、批量地造出三维实体模型。 对于这一需求，手工制作模型 

则由于其时间和人力方面的因素而无法满足。对于 Symmons 来说，三维打印机就是为其客户提供出色定制 

服务的解决方案。三维打印机是一种三维数据的输出装置，与二维打印机输出计算机屏上的文字和图片的方式

一样。主要区别在于，三维打印机生成的是复合材料的三维模型和原型。 

http://live.symm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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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esign Studio Live 成立之前，Symmons 长期以来使用的是一台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 

三维打印机。设计顾问只是偶尔使用该打印机，因为成型等待时间太长。打印一个水龙头就需要 15 个小时， 

Spear 说道。 

策略 

‘ZPrinting’ 

 

一名当地的 Z Corporation 经销商告诉 Symmons 说，它可以用一台 Z Corporation 的打印机解决周转问 

题，Z Corporation 是全球最快三维打印机的生产商，也是唯一可以生产多色同步打印机的厂商。 Symmons 

设计说道，“证明一下。” 

他们真的以行动证明了；不是像以前那样花 15 个小时打印一个水龙头，他们用 Z Corporation 的 ZPrinter 

全色打印机在三个半小时内打印了 12 个模型，而其单个模型的成本仅为 FDM 机器制模成本的一半。 也就 

是说，ZPrinter 可以用 FDM 机器打印一个模型的时间输出 48 个“ZPrint” 模型。 Symmons 心悦 诚服， 

购买了三维打印机，根据需求制作三维实体模型，最终使其获得了把 Design Studio Live 构想变成现实的最 

后关键要素。 

效果  

茁壮成长的 Design Studio Live 

 

ZPrinter  打印机及其 ZPrints 已成为 Design Studio Live 的动力。 

“设计过程本身是很令人兴奋的，但关键在于，生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原型确实大有帮助，”Spear 

说道。通过 ZPrinting 三维模型，设计人员们再也不用只是盯着屏幕，而是可以看到实实在在的部件， 并亲 

身感受一下。 



12 
 

ZPrints 也加强了建筑师和业主之间的关系。“建筑师在桌子上就可以展示一套 ZPrints — 也许是不同尺寸和 

外形的水龙头 — 并可以随时修改，”Spear 说道。“业主则得到了千载难缝的机会来体验并 改进模型。 

”建筑师在数天后给出修正的模型，业主则对建筑师的反应速度无可挑剔。” 

三维打印帮助 Symmons 证明了其设计能力，证明了自己不愧为室内水暖零件高超工艺的佼佼者。例如， 

纽约文华东方酒店想让其浴室彰显出一种独特的视觉和感觉效果，他们的设计公司找到 Symmons 帮助制作 

设计细节。浴室设计要求沐浴系统配套吸顶雨淋花洒和罗马浴缸填料，要时尚且易于操作。Symmons 为其 

客户创作个性化概念，针对开/关和冷/热水操作提供了一种简洁典雅的单控方式，这一特色有助于许多国际客

人克服语言障碍。ZPrints 帮助 Symmons 向其客户提供多种选择方案，促使相关团队快速确定最 终方案。 

同样，在某一迈阿密酒店，ZPrints 帮助 Symmons 改进了一个周围有枝形吊灯包围的垂直花洒的 设计。 

Symmons 的许多其他客户也都很满意，包括 Wynn Resorts、Four Seasons 和 The Ritz-Carlton 等。 

据 Spears 介绍，ZPrinter 打印机可以一周全速工作五天，一次输出 20个模型。在前四个月的使用中， 

Symmons 制作了一系列应用广泛的 4,000个打印模型。多数是用于客户项目的，但也包括参展（“Lunch 

and Learn”设计师和建筑师研讨会）模型以及给 Symmons Industrial 设计师使用的模型。“你可以在早上 

咖啡休息 时间按下打印按钮，在中午时就可以分发模型。Z Corporation 正在不断实现较高的速度和零件质 

量，用于满足 Design Studio Live 和我们这儿全部设计工作的需求，”Spear 评论道。 

ZPrinter 及其独特的色彩能力还产生了许多其它出乎意料的优点。它们帮助 Symmons 扩展了设计概念和 

模型，超越了传统的不锈钢设计局限，利用色彩精确呈现了 Onyx 的流行涂饰。彩色 ZPrints 还可形成极棒的 

宣传效果，例如，一个色彩鲜亮的水龙头上有建造师名称。Symmons 甚至将其 ZPrinter 搬到了展会上 ， 

它马不停蹄地打印，吸引众多设计师和建筑师前来参观并见证 Symmons 设计和即刻成型的能力。 

无论是在展会上或是在 Design Studio Live 工作室内，三维彩色打印都提高了 Symmons 的业务量和品牌知 

明度，帮助公司同时聚焦于美观和内部设计。该公司现在可以证明，它可以制作最漂亮的“外表”，甚至可以

帮助用户来实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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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市场中首辟其径是一种不凡的体验”Spear 说道。“我们独家提供全方位服务虚拟设计工作室以及三维 

打印服务，如此轻松自在，它让我们与众不同，从而在客户心中保持了最高的地位。”Z Corporation 独一无 

二的 速度、色彩和经济性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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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Z Corporation 的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zcor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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