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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桌面 3D 打印机是企业的理想之选，因为与其他选项相比，其购买费用和运行成本均较低。对产品设
计师、工程师或制造商而言，3D 打印机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工具。它不仅可以快速、经济地制作直观模
型和功能原型，还能按需制作高度定制的制造辅助设备和最终用途零件。

不过，在您投资 3D 打印之前，务必应计算所涉及的成本，并回答几个关键问题：
1. 与您的当前成本相比，桌面 3D 打印的成本是高还是低？
2. 您需要几台 3D 打印机？
3.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通过节省的资金实现完整的投资回报？

选择优质的专业机器，而不要选择低价的产品，因为优质机器性能可靠且易于使用，可帮助您大幅节
省成本。一台性能可靠的 3D 打印机可充分延长正常运行时间，提高打印成功率，而易于使用的特点
有助于减少操作、维护和培训所需的时间。

本文档概述了 3D 打印的成本计算方法和可能节省的资金，并在案例研究中讲述了一家企业如何使
用桌面 3D 打印大幅节省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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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投资购买 3D 打印机？
节省成本
就像决定购买其他东西时一样，当您选择是否购买 3D 打印机时，应该考虑潜在的投资回报率 (ROI)

。但是，如若不对比下类似成本，就很难了解可能节省的资金。

比如，选择外包时，您只需要为整个服务支付一个费用。但在内部进行 3D 打印时，必须考虑人工和运
营成本等因素。在购买打印机之前，您很难弄清具体涉及哪些成本。本指南将为您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质量
此外，您还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桌面 3D 打印作为一种原型制作或制造解决方案的实际效果 
如何。这里主要涉及两个可变因素：可用的兼容材料及其制成的零件质量。不同的 3D 打印机在这 
两方面表现迥异。

在 Ultimaker 打印机上通过 3D 打印制作的螺旋桨原型（旁边是最终成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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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 3D 打印机应能兼容具备不同特性的各种材料，例如强度、柔韧性、耐热性或耐化学腐蚀性等。

但打印机的质量很难衡量。

您可以根据打印机规格推测质量，但我们也建议您查看 3D 打印机制造商的客户案例研究。这些客户
是否实现您所需的效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您可以考虑投资购买这台 3D 打印机。

可用性
内部 3D 打印机可随时按需制造零件、测试新想法并立即实施，从而帮助企业营造一种精益求精的文
化。制作定制的夹具、固定装置或备件，可以降低制造工厂的订购成本，而内部制造能够以“准时化生
产”的方式安排库存，从而节省昂贵的储存成本。

效率
内部 3D 打印的主要优势在于出色的速度和高效性。产品设计师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制作出原型，
而不必等待外包设计来交付原型。这样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更多迭代，从而降低产品开发的费
用、提高设计的完善度，并缩短产品的上市时间。

成本比较：外包

如果您的企业需要原型或高度定制的零件，外包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外包无需大量的前期投资，
其成本是固定且可预测的。但与内部 3D 打印相比，外包的缺点是成本高，交货周期长。

3D 打印的初始投资可能较高，但在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可以大幅提高产能和产出。此外，3D 打印还具
有完全可扩展性。因此，如果您投资购买了一台打印机，又发现不够用，完全不会有任何损失。您只需
再加购几台打印机，即可满足您的产能需求。

按专业用户的平均需求计算，一台典型的熔丝制造（FFF） 3D 打印机每天可以完成一到两个打印作业。
如果您每周需要打印 10 个以上的零件，可能需要多台打印机才能获得足够的产能。3D 打印机供应
商将根据您所需的打印成品的数量和类型为您提供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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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投资回报率
要想计算您的 3D 打印投资回报率和投资回收期，请了解下我们易于使用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器。此工
具可以计算出您改用内部 3D 打印解决方案后可实现的投资回报率，并提供可供下载的投资回报率
报告。您可以利用该报告争取利益相关者的同意。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以 Ultimaker S5 为例，在下面计算了投资回报率和投资回收期：

前期成本 内部 3D 打印 外包 3D 打印

硬件和软件投资 68,000 元 0 元

培训（可选） 3,284 元 0 元

每次打印成本

每次打印成本（估算） 66 元 1,314 元

20 次打印 47,287 元 26,271 元

50 次打印 49,257 元 65,676 元

80 次打印 51,228 元 105,082 元

您的成本可能与所示示例不同，但此图重点突出了 3D 打印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的投资回报率。在本
例中，购置 Ultimaker S5 打印机的投资回收期为 37 次打印之后。自此以后，每次 3D 打印均比外包
成本更低。因此，即使前期投资成本较高，每次打印的成本也要低得多。下面列出了费用明细：

计算您的投资回收期
20.000

15.000

10.000

5.000

20 次打印

成
本（

美
元

）

50 次打印 80 次打印

内部 外包

示例中的数据仅供参考，根据内部 FFF 和外包 SLS 3D 打印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硬件成本则基于一台 Ultimaker S5（含税）

https://3d.ultimaker.com/ROI-calculator?utm_source=white-paper&utm_medium=pdf&utm_content=ROI-3D-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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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成本明细
与选择性激光烧结 (SLS) 或大型工业 3D 打印机等技术相比，桌面 FFF 3D 打印是一种尤为经济的选
择。例如，一台无可选配件的 Ultimaker S5 售价为 68,000 元人民币（含税）。它免费随附 Ultimaker 
Cura，这是一款深受 200 多万用户信任的切片软件。企业还可以选择订购 Ultimaker Essentials，这
款付费软件包可为组织提供更高的稳定性和更强的控制力。

就像办公室的打印机需要纸张一样，FFF 3D 打印机也需要材料或耗材。Ultimaker 提供各种各样的
材料，配合我们的 3D 打印机使用效果最佳。但我们提供开放式耗材系统，允许您使用其他材料供应
商提供的耗材。平均而言，每克材料的成本仅为几角，每个打印模型的成本约为 30 到 140 元。

设置和维护成本因 3D 打印机的设计而有所不同。例如，Ultimaker 打印机在设计时考虑了快捷设置，
并且用户仅需每月执行一次清洁和校准等维护任务。Ultimaker 打印机是高度可靠的机器，不仅能够
连续运行，而且正常运行时间长，打印成功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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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即使我们的 3D 打印机非常专业，也可提供相对简单的用户体验，用户只需将 3D 设计通过切片软件（
如 Ultimaker Cura）发送到打印机。因此，3D 打印机不需要像数控机床那样配备专门的操作员。

如果设计人员熟悉 3D 建模软件，往往便可轻松、顺利地改用 3D 打印切片软件。因此，它对用户的培
训要求极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需要进行培训。

如果您的员工确实需要培训，请咨询您的经销商是否提供任何培训，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了解 Ultimaker 3D Printing Academy 在线课程。您还可以下载我们的 FFF 3D 打印和 3D 打
印 设计指南，帮助您快速上手。

https://ultimaker.com/learn/ultimaker-3d-printing-academy?utm_source=white-paper&utm_medium=pdf&utm_content=ROI-3D-printing
https://3d.ultimaker.com/FFF-3D-printing-guide?utm_source=white-paper&utm_medium=pdf&utm_content=ROI-3D-printing
https://3d.ultimaker.com/design-for-FFF-3D-printing?utm_source=white-paper&utm_medium=pdf&utm_content=ROI-3D-printing
https://3d.ultimaker.com/design-for-FFF-3D-printing?utm_source=white-paper&utm_medium=pdf&utm_content=ROI-3D-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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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转为内部制造，有多种技术可供选择。 
在本节中，我们将探讨五种最为人熟知的内部制造方法的成本：
1. 熔丝制造 (FFF) 
2. 立体光刻 (SLA)
3. 选择性激光烧结 (SLS)
4. 电脑数控 (CNC)
5. 注塑成型

成本比较：内部流程

熔丝制造 (FFF)
热塑性或复合性耗材从打印机的喷嘴挤到构建板上，逐层构建打印模型。

成本考虑因素 – 优点：
• 经济实惠的硬件
• 较低的价格带来的可扩展性
• 广泛的低成本材料
• 极低的后期处理要求

成本考虑因素 – 缺点：
• 有时需要手动后期处理，例如取下支撑件
• 有些制造商要求只能使用专有材料

立体光刻 (SLA)
通过激光选择性地固化一桶光聚合树脂，逐层构建打印模型。

成本考虑因素 – 优点：
• 经济实惠的（桌面）硬件
• 较低的价格带来的可扩展性

 

成本考虑因素 – 缺点：
• 材料比热塑性塑料更加昂贵，存放期较短
• 需要定期更换多种耗材 – 

颜料、树脂罐、构建平台和清洁液
• 每次打印都需要手动进行后期处理
• 桌面机器的构建体积较小，产能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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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激光烧结 (SLS)
利用激光熔化尼龙或聚酰胺粉末颗粒，逐层构建固态打印模型。

成本考虑因素 – 优点：
• 当在构建室内紧密装填零件时，成本效 

益较高
• 不需要支撑材料

成本考虑因素 – 缺点：
• 当构建室未密集装填零件时，经 

济性较差。
• 等待填充构建室的过程可能导致 

交货时间较长
• 硬件的价格比 FFF 或 SLA 高
• 所需空间比 FFF 或 SLA 大
• 需要后期处理和粉末回收站

电脑数控 (CNC)

通过电脑控制的加工工具（如钻头、镗孔和车床）来去除材料块的某些部分。

成本考虑因素 – 优点：
• 功能多样，可提供各种材料和饰面
• 需要精度和重复制造零件时的高效选择

 

成本考虑因素 – 缺点：
• 初始投资成本较高 - 数控机

床的成本高达数万美元，甚至更多
• 耗时的机器设置和轴重新定向
• 机器非常复杂，需要培训和专门的操作员
• 减成法工艺会导致材料浪费严重

注塑成型
熔融材料被注入模具中，固化成所需的形状。

成本考虑因素 – 优点：
• 完成初始设置后，流程高度自动化
• 制造速度快
• 大批量制造时成本效益高

 

成本考虑因素 – 缺点：
• 投资成本高
• 每次制造时设置成本高
• 小批量制造时价格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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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Snow Business
Snow Business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企业，专为影视行业和现场活动提供降雪和冬季效果。该公司使
用 Ultimaker 3D 打印机，为其复杂的造雪机喷嘴制造原型、功能测试零件和最终零件。

挑战
此前，Snow Business 将喷嘴原型的制造任
务外包给 SLS 服务机构，最低订购价为 150 
美元。周转时间却长达 7 天。

解决方案
Snow Business 投资购买了三台 Ultimaker 
3D 打印机，用于构建造雪机喷嘴的原
型以及制作喷嘴。现在，他们可以在短
短数小时内经济高效地打印喷嘴。

据 Snow Business 研究部主管 Paul Denney 估算，公司的第一台打印机在短短两周内就收回了成本。

SLS 服务 Ultimaker 3D 打印机

每次迭代的成本 150 美元 3.25 美元

交货时间 7 天 7 小时

复杂的喷嘴设计迭代（左图）和最终的实际 3D 打印零件（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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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节省多少资金？
计算贵企业从 Ultimaker 购买内部 3D 打
印解决方案可以实现的投资回报率

索要报价单

https://3d.ultimaker.com/request-quote?utm_source=white-paper&utm_medium=pdf&utm_content=ROI-3D-printing
https://3d.ultimaker.com/Request_a_quote_CN


关于 Ultimaker
自 2011 年来，Ultimaker 构建了开放且易于使用
的 3D 打印机、软件和材料解决方案，使专业设计人员
和工程师能够每天进行创新。如今，Ultimaker 是桌
面 3D 打印领域的市场领导者。包括荷兰、纽约、波士顿
和新加坡的办公室在内，再加上位于欧洲和美国的生
产设施，其全球团队拥有 400 多名员工，他们携手合作，
加快全球向本地数字制造的转变。

http://ultimaker.cn/

常规咨询： info@ultimaker.com 
联系中国官方授权经销商： http://ultimaker.cn/Contact

http://ultimaker.cn/
mailto:info%40ultimaker.com?subject=
https://ultimaker.com/resellers?utm_source=white-paper&utm_medium=pdf&utm_content=ROI-3D-prin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