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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建筑商业应用新品浦东首发
业内表示打印建筑具有耐久性

振华重工打造八大海洋产业链■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只要有一块空地，一晚就能打

印出一幢酒店。”3月27日，2016年盈

创 3D 打印建筑全球商业应用新闻

发布会暨首届 3D 打印建筑国际论

坛在上海世博中心红厅举行。

盈创建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长马义和重回八年前亲自参与

建造的上海世博中心，正式介绍了

盈创 3D打印建筑成功应用案例，并

发布了五大系列新产品：3D打印地

下基础设施、3D 打印钢结构住宅、

3D打印中式建筑、3D打印垂直绿化

墙，以及全球首届 3D打印建筑培训

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国内 3D打印

建筑已成功投入商业应用，并走向

了世界舞台。盈创成为全国第一家

走出国门，在海外运用 3D打印建筑

技术打印办公楼项目的高科技企

业，在埃及、米兰等地均有其参与打

印的建筑。

一天可打印一层楼

精装别墅、宏伟大楼几个小时

或几天就能建成？大多数人都会表

示不太可能。因为按照传统的建筑

方式来修建一栋别墅或大楼，从打

桩到完工，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

时间。然而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不

断成熟与落地，人们口中的“不可

能”已经变成了“可能”。

“3D打印整幢建筑在技术上已

没有任何问题，现在一天就能打印

一层楼，而且不设限面积，只要打印

设备条件具备。”马义和表示。

记者了解到，3D建筑打印与普

通建筑不同的是建造工艺、技术和

成本。整个建筑不用砖瓦工人，没

有粉尘，没有噪音，只要一台机器和

“油墨”快速打印即可。施工还可以

不受季节影响开展干法施工，而且

可以实现建筑和装饰的一体化。也

就是说，打印出来的建筑直接具有

装饰效果，不用再装修。

从“桌面”到“地面”，盈创 3D打

印建筑技术目前已经成功实现了商

业应用。早在 2013年 10月，其全球

首台 3D 建筑打印机就为上海张江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青浦园打印了

10栋工程项目部用房。随后，还完

成了全球第一座 3D 打印的 6 层 15
米高的住宅楼房（地下 1 层地上 5
层），这 6层建筑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和配筋砌体工程验收规范。

未来实现可定制房屋

借助 3D打印建筑，未来人们可

以实现定制房屋。现场有关专家介

绍，基于数字技术为基础的 3D 打

印，颠覆了传统的建造工艺，房屋将

可定制化，而建造更节省更高效。

比如，可以变废为宝，各类建筑

垃圾、工业垃圾、矿山尾矿，都可以

作为 3D打印的原料，而沙漠的沙子

对他们来说就好比“黄金”，是很好

的原料，可就地取材做成固沙墙、垂

直绿化墙等。

关于大家所关心的 3D 打印建

筑质量、性能难考量等问题，专家在

发布会现场也一一作答。专家表

示，3D打印出来的建筑品质比传统

工艺的耐久性高上50%。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宁钟在

会上透露，已用模型对 3D打印产业

做了一个研究，发现该产业是一个

极其有利可图的领域。

根据规划，盈创计划今年在中

国建立 103 个 3D 打印建筑“梦工

厂”，把盈创 3D打印新技术应用到

具体项目上，目前已建立了12个。

■记者 杨珍莹 陈洁 浦东报道

3月27日，3D打印建筑国际论

坛同期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中铁二十四局房

建事业部的相关负责人分别就建

筑业创新创业模式、3D打印建筑技

术带来的产业革命、定制房屋的全

球发展趋势等，一一进行了探讨。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

石定寰认为，要尽快制订 3D 打印

建筑的国家标准，为这种创新技术

的推广应用铺平道路。“这个标准

不仅仅是企业标准、区域标准、产

业标准，更重要的是会成为国家标

准，甚至成为国际标准，才可以使

得这个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

在应用层面上，3D打印技术已

获得了行业的认同。在论坛上，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副院

长张崟表示，在建筑过程中 3D 打

印技术可节材 30%-60%，节约人工

40%-60%，还可以缩短60%的工期，

“按照全国每天20亿平方米的建设

量来说，如果可以大规模运用 3D
打印技术，节省的时间、人工不是

一点点”。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

委副书记胡荣表示，拿包头来说，

北方地区生产施工季节每年只有 8
个月，一年中有 4个月因为气候原

因无法施工，而 3D 打印技术的引

进则可有效缩短建筑施工时间，目

前包头已经引进盈创的 3D打印住

宅技术，并将之作为改造北方传统

建筑的一项新兴技术逐渐进行市

场化应用。

石定寰表示，中国建筑业一直

都是一个高能耗行业，在中国逐渐

走向绿色、低碳以及循环经济的过

程中，如何运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

建筑技术的发展值得大家重视。

他强调，如今中国的 3D 打印技术

已经走到了前列，并被国外所运

用，这个技术应该得到各级政府的

支持，帮助其进一步完善。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日前全市电子商务联席会议公

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已经日益

成为本市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和转型

升级的新动力。去年全年，上海电

子商务交易总额实现 1.64万亿元，

约占全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的 10%
左右，同比增长21.4%

市商务委主任兼市电子商务联

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尚玉英表示，去年

全市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呈现稳步扩

大的可喜态势。其中，B2B全年交易

额实现1.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7%，

尤其是钢铁B2B电子商务交易规模

始终在全国保持领先，全年交易额达

到4077亿元，同比增长18.1%。

在B2C领域，网络购物拉动消

费明显，本市全年实现网络购物交

易额 4140亿元，同比增长 42.6%，高

于全国网上零售增长率（2015年全

国网上零售额38773亿元，比上年增

长 33.3%）。在网络购物交易中，服

务类网络购物交易额 1889亿元，增

速达到 51.2%，大幅超过商品类 15.2
个百分点，全市住宿旅游类和餐饮

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分别增长

21.6%和123.8%。

据悉，2016年上海全市的电子

商务交易总额将争取突破2万亿元，

增长 20%以上。同时，包括浦东在

内的6个区县将开展各具特色的“互

联网+”商务创新实践区建设。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今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的意见》，提出要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在日前举行的“教

育公益联盟第十期沙龙——沪江专场”上，探讨互联网在解

决留守儿童亲子沟通方面可行性，成为了热点。

中国当前有6100万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关爱，孩子

们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沙龙的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公

众过于强调政府和社会对留守儿童的监护作用，而忽视了父

母与家庭应有的责任。事实上，父母才是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的第一责任人，政府和任何机构都无法取代父母的角色。

沙龙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

研究所所长赵延东坦言，父母和孩子团聚是治本，但会受各

种客观条件所限。治标的方式是保证亲子沟通，其策略之

一，就可以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为加强留守儿童与父母的

交流创造条件。

记者了解到，沪江于2015年启动了“互+计划”，希望通过

互联网学习方式改变传统教育，实现优质网络课程在全国各

地的共建共享。目前，“互+计划”已经连接起四川、青海、贵

州、山东等十多个省份的百余所中小学和 21世纪教育研究

院、蒲公英教育智库、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等民

间教育智库和教育公益机构。

在沙龙现场，沪江展示了基于旗下产品CCTalk所搭建

的亲子沟通平台。河南兰考程庄小学、陕西延长县黑家堡小

学和河南信阳王寨小学通过网络连接参与到沙龙活动中，留

守的孩子和到场的父母在线上完成了远程的情感交流。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华人文化控股集团获悉，索福德体育正式宣

布获得华人文化控股集团的B轮融资。

据了解，索福德体育成立于 1998年，是来自英国的著名

体育营销专家和品牌场馆运营商，2007进入中国后，在上海、

北京、深圳等城市建立小型足球场设施，提供世界级球场的

同时，打造中国业余足球赛事平台、全国少儿足球俱乐部，并

为企业、社区策划全民健身活动。

对于此次牵手华人，索福德体育有关负责人表示，本轮

投资由华人文化控股独家完成，选择华人的主要原因是看重

华人在体育产业的资源。且B轮融资的资金会主要用于在全

国建设新的足球中心、全国性赛事 IP培养、儿童培训业务以

及APP这四大块业务，其中场地和赛事的投入会占大部分。

根据计划，索德福将于 2016年底在全国 17个城市至少有 45
个足球中心开业。

不仅如此，由于华人文化是英超劲旅曼城足球俱乐部母

公司城市足球集团的股东，索福德在引入华人文化注资的同

时，也将携手曼城俱乐部，双方目前已经正式达成区域合作

伙伴关系。

记者了解到，这已经是华人文化宣布领投入股曼城母公

司、足球全产业链运营企业城市足球集团(CFG)之后，在体育

产业内的又一重要布局。

据悉，华人文化旗下拥有私募基金和控股集团两大平

台，是中国领先的专注于传媒、娱乐、体育及互联网产业的综

合性投资及运营平台，目前华人在体育产业的投资和运营覆

盖赛事版权开发、内容生产、媒体运营、赛事及活动管理、运

动员经纪、体育营销、数据服务等。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振华重工与英国大型港口运营商 PeelPorts于近日在上

海正式签订一份价值 1.7亿美元的合同，系前者在港机业务

上继续保持市场份额的力证。据悉，包括港机业务在内，振

华重工将打造八大海洋产业链。

根据协议，振华重工将为利物浦 2期码头项目提供 8台

船对岸(STS)Megamax港岸起重机和22台悬臂轨道式龙门起

重机。通过这些设备，能够使港口同时处理两艘 380米长的

船只。

“利物浦港是英国第三大集装箱港口并在中英贸易中处

于战略性重要地位。与振华重工签订的该份协议，将有助于

完成一个改变英国物流行业的项目。”PeelPorts首席执行官魏

马克(Mark Whitworth)如是表示。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起重机制造商，

目前可占据全球港机市场份额的 75%以上，且在公司业务

中毛利率最高。然而，业务较为单一使得振华重工前几年

经历了市场寒冬，于是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提出战略转

型，提出打造港机、海工、钢构、系统总承包、投资、船运、电

气及软件开发、一体化服务等八大海洋产业链，逐步实现

扭亏为盈。

对此，振华重工董事长宋海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为改变“港机独大”的局面，转型在所难免，虽然海工装备市

场会有几年的低潮期，但不可能在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内徘

徊。随着陆上容易开采的石油天然气进一步减少，未来往深

海、远海进行能源开发的趋势，将促进海洋装备市场的发展。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即日起，《上海市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16-2020）》正

式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计划至

2020年，全市新能源车辆充电桩规

模至少达到 21.1万个。按此目标测

算，到2020年，预计可实现的累计充

电电量约 20亿千瓦时，将节约替代

燃油量约 3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约200万吨。

据了解，上海新能源车规模近

年来实现快速增长。2013-2015年，

本市共累计推广应用各类新能源汽

车 57666 辆，其中新能源乘用车

51754辆（包括私人车36685辆，租赁

车 5307 辆，公务车 9762 辆）。截至

2015年年底，本市已建各种充电桩

共计 2.17万个，其中住宅区建设的

私人充电桩超过 1.65万个，机关、企

事业单位专用充电桩约 0.32万个，

公交、物流专用桩约 0.08万个，社会

公用充电桩约0.12万个。

根据本市新能源汽车发展现

状，结合未来发展趋势，预计到2017
年本市新能源车辆发展规模将达到

13.1万辆，其中新能源乘用车约12.1
万辆，公交、物流、环卫等其他车型

约 1万辆；到 2020年全市新能源车

辆发展规模将达到 26.3万辆，其中

新能源乘用车约 24.5万辆，公交、物

流、环卫等其他车型约1.8万辆。

为满足新能源汽车的上述发展

目标要求，经测算，至2017年全市新

能源充电设施规模需达到 10.3 万

个，有充电功能的公交停保场需 42
座；至2020年，全市新能源充电设施

规模需达到 21.1万个，有充电功能

的公交停保场需68座。

专家建议：
尽快制订3D打印建筑标准 沪江打造线上亲子沟通空间

索福德体育获华人B轮融资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近日，GE全球研发中心宣布

与美国能源部合作，在HPC4Mfg
（制造业的高性能计算）项目中，

利用超级计算机增强 3D打印技

术的能力以及优化喷气式发动机

的设计。

通过和美国能源局合作，GE
研发人员将和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携手，完善在增材制造中所运用

到的激光技术，以此来推动3D打

印的进程。

GE全球研发中心流程制造

和系统实验室项目相关负责人表

示：“最近增材制造的增长归功于

激光技术与计算机性能的提高。

在我们将增材制造扩展到复杂的

金属零件和更多的工业运用时，

这个项目将研发出契合未来需求

的新能力。”

据记者了解，GE 已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增材制造业中金属

零件的生产商之一。伴随着生

产规模不断扩大，全球研发中心

增材制造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们

将继续探索新部件、新工艺，以

及研究增材制造技术升级的无

限可能。

GE携手美国能源局
推动制造业技术升级 五年内沪新能源汽车或超26万辆

上海电子商务交易额占全国一成

2016年盈创3D打印建筑全球商业应用新闻发布会日前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 □盈创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