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综述

工艺独特且具成本效益：使用工业 3D 打印技术制造具有精美晶格结构的钛眼镜框。 

（来源：Hoet）

增材制造支持依照美学理念进行设计

面临的挑战

生产具体设计特性能够满足客户

明确要求的眼镜系列。

解决方案

使用 EOS M 290 借助增材制造生

产具有蜂窝结构的钛眼镜框。

成果

•  颇具吸引力：开启设计的无限

可能

•  定制：以颇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轻松生产定制产品

•  可持续性：根除行业中经常发

生的生产过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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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专家 Hoet 开辟全新视角 – 在 Raytech 和 EOS 的大力支

持下变成现实

简介

Raytech 是比利时的一家公司，

自 1988 年开始一直从事金属加

工业务。最初，这家公司在高精

度激光切割和焊接领域取得了

开拓性成果，如今正大力推进

增材制造和联合工程设计领域

创新。

自 1884 年起，Hoet 这个名字以

及以其命名的公司一直是当代

设计的代名词。除了眼镜之外，

各种配饰也是这家光学专家产

品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他信息

www.raytech.be 

www.hoet.eu/en 

著名剧作家、诗人 Christian Friedrich Hebbel 曾说过，“眼睛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点。”我们不知道 Hoet 的

设计师是否也以这句名言为指导。但从新系列产品所采用的经典且独特的设计来看，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

的想法。增材制造技术将这款引人注目的产品成为可能。EOS 合作伙伴，来自比利时的 Raytech 负责从技术

角度实现此设计。

面临的挑战

消费品制造商与其他行业的公司一

样，都会因创新而获益。客户面临

的竞争十分激烈，那些缺乏创新或

者缺乏正确理念的企业将步履维艰。

除了纯碎的功能外，美学因素和销

售吸引力也至关重要，尤其是消费

品市场。客户愿意出钱购买赏心悦

目的商品。Hoet 是一家专门从事眼

镜开发和生产的公司，曾不断寻求

应对这一挑战的创新方案。

它位于比利时，是一家家族企业，

成立于 1884 年。借助其 Cabrio 眼

镜，该公司设定了非常高的标杆。

此款创新型产品由 Bieke Hoet 设计，

将太阳镜和遮阳帽集于一身，为消

费者提供双重保护，使其免受太阳

直射。设计师本人也是公司负责人，

研制出了用于生产眼镜框的专有层

压聚丙烯材料。这种实验方案显示

出该公司对采用全新思维的开放性，

并助力该公司清楚地找到扩展其生

产能力和选择材料的方向。

这家公司不仅有勇气另辟蹊径，而

且还坚信环境可持续性是所有新方

案的关键考量因素。从一开始，该公

司就确立了牢牢控制成本的目

标。Hoet 以三个明确的前提条件 

（即，探索可行的全新设计方案、成

本处于可接受范围以及实现可持续

生产）为基础，开始为其最大的产品

线寻找全新的生产工艺。这家眼镜

专家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向增材制造。

解决方案

工业 3D 打印能够带来无可匹敌的

出色的设计自由度。这种优势不仅

适用于原型制造，还能为批量生产

带来巨大附加价值，对于设计和美

感会左右客户购买决策的产品尤为

如此。“一切皆有可能”可能能够很

好地诠释增材制造。因此，设计驱

动型公司 Hoet 被这种技术所吸引

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增材制造技术

在实现设计理念时能够提供卓越

的灵活性，Bieke Hoet 只需专注于

产品设计。

完成创造性工作后，该公司选择应

用既有的专业知识确保高效生产，

因此，他们需要寻找经验丰富的合

作伙伴，最终，他们将目标锁定 

Raytech，这家公司位于布鲁日的 

Hoet 工厂附近。Raytech 拥有多年

的丰富经验，并且在增材制造领域

显示出了所需的专业水平。例如，

该公司是一家电子与汽车行业供应

出色的设计自由度：EOS M 290 和激

光加工专家 Raytech 的制造专业技

术相互配合，助力打造这一精致的

眼镜系列。（来源：Raytech） 



商。基于金属材料的增材制造技术

使用激光将粉末逐层叠加而制成

零部件，这种技术对这些领域的客

户具有重大意义。

Hoet 和 Raytech 携手开发出了生产

方案。其中包括使用 EOS Titanium 

Ti64 作为核心材料。由于钛的柔性

极高，同时还兼具强度高、重量低

等特性，因此常用于制作眼镜框。

这种金属也是支持采用 EOS 技术

进行加工的众多原材料之一。因此，

设计、材料和工艺均已就绪，只需

要确定生产方式。Raytech 再次决

定运用公司内的 EOS 系统：“EOS 

公司能够提供优质的服务，尤其还

能快速提供可行性应用建议，因此

我们对这家公司充满信心。它所传

承的服务理念（即，快速响应与领

先技术）与出色的生产系统相结合，

构成了协调一致的整体解决方

案，”Raytech 所有者兼总经理 Paul 

Raymaekers 表示。

成果

Hoet、Raytech 和 EOS 三方合作生

产出的产品不仅外观精美，而且很

快推向市场。眼镜框各种复杂、精

美的晶格结构无法采用传统的技

术实现。只有 EOS M 290 才能实现

此独特的经典设计。不过，尽管满

足了 Hoet 一直追求的外观要求，但

仍需满足其他需求，而增材制造技

术同样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由于这

种技术可省去进一步加工的成本，

因此同一台机器可轻松、快速地生

产各种规格的产品，而不会产生额

外成本。若与适合的软件和扫描设

备配合使用，甚至可根据客户需求

为各种款型的眼镜定制眼镜框。这

增强了眼镜佩戴的舒适度。 

Bieke Hoet 还进一步强调：通常，生

产出的眼镜中，有 30-40% 的眼镜

会留在批发商或零售商的柜台中等

待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制定

精确的生产计划。但使用增材制造，

就可以根据需求进行生产，从而消

除库存积压的情况。这不仅会降低

储存成本，还会降低已售产品的平

均生产成本。该技术带来的另一项

优势是可缩短上市时间，即，缩短

产品设计与在上市销售之间的时间

间隔。仅在安装系统两个月后，眼

镜框即可上市销售。而且在需要时，

仅需数天就能制造出额外的库存 

产品。

“增材制造在许多应用领域都证实了

自身价值。通常，系统功能是关键

的考量因素。不过，对于我们而言，

此技术为设计带来的无限可能是我

们决定采用此技术的关键因

“出于以下三种原因，我们选

择增材制造技术生产新型眼

镜框：我们能够以标准技术无

法实现的方式制造产品。我们

能够制造出各种尺寸的产品，

而无需额外增加成本。此技术

具备较高的灵活性，是一种环

保技术，可明显减少能源和材

料的消耗。”

Patrick Hoet，

Hoet 总经理

“在我们看来，EOS 是我们在

增材制造领域的最佳合作伙

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我们

有机会直接接触光学领域的

高超实力以及与所使用的钛材

料相关的专业知识。EOS 掌握

的这种基本知识以及快速生

产出的高价值测试样本足以让

我们确信，我们选对了合作 

伙伴。”

Paul Raymaekers，

Raytech 所有者兼总经理

素，”Hoet 总结道。“我们想要为市

场注入真正的新鲜血液。运用增材

制造技术，我们再次遵从 Cabrio 系

列的理念：使用各种新材料和新技

术为眼镜设计领域增添更多优势

和先进的美学理念。”我们引用世

界文学巨匠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作

为结尾：“想象力跑焦了，眼力就靠

不住了。”在这家公司中，Bieke Hoet 

确立了清晰的愿景，即帮助客户实

现全新的美学观念和 20/20 愿景。



Think the impossible. You can get it.

发布日期：2016 年 3 月。技术数据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EOS 已通过 ISO 9001 认证。

EOS GmbH
Electro Optical Systems
公司总部
Robert-Stirling-Ring 1
82152 Krailling/Munich
德国
电话：+49 89 893 36-0
传真：+49 89 893 36-285

EOS 全球办事处

EOS 法国
电话：+33 437 49 76 76

EOS 印度
电话：+91 44 39 64 80 00

EOS 意大利
电话：+39 02 33 40 16 59

EOS 韩国
电话：+82 2 6330 5800

EOS 北欧与波罗的海地区
电话：+46 31 760 46 40

EOS 北美地区
电话：+1 248 306 01 43

EOS 新加坡
电话：+65 6430 05 50

EOS 大中华区
电话：+86 21 602307 00

EOS 英国
电话：+44 1926 62 31 07

www.eos.info • info@eos.in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