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运用 Z Corp. 三维打印成型机增强了建筑专业
的学习和研究成效

■

麻省理工学院 (MIT) – 世界著名

麻省理工学院 (MIT) 是一家专注于教学和

Sass 是从个人经验出发讲出这一番见解的

研究的独立私人资助教育机构。MIT 是一

。作为一名 90 年代后期的 MIT 博士生，他

所世界著名大学，教职员工中包括了 8 位

担当过一项补完建筑大师帕拉第奥未完成

世界诺贝尔奖得主，由 5 所学院和 1 所单

别墅作品的研究项目。当代建筑学界尊称

科学院构成，拥有 34 个学系、学部和学

安德烈亚 · 帕拉第奥为最伟大的建筑家，他

位授予课程，还有跨越传统学系边界的为

生活在 16 世纪并为西方建筑学带来了革

数众多的跨学科中心、实验室和课程。建

命，并留下大量如今仍然鲜活的权威著作

筑系属于建筑规划学院，于 1865 年创立，

。帕拉第奥的建筑学思想体现于他为富贵

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建筑系之一。建

的贵族们所设计的 40 所别墅作品当中，这

筑系提供建筑设计、建造技术、计算、历

些别墅位于意大利的威尼托地区并绕威尼

史、理论和评论以及视觉艺术方面的各类

斯岛城分布。虽然帕拉第奥为全部 40 座别

学位课程。

墅设计了建筑平面图，但只有 19 座别墅

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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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完工。

挑战 – 为教学和研究用途快速制

挑战

作建筑模型

加快建筑模型的开发过程

解决方案 – 购买一台 Z Corp 公司
的三维打印成型机

■

成果 – 帕拉第奥建筑大师未完成

在 Sass 决定为这些帕拉第奥的未完成别
墅作品制作模型时，他发现很难用手工制

MIT 的建筑系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悠久和声

作那些装饰柱、檐口、装饰线脚，特别是

誉最为卓著的建筑学教育系。多年以来，

在项目有限的期限内。Sass 建议麻省理工

别墅作品的补完研究工作，并开

教职工和学生们都在采用手工模型制作技

学院购买一套快速原型制造系统，以便能

发了一套建筑数字制作大学课程

巧，并运用多种多样的原材料，从纸张、

够制作完成自己帕拉第奥别墅研究项目所

纸板到泡沫塑料板和塑料材料，制作各种

需要的模型部件，并为未来的建筑研究人

按比例缩小的建筑模型。但是，MIT 建筑

员提供支持，增强学院的教学效果，加快

副教授 Lawrence Sass 认为，从实践的观

建筑模型的开发速度。

“从米开朗基罗到如今，建

点来看，手工模型制作存在一些缺点，从

筑师们一直在用模型来展示

而限制这种方式在建筑学课程和 MIT 相关

各种重要的建筑作品。Z

研究项目中的应用。

Corp 的三维打印成型机让
我们能够迅速而轻松地制作
出干净的模型和部件，并让

解决方案

Z Corp 三维打印机快速制作出
干净的建筑模型部件

“对于展示、牢记和分享建筑设计创意和概
念来说，模型具有重要的作用，” Sass 说。

这种为了制作建筑模型部件配备专用快速
制造系统的要求与为消费类和工业产品制

我们可以向未来的建筑师们

“但手工模型制作耗时过长；而且要求具备

造原型的设备标准类似。这套系统必须速

展示尖端的模型建立和制作

一些与建筑学能力并无直接关联的手工技

度快，使学生和教职工可以使用它；还必

技术。”

能和一定的匠艺水平；而且不能充分地展

须能够制作复杂的几何图形，以便表现装

示复杂的建筑物或华丽的建筑特色。”

饰性建筑特色；还必须能够制作干净的模

– Lawrence Sass
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副教授

型，不需要内部支架系统或需敲掉的部
件；而且必须能够在教室环境下使用，无

需配备专门实验室和操作员。这些选择条

成果

件将选择范围缩窄到了一款三维打印机上，

建筑设计的尖端课程增强了与
顶级建筑师事务所的紧密关系

而 MIT 很容易地发现这款打印机产品能够
最充分地满足自己的需要。
Sass 和 MIT 建筑系的顾问们选定一台Z
Corporation 公司出品的三维打印机，以满
足自己在模型制作方面的需要。这款打印
机已经是当时市场上速度最快的三维打印
机产品了，能够在制作干净的模型，无需

“作为博士生，我看到了采

任何内部支架结构物，而所制作模型也可
以具有复杂的几何形状，可以在教室内使

用三维打印机制作模型对我

用，并采用了由 MIT 首先开发的技术。“作

完成自己的帕拉第奥研究项

为博士生，我看到了采用三维打印机制作

目的好处，” Sass 回忆。“作

模型对我完成自己的帕拉第奥研究项目的

为未来教职员工的一员，我
甚至看到了运用 Z Corp. 三

好处，”Sass 回忆道。作为未来教职员工
的一员，我甚至看到了运用 Z Corp. 三维
打印机提升学生教育体验的更大效益。”

维打印机提升学生教育体验
的更大效益。”

在 Z Corp 制作模型的帮助下，Sass 成功
地完成了自己有关帕拉第奥未完成别墅作

– Lawrence Sass
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副教授

品的博士论文。随后，Sass 成为了建筑系
教职工的一员，并开始考虑学生们在实际
课程中应用三维打印机的各种方式。由于
这款三维打印机可以良好地制作出帕拉第
奥作品中所包含的复杂几何形状，Sass 认
识到，这款打印机可以非常充分地制作出
更多现代建筑概念的模型。Sass 于 2002
年开办的大学级“数字制作先进课程”是第
一个同类建筑学课程。这个课程的目标是
教学生们如何应用快速原型制作技术来完
成建筑设计作品。在授课期间，学生们将
在设计小组内协同工作，针对一座摩天大
楼或塔楼，分别采用可靠的实体模型制作

在配备 Z Corp. 三维打印机后，MIT 的建
筑系不仅通过制作精确的按比例缩小的帕
拉第奥未完工别墅模型而帮助 Sass 完成
了他自己的研究工作，还推出了数字制作
领域的尖端建筑学课程，吸引了领先建筑
师事务所的注意。“这个课程获得了巨大的
成功，” Sass 强调说。“学生们十分享受
这样的协作过程，学会了许多东西，并建
立了有助于他们发展专业化职业生涯的联
系。”
在这个申请量高比例超额的课程中，一次
前往伦敦的课业旅行中，学生们有机会将
自己的塔楼模型展示给 Norman Foster and
Partners 事务所的计算机模型制作部门的
代表们，这家事务所是一家总部设在英国
的领先建筑师事务所。而另一家顶级事务
所—— 部门设在纽约的 Kohn Pederson
Fox Associates －也正在努力将这个课程
所开发出来的一些概念应用于工作中，将
构建原型方面的技术结合到自己的专业执
业中。
“从米开朗基罗到如今，建筑师们一直在用
模型来展示各种重要建筑作品。Z Corp 的
三维打印机产品让我们能够迅速而轻松地
制作出干净的模型和部件，并让我们可以
向未来的建筑师们展示尖端的模型建立和
制作技术。”

软件制作一个数字模型，以及采用 Z Corp.
三维打印机制作一个实体模型。
■

■

■

将尖端模型制作技术引入建筑学
课程之内

“我们想要建筑系的学生们超越自己的创

成功地制作出帕拉第奥未完成别

造力极限，这样通常会产生复杂的几何形

墅作品的复杂模型

状，这种形状通常是手工完全无法制作出

在建筑设计中运用快速原型制造

来的，” Sass 解释到。

麻省理工学院
Cambridge, MA
www.architecture.mit.edu

技术
■

在学生之间培养出协同工作的
环境

■

吸引顶级建筑师事务所的注意和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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