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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3D 打印机掀起创意浪潮

AMG 推出 ALM 400 金属粉末床 3D 打印机
德国 Grohe 公司推出全球首个 3D 打印水龙头
3D 打印拱桥 Striatus 亮相威尼斯
BOFA Internationa 与 Atome3D.com
建立分销伙伴关系

卷 首 语

from the Editor

3D 打印开辟铸造与建筑行业新模式
众所周知，3D 打印在铸造与建筑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使用 3D 打印技术，建筑物的建造将变得速度更快、价格更
便宜、更具可持续性。同时 3D 打印也能实现复杂设计更高的自由度。
英国正在使用 3D 打印技术来建造 HS2 高铁。目前这条高铁的建造工作正处于第一阶段，覆盖从伦敦到伯明翰

编者笔记

140 英里的路程。为了减少成本并将利益最大化，伦敦隧道承包商决定选用一种名叫“Printfrastructure”的新

环保可持续的理念深入人心，在遍布全球的工业产品中，已有不少设计作品采用

技术来实施该项目，该技术主要是将石墨烯钢筋混凝土用于 3D 打印。建造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挑战，比如如何减少

了环保材料与低碳生产方式，渗透人们生活的衣食住行。在本期内容里，您将看

对环境的污染以及需要在现有的铁路旁边进行修建等，而这些难题 3D 打印都可以解决。

到德国公司 Grohe 带来的世界首个 3D 打印水龙头。担任 Grohe 设计副总裁

同 样 在 英 国， 经 过 18 个 月 的 研 发， 拥 有 先 进 工 程 生 产 设 施 的 数 字 制 造 中 心 Digital Manufacturing

的 Michael Seum 认为，可持续性将是未来展示全新厨房设计和浴室概念的展

Centre (DMC) 终于在英国创新技术和研究集群地——银石公园内设立。DMC 将利用增材制造技术和先进工程技

会的主要趋势。Grohe 厨房的水龙头可以通过使用 Grohe Blue，直接从水龙

术，帮助当地公司交付复杂的产品。同时，在英国脱欧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影响之下，DMC 对于国防和航天等行业

头中获得纯净的常温饮用水，而 Gorhe Red 则提供沸腾的热水。这是 Grohe

先进工程制造的供应链也至关重要。作为一家端到端解决方案提供商，该工厂结合金属、聚合物和硅增材制造工艺，

第一次从设计概念到生产零件。Grohe Red 和 Grohe Blue 已经在欧洲第一家

提供加工、精加工和检验服务，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链。

水下餐厅 Under by Snøhetta 中投入使用。

增材制造在建筑领域又向前迈进一步的标志是 ICON 在德克萨斯建造了一个 3D 打印军营。据该公司称，这所军营

在环球要闻中，您将看到 3D 打印拱桥 Striatus 亮相威尼斯。这座拱桥可以被

现在是北美最大的 3D 打印建筑，它有 3800 平方英尺，已于 2021 年 8 月开放。它将为巴斯特罗普市的斯威夫特

拆卸和拼装，它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团队并没有在水平方向施加混凝土层，而是

营地训练中心的 72 名士兵提供军事训练基地。

选择了与压力流正交的方向。不需要再使用砂浆、钢或其他钢筋材料，也可以使

这似乎是这家位于奥斯汀的先进制造技术公司创造的又一个第一次。ICON 与德克萨斯军事部合作，通过其

每一层都紧密地贴合在一起。

Vulcan 系统及其专利材料——Lavacrete 建造了这所军营。Vulcan 是 ICON 的新一代建筑系统，其机器人建

在 市 场 动 态 里，Forward AM 正 在 与 中 国 3D 打 印 设 计 与 服 务 公 司

造平台建造速度快，浪费少，能实现设计自由。ICON 还将与国防部以及美国军事组织继续投入新技术的研发，并

Xuberance 合作，在中国上海建立一个全新的增材制造技术中心，为亚洲市场

建立新的军营。

提供一系列增材技术方案与材料。此举也代表着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成长为全

ICON 除了利用 3D 打印建造军营，还在休斯顿开发了首个 3D 打印火星模拟住所。该住所被命名为 Mars Dune

球最大的增材制造市场之一。

Alpha，将被运送到 NASA 位于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并将用于为期一年的火星居住模拟实验。

在应用领域方面，3D 打印和 3D 扫描等技术已经被多次用于研究那些在我们人

在这项实验中，供参与者们居住的住所的结构尤其重要，因为它必须在模拟火星环境的同时又适合居住。在设计这

类出现之前就已灭绝的古生物们。来自犹他大学的两位古生物学家用 3D 打印的

栋建筑时，将隐私放到了首位。在这个住所的一侧是四间私密居住舱，而工作、医疗和食物区域则在另一侧。有趣

古生物模型将化石“复活”，以便更好地了解它们的生活方式。

的是，该住所有不同的天花板高度，垂直分段，为每个区域提供不同的独特体验，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居住者们因为

本期《3D Imperial》将对全球知名食品 3D 打印机公司 CEO Gerd Funk （格

单一的空间结构而疲劳。另外，这里还有定制的照明、温度和声音控制系统，以保证船员的日常生活、昼夜节律和

尔德·丰克）展开独家专访，共同探讨 3D 食品打印为烘焙爱好者提供的无限创

健康状况。在该项目中，设计的灵活性也是 3D 打印技术被选用的原因。

造性与可能性。更多精彩内容，敬请翻阅。

在本期期刊里，增材制造技术将向读者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而在未来的时光中，《3D Imperial》期刊会
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奉上与 3D 打印行业相关的精彩内容，为众多对 3D 打印感兴趣或是从事 3D 科研创造工作的读
者朋友们带来别开生面的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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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美国国防部发布
《增材制造在国防部的使用》
美国国防部研究与工程副部长办公室发布国防部 5000.93 指示《增材制造在国防部的使用》，该指示作为首份面向
增材制造（AM）的顶层政策文件，就增材制造在国防部的实施和应用制定政策、明确责任并细化程序。5000.93
指示是对国防部 1 月发布的《国防部增材制造战略》的进一步落实，将有力推进增材制造在装备研制、保障、战备
中的高质量协同发展、安全应用和稳定供应，支撑应急能力采办和中间层采办等程序的快速应用与部署需求，以及
以数据、模型为驱动的数字工程转型目标。

image© 美国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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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与指导

国防部政策

1、采办中的增材制造
通过 5000.93 指示，美国国防部旨在：

增材制造应被纳入采办过程，并充分考虑增材制造可能对武器系统设计产生的影响，以及合同或协议如何解决维修

——推进增材制造的应用来支持联合部队司令官和作战指挥官的战区需求、变革维修模式和供应链、增强后勤弹性、

和持续保障期间增材制造零件和数据的可用性问题；确保合同包含并明确规定足以实现增材制造的数据要求，酌情

提升各军种的自主保障和战备能力；

包括一份增材制造数据管理计划；确保合同条款详细说明了需要标识的零件，这些零件在材料清单、构型管理文档

——应用增材制造提升国防工业基础，提高武器系统的作战及持续保障能力；

和其他相关增材制造数据中明确使用增材制造进行生产，或者可能使用增材制造进行生产；确保增材制造数据要求

——确保增材制造计划、项目和需求具备充分的资源；

包括测试要求和验收或拒收标准；仅获取必要的增材制造数据和相关许可权来满足机构的各项需求。

——开展教育、培训及认证国防部增材制造人才队伍；
——确保国防部网络 - 物理基础设施和流程的安全性，支持增材制造在武器系统寿命周期中的使用；

2、研究与工程

——开发并使用有益于武器系统作战或保障能力的增材制造技术；

开展材料和工艺特性研究，提高增材制造工艺和零件质量的可靠性，加快鉴定和认证过程；对增材制造采取国防部

——通过增材制造社区开展合作并分享最佳实践；

通用的风险定义，并制定政策来定义使用增材制造零件所需的鉴定、认证、风险评估和批准权限级别；使增材制造

——保护国防部在增材制造技术开发方面的投资，避免技术外泄。

的鉴定程序和验收标准与各项通用标准、规范和实践方法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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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3、在供应链中集成增材制造
使用经批准的增材制造零件来源，以完善供应链流程和程序，满足装备战备需求；充分利用现有的增材制造能力，
并根据需求的紧迫性制定支持快速生产增材制造零件的流程和程序；监控增材制造供应商的实施、使用、绩效和效能；
向国防后勤局和适当的国防部供应组织提供增材制造零件数据和增材制造需求信息，并在必要时通过国防后勤局在
国防部内共享；制定通用的增材制造数据标准和要求以及增材制造零件验收标准；记录并维护一份已成功交付增材
制造零件和增材制造原材料的来源清单；定义有关增材制造实施进度和结果的通用指标，并根据需要嵌入各个流程
来跟踪和报告增材制造的指标数据。

image© 美国国防部

5、数据与设备安全
提供安全可靠、可互操作的数字化商业信息和数据系统，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增材制造模型交换（JAMMEX）系统；
根据需要对增材制造数据系统和设备的现有网络安全流程和政策进行更改，并定期开展基于任务的协作网络风险评
估。

6、规范与标准
在最大程度上使用与增材制造相关的非美国政府规范和标准；如果缺少现有的规范或标准，可通过非美国政府的标
准组织来制定此类规范或标准。
image©vjshi.com
增材制造作为能够颠覆研制、生产和保障模式的前沿技术，受到了美国国防部的长期重视。5000.93 指示的发布标
4、数据管理

志着国防部对增材制造的规划布局已经从技术与标准探索阶段、形成战略共识阶段进入到政策落实与执行阶段。

确保增材制造活动符合有关数据访问和技术数据、计算机软件和其他知识产权的所有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合同
条款要求；充分利用国防部核心知识产权的资源；使用与国防部数字工程战略和实施计划一致的某种基于模型的工

来源：空天防务观察

程制造工具集；开发、使用和支持联合增材制造模型交换（JAMMEX）系统和其他安全、可互操作的数据管理能力，
并将基于通用数据框架的相关数据连接到每个组织内部的权威数据存储库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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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3D 打印拱桥

3D 打印卫生站

Striatus 亮相威尼斯

加强疫情防护

image©Studio Naaro

image©3dprint.com

来自 ETH Zurich 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们与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Incremental3D 一起设计了一座 3D 打印拱

由印度理工学院的校友创办的科技初创公司 Tvasta 近日与 Saint-Gobain 合作，专门为医护工作者们设计了一

桥。这座拱桥尺寸为 12 x 16 米，坐落于威尼斯的一个公园内，是为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国际建筑双年展准备的。这

种可以在内更换个人防护装备的 3D 打印卫生站。德尔塔病毒正在蔓延，该卫生站能够起到防护作用。个人防护装

座拱桥被命名为“Striatus”，可以被拆卸和拼装。它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团队并没有在水平方向施加混凝土层，

备的拆卸和更换需要做好消毒工作，医护人员们需要在回家之前妥善处理这些装备，以防将病毒带回家中。

而是选择了与压力流正交的方向，这样可以使每一层都紧密地贴合在一起，不需要再使用砂浆、钢或其他钢筋材料。
混凝土由 Holcim 制造，该材料满足所有条件，并且比传统混凝土体积小 70%。

现在，已有两座这样的 3D 打印卫生站被安置在马德拉斯的医院内。这些卫生站是先在别处打印，再被运送到医院
进行组装的。它们不仅能为医护人员提供一个更换个人防护设备的场所，而且能减少在医院附近工作的建筑工人的

在建筑领域，尤其是在建造桥梁方面，增材制造的应用越来越频繁，而建筑业是一项非常污染环境的产业，因为钢

数量，从而进一步加强防护。

筋混凝土会生产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许多公司都在寻找绿色替代方案。
来源：3dprint.com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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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ICON 在德克萨斯

Redefine Meat

建造 3D 打印军营

推出新款 3D 打印肉

image©3dnatives

image©ICON

ICON 在德克萨斯建造了一个 3D 打印军营，这标志着增材制造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据该公司称，这所军营现在是

近几年来，一些公司开始研发 3D 打印肉制品，成立于 2018 年的以色列初创公司 Redefine Meat 就是其中之一。

北美最大的 3D 打印建筑，它有 3800 平方英尺，已于 2021 年 8 月开放。它将为巴斯特罗普市的斯威夫特营地训

该公司利用其专利 3D 打印技术研制由植物制成的替代肉。

练中心的 72 名士兵提供军事训练基地。
Redefine Meat 希望借此过程来证明，我们可以在不牺牲动物和环境的前提下得到肉。近日，该以色列公司新推
这似乎是这家位于奥斯汀的先进制造技术公司创造的又一个第一次。ICON 与德克萨斯军事部合作，通过其

出 5 种 3D 打印替代肉。新产品线被命名为“New Meat”，所涵盖的产品有：植物牛肉、香肠、羊肉串、汉堡和

Vulcan 系统及其专利材料——Lavacrete 建造了这所军营。Vulcan 是 ICON 的新一代建筑系统，可以打印

一种“酥皮雪茄”。New Meat 产品已经通过了顶尖主厨和顾客们的品尝和认证，现在正在以色列的一些餐厅和酒

3000 平方英尺的建筑，其机器人建造平台建造速度快，浪费少，能实现设计自由。士兵们将在今年秋季入住这个军营。

店里供应。

ICON 还将与国防部以及美国军事组织继续投入新技术的研发，并建立新的军营。
来源：3dnatives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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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上海设立

Authentise 团队

亚太区增材制造技术中心

将建立集合数字化供应链

image©Forward AM

image©3dprint.com

Forward AM 正在与中国 3D 打印设计与服务公司 Xuberance 合作，在中国上海建立一个全新的增材制造技术

专为增材制造提供数据驱动流程工具的 Authentise 公司带领 TWI Ltd.、Lloyd’s Register EMEA 和兰卡斯

中心，为亚洲市场提供一系列增材技术方案与材料。此举也代表着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增材制

特大学，组成了一支团队，参与到了“数字化供应链采用曲线”项目中。

造市场之一。近几年来，中国的增材制造市场迅猛增长。2019 年，中国的 3D 打印市场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前景，
许多观点认为中国将在未来的几年内将继续在该行业内飞速发展。2020 年 11 月的政府门户网站显示，中国主流增

该团队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申请流程，并得到了英国创新基金和“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供应链，可行性研究”竞赛

材制造商的总营业收入约为 11.4 亿美元（75 亿元人民币），较往年增长了 10.3%，这在全球疫情的环境之下显

的拨款。该项目已于几个月前开始，并将在 10 月结束。该项目的的目的是生成一个产品路标，也就是建立一个集成

得更加瞩目。另一份报告指出，去年，全球从中国出口的台式 3D 打印机的出货量较同期增长了 68%。

的数字化供应链，这将在效率、灵敏度和安全性上起到重要作用。团队将从现有的解决方案和供应链中学习，并进
行高水平的行业内测试。他们将重新定义产品，帮助人们减少市场风险。

新的增材制造技术中心不仅代表 Forward AM 对亚洲增材制造市场的关注，更代表对中国 3D 打印市场的关注。
两家公司在新闻中强调，此举是为结合双方的强项，为客户提供一套集成完整的 3D 打印方案。在这里，顾客们可

来源：3dprint.com

以获得大量的主流 3D 打印技术，包括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SLS）、光敏聚合物 3D 打印技术（如 SLA、DLP 等）、
以及熔丝制造技术（FFF）。该中心旨在满足亚太地区的客户。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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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BOFA Internationa 与 Atome3D.com

voxeljet

建立分销伙伴关系

第二季度营收有所改善

image©3dprint.com

image©3dprint.com

BOFA International 宣布已经与致力于 3D 打印和 3D 扫描的法国公司 Atome3D.com 建立分销伙伴关系。

2021 年 8 月 12 日股市收盘后，总部位于德国的公司 voxeljet（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VJET）公布了最新一季度的

现在，Atome3D.com 将分销 BOFA International 的 3D PrintPRO 系列产品，包括 3D PrintPRO 2、3D

业绩，较今年第一季度有了显著改善。2021 年第二季度，这家高速、大幅面 3D 打印机生产商以及按需服务供应

PrintPRO 3、3D PrintPRO 4。

商的盈余损失为 250 万欧元（300 万美元），每股 0.41 欧元（0.48 美元），比 2020 年同期改善了 51%，这好
于公司预期。此外，其营收从 390 万欧元（460 万美元）增长到了 490 万欧元（580 万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

BOFA International 的市场销售负责人 Haydn Knight 说道：“我们很高兴能与 Atome3D.com 合作，这不

增长了 26.2%，这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意识到 3D 打印的重要性。这一增长主要来自 3D 打印机的开发、生

仅代表了我们的商业 3D 打印系统的成功，也代表了 BOFA 提取技术在市场上的口碑正在不断上涨。利用这次合作，

产和销售，约占本季度总收入的 54%，而去年第二季度的这一比例为 47.8%。

我们将帮助用户们消除所有具有潜在危害的空气污染物，同时也要防止高价值部件上的材料堆积，以提高产率。我
们期待着共同走向更好的未来。”

3D 打印机、消费品、备件以及维修、升级等售后服务的收入均有所增长，由去年的 190 万欧元（220 万美元）增
长到了 270 万欧元（320 万美元）。voxeljet 比去年同期销售了更大规模的平台，这反映出该公司正在从疫情导
致的经济放缓中复苏。

来源：3dprint.com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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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Amace 推出

AMG 推出

全新选择性激光熔化打印机

ALM 400 金属粉末床 3D 打印机

image©Amace

image©3dprint.com

Ace 迈克罗迈帝克是印度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影响力。Ace 迈克罗迈帝克的 3D 打印分支

印度机床公司 Ace Micromatic Group（AMG）推出了其最新 ALM 400 金属粉末床 3D 打印机。该打印机专

Amace 本周推出了首款 3D 打印机，希望为印度带来便宜实惠的快速金属 3D 打印技术。该打印机采用选择性激

注于高产量、批量生产，可以用于加工金属材料，如铬镍铁合金、钛合金、马氏体时效不锈钢、铝合金等，因此非

光熔化 (SLM) 技术，可用于生产不锈钢、马氏体时效钢、铝、钛和英科乃尔合金等金属部件。

常适合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国防、模具和医疗领域。该打印机具有多刀片涂层系统、自动过滤功能、零件尺寸
原位检测和远程监控功能，此外还有两个 1kw 的激光器，且能够打印 30-120 微米厚的零件。

ALM-400 打印机有 410 x 410 x 450 毫米的巨大成形空间体积，由两个 1000 瓦的 Yb 光纤激光器供电。该
打印机拥有正在申请专利的多刀涂层系统，能够确保粉末的均匀分布。ALM-400 还有粉末管理系统、零件尺寸

ALM 400 拥有 410 x 410 x 450mm 的成形空间体积，易于操作，能够提供直观的用户反馈，提升用户体验。

测量功能、自动过滤装置、便于使用的数据显示和远程监控功能。此外，ALM400 的打印控制硬件和软件是与
Materialize 联合开发的，因此该打印机将拥有 Materialise Magics RP 永久许可证。

来源：3dprint.com

来源：all3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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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Nexa3D 发售

Tiertime 发布 UP600

后处理清洗机 xWASH

大幅面双挤出式 FDM 打印机

image©3dprint.com

image©all3dp

超速聚合物 3D 打印机制造商 Nexa3D 近日宣布，其自动智能清洗机 xWASH 现已开始发售，该清洗机通过

中 国 3D 打 印 机 制 造 商 Tiertime 发 布 了 其 新 型 UP600 大 幅 面 双 挤 出 式 FDM 打 印 机， 其 成 形 空 间 体 积 为

xCLEAN 清洁剂来优化后处理步骤，加大后处理规模。

400×500×600 毫 米， 是 UP300 的 两 倍 多。 它 有 一 个 加 热 构 建 室 和 一 个 温 度 可 达 300 摄 氏 度 的 挤 出 头。
PU600 支持广泛的工程级材料。UP600 的打印速度可达 200 毫米 / 秒，其“自适应层厚度”的特点使其能够在

xWASH 有智能后处理控制系统，其触屏界面方便用户操作。它有一个 35 升的大容量蓄水池，可以同时放入

对细节要求较高的地方打印薄层。具体层高可根据每个模型和部分决定。

NXE400 3D 打印机的两块完整的构建板，同时也能加快循环速度，比小容量的后处理系统节省 75% 的成本。此外，
xWASH 还有双向搅拌和变速设置、一个可调节的清洗周期和计时器，并配有预编程的清洗套餐，以进一步优化后

Tiertime 使用的是该公司的专有软件 UP Studio 3.0，同时支持双材料和单材料打印，并提供颗粒打印参数控制。

处理效果。

在一项打印工作中，可以设定多个模型，每个模型可以有不同的指定。

来源：3dprint.com

UP600 还配备一个二级高效空气过滤器和活性炭空气过滤系统，还有一个通过磁力附在打印床上的柔性打印板，
以便取出打印成品。该打印机的市场价格约为 1 万美元。

来源：all3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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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

利用增材制造电子（AME）技术

实现 HDI PCB 的快速原型开发设计的优势

标准电镀通孔的 PCB

什么是 AME 技术 ?
使用增材制造技术创建包含电介质和多层金属元件的功能性电路的工艺 - 数字工
艺。这种技术被称为 AME - 增材制造电子。现已被市场验证和采用：客户、标准、
研究等。

引领功能性电子制造的 AME 技术

标准电镀通孔 PCB with AME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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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

HDI PCB

利用 AME 技术可实现的更多可能应用

HDI PCB with 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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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

NANO DIMENSION

DRAGON FLY LDM : “盒子”中的工厂

• 行业领导者：增材制造电子（AME）

• 已被授予十多项专利，另有三十多项专利正在申请之中
• 具备市场先行者优势

• 唯一的技术：单次操作即可将 CAD 文件转换为功能器件
• 全球在运系统已达 60 多台

图文来源：2020 Nano Dimension

25

26

应用领域

3D 打印

用 3D 模型

海军护卫舰不锈钢部件

还原古生物生活方式

image©3dprint.com

澳大利亚工业技术公司 Aurora Labs 宣布，他们已与国防承包商 BAE Systems Maritime Australia 签署合作

image©3dprint.com

3D 打印和 3D 扫描等技术已经被多次用于研究那些在我们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灭绝的古生物们。

协议，将通过制造用于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护卫舰的不锈钢部件，测试其金属 3D 打印技术。
近日，来自犹他大学的两位古生物学家 David Peterman 和 Kathleen Ritterbush 用 3D 打印的古生物模型将
BAE 为皇家海军“猎人级护卫舰”项目设计并建造了九艘军舰，BAE 称这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防水面舰艇项

化石“复活”，以便更好地了解它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制作了软体动物模型，并将它们放置在水中，研究它们是如

目。Aurora Labs 将使用其粉床融合 RMP-1 原型打印机打印组件，相比于传统制造方法，这将是一个重大变化。

何通过壳来游泳的。该校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系的博士后学生 Peterman 表示：“多亏了这些新兴技术，我们得以

BAE 表示“猎人级护卫舰”项目将会让该国更加独立。

进入到古生物学尚未探索的前沿。通过建模，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生物曾经的形态。”

来源：3dprint.com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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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Armor Bionics 与 Shapeways

Q & M 推出

联合制造 3D 医疗模型

3D 打印核酸检测模型

image©Shapeways

image©Creatz3D

Shapeways 宣布他们已成为 Armor Bionics 的专属 3D 打印商。领先的数字制造公司 Shapeways 以按需制

增材制造在医疗领域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外科手术、美容到牙科，医护人员们都已经见证了 3D 打印技术带来

造闻名，服务领域横跨医疗、机器人、建筑、珠宝和游戏等。

的益处。在疫情爆发之初，Q & M 牙科集团就帮助开展了核酸检测，并获得了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奖项。现在，
核酸检测已经逐渐成为常规，出行、就餐，许多地方都需要核酸检测。于是，医护人员紧缺，甚至需要非医护人员

Armor Bionics 专注于利用 MRI 和 CT 扫描数据来创建数字模型。Shapeways 将帮助 Armor Bionics 生产

也参与到核酸检测工作中。因此，Q & M 医疗集团与新加坡公司 Creatz3D 及其子公司 AuMed 一起开发了一种

复杂的个性化医疗模型。通过这一合作，Armor Bionics 将会把技术进一步推广到美国、欧洲等更多地区的医疗领

3D 打印解剖模型，用于鼻拭子检测培训。

域。他们表示，3D 模型能够帮助外科医生充分准备手术，尤其是相对复杂的手术，并减少风险。
Creatz3D 表示，现有的用于模拟鼻拭子检测的解剖模型有一定的市场空缺，因此这个 3D 打印模型的目的是为了
填补现有的市场空缺。制作过程中，该团队参考了 AuMed 提供的不同解剖模型和 CT、MRI 库。他们开发的这款

来源：3dnatives

模型最独特的地方在于舌头的弹性反馈，用来模拟压舌器。如果不是 3D 打印技术，这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制造，而
有了 3D 打印技术，团队只用了 5 天的时间打印，包括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后处理步骤。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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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image©Gerd Funk

食品 3D 打印机掀起创意浪潮

Gerd Funk （格尔德·丰克）

《3D Imperial》独家专访 Print2Taste 公司 CEO
Gerd Funk

职位：Print2Taste 公司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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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德国 弗莱辛

热点人物

自 3D 打印诞生以来，人们便认为通过 3D 打印技术生产的物品将愈发丰富。在过往的行业报告中表示，3D 打印机

Q

《3D Imperial》：可以为我们介绍下您的个人经历和背景吗？这些经历和背景如何促使您创办了 Print2Taste 公
司呢？

将是打造盛宴的完美工具，因为毫无料理经验的人就可使用它打印出赏心悦目、秀色可餐的食品，特别是各种形状
的个性化甜点。于 2014 年成立的德国初创公司 Print2Taste，已推出多款食品 3D 打印机，为用户提供创意食品

设计和 3D 打印食物的机会。旗下的 Procusini® 打印机和 mycusini ® 打印机操作简单、快速并且具有高质量的

A

Gerd Funk：我是机械工程和工商管理出身。 作为 Print2Taste 为数不多的“非食品技术专家”之一，我

输出能力。公司 CEO Gerd Funk 表示，我们的 3D 巧克力打印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在自己家的厨房

负责营销和销售。 作为是魏恩施蒂芬应用技术大学 （Weihenstephan-Triesdorf University of Applied

里探索这个话题，并创造出心仪的美食。

Sciences）的附属机构，我们已经拥有食品方面的专业知识。 因此，当第一台 3D 打印机上市时，很明显，
Print2Taste 将食品和 3D 打印技术结合在了一起。

33

34

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 那关于 Print2Taste 公司呢？能否请您介绍更多有关 Print2Taste 的情况？

A

Gerd Funk：我们成立于 2014 年，是一家初创公司，位于德国弗赖辛（慕尼黑附近）。 我们的 12 人跨学科团
队涵盖食品技术、生物学、软件开发和机械工程等学科。我们团队中也有专业的厨师。

Q

《3D Imperial》：Procusini® 打印机和 mycusini ® 打印机是如何制作出美味的 3D 打印食物的？

Print2Taste 的商业模式的支柱是多层次的，包涵硬件、软件、食品和服务， 通过一个即插即用的解决方案，

A

Gerd Funk：Procusini® 打印机和 mycusini ® 打印机都有 1,000 多个模板。 当然，也可以创建单独的字体或

Print2Taste 的客户可以在几分钟后看到结果，而无需任何经验或知识。 Print2Taste 的 3D 巧克力打印机
mycusini ® 适用于业余烘焙爱好者，而 Print2Taste 的专业生产线 Procusini® 用于酒店、餐饮公司和糕点店。

35

使用您自己的 STL 文件。 嵌入模板后，食物补充装会自动加热。 例如，通过降低印模与精细的不锈钢计量尖端相
结合，3D 巧克力被挤出，3D 对象（巧克力）被逐层构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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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请问有哪些食物耗材适用于 Procusini® 打印机和 mycusini ® 打印机呢？

Q

《3D Imperial》：与传统食品相比，3D 打印食品有哪些差异化优势？

A

Gerd Funk：mycusini ® 是一台 3D 巧克力打印机，适合烘焙爱好者家用。Procusini® 打印机的目标客户是酒店、

A

Gerd Funk：如今传统工具限制了创造性和个性化食品创作的可能性。 3D 食品打印技术让用户可以尽情发挥自己

餐饮公司和糕点店。 作为多功能打印机 Procusini® 能够处理种类繁多的不同食物，如巧克力、杏仁糖、意大利面、

的创造力。

黄油、芥末或不同的面团。 在这里，顾客可以尝试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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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您对 3D 打印食品的普及有什么建议吗？ 您认为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并爱上 3D 打印的食物吗？

Q

《3D Imperial》：您认为食品 3D 打印技术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吗？ 为什么？

A

Gerd Funk：我们注意到，在生活的不同领域，个性化呈现出强劲的趋势。 医疗行业首先开始。 食品行业紧随其后。

A

Gerd Funk：从批量开始，使用 3D 食品打印无需过度生产和浪费。 我们按需生产的越多，我们的境况就越好。

现如今，比如举办活动的酒店或餐饮公司被要求，将客户的公司标志包含在菜单中。 或者人们正在关注 3D 食品打
印提供的创造性可能性——在甜点上创造一些引人注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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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除了硬件和食品的开发和生产，您是如何产生为 Procusini®Club 提供食谱建议和免费在线研

Q

《3D Imperial》：您对 Print2Taste 有什么未来规划吗？ 或者您目前在从事什么项目？

A

Gerd Funk：我们对这个计划充满信心，希望未来可以实现“食物复制器”的想法。

讨会或培训的想法的？

A

Gerd Funk：Procusini®Club 是我们的软件平台，具有不同的应用程序、模板库以及包括教程在内的提示和技
巧——它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即插即用解决方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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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您还有什么想与我们的读者和 Print2Taste 的所有粉丝分享的吗？

A

Gerd Funk：许多人可能已经是 3D 打印塑料方面的专家。 然而，食物的设计也可以令人感到兴奋。 我们的打印
机系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探索这个主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带来很好的享受。

编后语 :
正如 Gerd Funk 所说，传统工具的使用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和个性化食品创作的可能性。对于食物单一、固定的
做法，用户可以通过使用 Print2Taste 公司研发的食品 3D 打印机制作与众不同的甜品，亦或是为某个特定的纪念

版权声明：本文为 3D 帝国网独家原创撰稿，图片及视频（音视频资料）版权归 Print2Taste 所有，

日亲手制作含有文字祝福的蛋糕。你只需把食材胶囊塞进打印机，然后在平板或者智能手机上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

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布 / 发表。凡侵犯本公司

即可。一台食品 3D 打印机加若干填充食材，就可以创造多彩丰富的个性化甜品，同时可以控制过度生产和浪费现象。

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本公司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快速发展的 3D 食品打印技术让用户尽情发挥自己的无限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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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视界

德国 Grohe 公司推出全球首个 3D 打印水龙头

德国公司 Grohe 推出了全新的陶瓷产品，一个名为 Plus 的新浴室系列，带来了全球首个 3D 打印水龙头。

当被问及，展示全新厨房设计和浴室概念的展会的主要趋势是什么时，2015 年起担任 Grohe 设计副总裁的
Michael Seum 直接回答道：
“可持续性”。这不仅是他的回答，也是这家在过去几年中迅速变化的公司的给出的回答。
“我们正在从产品走向解决方案，现在我们不能考虑单一产品，必须思考更多关于产品的来历和意义方面的内容”。
例如，Grohe 用于过滤非装瓶水的系统。 “厨房的水龙头不再是水龙头，而是一种饮料系统”，Seum 先生解释
道。可以通过使用 Grohe Blue， 直接从水龙头中获得不含气泡的静水、中度气泡水或气泡水，而 Gorhe Red
则是根据需要，提供沸腾的热水。“一次性塑料瓶装水是我们必须摆脱的东西”，Seum 评论道。“生产一瓶瓶装
水，需要消耗的水，是瓶装水水量的 70 倍，如果瓶子没有得到回收，瓶子就会被埋入地下或扔进海洋里”。该品
牌的新项目也涉及可持续性：两个采用金属 3D 打印技术生产的未来风格水龙头。它们的名字分别为 Atrio Icon
3D 和 Allure Brilliant Icon 3D。“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Michael Seum 解释说。 “我的整个职业生
涯都在从事 3D 打印，但一直处于原型设计阶段。这是我们第一次从设计概念到生产零件”。 Atrio Icon 3D 已经
与 Grohe Red 和 Grohe Blue 一起出现在欧洲第一家水下餐厅 Under by Snøhetta 中。 Seum 同时也提到：
“我们在 Grohe 所做的不仅仅是设计，我们更关心水的品质”。

图文来源：www.domuswe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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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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