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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与演变，3D 打印赋予食品发展新方向
集三种工艺于一体的 Lumia 3D 打印
霍尔希姆在肯尼亚建造 3D 打印房屋
用可生物吸收材料打印医疗部件
美国海军与 MatterHackers
签订 500 万美元合同

卷首语

3D 打印为教育及职业发展赋能

3D 打印技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在日常生活中，你或许很难从中寻找到准确的答案。而不可否认的是，作为
一种智能化的快速生产方式，该技术早已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越来越多的领域也逐渐应用
到了 3D 打印技术，如科学、医疗、建筑、教育、食品……

在教育领域，3D 打印技术更像是一只“塑形之手”，让教学不再抽象化。该技术能够将课程中的抽象概念制作成实
物，让其具象化。相比文字和图形，实体表现能力更好，看得见摸得着，能让学生更直观、轻松地理解；摈弃了过

去传授 - 学习的单向知识流动方式。通过理论结合试验的形式，让学生能够主动地提出疑问、学习知识并运用知识，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我驱动力。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好奇与掌握能力；对于学生来说，3D 打印本身就充满了乐趣

性，其“所想即所得”的特殊优势，能够将学生天马行空的创意变成现实，能够促进学生动手和动脑能力的发展，
这个过程将会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喜悦感，提高学习积极性。

在 中 国， 被 成 为“ 黑 马 企 业” 的 Snapmaker 就 是 一 家 专 门 从 事 3D 打 印 教 育 装 备 的 公 司。 像 乐 高 一 样，
Snapmaker 产品中所有的套件、接口全部采用模块化、标准化设计，大大简化了组装流程。此前要自己 DIY 一台

快速原型工具需要用户具备运动控制、软件驱动、结构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Snapmaker 则让用户都能“像搭积
木一样完成机械结构的组装，像插电话线一样完成电路连接”。

而像 Snapmaker 这样的科技公司还是很多，诸如创想三维、众化智能、联泰等，都在 3D 打印技术于教育领域的
应用上增光添彩。更为响应“双减”号召、推进 STEAM 教育（推行 STEAM 教育，辅以相关的教学设备，进一步
激发教学的趣味性、有效性、可持续性十分重要。）和教育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应用于中小学教育，3D 打印在大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为学校培养各行各业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更为企业培养出更多解决实际工程应用问题的对口型人才。而国家也为此在政策上释放出了多重信号。2020 年，中

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便已经发布了《关于对拟发布新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报告中表示，拟新增 10 个新
职业，其中包括增材制造（3D 打印）设备操作员。其中，增材制造（3D 打印）设备操作员 L（6-20-99-00）的工

作任务为：1. 安装、调试增材制造设备；2. 操作增材制造设备进行生产，负责增材制造设备的运行管理；3. 负责增

材制造设备的故障排查、设备维修及保养；4. 为客户提供设备操作和日常保养培训；5. 协助客户解决设备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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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 3D 打印技术和设备的迭代更新，各行各业的发展与合作也出现了更多可

能。例如，波士顿微制造公司联合 3D 生物材料公司通过更先进的微 3D 打印技

术打印微型几何结构，植入患者体内，并可安全降解，无需再进行手术来移除；
现代与起亚汽车引进西门子软件包，将作为他们的创作、设计和管理软件……

市场方面，金属 3D 打印市场或迎来更多可能。根据 Verified Marke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金属 3D 打印市场》报告显示，2028 年全球金属 3D 打印市场规模

将达到 44.5876 亿美元，与 2020 年的 5.3418 亿美元相比，这一增长十分显著，
预计 2021 年至 2028 年，该市场将以 30.38%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本期采访中，《3D Imperial》采访到的是 COCUUS 公司合伙人和首席技术官

Javier Ignacio Zaratiegui Fernández 先生，与我们分享该公司 3D 打印肉类
的发展历程。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翻阅。

并收集客户反馈意见建议；6. 分析研究增材制造设备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3D 打印在赋能教育和职业发展的同时，助力着众多初创型企业的发展。日前，在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来自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创业班的钱阵，斩获了该赛的主赛道金奖。据悉，在校期间，钱阵成功
研发出新型 SLA 和 FDM 两种成型原理的 3D 打印机，将 3D 打印速度提升 3 倍，实现所有零部件 100% 国产化。

目前，钱阵留在学校创客广场继续孵化，人体头盖骨模型、汽车外壳、精密的传动齿轮、模具、零配件、楼盘沙盘……
五花八门的 3D 打印订单纷纷找上门，让他和创业小伙伴们应接不暇。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说：
“处于伟大变革时代，我们需要创造力和创造精神。”而培养创造性人才，应着眼于学生想象力、
创新思维的培养，将 3D 打印技术融入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照本宣科的 " 注入式 " 教学，培养学生抽象思

维能力和想象能力，实现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在不久的将来，全新的职业需求和创新发展能力也将逐渐突破现有壁垒，
为教育、创业和就业，打造更便捷的沟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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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智能制造知识体系》团体标准立项

全面普及，新一代智能制造在重点领域试点示范取得显著成果，并开始在若干试点示范取得成熟经验的领域推广应用；
2035 年，制造业基本完成智能化转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得到普遍应用，总体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部分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为我国建成世界一流的制造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依据教育部公布的每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统计显示，开设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的学校，2018

年度新增 50 所、2019 年度新增 80 所、2020 年度新增 84 所。智能制造是一个多学科、多目标、多主体的交叉领域，
其内涵、外延及其相关技术都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业界亟需从总领上把握清晰的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技术路线，
以及对于企业推进智能制造落地实施的明确的技术指导。智能制造行业发展需要一套知识体系统一对智能制造的认
识以方便沟通与交流。

来源：智能制造知识体系

image© 智能制造知识体系
随着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以及智能制造相关学科专业的设立，为便于全国各行各业对智能制造知识体系的统一认识，
充分发挥标准在推进智能制造健康有序发展中的指导、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特制定该标准。该标准描述了智能

制造知识体系的构成，从基础使能技术、产品周期和生产模式等三个方面对智能制造知识进行知识体系梳理，采用
分解结构，将知识域分解成若干子域。

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为制造企业提供决策、运营管理、产业情报等基础知识支撑；为资源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
的检索和推荐提供支持；为教材出版、课程制定及资质认证提供依据；促进业界对智能制造行业认知趋于一致。本
标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牵头制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大数据和智能系统分会组织研制。

2015 年，国务院发布实施《中国制造 2025》，从国家层面确定了今后 30 年建设制造强国的总体战略。在《中国

制造 2025》的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中国制造 2025》提出我国智能制造的发展目标是：2020 年数字化网络化制造在全国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在发
达地区和重点领域实现普及，新一代智能制造在部分领域获得探索性的成功；2025 年，数字化网络化制造在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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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EOS 与 Metalpine

联合开发可持续金属粉末

PrinterPrezz

扩大其加州总部

image©EOS

image©3dprint.com

近日，EOS 已收购 htm 投资集团旗下奥地利公司 Metalpine 的少数股权，计划将联合开发用于工业 3D 打印的可

总部位于加州弗里蒙特的 PrinterPrezz 公司致力于使用 3D 打印和纳米技术来设计和制造医疗设备。

能性。

近日，该公司与一家新工厂签订了租约，将该区域作为其总部的一部分，将其总部面积扩大一倍，达到约 3 万平方英尺。

Metalpine 的雾化技术是专门为工业 3D 打印设计的，结合 EOS 的工艺、材料和系统开发专业知识，两家公司便能

还有一间细菌测试实验室，为该公司提供了更大的研发基地。

持续金属粉末。两家公司都非常积极地制造更可持续的 3D 打印粉末，并为他们的客户提供更多的增材制造应用可

够在材料生产和 3D 打印过程中以最大的效率生产新型可持续粉末，并减少资源的浪费。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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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厂内设有新的办公室、共享工作区域以及很大的员工工作空间，有为额外的 3D 打印和后处理设备预留的空间，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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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Rapid Liquid Print

进一步开发打印工艺

霍尔希姆

在肯尼亚建造 3D 打印房屋

image©14Trees

image©MIT’
s Self-Assembly Lab
波士顿 3D 打印公司 Rapid Liquid Print 正致力于制造一种新型 3D 打印机，可以在几分钟内使用工业级硅树脂轻

瑞士霍尔希姆公司（Holcim）宣布将在肯尼亚建造 52 座 3D 打印房屋，这将成为非洲最大的 3D 打印房屋项目。

凝胶悬浮液中创造物体。

旨在为当地创造技术型就业机会，并解决非洲经济适用房短缺的问题。

松制造出大规模、高分辨率、柔软、可拉伸产品。该公司利用麻省理工学院国际设计中心开发的打印工艺，在液体

现在，Rapid Liquid Print 在由宝马集团风险投资部门牵头的种子轮融资中获得了资金，实现了迄今为止的最大里
程碑。该公司将利用资金进一步开发其 3D 打印解决方案，并拓展到新的应用和材料领域。

这个名为 Mvule Gardens 的项目将由霍尔希姆和英国发展金融机构 CDC 集团的合资企业 14Trees 执行。该项目

来源：3dprint.com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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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全球金属 3D 打印市场

有望达到 44.6 亿美元

美国海军与 MatterHackers

签订 500 万美元合同

image©Hyperganic
随着 3D 打印在医疗、国防和航天领域的应用不断增长，全球市场评估也在不断反应这一增长速度。根据 Verified

Market Research 最 新 发 布 的《 金 属 3D 打 印 市 场》 报 告 显 示，2028 年 全 球 金 属 3D 打 印 市 场 规 模 将 达 到

44.5876 亿美元，与 2020 年的 5.3418 亿美元相比，这一增长十分显著，预计 2021 年至 2028 年，该市场将以

image©MatterHackers
加利福尼亚公司 MatterHackers 拥有 70 多台桌面 3D 打印机和 2000 多种材料，是美国最大的桌面系统与材料零
售商，该公司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接触 3D 打印。

30.38%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现在，MatterHackers 宣布与美国军方新签署了一份合同。美国海军空中系统司令部将授予 MatterHackers 500

该报告重点关注的是金属 3D 打印领域的 3D Systems、EOS、Exone、Stratasys 和 Voxeljet 等知名公司，以及

工业级打印丝、IT 支持和培训。

一些市场活动，比如 3D Systems 收购德国模拟软件公司；Additive Works 与 ExOne 联合推出快速、便宜的生
产解决方案等。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将选择性激光、定制化服务和 3D 打印在新市场中的应用归结为推动金属 3D
打印增长的几个驱动因素。此外，该报告还概述了一些限制该领域增长的因素，比如 3D 打印机和材料的高成本以

万美元，用于在美国海军国内外的基地制造可部署的 3D 打印机，尤其是 Ultimaker S5 系统，并提供维修方案、

来源：3dprint.com

及金属粉末生产商加工的复杂性。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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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Essentium

将与 SPAC 合并上市

现代与起亚汽车

引进西门子软件包

image©3dprint.com
近 日，Essentium 公 司 宣 布 与 特 殊 目 的 收 购 公 司（SPAC） —— 大 西 洋 海 岸 收 购 公 司（Atlantic Coastal

Acquisition Corporation）合并，并公开上市。两家公司目前已经达成最终的商业合并协议，预计将于 2022 年
第一季度末完成交易。合并后公司仍将被称为 Essentium，并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为 ADTV。
来源：3dprint.com

image©3dprint.com
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业务部旗下机构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软件与服务供
应商。

日前，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宣布，已与现代汽车公司和起亚汽车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两家公司将引进西门子的
Teamcenter 和 NX Xcelerator 产品作为他们的创作、设计和管理软件。NX 是这家德国科技巨头的 CAD/CAM/
CAE 软件包，而 Teamcenter 是其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 平台。鲜有公司能在 CAD、PLM 和其他核心设计软
件包之间切换，这对于西门子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也将为两家公司带来不小的益处。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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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集三种工艺于一体的

Prodways 推出

Lumia 3D 打印机

新款 SLS 3D 打印机

image©3dprint.com

image©Prodways

总部位于美国并在意大利设有研发和制造基地的技术公司 Axtra3D 专注于先进增材制造技术的研发，并于上月的

法国制造商 Prodways 在 Formnext 数字周上推出了最新的 SLS（选择性激光烧结）3D 打印机——ProMaker

Formnext 展会上发布了其首个产品：Lumia 3D 打印机。

该系统采用 Axtra3D 公司的革命性技术——混合光合技术，结合 SLA（立体光固化成型）、LCD（选择性区域透光）
和 DLP（数字光处理）的优势，拥有精细的分辨率，能够高速、大面积打印超高质量的部件，并能进行连续打印。

Axtra3D 表示，使用光聚合物 3D 打印技术的用户通常会在 SLA、LCD 和 DLP 三种工艺之间选择，而这台打印机
能够提供所有工艺。

P1000 S。这款打印机符合人类环境改造学，能够适应工业生产，更可靠也更灵活。该打印机能与 PA12、PA11、

TPU 和 PP 材料兼容，适用于多个领域，能帮助用户进行重复性的批量生产。这家法国公司希望通过 ProMaker
P1000 S 让更多专业人士体验到激光烧结技术的优势。
来源：Prodways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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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Prusa Research 推出

大规格 Prusa XL 打印机

Anisoprint 推出

工业级 3D 打印机

image©Prusa Research

image©Anisoprint

曾在 2019 年发布了 Prusa Mini 3D 打印机的捷克公司 Prusa Research 现又推出了其大规格 Prusa XL 打印机，

总部位于卢森堡的 Anisoprint 公司推出了该公司迄今为止最大的工业级 3D 打印机 PROM IS 500。该打印机的成

其 Mk3s 打印机的两倍大。与该公司其他较小的打印机不同的是，该打印机是基于 CoreXY 系统的。在 CoreXY 系

聚合物。该打印机配备了博世力士乐 MTX 数控系统，以及 Aura 和 Composer 等软件，因此在安全性和可靠性方

这是该公司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台打印机。新的 Prusa XL 打印机的成形空间体积为 14.17 x 14.17 x 14.17 英寸，是
统中，机架在 X 和 Y 轴上移动打印头，在 Z 轴上向下移动构建板，这为打印提供了稳定性。

形空间体积为 600 x 420 x 300 mm，具有可调节的产量和纤维轨道，可以让用户同时使用纤维增强复合物和高温
面均满足行业标准。此外，该打印机还有一个工具替换头和四个打印头，数据库也会根据新材料和验证文件更新。

该打印机还配有一个模块化加热系统，能够保证打印的均匀性，并通过加热打印床上的较小单元来减少翘曲，而这

该打印机将会优先提供给 10 名用户进行为期 6 个月的测试。测试用户将与 Anisoprint 的工程师们密切合作，并及

来源：3dprint.com

来源：3dprint.com

通常是大尺寸打印机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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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供反馈，以解决所有可能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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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

应对美国空军维护挑战的增材制造方案

nTopology 和 Stress Engineering Services 与 Origin( 在 2021 年被 Stratasys 收购 ) 接洽后开始合作，为

C3175-9J 管线夹研发一种新的设计和制造解决方案。该团队旨在利用 Origin One 的 P3TM 技术、nTopology 的
拓扑优化算法，以及 Stress Engineering Services 的专业 设计和分析技术。通过每日设计迭代产品、进行原型制
作以及测试替代设计方案，该团队在仅仅两周内便制定出一种新的 3D 打印解决方案，此方案制作的管线夹符合严
格的适航要求，重量更轻、制造过程也更高效。

该团队使用 Stratasys Origin® One 打印出用于 F-16 飞机的 C3175-9J 传统液压管线夹的优化零件，以符合严格
的航空飞行标准，并因此荣获第一名。

需要不断维护的老化飞机部件

在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维护老化的飞机部件时，美国空军不断面临各方面的维护挑战，其中包括成本、速度以及供
应链的敏捷性。该部门经常寻求创新的工程解决方案，以保持飞机的飞行状态和实现机队的现代化。2020 年，该部

门举办了一场公开竞赛，旨在快速找到可用于 C3175 系列液压管线夹的新式创造性 3D 打印解决方案。空军的 F-16

飞机需要在起落架舱室等部位使用成千上万个液压管线夹，这些液压管线夹在经受长时间振动、化学物质以及热 循
环后经常会失效。以往此类管线夹都是由注塑或计算机数控机床 (CNC) 加工制作而成，而使用的酚醛类材料会在加
工过程中排放有毒的甲醛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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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

寻找合适的材料

对于每瓣管线夹，该团队选用的是一款来自 Henkel 的创新阻燃材料，该材料符合空军严格的飞行要求，并且已通

过 UL 94 V-0 认证 ( 在 10 秒内停止燃烧 )。LOCTITE® 3955，一款具备火焰、烟雾和毒性 (FST) 等级的光敏聚合物
材料，具有阻燃特性，且极耐化学腐蚀，并且可以适应更大范围的低温和高温。LOCTITE 3955 也没有热塑性材料
固有的应力松弛反应。

该团队在 Origin One 上使用先进的软件打印两种不同的材料，一种是上述坚硬的阻燃材料，另一种则是有柔韧性

进行低产量生产或定制生产时，使用 Origin One 平台减少了模具带来的高昂成本，同时能够灵活、快速且经济有

使现场安装该管线夹变得更为容易。在打印期间，每个组装件都序列化，以便实现零件的库存、追踪和溯源。

54 瓣管线夹。每个打印机每日可生产 1296 瓣管线夹。而且，对一批打印的管线夹进行后处理用时甚至不到 20 分钟。

的弹性材料 LOCTITE IND402 ，该材料可作为系带连接管线夹的两瓣。这大大简化了飞机技术人员随后的组装过程，

21

效地修改零件设计。在保持高质量的同时降低了成本。对于该应用，Stratasys Origin One 能够在 24 分钟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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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

获奖的最终产品

更高水平的零件生产

终打败了全美国的其他专家团队和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荣获第一。

Programmable PhotoPolymerization P3TM 技术，制造商可以实现优秀的准确度、一致性、细节处理和机械

在 RSO 主办的一场激动人心的先进制造业奥运会上，由 Origin、nTop 及 Stress 组成的团队经过激烈的竞争，最

该团队最后打印了超过 400 个不同的零件和定制检测治具，用于进行内部功能测试。100 次的测试包括了安装、管
道保持力、温度影响公差、 惯性载荷和载荷处理。最终，为 F-16 飞机的 C3175-9J 而设计的优化管线夹具备原始
零件的两倍强度，而重量还更轻。

23

Stratasys Origin One 是一款颠覆性的 3D 打印机，其可使用各种高性能材料批量生产最终用途零件。通过使用
性能。高产量与可重复性相结合有助于供应商即刻扩大生产，在保留最小库存的同时，实现更短的启动时间和更高
的灵活性，从而轻松应对需求变化。以此实现当今最严苛的应用。
图文来源：2021 Stratasy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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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用可生物吸收材料

哈佛大学研究人员

打印医疗部件

开发微生物墨水

image©3dnatives

image©3dnatives

微型 3D 打印在医疗领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通过该技术制造出越来越小的医疗部件放入患者的体内。

一组来自哈佛大学和布里格姆妇女医院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微生物墨水，用于 3D 打印活性材料。研究人员称，

在医疗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

研究结果将刊登在《自然通讯》杂志上，文章标题为《用于 3D 打印活性材料的微生物墨水》，文中将介绍他们多

现在，波士顿微制造公司联合 3D 生物材料公司用 4Degra® 可生物吸收材料打印出了微型几何结构，这是 3D 打印

可生物吸收材料可在患者体内安全降解，无需再进行手术来移除医疗设备，因此在医学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两家
公司表示这是第一次使用增材制造技术来制造可生物吸收的微型医疗部件。

该创新材料能够释放药物并去除环境中的化学污染物，这将为癌症的治疗和外太空先进应用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该
年来的研发过程，并证明该研究在科学上的潜在可能性。
来源：3dnatives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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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巴西研究人员

改进聚乳酸打印丝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拓展金属 3D 打印能力

image©3dprint.com

image©3dprint.com

来自联邦普雷托大学、陆军技术中心和米纳斯吉拉斯州联邦技术教育中心的巴西研究人员做了一项研究，他们用可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目前正在进行大量的增材制造研究。为拓展其金属 3D 打印能力，该大学的创新材料加工中心

用的 3D 打印技术，但是要想在汽车和电子行业中有更多应用，我们还需要更加阻燃的聚乳酸打印丝。因此，研究

ABB Inc. 的电弧增材制造 (WAAM) 系统和 SPEE3D 的冷喷金属 3D 打印机。这三台机器将进一步推动该校对于金

膨胀石墨来改进聚乳酸（PLA）打印丝，用于熔丝制造 3D 打印技术。研究人员表示，熔丝制造是目前最为广泛使
人员在商用聚乳酸材料中加入了可膨胀石墨，再将这些复合材料加工成 3D 打印丝。经过测试，这些添加了可膨胀
石墨的聚乳酸打印丝的可燃性有所降低。

最近安装了三台新的大幅面增材制造系统：3D Systems 的 DMP Factory 500 粉末床融合增材制造 (PBFAM) 系统、
属增材制造的研究。

来源：3dprint.com

来源：3d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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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进化与演变，3D 打印赋予食品发展新方向

《3D Imperial》独家专访 COCUUS 公司 CTO
Javier Ignacio Zaratiegui Fernández

29

Javier Ignacio Zaratiegui Fernández
职位：Cocuus System Ibérica Ltc. 公司合伙人和首席技术官
毕业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计算机设计和制造技术

目前专注于：参数化设计和机器人应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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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当 3D 打印快速普及之时，食品 3D 打印技术也曾一度活跃，但伴随而来的则是成本高企和较低的市场接受度，这也

Q

《3D Imperial》：可以为我们介绍下您的个人经历和背景吗？

人们发现，食品 3D 打印除了能有效防止加工浪费的产生外，还能全面升级食品加工产业链。位于西班牙纳瓦拉的

A

Javier Ignacio Zaratiegui Fernández：在 COCUUS 公司，大家都拥有不用的经历和背景，正是因为这样，我

使得食品 3D 打印趋于沉寂。当技术不断改进，绿色健康饮食的市场需求增加，食品 3D 打印似乎正重新回归大众视野。
COCCUS 正是这样一家 3D 打印肉类的公司，并在食品 3D 打印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期《3D Imperial》采
访的到的是 COCUUS 公司合伙人和首席技术官 Javier Ignacio Zaratiegui Fernández 先生，与我们分享该公司
3D 打印肉类的发展历程。

们才可以打破常规进行思考。就我而言，我拥有建筑学的学位，我擅长的领域是“计算设计和制造技术”。几年前，
在我参与组织的一些“创客”活动中，我遇到了 COCUUS 公司的创始人，并成为了朋友。当我有机会加入公司时，

我丝毫没有犹豫。疫情肆虐的这一年虽然艰难，但我们仍在努力。我们正在工作流程中尝试应用不同的技术，因为
我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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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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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3D Imperial》：COCUUS 目前正在使用自己的哪种 3D 打印技术？

A

Javier Ignacio Zaratiegui Fernández：COCUUS 在拉丁语里是烹饪或者厨师的意思。但是，COCUUS 公司从

A

Javier Ignacio Zaratiegui Fernández：我们的技术有三种：第一种是使用食物残渣或低成本的食物材料，并用

事的不是烹饪，而是为食品行业设计和开发新的技术。在开始的几年间，我们设计的食品激光切割机和食品喷墨打
印机，主要是针对的客群是高级厨师，还会被应用到一些高端餐饮和活动之中。最近，我们将工作重心和目标转移
到了工业化上。

33

我们的配方重新组装它们，以生产出一种更有价值的产品； 第二种是使用可替代蛋白质和素食成分，并将它们转换

成整块的食物，模仿肉类和鱼类的原始口感； 第三种是使用培养细胞，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进行过测试。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在前两种技术上取得了成功。我们正在努力将我们的原型设备进行规模化该进，以发展成为全尺寸工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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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COCUUS 目前使用的是哪一种 3D 食物打印机呢？

A

Javier Ignacio Zaratiegui Fernández：我们已经开发了我们自己的设备，我们正在努力保护不同市场的知识产权，
所以我们目前不能透露更多关于打印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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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请问在 3D 打印肉类的过程中，哪个部分是最困难的，您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A

Javier Ignacio Zaratiegui Fernández：最困难的部分是配方，组合和加入原料，尽可能减少原料种类，并确保

始终保持食品的天然属性。我们已经测试了超千种配方，改变了原料、水、温度等因素的比例，我们也和国家食品
技术与安全中心合作，以获得相关的认证。这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因为我们每次尝试一种新的蛋白质时，我们都
必须重新开始，直到获得我们满意的粘度、质地、口感和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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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和传统的肉类相比，您认为 3D 打印的肉类有哪些差异化优势呢？

Q 《3D Imperial》：请问 COCUUS 未来会考虑将 3D 打印肉类生产规模化吗？

A

Javier Ignacio Zaratiegui Fernández：3D 打印的肉类经常被用来和传统的肉类进行比较，但是首先我们应该比

A

较的是两种不同类型肉的生产链。我们都知道，传统肉类行业需要投入的资源非常多，而这些资源却是有限的。举

个例子来说，花 4 到 5 年时间来喂养一投牛，所需要的水资源在未来可能是一种奢侈品。我们正在寻求一种更聪明

Javier Ignacio Zaratiegui Fernández：这不是考虑中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口号是“让我们打印食
品的未来，一次一份牛排”。 我们目前正在扩充我们的设备的数量，以满足行业生产需求。

的方式来利用这些资源，并使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生产肉类。但这不仅仅与资源有关，比如海洋中含有重金属颗粒，

Q 《3D Imperial》：COCUUS 未来在 3D 打印肉类方面有什么计划？您目前在从事什么项目？

节约能源和资源。当然，我们 3D 打印出的肉类必须在口味和体验上与传统肉类一样好，同时我们也可以增加最终

A

这些颗粒会进入大型鱼类的体内，并最终进入我们人体内。 因此，我们计划在更可控的环境中生产食物，减少浪费，
成品中的营养成分。

Javier Ignacio Zaratiegui Fernández：有些项目我们目前不能透露更多信息，但我们正在努力开发鱼类产品。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减少某些物种的捕捞量，海洋生态系统将受益匪浅。目前，我们还忙于一个 3D 打印心脏组织项目，
以及几个机器人项目。但现在公司的核心业务还是 3D 打印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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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整理：Claire Jiang@3D Imperial

在外观创意和食材重构上的需求，而且还可以根据个人身体健康情况合理增减某些营养成分，真正满足了个性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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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侵犯本公司版权等知识

食物的最大意义是满足人的食用需求和追求，3D 打印正在努力赋予食物更好的美感和口感，使其不仅可以满足人们
制饮食需求。虽然 3D 打印食物成为日常餐桌的一部分还需时日，但是科技为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探索空间。科技的融入，
让食物更加丰富，并在“进化”演变的过程中，带来更为科学、时尚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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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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UUS 所有，任何媒体、
产权的，本公司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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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技与工匠精神相结合

如果你对 3D 打印技术在不同行业的应用感到好奇，你可能知道一些鞋类品牌已经开始使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鞋
子了，比如阿迪达斯、新百伦和锐步这样的大公司也开始使用 3D 打印技术进行设计。

位于美国波特兰的 HILOS 公司，成立于 2019 年，通过结合 3D 打印技术和皮革加工来生产鞋子。作为“Forward
AM Innovation Award”大奖的决赛入围者，这家年轻的公司推出了一系列 100% 可回收的高跟鞋。HILOS
通过将传统的鞋内底、鞋底夹层和鞋跟，结合到一个 3D 打印平台上。HILOS 的 3D 打印可回收高跟鞋拥有超

越传统方式制造的性能和耐用性，同时实现了 100% 可回收。在 HILOS 看来，3D 打印技术不仅能够及时按需
生产，还提供了提供更广泛的尺寸范围，也不会出现产能过剩或缺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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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https://hilos.co/

https://www.3dnati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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