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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再利用 3D 打印催生思维变换的无限可能
3D 打印脊髓组织，修复脊髓损伤的新希望
Stratasys 推出的新款 3D 打印机
斯洛伐克公司制造 3D 打印银币
3D 足部扫描提供商 Volumental
获得 1300 万美元战略投资

卷首语

增材制造技术，引领未来数字化制造新方式

制造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石，是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动力。文字的创造使得沟通协作成为可能，生产方式和
生产工具的不断升级，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当以 3D 打印为代表的全新数字化制造方式雏形显现，未来

智能化社会更值得我们探索与期待。虽然 3D 打印尚且处于发展阶段，但其带来的数字化制造方式的浪潮却从未停止。
尤其在医疗、航空航天等高精尖专业化领域，表现尤为明显。

在传统医疗市场中，工厂批量生产的材料已不能满足病人需求，患者个体差异明显、身体组织复杂等特征，需要更
加贴合病人病理特征的材料辅助治疗，而 3D 打印技术凭借其个性化、小批量和高精度等优势，可以轻松解决健康

产业个性化需求与生产规模之间的矛盾。在疫情期间，惠普 3D 打印业务与医疗领域合作伙伴共同打印了超过 400
万个医疗应用零部件。初步验证和最终确定工业生产的应用包括口罩、面罩、口罩调节器、鼻拭子、无接触开门装
置和呼吸机零部件等。并免费开放海量 3D 打印设计文件，为全球抗疫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在个性化定制方面，3D 打印技术更是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势。而人体骨骼形态不规则，个体形态差异较大，所以，
个性化定制人工骨骼在临床应用中需求量特别大。因此，医疗 3D 打印材料对于产品的精密度、寿命、安全性都有
较高的要求。近日，工信部等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十四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生物活
性复合材料、人工神经、仿生皮肤组织、人体组织体外培养、器官修复和补偿等。推动先进材料、3D 打印等技术应
用，提升植介入器械生物相容性及性能水平。”

在航空航天领域，全球各国与航空航天相关联公司的崛起，为更快、更便宜、更好地进入太空的酝酿狂潮增添了新

的色彩。3D 打印更成为航空航天自动化的“圣杯”技术。位于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的初创公司 Relativity Space，
欲基于 3D 打印技术，减少 100 倍的火箭零部件数量。其整个运载火箭只用四种原材料制造，采用 3D 打印技术“简
化”了供应链，零件数量呈量级的减少。

3D 打印除了在医疗和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展现出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外，对传统工业的升级也表现得尤为明显，如
3D 打印智能工厂。我国的铸造行业将因 3D 打印而改变。

2014 年，四川资阳「轨道交通关键零部件数字化铸造工厂投入使用；2016 年，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在国家

编者笔记

得益于 3D 打印在个性化定制等方面的快速应用，以 3D 打印设计和生产为导向
的企业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的青睐。如，瑞典的一家 3D 打印技术服务提供商

Volumental 于近日获得 1300 万美元战略投资，为上千种定制化产品提供了 3D

打印服务。该公司表示，最近获得的这笔资金将用于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研发与营

销；澳大利亚 3D 生物打印专家 Inventia Life Science 于近日宣布完成 B 轮融资，
共计筹集了 3500 万澳元（约 1.59 亿人民币），试图在全球推广 RASTRUM 3D
细胞培养平台并促进当地就业；3D 打印服务平台 Fathom 完成 SPAC 合并后

IPO 上市；定制化服务更加便捷，数字化食品店 Sugar Lab 为素食者打印糖果；

来自奥地利的 3D 设计师芭芭拉·格拉克纳，利用 3D 打印技术将食品垃圾循环再
利用，催生思维变换的无限可能……
更多精彩，敬请翻阅。

发改委批复下由共享装备牵头组建成立。聚焦铸造行业转型升级，通过“标准 + 示范”的推广模式，打造数字化智

能化示范工厂；2018 年，在宁夏银川建成世界首个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智能工厂；2019 年，在山东烟台参与建成

基于 3D 打印的高端零部件铸造智能工厂；2021 年，在安徽芜湖建成长三角首个 3D 打印铸造全流程智能工厂；
2022 年，第四代基于 3D 打印的铸造全流程智能示范工厂也将在福建泉州建成投产……

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开创的“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模式，已成功应用于公司自身生产，并与产业
深度融合，在行业内应用推广，极大改善了铸造行业的生产效率、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

3D 打印技术和传统制造技术各有千秋，在宏观产业格局中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D 打印在激活智能制造的同时，
也在带动商业价值和商业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终将会转化为生产动能，推动制造业不断向前发展。当前，3D 打印
在航空航天、医疗健康、汽车、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应用已经取得积极的进展，我国 3D 打印产业发展至今，也已呈
现出不断深化、不断扩大应用的态势。未来，随着政策以及技术的支持，我国 3D 打印产业将会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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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激光定向能量沉积增材制造
两项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为了增强增材制造合金的质量控制，保证金属粉末定向能量沉积装备和工艺稳定性，提高产品监管水平，中国机械
工程学会根据本技术领域对标准化的迫切需要，及时组织专家制定相应团体标准加以规范。

本次发布的两项增材制造团体标准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增材制造技术分会于 2019 年上半年立项的团体标准（机学学

［2019］170 号），均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增材制造技术分会提出并组织研制，南京中科煜宸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等
单位牵头研制。标准名称如下：

-《增材制造 激光定向能量沉积设备检测方法》（T/CMES35010-2022）
-《增材制造 金属激光定向能量沉积工艺过程质量控制规范》（T/CMES 35009-2022）
《激光定向能量沉积设备检测方法》规定了激光定向能量沉积设备的组成要求、测试方法、记录与报告等内容。该
标准对激光定向能量沉积设备检测方法进行了定义，对于激光定向能量沉积设备以及工艺过程控制等具有指导意义。

本标准的制定，可促进激光定向能量沉积增材制造装备制造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增加在贸易活动中的话语权，推
动行业的技术进步，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技术。产品质量分级促使生产厂家会主动改变传统观念，不断创新，使产
image©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品质量稳定和持续提高，对无序竞争的市场进行一定的监督和规范，提升激光定向能量沉积装备质量和品牌影响力，
满足行业发展的急需。

日前，经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审定，《增材制造 激光定向能量沉积设备检测方法》（T/CMES

《金属激光定向能量沉积工艺过程质量控制规范》规定了金属激光定向能量沉积过程中设备、工艺及制件质量控制

标准正式发布。

导意义。该标准的制定，可促进激光定向能量沉积增材制造加工服务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增加贸易活动中的话语

35010-2022）和《增材制造 金属激光定向能量沉积工艺过程质量控制规范》（T/CMES 35009-2022）两项团体

该标准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增材制造技术分会组织、南京中科煜宸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牵头研制。两项标准将于 2022
年 2 月正式实施。

金属粉末定向能量沉积技术已在航空、航天、轨道交通、医疗植入物等领域成功应用，成为增材制造技术中发展快速、

要求。该标准为激光定向能量沉积工艺控制进行了规范化定义，对于金属激光定向能量沉积工艺过程控制等具有指

权，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技术。产品质量分级促使生产厂家会主动改变传统观念，不断创新，
使产品质量稳定和持续提高，对无序的加工工艺进行一定的监督和规范，提升激光定向能量沉积加工件的质量水平。
来源：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前景广阔的工艺方法之一。

金属粉末定向能量沉积是使用激光将金属粉末直接熔融，逐层沉积成型。主要用于四个领域：零部件及工具的表面
强化；残损零件和工具的改造和修复；多金属材料复合工件的加工制造；复杂大型工件的直接成型制造。金属粉末

定向能量沉积可适用于钛合金、铝合金、镍合金、高熵合金、不锈钢、碳钢等材料的增材制造；可进行零件激光修
复、激光 3D 打印机合金化等多种加工工艺；可扩展为四轴机床或五轴机床，适用于各类大型复杂零件的快速成型，
如发动机叶片修复，轴类零件修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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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美国父亲与 Artec 公司

合作为儿童定制口罩

3D 打印的照明球

点亮历史小镇遥远的温馨记忆

image©Artec

image©Ultimaker

在当今 3D 扫描日益精细的情况下，对于商品定制来说，扫描是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了。一位来自硅谷的父亲

创意设计工作室 Urban Scale Interventions（USI）使用 3D 打印和回收丝材，在贝尔法斯特历史悠久的小巷里

护他们免受病毒和空气污染的危害。

得的一份合同的成品展示，该合同旨在重新构想城市照明的中心视野。

Kevin Ngo 在 Artec 公司的帮助下，开发了 Flo Mask 这个项目。该项目旨在为 4 到 12 岁的儿童定制口罩，以保

Kevin 与 Artec 最终制造出的口罩能很好地与脸部贴合，且口罩内部不会接触到嘴唇，头部挂绳可调节，不需要

挂于耳后。此外，该口罩能够有效过滤超过 99.8% 的病毒，远超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标准。目前，全美已有

2000 多名儿童正在使用该口罩。该项目的成功得益于 Kevin Ngo 的努力和 Artec 的数字解决方案，他们共同为孩
子们打造了这款既舒适又安全的口罩。

创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灯光和声景作品。这次照明作品由 43 个悬浮的 " 海洋球（Ocean Orb）" 组成，是 USI 竞

这些球体是用 Ultimaker S5 3D 打印机和 Filamentive 公司的可回收 PETG 长丝制作的，旨在提高这一地区的夜
间照明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当地的悠久历史遥相呼应。
来源：www.3ddayin.net

来源：3d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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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斯洛伐克公司

世界最大的

制造 3D 打印银币

真混凝土 3D 打印房屋在阿曼建成

image© 网络

image©PRINTY
近日，斯洛伐克 3D 打印服务商 PRINTY 制造了一套银质的硬币，这套银币已成为法定货币。PRINTY 为顾客提供
一系列 3D 打印服务已有几年了。该公司的目标是为人们提供价格低廉的金属 3D 打印服务。

伯拉第斯拉瓦（斯洛伐克首都）的普雷斯堡铸币厂找到 PRINTY，与他们合作开展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项目：制造 3D
打印银币。由于该银币的复杂性，铸币厂无法使用传统方法生产，因此他们与 PRINTY 公司签订了一项公开招标的
合同。

该银币是新西兰元，将作为法定货币在南太平洋的托克劳群岛和纽埃岛两个国家内发行，但并不打算实际流通。该

项目的法律流程非常复杂。公司需要向新西兰铸币厂提交季度报告，硬币的制造需要根据指令，并且会被铸币厂追踪，
因此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制造的。

位于阿曼的德国理工大学 GUtech 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他们目前使用 3D 打印完成了一套 190 平方房子的建造，
这也是迄今为止真正使用混凝土制成的最大的 3D 打印建筑物。这所打印的房子是阿曼社会住房单元的典型代表，

它有 3 间卧室、3 间浴室、1 间客厅、厨房和客人接待区。建筑风格为阿曼典型的房屋风格。所用材料的 99.5% 以
上是本地材料，而来自欧洲的材料添加剂不到 0.5%。190 平方米房屋墙壁的 3D 打印材料成本不到 1,600 欧元（约
11,538 人民币）。

使用当地可用材料进行的 3D 打印混凝土解决方案，无疑将推动建筑 3D 打印的大规模应用，凭借打印材料的低成本，
这一 3D 打印建筑方式将更具竞争力，同时就地取材也去降低了材料的限制性，使 3D 打印建筑得到更好的推广。
来源：www.3ddayin.net

来源：PR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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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将运动成就 3D 化！ 3D 打印初创公司 WayZada

获 20,000 美元资金

3D 足部扫描提供商 Volumental

获得 1300 万美元战略投资

image©WayZada

image©Volumental

展示运动地图已经成为许多运动爱好者的一种社交方式，那么让地图 3D 起来，是不是更有趣？总部位于美国布卢

瑞典的一家 3D 打印技术服务提供商 Volumental 于近日获得 1300 万美元战略投资，作为一家成立于 2012 年的

Velocities 合作由印第安纳州经济发展公司监督，通过该州的 21 世纪研究和技术基金获得，致力于促进印第安纳

金将用于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研发与营销。

明顿的初创公司 WayZada 已从 Elevate Ventures 的社区创意基金获得 20,000 美元的投资。该社区创意基金与
州的经济增长和创新。

WayZada 是一家 3D 打印初创公司，利用 3D 技术创建可视化运动行程，使用户可以通过跑步、骑自行车或徒步旅
行等户外自定义交互方式 3D 展示运动成就。

Robert Henschel 表示，Elevate 的资金支持能够使他们将数据转换为 3D 模型和打印的过程从需要团队大量参与
的工作流转变为一个强大的自助服务过程。用户现在可以使用他们最喜欢的应用程序，例如 STRAVA，自动化构建
任何运动成就模型，而无需团队参与工作流程。

3D 打印技术公司， Volumental 已经为上千种定制化产品提供了 3D 打印服务。据该公司表示，最近获得的这笔资

说到 Volumental 的 产品，就不得不提 FitTech ，这是该公司的一个 3D 足部扫描和零售购买数据的集成平台，拥
有一套完全集成的 3D 扫描和数据工具。通过 3D 足部扫描仪或移动扫描应用程序，在几秒钟内就能获取包括足弓长

度和脚掌宽度等足部数据，再将此与零售购买数据和 AI 驱动的 Fit Engine 相结合，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匹配，
顾客能得到准确的尺码与鞋类推荐。
来源：www.3ddayin.net

来源：www.3dday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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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Inventia Life Science 获 3500 万澳元 B 轮融资

将生物 3D 打印细胞培养平台推向美国市场

3D 打印服务平台 Fathom

完成 SPAC 合并后 IPO 上市

image© 网络
Inventia Life Science 的首席运营官 Cameron Ferris、
首席采购官 Bob Groeman、
首席技术官 Aidan O'Mahony
和首席执行官 Julio Ribeiro。

澳大利亚 3D 生物打印专家 Inventia Life Science 于近日宣布完成 B 轮融资，共计筹集了 3500 万澳元（约 1.59

亿人民币）。投资由 Blackbird Ventures 牵头，并得到 Skip Capital 的长期支持，总融资额达到 3200 万美元（约
2.04 亿人民币）。

在融资结束后，Inventia Life Science 正在试图在全球推广 RASTRUM 3D 细胞培养平台，特别在美国市场。据估

计，目前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和药物发现市场价值超过 400 亿美元。为实现推广计划，该公司计划到 2024 年底，
将团队员工人数从 36 人增加到 150 人，并聘请 Dwayne Dexter 博士担任美国销售总监。

image©Fathom Digital Manufacturing
按需制造服务提供商 Fathom Digital Manufacturing 宣布完成了与特殊收购公司（SPAC）Altimar Acquisition
Corp II 的 合 并， 并 在 纽 约 证 券 交 易 所 IPO 上 市， 股 票 代 码 为“FATH”。 根 据 交 易 条 款，CORE Industrial

Partners 将继续成为新合并公司的最大股东。此前，Fathom 曾估计，通过上市将使筹集到高达 8000 万美元的资金。
Fathom 首席执行官 Ryan Martin 说：" 我们是一家强大的、盈利的公司，相信我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将加
速 Fathom 的增长。这些新技术将使我们能够以比以往更高的效率和反应能力服务于我们的目标市场 "。

来源：www.nanjixiong.com

来源：www.3dday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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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BICO 纳米级生物 3D 打印机

Quantum X bio 和 Quantum X Shape

Nexa3D 的新 XiP MSLA 和 NXD200

牙科 3D 打印机

image©BICO

image©Nexa3D

生物技术公司 BICO 的两家子公司 Nanoscribe 和 Celllink 宣布推出了一款新的生物 3D 打印机 Quantum X

在 Formnext 2021 上 Nexa3D 发布了一款桌面大小的 SLA 打印机 XIP。虽然它不完全是 Nexa3D 工业树脂打印

bio。作为 Nanoscribe Quantum X 平台的一部分，Quantum X bio 是一种生物打印机，使用双光子聚合技术实

现亚微米级打印分辨率。Quantum X bio 可用于从组织工程到细胞等多项研究，打印分辨率低至 100 纳米。机器

机的迷你版，但采用了许多相似功能且包装更小。Nexa3D Xip 的重点是速度，该公司称最高速度为 18 厘米 / 小时。

附带的预装软件 DeScribe X 只需几步即可从 3D CAD 模型或 STL 模型库进行 3D 打印。

Xip 采用 4K 分辨率的 MSLA，构建体积为 190 x 120 x 170 毫米，并且具有更多功能。XiP 还是一个开放材料平台，

Quantum X Shape 是 Nanoscribe 推出的一款高精度 3D 打印机，用于微加工和晶圆级批量生产。机器使用激光

和卸载材料。Xip 高度模块化，所有磨损件都无需工具即可更换。Nexa3D 还提供一体化清洗和固化站。另外，XiP

光刻系统以及双光子聚合 (2PP) 技术，几乎可以打印任何 3D 形状，亚微米精度为 0.0001 毫米，精度为 0.0002 毫米，
最大打印面积为 50 x 50 平方毫米。Quantum X Shape 具有体素调制率和 100 nm 网格；振镜轨迹控制；具有纳
米精度的透明、不透明和反射表面的界面探测器；以及高达 6 英寸的各种基板和晶片。在速度方面，Quantum X
Shape 可以在一夜之间批量处理 200 个典型的中尺度结构。
来源：BICO

目前与 Henkel、BASF 和 Keystone 等公司的树脂兼容。即使在实时打印作业期间，树脂盒系统也能够快速装载
的软件 NexaX 可生成定制的支撑结构，并具有空心零件和创建内部晶格结构的功能。

Nexa3D 还推出了一种新牙科实验室树脂 3D 打印系统 NXD200，与 Keystone Industries 的 KeyPrint 系列牙
科树脂兼容。机器配有 8.5 升的构造容积（275 × 155 × 200 毫米），使用 NexaX V1 软件，和 materialise 的
MagicsPrint 自动嵌套。
来源：Nex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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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Raise3D 推出

金属 3D 打印生态系统以及新型 FDM

Stratasys 推出的

新款 3D 打印机

image©Raise3D

image©Stratasys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 3D 打印机制造商 Raise3D 在 TCT 2021 上推出了端到端金属 3D 打印套件 MetalFuse，包

Stratasys 致力于向牙科实验室提供各种 3D 打印技术。旗下的一款牙科 3D 打印机：Stratasys J5 DentaJet 目

括一台名为 Forge1 的新打印机、一个催化脱脂机等产品。

新型 Forge1 是一款双挤出机 FFF 系统，打印体积为 255 x 300 x 300 毫米、300℃喷嘴、加热床至 120℃、7 英

寸触摸屏和实时摄像头。脱脂机 D200-E 采用基于草酸的催化脱脂工艺，比硝酸更便宜、更安全、更环保，比溶剂
脱脂和热脱脂更快。烧结炉可达到 1450℃，可容纳 200×200×200 毫米的零件体积。

除了金属打印机，Raise3D 还发布了 Pro3 双挤出机 FDM 3D 打印机。Pro3 的构建体积为 300 x 300 x 300 毫米，

标定位在大批量打印，尤其是在夜间或无人值守情况下打印混合牙科零件。J5MediJet 具有旋转构建平台和固定

打印头，可以使用 Stratasys DraftWhite 材料和一系列全新的柔性、刚性颜色和透明材料进行打印。另外，机

器足够紧凑，适合小型实验室空间。针对 Polyjet 技术，Stratasys 推出了材料喷射 3D 打印机 J35 Pro 和 J55

Prime。Stratasys 的 PolyJet 技术使用紫外线固化的液态树脂和类似喷墨的打印头将树脂分配到打印床上。通过

多个打印头，一次打印不同的材料。J35 Pro 可以在同一个模型部件、同一个托盘上一次打印三种材料。材料兼容

性包括 VeroUltraClear 以及类似橡胶的 Elastico、高抗冲 D-ABS、Vero 刚性材料，以及 UltraClearS 半透明树脂。

具 Pro2 的升级和增强功能，包括可互换模块化热端，温度可达 300℃，兼容各种工程级材料。Pro3 Plus（7,249

J55 Prime 是一款全彩版本的 3D 打印机。Prime 版本与 J35 Pro 版本类似，但可以打印 640,000 多种不同颜色

来源：Raise3D

来源：Stratasys

美元）的构建体积稍大（300 x 300 x 605 毫米），并具有与 Pro3 相同的功能。

17

组合。J55 Prime 的目标客户是产品设计师，利用产品包装模拟能力减少喷漆、丝印或粘贴标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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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产业增材制造白皮书

随着对环境可持续性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新的医疗器械等产品审核指令和法规的推 出，医疗行业需要找到创新方

式予以应对。幸运的是，增材制造带来了广泛的可持续 性效益，有助于减少浪费、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原材料的使用。
例如，3D 打印是一种 逐层精确构建物品的增材工艺，这意味着，与传统制造方法相比，医疗应用制造过程 中产生
的废料数量大幅减少。

然而，发挥增材制造在医疗方面的全部潜力仍然面临挑战。这种创新技术虽然可以提 供极大的自由度，但实现这种
增材制造，又称 3D 打印，凭借其设计的自由度以及为外部可穿戴设备、床旁治疗 (POC) 工具、医疗器械和植入物
等众多医疗应用所带来的变革性益处，对医疗产业 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自由度需要专家指导、专业工具和高性能材料的支持。

Forward AM 为医疗行业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包括广泛的产品组合以及深厚的材 料专业知识、端至端虚拟工
程设计以及行业领先的增材制造流程专业知识。

增材制造的固有特点使其非常适合医疗领域，因为它能够实现快速生产和可定制生产， 并且适合精密、复杂的设计。

在本白皮书中，Forward AM 将探究增材制造在医疗应用中的关键因素，如 :

更经济的定制设计成 为可能。此灵活性对于定制适合患者人体结构的医疗部件，如假体、矫形器和鞋垫等，至关重要。

▪ 医疗应用的认证和规范

此外，增材制造技术和丰富的材料为医疗行业带来了将设计原型快速转化为商业产品 的可能，可以缓解新冠疫情这

▪ 医疗项目的增材制造材料选择

在传统制造方式下，高度个性化的设备需要昂贵的特殊 工具，而 3D 打印机只需一数字文件即可，这样就使得更简单、

类状况导致的供应链中断。

▪ 医疗行业的增材制造设计流程

特别说明 :
增材制造的另一优势是易于融入传统制造工作流程。3D 打印服务供应商 PROTIQ 和 Forward AM 合作的 3D 打印

矫形鞋，正是增材制造无缝融入既有生产工艺中的例子。 在这一案例中，我们使用 3D 打印和高性能的选择性激光

Forward AM 是材料生产商，因此不需要像机器生产商那样需要提供满足 CGMP 要求 或生物相容性的相关认证，

烧结材料 TPU 对鞋楦 ( 一种 类似于人脚形状的三维机械形式，通常以木材或金属等材料制成 ) 重新进行了构想。

但 Forward AM 已投资进行大量测试和分析，以评估 Forward AM 各种产品的生物相容性。

少生产时间，贴合准确度高等。

免责声明 :“确定用于各自应用的所有打印部件的适用性仍然是设备制造商和最终用 户的责任。”

这种数字化设计的定制鞋楦能够平顺地融入到制鞋工艺中，相比传统工艺生产的鞋楦 产品有许多优势，例如明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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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应用的认证和监管考虑

即使监管机构认证的是成品医疗器械、而非其组件材料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材料选择 仍然是医疗制造商的关键考虑
因素。为始终满足器械销售地区的适用要求和规范，有 必要建立严格流程选择产品中使用的原材料。TÜV Süd 最近

对如何持续地 3D 打印符 合安全要求的医疗部件的基本步骤进行了总结，强调了标准化流程和医疗应用要求的 重要
性【1】。

Forward AM 提供一系列符合 FDA、MDR、USP Class VI 和 ISO 10993 规范的材料， 为 3D 打印符合医疗规范的
器械部件提供有力的支持。

医疗器械和医疗应用的监管要求严谨，可以理解，需要谨慎遵守若干合规分类。美国 和欧洲的区别让这些分类变得
更加复杂。在美国销售的医疗器械受 FDA 的监管控制， 遵循“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CGMP) 的质量体系。

2017 年 4 月 5 日生效的欧洲医疗器械法规 EU/2017/745 (EU MDR) 确保了在欧洲生 产或供应到欧洲的医疗器械的
高质量 : 符合安全标准。因此为证明医疗器械符合所有 适用的欧盟法规，需要获得或申请 CE 标志。2021 年 5 月，

MDR 生效，取代了欧盟 现行的医疗器械指令 (93/42/EEC) 和有源植入医疗器械指令 (90/385/EEC)。下列 所进行
的分析符合最近更新的监管规定。

根据对患者的潜在风险程度，欧盟和美国的监管机构都对医疗器械进行了分类 (FDA 有 I、II 或 III 类，MDR 有 I、
IIa、IIb 或 III 类 )。I 类器械风险最低，受监管控制最少， III 类器械受监管最严格。

下表汇总了受美国和欧盟监管控制的器械类别，并举例说明了 Forward AM 的应用、 要求和产品服务 :
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和 MDR 欧盟 ( 医疗器械法规 )【3】医疗应用 风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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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容性

上表为一系列 Forward AM 材料及其通过的 ISO 10993 和 USP Class VI 生物相容性测试要求。

的整体生物相容性有重大影响。只有确定了生物相容材料与人体接触和相互作用是安全的，这些材料才能用于 3D

对部件进行了后处理。测试结果是由打印机、工艺流程和打 印件的清洁度综合决定的，因此客户获得的结果可能会

生物相容性包括一套完整器械的所有方面，包括单个部件、组装工艺和总体设计。然 而，谨慎选择材料对最终器械

上述试验是在 Forward AM 的 3D 打印设备上用 Forward AM 材料打印而成的零件上进 行，并对控制打印工艺和

打 印眼镜框架、医疗器械或假体部件等应用。选择通过 ISO 10993 和 USP( 美国药典 )Class VI 生物相容性验证的

有所差异。当然，Forward AM 会协助客户选择合适的材料和制造工艺，以获得符合预期应用的物品。

材料是一个明智 的做法。通过确认材料无毒、安全、可用于活体组织，这些测试能确定在材料发挥所 需作用时不对
人体产生副作用。具体来说，ISO 10993 系列标准提供一系列评估医疗 器械生物相容性的标准，以管理生物风险，

例如，ISO 10993-5 测试方法用于评估医 疗器械的体外细胞毒性 ;ISO 10993-10 测试方法用于评估材料产生刺激和

皮肤敏感的 可能性【4】。美国药典六级塑料认证采用 3 种试验方法 : 全身注射、皮内注射和植入，以评估无有 害
反应或长期身体影响。除了为评估材料安全性所做的具体生物学评估外，食品接触应用符合性声明也可作为 排除材
料适用于医疗应用的良好指标。例如，Forward AM 的 Ultrasint® PA11 就是一 种具有食品接触应用符合性声明的
材料。

灭菌和清洁

Forward AM 明白，选择灭菌方法是设计医疗器械的关键一步。为了降低 HAI ( 医疗 相关感染 ) 的发生率，医院必

须采用高压灭菌、环氧乙烷 (EtO) 和电子束 ( 使用高能 电子灭活微生物的方法 ) 等灭菌技术。反复使用这些方法可
能导致塑料医疗器械的关 键性能失效。

在这些情况下，必须选择对清洁用品有优异抗性的材料和严格的灭菌技术。Forward AM 对光敏聚合物甚至线材等
选定的增材制造材料进行了广泛的性能测试和研究。例如， 用于熔丝制造 (FFF) 的 Ultrafuse® PPSU( 聚苯砜 ) 具

有可灭菌性，尽管不允许有皮 肤接触。特定灭菌试验结果，包括环氧乙烷、蒸汽和电子束等，目前已经测试完成，
可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

医疗应用的增材制造设计工作流程

增材制造创造一系列医疗应用机会。但是，需要认识到并理解各种设计和其他因素， 以获得所有预期效益，优化从
最初设计理念到成品的时间和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必须 从明确定义的增材制造设计工作流程开始的原因。

Forward AM 拥有专门的服务和解决 方案来定义和支持医疗应用的整个增材制造设计工作流程。该部门专门从事零

件设计 优化、零件和工艺性能模拟、最佳匹配 3D 打印工艺咨询、低负荷零件行为测试以及 包括涂层在内的后处理。
巴斯夫虚拟工程套件 Ultrasim® 是一个强大的数字工作流程，支持智能搜索最佳几何构 造，以满足应用程序独特的
机械性能要求。这使得创建晶体结构成为可能，这种结构 可以在不同区域提供不同水平的刚度，甚至可以模拟吸收
和反弹行为，从而优化鞋垫 等医疗应用的舒适度和性能。

下文举例概述了为受伤肢体 ( 本例为腕部 ) 制造定制支架所涉及的步骤。

设计工作流程 : 矫形手腕支架
从扫描到可打印文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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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 用光电扫描仪扫描受影响肢体，创建手腕的数字表象，并作为点云 ( 空间中 表示 3D 形状的一组数据点 ) 输

对手腕支架结构的厚度进行调整，并转化为实体模型（图 3）。然后从肢体扫描模型中提取手腕支架，以便对更多

CAD 软件对模型进行 优化，例如，可以剪切模型以显示相关截面 ; 也可以雕刻模型网格以解决扫描附件的 任何不规

文件（图 4）。

出。然后将其转换成立体光刻文件 (.stl 文件 ) 等 3D 模型网格。接下来，把 .stl 文件导入到专业 CAD 软件中。利用
则之处，这样支架结构就可以帮助受伤肢体正常愈合（图 1）。

图 1：优化和雕刻网格模型
现在肢体扫描模型得到了优化，接下来要设计支架结构。首先将支架结构 / 拓扑结构草绘到 3D 模型上，并考虑以下
因素（图 2）：

细节进行定义，并添加绑带 / 系带的特征 / 附件。矫形手腕支架模型的设计完全优化之后，将其导出为可打印的 .stl

图 3：支架结构输出

图 4：紧固件的结构

采用有限元（FE）模拟进行结构分析

首先，将 .stl 文件转换为 3D 有限元模型，模拟整个动作范围内的应力分布和变形（图 5）。这样有助于确定支架的

设计对受伤附器的支撑程度。模拟采用巴斯夫专有 Ultrasim® 材料模型，该模型考虑了打印材料的所有相关机械性
能，以正确预测支架在现实生活中的特性。

• 稳定设计

• 将手 / 肢体固定在规定位置

• 如需要，指定方向可灵活调整

例如，横向弯曲和向下弯曲模拟两种不同的静载荷情况（图 6）。

• 易于与手 / 肢体连接

• 可增加附加绑带 / 系带扣件的空间
• 医生规定的任何其他功能 / 限制

图 2：支架结构在 3D 模型上的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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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导入 FE 软件的手腕支架 .stl

图 6：横向弯曲和向下弯曲静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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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在现实场景中，客户会向模拟工程团队提供实际的机械加载和阻力要求，并对定制模拟进行相应设计。

3D 打印支架的后处理可包括涂层、添加填料、机械研磨和添加尼龙搭扣等部件。另一个与医疗行业高度相关的应用

在选定的模拟用例下，可以观察手腕支架是否按计划变形，变形是否在允许范围内，以及弯曲过程中是否保持一般

度个性化，3D 打印为理想的制造工艺，因为其具有极大的设计自由度和创造晶体结构的能力。

形状。还可以确定应力分布，以确定应力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或是否出现可能导致故障 / 破裂的局部应力峰值。

是最常用的矫形产品之一 —— 鞋垫。鞋垫放置在鞋内，用于矫正脚的方位，以支撑、矫正和平衡脚部。由于脚部高

由此产生的力与位移曲线表明支架的刚度——在特定位移时的力越大，支架刚度就越大。

在 Forward AM 例子中，两条力 - 位移曲线表明，支架刚性在横向弯曲时比向下弯曲时更大。在某些情况下，这可
能对手可以向下弯曲但需要限制横向运动的伤情有利（图 7）。

图 9：采用 Ultrasint® TPU01 打印的晶体结构的鞋垫，最终零件硬度 30-70A 取决于使用的晶体结构
图 7：产生的力与位移曲线的对比
支架的设计已经使用有限元进行了分析和确认，接下来要使用之前步骤中生成的 .stl 文件打印支架。
后处理之前打印的手腕支架（图 8）。

晶体结构为各种应用和行业带来巨大的益处（点击此处，了解更多 Forward AM 用例）。然而，为满足冲击要求的

应用确定和创建正确的晶体结构意味着时间和成本密集的“设计 - 打印 - 测试 - 重新设计”迭代。巴斯夫虚拟工程套
件 Ultrasim® 克服了这一挑战，成为工业 3D 虚拟工程服务的首选。Ultrasim® 一强大数字优化工作流程，支持智
能搜索最优晶体几何结构，以满足各应用的独特机械性能要求。通过加快设计和测试迭代，Ultrasim® 可以缩短从
概念到组件的时间，大幅节省成本和材料。

图 8：打印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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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如何通过 Forward AM 自动优化流程创建优化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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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聚合物粉末 Ultrasint® TPU01 和 88A 的柔性和减震性能，Forward AM 开发出了具有不同硬度层次的鞋
垫。将有效材料性能与 Ultrasim® 转化能力结合，个性化晶体结构能够以最优方式达到每款鞋垫的用途。根据

ISO10993-10 和 ISO10993-5，两款热塑性聚氨酯粉末均成功地通过了皮肤致敏和细胞毒性试验。这意味着它们是
可以用于与人体有接触的应用，没有任何顾虑或保留。

特别说明：Forward AM 对医疗支架所需要的机械要求没有深入了解。根据客户信息，Forward AM 能够创建机械
载荷工况和相应模拟。

医疗应用中的增材制造技术

以下信息图概述了推荐的增材制造材料在医疗行业的关键应用中的使用情况，包括其占市场总量的百分比。请注意，
其余 60% 属于 III 类植入物。

增材制造材料在关键医疗应用中的大规模使用

增材制造医疗项目的材料选择

所有增材制造项目都需要密切关注细节，但在材料选择方面，医疗应用的需求可能会引起额外的关注。
医疗应用的性能与所用树脂的性能密不可分。强度、抗冲击性、生物相容性、温度和耐化学性等材料特性有助于确
保患者安全。

Forward AM 聚合物粉末、光敏聚合物和先进线材的综合性产品组合，为 3D 打印新一代医疗应用提供了一套无与
伦比的材料。这一全面产品系列也意味着 Forward AM 在与客户咨询时会采取技术不可知方法，因为这样可以使
Forward AM 拥有推荐最适合于应用的产品和工艺的自由。

正如本文上述部分章节所提及，确定最适合医疗应用的材料会对（从设计到测试、监管批准流程以及生产和最终处置）
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产生影响。

材料选择的另一考虑因素是确定后处理的影响以及添加包裹层的选择，以提高皮肤接触的安全性，增强颜色、表面
质量等美观性。

增材制造医疗项目的材料选择

下表分析了特定 Forward AM 材料、其所代表的技术以及对医疗行业的益处：

光敏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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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医疗应用的后处理

根据应用、增材制造技术和材料的不同，后处理可能是必要的一步，也可提供极大的可能性，以提高要求苛刻的 3D

打印医疗部件的吸引力、耐久性和整体质量。除了为 3D 打印医疗部件提供所有这些益处之外，后处理溶液对皮肤
也是安全的。

医疗应用的后处理考虑因素包括：Ultracur3D® Coat F 等柔性包裹层显著改善了耐磨性、紫外线保护、耐化学性、

防污性、表面触感、甚至透气性等性能，并赋予应用以色彩。使用 AMT 的 PostPro® 等自动化解决方案进行化学平滑，
可以为使用激光烧结、惠普多射流熔融技术、高速烧结或熔融沉积建模技术打印的零件提供注塑表面质量、改善 线
材气密性和细菌防护。点击此处，浏览 Forward AM 与 AMT 发布的白皮书，了解更多信息。

结束语

医疗行业中的多个领域已从增材制造中受益。这项技术为提供个性化护理和性能更好的医疗器械提供了新途径。

Forward AM 凭借工程级的增材制造材料、丰富的虚拟工程经验以及严格的内部测试流程，帮助客户进行医疗应用
的开发与验证，从而制造出符合规范、贴合实际应用、舒适的零部件，实现更实惠、更快速的批量化生产。
图文来源：巴斯夫 3D 打印解决方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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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3D 打印脊髓组织

修复脊髓损伤的新希望

3D 打印技术

助力 Planet Ocean 水下航行器

image© 网络

image©3ddayin

脊髓损伤是脊柱损伤最严重的并发症。受损的神经纤维可能不再能够在大脑和肌肉之间传递信号，这种再生衰竭通

增材制造技术在航天航空事业中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您知道它在水下也有应用吗？水下航行器制造商 ecoSUB

常会导致严重和永久性的残疾。迄今为止，针对脊髓损伤的预防、治疗和康复依然是当今医学界的一大难题。

现在，一种最新开发的脊椎植入物可能为世界各地的瘫痪病人提供希望，帮助他们有朝一日重新行走。来自特拉维
夫大学 Sagol 再生生物技术中心的研究人员在世界上首次设计了 3D 人类脊髓组织，并将其植入长期慢性瘫痪的实

Robotics 已转向 3D 打印来制造关键部件。该公司正在使用聚合物粉末融合沉积技术，特别是通过 3DPRINTUK

试验 SLS 和 Multi-Jet Fusion (MJF) ，以制造能够满足深海要求的坚固、独特的部件。该项目表明，即使在最苛
刻的环境中，增材制造技术也能继续发挥作用。

验室模型中。实验结果令人感到欣喜：恢复行走能力的成功率约为 80％。

ecoSUB Robotics 是 Planet Ocean 的衍生产品，Planet Ocean 本身是“用于研究、调查、海军和运营支持的高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模型动物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康复过程，在康复结束后，它们可以很好地行走。这是世界上第

航行器，而 ecoSUB 则专注于制造类似潜艇的水下航行器。该公司正在寻找一种制造 3D 打印组件的方法，该组件

一个植入工程人类组织在长期慢性瘫痪的动物模型中产生康复的例子——这是人类瘫痪治疗的最相关模型。”
来源：www.nanjixiong.com

质量海洋科学仪器专家”。Planet Ocean 尤其是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设备领域的领导者，其中包括自主水下和水面
能够在多种困难条件下运行，即在盐水、极低温度和海平面以下 2,500 米的极端压力下。此外，这些部件显然还需
要防水且完好无损，以保护航行器内有价值的电子设备。
来源：www.3dday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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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当传承 800 年的精美瓷艺遇到 3D 打印

美与效率两相俱全

C

M

Y

CM

MY

CY

C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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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一直以其独特的韵味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而瓷器的巅峰则在宋朝，传世的名窑迭出，其中一个则为“南
宋官窑”，其以釉色取胜，以造型见长，以纹片著称，庄重、典雅，其瓷器制作风格也流传至今。

3D 打印技术对于制作工艺的改变：新南宋官窑瓷器的制作工艺，一般有：制模，成型，修胚，补水，素烧，上釉，
吹釉，烧窑。3D 打印改变的工艺则为第一步，制模，即制作成型模具。

3D 打印制模方式：在三维设计软件中，设计瓷器的形状，再通过 AccuFab-L4K 3D 打印出来，得到母模，再通过

这个母模进行翻模。通过 3D 打印技术改善新南宋官窑瓷器的制作工艺，更加高效、高质，同时能给陶艺家更多的
创作可能性。现代科技与传统之美相融合，使得更多瓷器走进人们日常生活，让更多人欣赏这份古典之美，也让精
致的新南宋官窑瓷艺能够得到更好地弘扬！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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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循环再利用 3D 打印催生思维变换的无限可能

《3D Imperial》独家专访奥地利 3D 设计师
Barbara Gollackner

37

Barbara Gollackne（芭芭拉·格拉克纳）
-- 萨尔茨堡莫扎特大学讲师

-- Initiative Architektur Salzburg 董事会成员
-- 拥有自己的设计工作室

-- 所获奖项：Austrian Interior Design Award 2019，Iconic Award Innovative Architecture 2019
-- 目前居住地：奥地利 萨尔茨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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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全球每年要浪费多少食物吗？联合国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达 10.3 亿吨，约占世界食

Q

《3D Imperial》：当初为何会创办了个人工作室 Studio Barbara Gollackner ？

越多的人已经关注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幸运的是，很多设计师已经想出了减少、再次使用和循环利用的办法。

A

Barbara Gollackner：我出生于一个木匠家庭，基本上我是在各种木材和家具的包围下长大的。从纺织设计学校

物年产量的 17%。然而，这并不包含因食物产生的包装、塑料等难以降解的垃圾。面对如此严重的浪费问题，越来

奥地利设计师 Barbara 就是这样一位乐忠于材料再利用的先行者。Barbara 偏爱在各种学科的交叉领域进行概念

性工作，她拥有对网络、分享知识和经验的热情，以及对新方法和新材料的好奇心。本期《3D Imperial》带你了
解 Barbara 如何将食品垃圾再利用，打破传统认知壁垒。

39

毕业后，我学习了产品设计和家具设计。因为我一直想经营自己的工作室，所以我在大学毕业后做了一些实习工

作，其中一个实习项目所在地是印度。很快我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十年的时间里，我都是和一位伙伴搭档工
作。直到 2018 年，我觉得有必要尝试一下，完全靠自己独立工作，于是我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Studio Barbara
Gollack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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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3D 打印技术如今发展迅速，您是何时开始涉及这个领域的？

A

Barbara Gollackner：实际上，我从事 3D 打印方面的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在 2016 年就购买了我的第一台
3D 打印机，当时我只是很好奇。在开始应用到 3D 打印这项技术后，我们很快意识到 3D 打印技术可以让我们设计
师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

Q

《3D Imperial》：作为一名出色的设计师，您在不断探索设计与科技之间的关系。您为什么想到会转向 3D 打印设

A

Barbara Gollackner：对于一位产品设计师来说，3D 打印技术是一个彻底的游戏规则改变者。突然间，你可以在

计领域？

三维空间中轻松快速地掌控自己的设计。做你自己的原型产品，很容易改变一切。我可以在细节上做得更好，更快
地掌控和改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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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从概念到创作，设计师们似乎都有非常不同的创作方式。您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Q

《3D Imperial》：您与奥地利厨师兼餐厅老板 Martin Kilga 合作，用厨余制作餐具。请问您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A

Barbara Gollackner：我总是从速写开始。 我不太擅长速写，但我需要速写来解决问题，让事情顺利进行。 确定

A

Barbara Gollackner：欧洲人每年扔掉约 90 吨食物，我们每年使用近 30 吨一次性餐具。当了解到这些事实时，

概念后，我改用数字工具来掌控想法、设置尺寸并处理细节。我多半是将作品用 2D 设计，然后再用 3D 呈现。如果
可能的话，我将 3D 打印出三维原型来控制或测试设计。几乎每次我都需要一个以上的原型，因为需要对设计进行
几轮改进。

43

作品“wasteware”的想法开始在我的脑海中产生，如果我们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并试图在另一个问题的帮助
下，为其中一个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这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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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3D 打印餐具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呢？
A

Barbara Gollackner ：这些 3D 打印餐具是被当成食品级制作的。我们将某些食物垃圾捣碎成糊状，再进行 3D 打
印，最后烘烤和干燥化，以使其耐用。

Q

《3D Imperial》：在这些令人惊叹的餐具的设计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您是如何克服的？

Q 《3D Imperial》：对 Studio Barbara Gollackner 有怎样的未来规划？

A

Barbara Gollackner：最困难的部分是整个项目非常具有实验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过程像我们一开始想象的那

A

样顺利进行。所以我们决定接受这一事实，并开始自由地进行工作，没有固定的目标或目的。我们只是保持好奇，
进入一种“试错”模式，结果却出奇的好。

45

Barbara Gollackner：我只想继续我的工作——“日常工作”项目和实验项目，这两种类型的项目我都很喜欢。

现在我正忙于一些项目的设计，其中包括咖啡机餐具的设计，酒店的室内设计和家庭厨房的室内设计。当然，我会
继续“wasteware”这个项目，对此我还有很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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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您还有什么可以跟粉丝和《3D Imperial》的读者分享的吗？
A

Barbara Gollackner：保持好奇心！对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和兴趣。对我来说，这就是让我每天坚持的原因。
编后语：

在从事“wasteware”项目之前，Barbara 曾困扰于使用哪种材料等问题。因为继续使用塑料材料不仅没有从根

整理：Claire Jiang@3D Imperial

Barbara 受到食品浪费和食品垃圾带来的启示，经过层层工序，3D 打印出了“食品级”餐具，不仅实用，更伴生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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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上解决循环利用的问题，还会产生多余的塑料垃圾。除了使用可生物降解的塑料，或使用海藻制成的材料外，

出浓郁的艺术气息。我们不难发现，3D 打印技术在改变传统制作工艺的同时，也催生了更多思维变换的可能，是改
进与优化，是创新与发展，也是新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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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糖果，冬日的甜蜜选择

2012 年在洛杉矶成立的 Sugar Lab， 是世界上第一家真正的数字食品店。 与食品 3D 打印行业的其他公司不

同，Sugar Lab 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食品 3D 打印机，他们最初的想法很简单：使用糖作为 3D 打印材料。 为此，
他们用糖代替了粘合剂喷射溶液中常见的聚合物或陶瓷粉末，而不仅仅是挤出食物糊。 这个过程使他们能够创
造出美丽的、抗重力的形状，并向我们展示了 3D 打印在食品和设计中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

根据 Sugar Lab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Kyle von Hassen 的介绍，“我们在 The Sugar Lab 的目标，是
与我们成熟的数字设计团队合作，使用 3D 打印技术，追求厨师主导的烹饪创新 。”据悉，Sugar Lab 所有的

3D 打印糖果都适合素食者，价格在 19.99 美金至 35.99 美金之间。公司官网也同时提供定制 3D 打印糖果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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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https://sugarlab3d.com/

https://www.3dnati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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