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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ING IS MORE，3D 打印筑梦未来可持续发展世界

国际空间站将测试俄制新型 3D 打印机
静电喷射 3D 打印半导体电子产品
空客直升机将使用 3D 打印零件

数字制造服务商 Protolabs 在 2021 财年
收入 4.88 亿美元创新高

卷首语

3D 打印刷新大健康格局 多重应用优势凸显
科技的与时俱进催生全新的医疗解决方案，3D 打印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脱颖而出并开始引领现代医疗向个性化、智
能化、科学化方向迈进。而作为 3D 打印应用的一个重要分支，生物 3D 打印在医疗领域的价值日益凸显，并成为推

进和加速组织再生医学领域发展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多的患者因 3D 打印重拾健康，医疗机构也在与 3D 打印的紧密
结合中不断健全医疗服务体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全生命周期中的全面照护。

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利好渗透，与医疗相关的 3D 打印势必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21 年 12 月 2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 10 部门联合发布《“十四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这也是医疗装备领域首个国家层面的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高速发展，
市场规模快速扩大，未来要加快智能医疗装备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嵌

入医疗装备，加快植入式心脏起搏、心衰治疗介入、神经刺激等有源植介入器械研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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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医疗器械方面优势凸显外，3D 打印的定制化药物也以为成为未来发展的重头戏。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大
数据等数据化信息的不断完善，我们都能享受到这一精准而专属的定制化服务。业内普遍认为增材制造为临床制药

开发提供了很多优势，如根据病人的需求进行个性化治疗，加快药物交付时间，以及实现按需治疗，但 3D 打印药
物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过渡仍处于起步阶段。

不过，这一领域已经有了一些引人瞩目的发展，尤其是 Aprecia 公司，他们的 3D 打印药物 Spritam 早在 2015 年

就获得了 FDA 对 3D 打印药物的首次批准。该药物用于治疗癫痫发作，3D 打印药丸的孔隙率比传统制造的药丸高，
这意味着它们在体内的溶解和作用更快。

此外，全球制药公司默克与 EOS 旗下公司 AMCM 开展了一个联合项目，在 2020 年开发和生产 3D 打印药片，首
先用于临床试验，随后用于商业生产。在中国，也有极少数的企业在从事 3D 打印药物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成立
于 2015 年的南京三迭纪。作为首家入选美国 FDA 新兴技术项目的中国药企，三迭纪正在参与制定美国药典 3D 打
印药物行业标准。

编者笔记

3D 打印赋能价值创造，这一观点已在越来越多的实践应用中得到印证。正如惠普
3D 打印部门副总裁 Ramon Pastor 所言：“我们的使命是用 3D 打印技术改变

世界设计和制造的方式。随着行业加速其数字化未来之旅，我们正在大量生产 3D
打印产品。”为了始终在激烈的竞争中领先一步，各行业领先者在 3D 打印应用

方面下足了功夫。如新一代 Racer 直升机的零部件已经在空中客车直升机公司位
于法国马里尼亚讷的工厂中准备就绪，这些部件包括 3D 打印的铝、钛和塑料天
线以及摄像头的支架等，这是首次在空客直升机上安装利用增材制造技术生产的

元件；汽车制造商福特正式发布了一组 CAD 文件，让客户可以使用 3D 打印技术，
实现对 Maverick 皮卡车的配件个性化；建筑 3D 打印行业的领导者 COBOD 发
布了首款建筑 3D 打印机应用程序，在 3D 建筑 2.0 时代，该配置看起来使建

筑 3D 打印更容易实现并且更有趣；意大利建筑师 Valentino Gareri 更让我们

看到了 3D 打印在“循环经济村”建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 DREAMING IS
MORE 的思维方式……
更多精彩，敬请翻阅。

医疗领域的 3D 打印应用与我们有多远？其实未来已至，不过还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值得我们不断探索。随着在个性
化医疗、生物制药等方面的逐渐渗透，3D 打印或将改变医疗行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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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增材制造口腔修复用激光选区熔化金属材料
注册审查指导原则

一、适用范围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口腔修复体制作用激光选区熔化（Selective laser melting）金属材料，如钴铬合金、纯钛及钛
合金金属粉。采用其他增材制造工艺技术制作的口腔修复用金属材料不属于本指导原则的范围，注册申请人可根据
产品的具体设计原理、结构组成特征及应用技术，参照本指导原则中适用的内容。
二、注册审查要点
（一）监管信息
1. 产品名称的要求

产品名称需根据《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指导原则》相关要求，采用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中的通用名称，以产品的技术原理、结构组成或预期用途为依据命名，至少包括产品的主要化学成分和适用
的加工工艺（激光选区熔化）。

例如：牙科用激光选区熔化钴铬合金粉、增材制造口腔修复用激光选区熔化纯钛金属材料、牙科用激光选区熔化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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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粉、牙科用激光选区熔化钴铬钼钨烤瓷合金粉。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注册申请人对增材制造口腔修复用激光选区熔化金属材料注册申报资料的准备及撰写，同时也
为技术审评部门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审评提供参考。

本指导原则是对增材制造口腔修复用激光选区熔化金属材料注册申报资料的一般要求，注册申请人需依据产品的具

体特性确定其中内容是否适用。若不适用，需具体阐述理由及相应的科学依据，并依据产品的具体特性对注册申报
资料的内容进行充实和细化。

本指导原则是供注册申请人和技术审评人员参考的指导性文件，但不包括注册审批所涉及的行政事项，亦不作为法

规强制执行，需在遵循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前提下使用本指导原则。如果有能够满足相关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
也可以采用，但是需要提供详细的研究资料和验证资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当前认知水平下制定的，随着法规和标准的不断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本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也将进行适时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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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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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类编码

根据《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及有关的分类界定文件，产品属于口腔义齿制造材料中的义齿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管理
类别为Ⅲ类，分类编码为 17-06-00。
3. 注册单元划分原则

产品注册单元划分需符合《医疗器械注册单元划分指导原则》的要求，原则上以技术原理、结构组成、性能指标和
适用范围为划分依据，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1）材质不同的产品需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如：钴铬合金粉、纯钛粉、钛合金粉等）。

（2）金属粉末制备工艺不同的产品需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如：气雾化法、等离子体旋转电极雾化法、射频等离
子体球化法等）。
（二）综述资料
1. 结构组成

需明确母合金或各元素金属原材料（以下简称“母材”）、材料的组成成分及百分含量、金属粉末的粒径、粉末制备工艺、
修复体成型工艺、交付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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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用范围

依据产品打印制件的机械性能，将口腔修复用金属材料分为 6 种类型，6 种类型金属材料的适用范围如下 :
0 型：用于承受低应力的单牙固定修复体，如小贴面单面嵌体、饰面冠；

1 型：用于承受低应力的单牙固定修复体，如有贴面或无贴面的单面嵌体、饰面冠；
2 型：用于单牙固定修复体，如冠或嵌体 ( 不限制表面数量 )；
3 型：用于多单位固定修复体，如桥；

4 型：用于承受极高应力的附有薄型部件的修复体，如可摘局部义齿、卡环、薄饰面冠、跨度大或横截面小的固定
修复体、杆、附着体以及种植体的上部结构；

5 型：用于需要高硬度和高强度的修复体，如薄的可摘局部义齿、横截面小的部位、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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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的表述需客观、清晰，使用有明确定义或行业公认的术语或名词，需描述产品适用于制作的修复体类型。

2. 型号规格

对于存在多种型号规格的产品，需明确各型号规格的区别，采用对比表及带有说明性文字的图片、图表，对各种型
号规格的结构组成、产品特征、性能指标、功能等方面加以描述。
3. 器械及操作原理描述

5. 包装说明

需以图片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明示申报产品的包装信息，以列表形式说明所有包装内容物。提供包装材料的信息，
评价包装材料对材料储存过程的影响。标明产品包装装量。

（1）粉末性能描述

6. 与同类产品或前代产品的比较信息

氧含量、粉末粒径及粒径分布、粉末球形度、流动性及松装密度等信息。

应当说明选择其作为研发参考的原因。

粉末材料的性能描述需描述器械特征、性能参数、竞争优势等，至少包括粉末的基本形貌、粉末的化学成分、粉末纯度、
（2）制粉工艺原理

增材制造口腔修复用激光选区熔化金属材料为球形金属粉末，通过不同的制备工艺将母材加工成适用于激光选区熔

化的金属粉末（以下简称“金属粉末”），粉末制备工艺主要有气雾化法、等离子旋转电极雾化法，射频等离子体
球化法等。

需提供同类产品（国内外已上市）或前代产品（如有）的信息，阐述申请注册产品的研发背景和目的。对于同类产品，
需综述同类产品国内外研究、临床使用现状及发展趋势。同时列表比较说明申报产品与参考产品（同类产品或前代
产品）在材料成分及含量、制粉工艺、成型工艺、粉末粒径及球形度、打印件性能指标、适用范围、应用技术等方
面的异同。明确产品有无使用了新材料、活性成分、新技术、新设计或具有新作用机理、新功能。

需根据金属粉末的制备工艺阐述制粉原理，并针对不同工艺的优缺点，阐明申报产品在制备工艺过程中的优化过程。

如气雾化法作为最常用的球形粉末生产工艺之一，由于需坩埚融化，易引入杂质，同时雾化过程中易产生空心粉和
卫星球等缺陷，且喷嘴的设计、雾化的工艺参数对粉末性能影响较大，需调整喷嘴直径、熔炼温度和雾化压力等雾
化参数对产品性能优化时，注册申请人需对优化思路及结果进行阐述。
（3）打印工作原理和打印参数

需明确与产品兼容的打印设备，各设备系统的打印参数，包括激光功率 / 激光能量密度、光斑直径、扫描间距、铺粉厚度、
扫描速度、器械或组件在打印空间中的放置位置、打印方向、器械间距、打印支撑物的位置、类型和数量等。
需明确产品打印后的后处理工艺，包括机加工、热等静压、热处理、支撑物或残留粉末去除、表面处理等。
（4）打印制件性能描述

需描述各方向打印制件的机械强度，如硬度、拉伸性能和弯曲性能。还需尽量模拟口腔修复体在临床应用中的实际
使用情况，描述其疲劳和抗反复弯折的能力，并明确打印制件的金相组织、耐腐蚀性、孔隙度和翘曲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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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临床资料

1.2.5 不正确使用产生的危害：

1. 产品风险管理资料

忽视说明书中适用范围及禁忌症、警示信息内容。

使用产品时未按照说明书中操作方法操作；

建议按照 YY/T 0316《医疗器械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的要求，对母材采购、生产加工过程、产品包装、运输、
贮存、使用等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实施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报告需包括风险分析、风险评价、风险控制等产品风险
管理的相关资料，需至少包括产品安全特征清单、产品可预见的危害及危害分析清单（说明危害、可预见事件序列
即危害成因分析）、危害处境和可能发生的损害之间的关系、风险评价、风险控制措施以及剩余风险评价汇总表。
提供的风险管理资料需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1.2.6 产品包装可能产生的危害：

包装破损；标识不清；与贮存和运输过程不适宜。

需在产品生命全周期中对风险进行管理控制，以使剩余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可通过产品设计控制、母材选择、产
品技术性能指标的制定、正确的标签标识、生产和检验控制、产品说明书等多项措施以降低风险至可接受水平，但
不局限于以上所述。

1.1 可能影响产品安全性的特征问题清单

2. 产品技术要求

类产品进行充分的风险识别，风险识别的信息来源需要具体列出，可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途径：类似产品的投诉 /

修复用激光选区熔化金属材料》以及产品特点，明确保证产品安全、有效的各项性能指标和检验方法。建议考虑但

需参考 YY/T 0316 附录 C 的要求判定医疗器械与安全性有关特征的问题，但识别风险的来源并不局限于此。需对该
抱怨数据、医学文献、实验室检测、产品标签标识等。对于风险识别信息的来源注册申请人需具体说明，并提交有
关支持文件或文献。

需按照《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进行编写。同时结合 YY/T 1702《牙科学增材制造口腔固定和活动
不限于以下内容：

1.2 产品有关危害的清单

需详细列出与产品有关的已知和可预见危害的清单，以及对每个危害如何造成损害的分析（包括可预见的事件序列、
危害处境和可能发生的损害）。

需明确拟申报产品所特有的任何额外风险，说明风险分析的方法。已识别的风险应至少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方面：
1.2.1 材料的生物学和化学危害：
材料的化学组成及来源；
材料的生物相容性。

1.2.2 生产加工过程可能产生的危害：
（1）- 污染；

（2）- 添加剂（助剂）的残留；
（3）- 生产环境洁净度；

（4）- 生产工艺配方或关键工艺参数的改变。
1.2.3 产品使用风险因素：

修复体打印过程中生产人员防护粉末吸入、金属粉末氧化、燃爆；

临床应用过程中对患者的刺激性、致敏性，以及修复体机械失效、功能失效。
1.2.4 使用信息不充分产生的危害 :
说明书警示信息不明确；
使用操作说明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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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2.1 金属粉末的物理性能：粉末外观、球形度、粉末粒度及分布、粉末流动性、粉末的松装密度、粉末的振实密度、
固相线和液相线温度（合金）或熔点（商业用纯金属）。
2.2 检验方法

产品的检验方法需根据技术性能指标设定，检验方法需优先采用公认的或已颁布的标准检验方法（可参考本指导原

则参考文献中引用的相关标准）；自建检验方法需提供相应的方法学依据及理论基础，同时保证检验方法具有可操
作性和可重现性，必要时可附相应图示进行说明，文本较大的可以附录形式提供。
2.3 附录

金属粉末的化学成分。主要元素：标明大于 1.0%（质量分数）的成分含量，精确至 0.1%，明确对氧、氢、氮等影

image© 网络

响产品性能的成分含量要求。0.1% ～ 1.0% 之间的成分需标出名称或符号；允许成分偏差；有害元素：需要指出含量。

数发生变化，需论证其性能不低于原有要求。需开展金属粉末与打印设备关键工艺参数的匹配性研究。

2.4 其他

需评估热处理工艺对材料和终产品的安全、有效性的影响。验证资料包括热处理方法适宜性验证和评估、热处理参

如有不适用的项目，应予以说明。本章仅提供了常规产品的基本性能要求，给予参考。

对于使用新材料、新技术、新设计或具有新作用机理、新功能的产品所具有其他性能及注册申请人声称的其他性能
要求，应在技术要求中明确。

3.1.3 热处理工艺验证研究

数确定的依据、热处理后结果的可接受性准则。

关于热处理工艺验证，需考虑该工艺对打印制件理化性能、机械性能等的影响，提交包括升温时间、保温温度、保
温时间等热处理参数的确定依据，明确产品推荐的热处理工艺。
3.1.4 打印制件理化性能研究

打印制件性能反应了金属粉末与打印工艺匹配性能，是评价产品临床使用性能的重要指标。需按照口腔修复体的临

3. 研究资料

3.1 理化和机械性能研究

需提供产品性能研究资料以及产品技术要求的研究和编制说明，包括功能性、安全性指标的确定依据，所采用的标
准或方法、采用的原因及理论基础。研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3.1.1 金属粉末性能研究

金属粉末性能研究需至少包括化学成分（氧、氢及杂质元素）、粉末形貌和球形度、粉末粒径及其分布、流动性、
松装密度、振实密度等。

对于部分可回收、再利用的金属粉末，需明确打印环境（热、氧气、湿度、紫外线等）对粉末的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粉

末流动性、粒径等）的影响，论证工艺稳定性和临床可接受性，确定重复使用的次数以及新粉和旧粉（非回收料）
的混合比例，并提交相关研究验证资料。
3.1.2 打印设备参数研究

根据产品的性能要求和预期用途，明确打印舱室环境以及材料成型关键参数，并论证合理性。同时，需验证设备的
稳定性。需针对激光选区熔化工艺及工艺参数进行验证，关键工艺参数包括激光功率 / 激光能量密度、扫描速度、

光斑直径、扫描间距、扫描策略、铺粉厚度、气氛保护、支撑结构、打印方向、成型室温度等，明确金属粉末性能
最差情形和打印工艺的参数设置区间，关于最差情形的选择需提交合理性支持依据，证明满足预期性能。如工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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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加工需要，按申报产品加工修复体类型分别与同品种产品进行性能研究和对比。

对打印制件的理化性能进行研究，包括化学成分（打印前后变化情况）、表面粗糙度、尺寸、翘曲变形、硬度、拉伸性能、
弯曲性能、夹杂物和孔隙率、密度、耐腐蚀性、抗晦暗、显微组织、密合性、线胀系数（如适用）、金属 - 陶瓷体系性能—
剥离 / 萌生裂纹强度（如适用）等，需对不同打印方向对性能的影响进行研究。

打印制件试样选取需覆盖打印方向，试样长轴平行于打印生长方向 (Z 轴方向 ) 和试样长轴垂直于打印生长方向 (X
轴或 Y 轴方向 ) 需分别进行研究验证。
3.1.5 打印制件功能性研究

需根据注册产品的适用范围，结合产品口腔修复体在临床中的实际使用情况，考虑试件断裂、磨损、对对合牙损伤

等风险，进行疲劳、抗反复弯折、抗翘曲变形和耐摩擦磨损等能力的研究。若产品适用于制作固定义齿，建议开展

牙冠牙合面摩擦磨损试验，对于多单位牙桥建议考虑桥体疲劳性能；若产品适用于制作活动支架，建议开展卡环及
大连接体的疲劳试验。可根据产品适用的标准要求确定需要的功能试验项目、试验方法。性能研究需进行合理分组，
可设置同品种产品作为对照组，进行性能比对，产品性能应不差于对照组产品。

研究资料中需明确各项性能指标的确定依据，提交研究资料说明性能指标的稳定性和合理性。各修复体类型产品最
差情况的选择应当根据产品的临床应用特点、修复体结构设计、加工工艺等方面确定，提交验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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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物学特性研究

需提交在宣称的货架有效期内及包装完整性验证资料。包装材料的选择建议考虑以下因素：包装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

与试验》、YY/T0268《牙科学口腔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第 1 单元：评价与试验》及《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和审查指

与标签系统的适应性；包装材料与贮存运输过程的适合性。包装验证的资料内容应与包装说明中给出的信息相符。

按照预期与人体接触方式、接触时间，根据 GB/T 16886.1《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第 1 部分：风险管理过程中的评价
南》相关要求，生物相容性评价资料可考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3.2.1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的策略和所含程序

包装材料与产品的适应性；包装材料与成型和密封过程的适应性；包装材料所能提供的物理、化学保护；包装材料
对于不适用的因素应阐述不适用的依据。对于包装的货架有效期验证，建议注册申请人提交终产品初包装的初始完
整性和维持完整性的验证资料。
3.3.2 运输稳定性

3.2.2 医疗器械所用材料选择的描述

需提交运输稳定性验证资料，可依据有关适用的国内、国际标准和验证方案进行，如：产品包装的跌落试验、振荡

3.2.3 材料表征

试验等，提交运输稳定性验证资料，证明在规定的运输条件下，运输过程中环境条件不会对医疗器械的特性和性能

－医疗器械材料的定性与定量的说明或分析

造成不利影响。

－医疗器械材料与市售产品的等同性比较

3.2.4 选择或放弃生物学试验的理由和论证
3.2.5 已有数据和试验结果的汇总

（四）产品说明书和标签样稿

生物学评价终点一般包括细胞毒性、迟发型超敏反应、口腔粘膜刺激或皮内反应、遗传毒性、亚慢性全身毒性。必

产品说明书、标签和包装标识需符合《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和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例如

3.2.6 完成生物学评价所需的其他数据

要时参照 YY/T 0268《牙科学口腔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第 1 单元：评价与试验》进行生物学试验。

YY/T 0466.1《医疗器械用于医疗器械标签、标记和提供信息的符号第 1 部分：通用要求》。除已批准信息外，说明
书和标签中应当明确产品的热处理条件，打印设备的重要参数推荐范围如：铺粉层厚、光斑直径、激光功率 / 激光

能量密度、激光功率、扫描速度、打印间距等，金属粉末重复使用次数及使用处理方法，在金属粉末使用过程中预

3.3 稳定性研究

3.3.1 产品货架有效期

金属粉末比表面积大，需考虑密封、避潮贮存条件，货架有效期验证可依据适用的国内、国际标准和验证方案进行，

防粉尘吸入的建议及其他需要补充的信息。

提交产品的有效期验证报告。产品有效期可采用实时老化研究、加速老化研究验证。

（五）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化学成分、粉末粒度及分布、流动性等），并提交所选择测试方法的验证资料。若选择实时老化有效期验证试验，

需提供金属粉末制备的生产加工工艺，注明关键工序和特殊过程，并阐明其过程控制点及控制参数，提供生产工艺

明所用加速条件的合理性。

明确制粉母材的材料信息（通用名称、化学名称、符合的标准及牌号、材料供应商、入厂检验标准等）和质控要求，

在有效期研究中，需监测整个有效期内确保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参数如在产品技术要求中所描述的参数（如

产品选择的老化环境条件应不低于产品说明书宣称的贮存、运输环境条件。若选择加速老化有效期验证试验，需说

的可控性、稳定性确认文件。

明确生产加工过程中加工助剂的使用情况。

提供金属粉末生产工艺（电极感应熔化气体雾化、等离子惰性气体雾化、真空感应熔化气体雾化、等离子旋转电极
雾化等）中气体压力、流速和温度，气雾化喷嘴的内径和喷射角度，气雾化塔里的压力和氧含量，旋转电极雾化工
艺的电流和转速等关键工艺参数，明确工艺参数确定依据。

提供金属粉末筛分、混合和分装的工艺流程。阐述各步骤的工艺控制方法，特别针对超细粉末的筛分过程中的去除

情况、气氛保护和污染防控、防爆控制进行描述。有多个研制、生产场地，应当概述每个研制、生产场地的实际情况。
来源：国家药监局器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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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福特汽车发布皮卡开源 3D 打印模型

鼓励用户打印配件

空客直升机将使用

3D 打印零件

image© 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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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商福特正式发布了一组 CAD 文件，让客户可以使用 3D 打印技术，实现对 Maverick 皮卡车的配件个性化。

新一代 Racer 直升机的零部件已经在空中客车直升机公司位于法国马里尼亚讷的工厂中准备就绪。Racer 直升机将

这些文件适用于皮卡的福特集成系带系统（FITS），该系统可以对各种配件进行定制，如杯托和手机支架。早在福

这是首次在空客直升机上安装利用增材制造技术生产的元件。该项技术主要由位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西班牙航空

特的 Maverick 投入生产之初就对外宣布打算共享这些文件，现在汽车已经量产，他们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在 2022 年进行最后组装，并投入随后的飞行活动。这些部件包括 3D 打印的铝、钛和塑料天线以及摄像头的支架等。
航天技术高级研究中心（CATEC）负责研发。

随着 3D 打印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福特除了推广 3D 打印作为客户定制车辆的一种手段外，福特还在其他领域利用了

CATEC 是欧洲唯一的、很可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过去 10 年实现了 3D 打印技术在卫星、空间探测器、发射器、

这些打印机已用于为福特的一些车型制造零件，例如福特 Shelby Mustang GT500。

的竞争日益激烈，正在深刻改变着该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

该技术。目前已在自己的设计制造中心配备了许多 3D 打印机，如 OEM HP 的 Multi Jet Fusion (MJF) 3D 打印机，

商业和军用飞机上的实际应用的机构，现在又将这一技术推广到直升机上。3D 打印在航空航天领域与其他制造工艺

来源：www.3ddayin.net

来源：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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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AddiTec 和 Amorphology 合作利用混合增材

制造出高性价比的应变波齿轮

MIT 团队开发出 3D 打印植物合成材料

像骨头和铝合金一样坚韧

image©AddiTec

image©MIT

AddiTec 公司是著名 3D 打印机设备制造商 Meltio 的创始伙伴和经销商。近日，它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 MIT）的一个研究团队设计出一种新木

通过选择增材制造，就有可能以大大降低的 3D 打印这些齿轮挠性线的成本，简化传统的制造工作流程，并使高性

MIT 的一个团队设计了一种复合材料，主要由纤维素纳米晶体和少量合成聚合物混合制成。有机晶体占材料的 60%

寸直径应变波齿轮挠性线。部件原型是 3D 打印的，然后在运行 Meltio 装置（一个模块化的定向能沉积 DED 打印

比常规的铝合金还要坚硬。

专门从事先进材料的衍生公司 Amorphology 展开合作，开发特殊的 3D 打印齿轮箱部件。

能钢的使用具有成本效益。Amorphology 公司和 AddiTec 公司已经联合开发了一个使用 17-4 沉淀硬化钢的 6 英
头）的哈斯数控混合系统上进行数控加工。除了削减材料用量和生产成本，该方法还能按需制造各种规格的挠性线。
这意味着用户不必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每种直径的库存，从而减少仓储和物流成本。
来源：www.3ddayin.net

质复合材料，它像骨头一样坚硬，像铝一样坚韧，它可以为绿色塑料的制造铺平道路。

到 90%，这是迄今为止复合材料中 CNCs 的最高比例。研究人员发现纤维素基复合材料比某些类型的骨骼更坚固，

有趣的是，当研究小组在显微镜下观察这种复合材料的结构时，他们发现纤维素颗粒形成了一种砖和砂浆的结构，
类似于珍珠质的结构。在珍珠质中，这种锯齿状的微观结构阻止了裂纹直接穿过材料。
来源：www.3dday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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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单季度出货超 100 台 3D 打印后处理设备

DyeMansion 再获 1500 万欧元投资

机器人公司 Q5D 获 250 万美元种子轮融资

开发多功能布线和电子 3D 打印机

image© 网络
德国 3D 打印后处理领导者 Dyemansion 最近获得了 1500 万欧元（约 1.09 亿人民币）的资金。本次融资，
DyeMansion 没有选择风险投资（VC）机构的资金，而是从欧洲创新委员会获得 400 万欧元，从欧洲投资银行获

得 1100 万欧元。这对 3D 打印后处理领域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融资，真正验证了 3D 打印市场的这一领域。3D 打印
后处理变得越好，零件就越便宜，越适合消费者。

DyeMansion 首席执行官 Felix Ewald 表示：" 欧盟的财政支持以及董事会的专业知识将帮助 DyeMansion 继续

image© 网络
英国机器人公司 Q5D Technology 已获得 250 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用于开发一种新的多功能布线和电子 3D 打
印机。

他们所开发的 "CU500 " 5 轴 FFF 系统具有一个可更换的工具头，可以适应在大型航空航天和汽车部件或电子设备
上快速沉积聚合物、金属浆料或布线。

引领 3D 打印行业转型。结合 2021 年第四季度的势头以及我们现有投资者的持续支持，我们现在已经做好准备，继

本轮融资来自于 Chrysalix 风险投资公司、SOSV 和英国创新与科学种子基金。Q5D 将利用本轮融资对 CU500 进

来源：www.nanjixiong.com

来源：www.nanjixiong.com

续精力充沛地开发相关的、高度工业化的技术，帮助我们的客户生产具有卓越品质的 3D 打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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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进，他们相信这台机器可以被多个行业的客户用来制作线束和在零件上打印导电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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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静电喷射 3D 打印半导体电子产品

Scrona 获 960 万美元 A 轮融资

数字制造服务商 Protolabs 在 2021 财年

收入 4.88 亿美元创新高

image©Scrona

image©Protolabs

半导体短缺持续对各行业造成严重影响，从家用电子产品到汽车的生产周期。造成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 3D

数字制造服务提供商 Protolabs（PRLB）透露，他们在 2021 财年创造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年收入。

3D 打印技术的商业化。

尽管遇到了新冠疫情、英国脱欧和美国通货膨胀相关的挑战，但公司在 2021 年第四季度仍然取得了 1.24 亿美元的

该公司表示，使用其特有的 3D 打印技术，它能够比通过更传统的 3D 打印方法更快、更精准，提供高达 100 倍的

在 2021 财年的收入达到 4.88 亿美元，比 2020 财年的 4.34 亿美元增长了 12%。在过去的两周里，由于对创纪录

打印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孵化出来的 Scrona 已完成 960 万美元的 A 轮融资，计划将微型

分辨率。该系统基于静电喷射技术，可产生非常精细的亚微米级打印和喷射。它适用于各种墨水材料，据说其粘度
是与传统喷墨打印头兼容的材料的 100 倍。可以打印从金属到生物材料的各种材料。

虽然半导体短缺似乎不会很快消失，但 Scrona 在增材制造中开发出的技术为半导体行业来带了无限商机，“老式”
的芯片制造能力显得非常昂贵且耗费时间，这就是金属 3D 打印的用武之地。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改进现有的
制造工艺，颠覆半导体行业未来的发展。
来源：www.nanjixiong.com

收入，比 2020 年第四季度报告的 1.05 亿美元高出 18%。部分归功于子公司 Hubs 的 13% 季度增长，Protolabs
业绩的预期，投资者对 Protolabs 公司的兴趣大幅上升，导致股价跳涨 18%。

Protolabs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ob Bodor 说：" 我们对第四季度的业务表现感到高兴，突出表现为强劲的增长和
高于我们预期的收入。尽管经营环境极其恶劣，但我们企业的潜力和市场机会却持续增长。" Protolabs 将 2022
年第一季度的收入预期定为 1.16-1.26 亿美元，如果实现，这将代表 0-8% 的年度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预计
Protolabs 的收入增长将加快，因为其 " 应对挑战的措施 " 已经生效，最终将在 2022 财年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来源：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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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国际空间站将测试

俄制新型 3D 打印机

AMotion Center 部署全新的

DMP Factory 500 金属 3D 打印机

image© 新浪网

image© 网络

据俄航天集团将在国际空间站俄舱，对用于打印热塑性聚合物部件的俄制新型 3D 打印机进行测试。热塑性聚合物

AMotion 中心 (GF Additive Novazzano SRL) 是 GF 集团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 GF Machining Solutions，投

在加热时变软，冷却后又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与此同时，其分子间的化学键不会被破坏，即使反复加热，零件也
不会失去其性能。

消息称，打印机将在 2022 年 6 月被送到国际空间站。在国际空间站打印出来样品后，将被送回地球，与地面 3D
打印机打印的样品进行比较。俄航天集团称，未来，借助这一技术，宇航员将能够在国际空间站自行打印所需部件，
而不是等待部件从地球发货。

此前，俄罗斯石油公司的俄罗斯 3D 打印技术中心已投入运营，这是俄罗斯最大的自动激光装置，具有俄罗斯最大
的 3D 打印矩阵。 这种新的高科技设备将为批量生产新型 VK-1600V 发动机的大型部件和零件提供机会。
来源：新浪网

资了数百万美元，并在其位于 Stabio 的金属 3D 打印机机群中增加了最新一代的新 DMP Factory 500 ( 瑞士）设施。
由于客户需求的增加，为了扩大其在金属 3D 打印方面的生产能力，位于 Stabio 的 AMotion 中心收购了最先进

的 DMP Factory 500 制造系统。通过此次产能扩张，AMotion 中心现在能够加工 Inconel 625 以及 X、Inconel

718 等合金。该机器的打印体积为 500x500x500mm，由 GF Machining Solutions 合作开发 3D 打印系统。

AMotion 中心是 GF Casting Solutions 的一部分，专门使用 3D 打印工艺批量生产由超级合金制成的复杂部件。

特别是对于航空航天、工业燃气轮机和赛车运动的（小）系列，AMotion 中心的专业团队可以依靠多年的专业知识

和与精密铸造工艺的协同作用。从原型到批量生产，包括加工到即装即用的解决方案，AMotion 中心提供的一切都
符合 NADCAP 的高质量标准。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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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Desktop Health 推出 Einstein 新系列

牙科 3D 打印机和新型牙科树脂

Formlabs 3D 打印机

让技术触手可及

image©3D 打印资源库

image© 新浪网

Desktop Metal 旗下子公司 Desktop Health 宣布推出一系列用于牙科应用的新产品 Einstein 系列。Desktop

随着时代的发展 , 人们对工具的要求越来越细致 , 追求个性化和定制化 , 传统的流水线生产速度和质量很难达到人们

士设计的高精度 Einstein 系列 3D 打印机，包括 3 款不同的机型。Einstein 专为普通牙医设计，可实现椅旁打印；

原本原型制造直接打印部件的概念 , 也开辟了生产材料的新天地 , 帮助用户在投资昂贵的材料前可以先短期小批量生

Health 成立于 2021 年 3 月，是一家致力于为个性化医疗开发 3D 打印解决方案的医疗保健公司。专为牙科专业人

Einstein Pro 为小型牙科实验室和专家设计；以及专为高产量牙科实验室设计的 Einstein Pro XL，可提供该系列

中最大的打印范围。Einstein3D 打印机的速度比其前身快 50%，它利用强大的技术组合来提供最“精确的贴合和
自然的外观以及令人惊叹的清晰度”。它们包括数字光处理 (DLP) 技术、专有的 NanoFit 385 技术和 Hyperprint
技术，以确保打印受益于热能和闭环软件升级。

配套的树脂材料为 Flexcera Smile Ultra +，这是一种已获得 FDA 永久使用许可的强效牙科树脂。可用于永久性、

可打印的牙齿修复。它采用陶瓷强度和长链化学成分配制而成，以确保理想的性能。

对使用材料和对生产速度的需求。Formlabs 通过六种原型制造和生产技术 , 拓展了 3D 打印机的功能 , 不再局限于
产和测试。

以牙科行业为例 ,Formlab 新一代牙科 3D 打印系统能够满足牙科专业人员的严格需求 , 只需单击几下鼠标就能快

速完成制造。首先通过使用 Form 机器内的扫描仪对患者口腔就行扫描就能快速获得患者口内解剖结构的数字印膜 ,

其次利用扫描结果可以设计间接粘结托盘 , 对其中的各项参数进行设置后就可以在 PreForm 系统中进行打印设置 ,
最后对于打印出来的产品进行清洗和干燥、固化、去除支撑精加工等操作步骤 , 一副为患者专人定制的正畸托槽就
完成了。

来源：新浪网

来源：3D 打印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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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

图文来源：Raise 3D 上海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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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3D 打印技术

生产可见光谱的所有结构颜色

宝马 3D 打印技术

助力德国雪橇运动

image© 高维博创

image© 网络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 3D 打印某些受蝴蝶启发的纳米结构创造了人工色素。对于他们的新技术，生

德国雪橇协会的运动员正在受益于宝马的金属 3D 打印：德国雪橇运动员已经借此获得了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新成绩。

的翅膀饰有绚丽的色彩。这些是由可见光波长范围内极其复杂的规则表面结构产生的。通过偏转光线，这些结构可

也起着重要作用。

物化学工程教授 Andrew deMello 小组的科学家从蝴蝶中汲取了灵感。原产于热带非洲的 Cynandra opis 物种
以放大或抵消光的各个颜色分量。在 deMello 的带领下，研究人员使用纳米 3D 打印技术成功复制了 Cynandra
opis 的表面结构以及其他改性结构。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创造了一种易于使用的方法，用于生产颜色的结构。

自然界中有许多这种结构着色的例子，包括不规则的表面结构——例如，在其他蝴蝶物种中发现的。“然而，

Cynandra opis 翅膀上的规则纳米结构特别适合使用 3D 打印进行重建，”deMello 小组的前博士生、本研究的主
要作者曹晓宝解释说。Cynandra opis 结构由两个相互垂直堆叠的网格层组成，晶格间距约为 1/2 至 1 微米。

与宝马的技术合作对于 BSD 雪橇团队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在体育运动中，只有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决定胜利，材料

宝马专注于此开发了一种全新的尖刺附件，它发展迅速，正好赶上北京冬季奥运会。对于新的 3D 打印成果，团队
首先生成并分析了真实鞋尖几何形状的数字图像。这允许测试许多不同的形状，以最终确定冰上的最大牵引力。

自 2010 年以来，冬季奥运会上的德国雪橇运动员也受益于宝马的支持。对于 BSD，工程师们制作了所谓的支撑架。

通过改进拓扑结构和 3D 打印工艺，可以在不牺牲功能和耐用性的情况下将结构的重量减半。更多的重量在相同的
空气阻力下带来更大的动力，从而带来更高的速度。这完全取决于雪橇系统中重量的最佳位置，以实现最大速度。
由于法规规定了最大重量，因此可以故意将雪橇中节省的每一克都放在正确的位置以提高性能。

来源：高维博创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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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3D 打印纳米摩天大楼

助力细菌转化电能

COBOD 发布

首款建筑 3D 打印机应用程序

image©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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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 3D 打印技术创建了高层 " 纳米住房 " 的网格，爱好阳光的细菌可以在其中快速生长。然

为了始终在激烈的竞争中领先一步，目前建筑 3D 打印行业的领导者 COBOD 发布了首款建筑 3D 打印机应用程序，

小组已经从光合细菌中提取了能量，但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为它们提供合适的家，可以使它们提取的能量增

更容易实现并且更有趣。

后，研究人员能够提取细菌在光合作用中留下的废旧电子，这些废旧电子可以用来为小型电子产品供电。其他研究
加一个数量级以上。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可再生生物能源发电方法具有竞争力，并且已经达到了太阳能转换效率，可

可在 iOS 和 Android 以及公司网站上的网络应用程序上使用。在 3D 建筑 2.0 时代，该配置看起来使建筑 3D 打印

以超过目前许多生物燃料发电方法。剑桥大学的研究小组用金属氧化物纳米颗粒 3D 打印了定制的电极，在蓝藻进

该配置器可以帮助加强 COBOD 作为细分市场和技术领导者的角色，努力拓宽市场并将自动 3D 打印带入比以往任

这些电极具有出色的光处理性能，就像一个有很多窗户的高层公寓。蓝细菌需要一些它们可以附着的东西，并与它

但是将来有希望实现。用户可以从配置他们的 3D 打印机开始，修改构建体积的宽度、长度和高度。

行光合作用时，这些电极被定制为与蓝藻一起工作。这些电极被打印成高度分枝、密集的柱状结构，就像一座小城市。
们的邻居形成一个社区。这项电极允许在大量的表面积和大量的光线之间取得平衡，就像一座玻璃摩天大楼。一旦

何时候都更广泛的人群。使用配置器让任何人都觉得他们真的可以通过按一下按钮来建造房子。现在暂时不可行，

自我组装的蓝藻在其新的 " 有线 " 家中，研究人员发现它们比目前的其他生物能源技术更有效率。与其他从光合作

设置打印机后，用户可以从模型库中选择一种建筑类型，这些模型库反映了 COBOD 在全球完成的项目。选择模型后，

来源：网络

来源：网络

用中生产生物能源的方法相比， 该技术将提取的能量增加了一个数量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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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模拟整个 3D 打印过程——甚至在虚拟社区内——加快打印速度，实时查看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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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DREAMING IS MORE，3D 打印筑梦未来可持续发展世界

《3D Imperial》独家专访意大利建筑师
Valentino Gareri

Valentino Gareri（瓦伦蒂诺加勒里）
-- 注册建筑师

--Valentino Gareri Atelier 工作室的创始人

-- 毕业于 IUAV 威尼斯建筑大学，可持续建筑专业

-- 意大利帕尔马大学，建筑设计助理教授（2012-2013）

-- 获得很多在可持续设计的研究方面的国际奖项，如可持续建筑奖——2012 年度 Fassa Bortolo 大奖和
    2011 年度的 SAIE Selection 2011 Award
--DREAMING IS MORE 思维方式的推动者
-- 现居地：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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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你可曾闻“循环经济村”？这一概念最早由澳大利亚城市规划师和政治经济学家 Steven Liaros 与水利工程师
Nilmini De Silva 共同提出。他们将经济循环村描述为一个“高科技、可再生的村庄网络，在其生物区域内努力

实现自给自足和零浪费”的愿景。在这个规划模式中，“每个村庄都容纳了一个多达 200 人的多样化社区，并将

整合可负担的联合办公和共同生活空间，以及水和能源的微型电网和可再生农业系统。”来自意大利的 Valentino

Q

《3D Imperial》：请为我们介绍下您的个人经历和背景。

A

Valentino Gareri：我毕业于 IUAV 威尼斯建筑大学，我一直热衷于发现最好的和最新的设计方法，以尊重环境和

我们的地球为前提进行建造。出于这个原因，我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可持续设计上，我一直在寻找和自己理念
与行为准则一致的工作室，并为此而工作。

Gareri Atelier 工作室正在进行这一概念的试点项目。本期《3D Imperial》采访了该工作室的创始人 Valentino

之后，我在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生活了十年，先后为 Renzo Piano Building Workshop、Mario Cucin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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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eri 瓦伦蒂诺加勒里先生，带你了解 3D 打印如何筑梦未来世界。

Architects 和 BIG - Bjarke Ingels Group 工作。

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为什么会创立 Valentino Gareri Atelier 工作室？

A

Valentino Gareri：2021 年，我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命名为 Valentino Gareri Atelier，我认为这是一段自然

而然的旅程，我有机会把过去经验中的概念进行运用，不断加深看待建筑和世界的观念。Valentino Gareri Atelier

Q

《3D Imperial》：作为“DREAMING IS MORE”（想象更重要）思维方式的推动者。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这种

A

Valentino Gareri：我们相信，建筑作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应该激发人们去想象。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思维方式吗？

“DREAMING IS MORE”。好的建筑是无价的，而不是被明码标价的。建筑师应该被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建筑的愿
望所驱动，但同时也要考虑成本，以及对环境的尊重。

是一家建筑工作室，在纽约和悉尼都设有办事处。我们是一群梦想家，我们立志于设计出对地球有积极影响的建筑。

建筑师有责任做出重大贡献，使我们今天居住的地球成为更美好的地方，成为未来最理想的家园。“DREAMING IS

49

50

我们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团队。在去年，我们收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项目委托，我们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MORE”鼓励任何领域的每个人发现自己的内在天赋，并用这种天赋来改变世界。

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Cacao Eco Village（可可生态村）项目中的可持续建筑设计包含哪些原则？

A

Valentino Gareri：Cacao Eco Village 可可生态村使用循环经济模型进行设计，作为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增加收入、
降低资源依赖和浪费的创造性解决方案，所有的建筑都是用当地的天然材料建造的。外墙从厄瓜多尔色彩缤纷的房

屋和可可树五颜六色的果实中汲取的灵感。建筑物的造型便于雨水收集：水箱集成在屋顶，其形状也是从厄瓜多尔
当地的艺术图案中汲取的灵感。

Q

A

《3D Imperial》：3D 打印技术目前发展非常迅速，作为一名专注于可持续设计的优秀建筑师，请问您是何时以及
如何进入该领域的呢？

Valentino Gareri：我一直对降低能源和建筑成本的新方法和解决方案着迷。以更可持续的方式进行设计也是出于
这个原因。在设计 Sunflower Village（向日葵村）项目时，我们第一次运用了 3D 打印技术，而这个项目正是我

们梦想中的未来住宅村原型。村里有 19 栋 3D 打印的房子，并围成一个圈。每栋房子只需要 3 天便可建成。此外，
也规划了在施工阶段尽量减少在圆心圈形状内的专用空间的占用，在施工结束时，这个专用空间将转换为社区的大
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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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ao Eco Village（可可生态村）背后的可持续建筑设计包含五个核心原则：

1.Modular 模块化的：可扩展、可复制，可以适应不同的场地、尺寸和几何形状。

2.Functional 功能性的：村庄将作为可可加工、巧克力工厂、教育和研究中心、共同生活区域、共同工作区域和文
化坐标地以及受关注的旅游目的地进行运作。

3.Sustainable 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自给自足的村庄（雨水收集，太阳能，自然通风以及用当地材料建造，如竹子、   
    木材和由可可壳废料打印的 3D 建筑）。

4.Tech enabled 技术支持的：区块链、IOT 物联网和 NFT 非同质化代币。
5.Connected 有连接的：连接当地社区，融入当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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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作为 Circular Economy Villages（循环经济村）的第一个例子，Spiral Village 项目也应用
了 3D 打印技术，有怎样的概念支撑？

Q

《3D Imperial》：备受关注的 Cacao Eco Village（可可生态村）项目中，一些建筑物将使用可可废料进行 3D 打

A

Valentino Gareri：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时，我们对一个既存的事实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 80% 的可可果实没有

印。请问这个创意是如何诞生的？

用于巧克力生产过程，它们变成了废料。在循环经济中，废料可以成为一种资源，而且通常会被转化为能源。

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向前迈进了一步。那就是假让这些废料再次“活”起来会怎么样？因此，我们大力推动了循
环经济核心原则，以至于影响了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可可废料将被重新用于村庄的 3D 打印部分。废料不仅变成

A

Valentino Gareri ：Spiral Village 项目采用的全新的、可复制的综合用途开发模式。目的是从传统的城市扩张，
转向以自然为灵感的建筑和功能的布局。

这个项目的宏伟愿景是建立一个高科技、可再生的村庄网络，并努力在生物区域内实现自给自足和零浪费。在规划
的模型中，每个村庄都是一个多元化社区。我们正在设想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可以体验与自然、食物等更亲

密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建立强烈的社区意识。同时，用创新的方式结合技术，从而改善我们的生活并降低生活成本。
这个住宅村庄将采用 3D 打印技术，并使用从现场采集的土壤进行建造。

了资源，而且变成了建筑。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能够设计出完全由天然材料建造的建筑，并在其生命周期

几十年来，人们普遍认为，生活在可持续发展的村庄意味着放弃舒适。通过 Spiral Village，我们正在重新构想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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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时对其进行回收利用，以便创造新的建筑，或者让它们回归自然。

来的生活，将自然、可持续能源和现代技术相结合，建造我们梦想中的村庄。

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作为一名获得多项国际奖项的成功建筑师，您认为未来采用 3D 打印技术工作的建筑师需要具备
哪些必备技能？

A

Valentino Gareri：３D 打印技术才刚刚起步，目前看来该技术堪比 1900 年初汽车的到来，那时人们还乘坐马车旅行。
许多更进一步的步骤必须完成，其中很多是未来建筑师可以贡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年轻建筑师的主要技能是：
保持好奇心，当然也包括热情，如果你是建筑师，我认为热情是理所当然需要有的，因为热情可以让你应对这份工
作的所有艰辛和困难。而好奇心能让你发现未知的事物，创造未知的事物，梦想明天的世界。

Q 《3D Imperial》：Valentino Gareri Atelier 工作室未来有什么规划？
A

Valentino Gareri：目前，我们正在澳大利亚、非洲和南美开展多个项目。我们最新受委托的项目是位于澳大利亚

蓝山的，带有健康中心的住宅开发项目。我们同事也正在与一家重要的公司洽谈在中国的一个新项目，这将是我们
在亚洲的第一个项目！

Q 《3D Imperial》：您还有什么想和《3D Imperial》的读者和您的追随者分享的吗？
A

Valentino Gareri：如果你已经读到这篇采访的结尾，就说明你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感兴趣，谢谢您！ 您可以在我们
的网站 https://valentinogareri.com/ 上看到更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编后语：

设想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那里人们可以体验到与自然之间更密切的关系，以创新的方式融入技术，改善我们的生

整理：Claire Jiang@3D Imperial

和现代技术将结合在一起。其实，建筑师 Valentino Gareri 已经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接近想想的生活方式。全新

Ate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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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降低生活成本。通过经济循环村概念和设计原则，我们正在重新想象未来的生活，在那里，自然、可持续能源
的 DREAMING IS MORE 思维方式，给予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而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却成为让想象得以实现
的强有力工具。未来已至，未来可期。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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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entino Gareri
凡侵犯本公司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本公司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56

创意视界

Little You 用 3D 打印来定制孩子的专属玩具

Little You 是一个数字平台，可以让 6 岁到 18 岁的儿童有机会使用最新的网络技术和 3D 打印技术进行设计、

个性化定制，甚至是创造自定义的角色形象。孩子们可以创建 3D 角色并定制他们的外观和身份的各个方面。

用户可以选择和添加不同的服装来设计他们的 3D 人物，他们还可以自由更改各种附加配件的颜色、大小和位置。
Little You 通过 3D 打印将 3D 模型变为现实。Little You 在安大略省的工厂配备了工业 3D 打印机，确保高
质量的打印。完成打印后，3D 打印专属玩具可以寄送给世界各地的客户。该公司的网站还为客户提供了一个购
买和下载 3D 模型的选项，以便孩子们可以在家中进行 3D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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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视界

图文来源：www.littleyou.ca

                      www.3dnatives.com
                      www.fabbal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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