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jamin Haller

3D 打印在线平台 AMADDE，探索增材制造中的产学研发展

小米 3D 打印机上线：手机 APP 操作，在家随时用
探索 3D 打印晶格结构在背包中的应用
3D 打印生长型心脏瓣膜，有望实现
3D 打印隐形牙套正雅齿科完成 5 亿元融资
加速推动数字化整畸产业布局

卷首语

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亟待突破核心瓶颈

第三，高端制造追赶跨越重在抓好强基争先

当前，世界各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比拼、博弈日趋激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局部冲突形

领跑的。现阶段，我国发展高端制造应重点聚焦电子装备制造、精密机械制造、航空航天装备、高端医疗设备等领域，

势突变，“卡脖子”问题愈发凸显。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亟待突破核心瓶颈，解决重点领域受制于人、
自主创新系统布局、先进制造强基争先的迫切问题！

高端制造的发展非一时之功、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没有长期的积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是不可能实现并跑和
强化基础、抢占先机，抓核心、促整体，抓中间、促两端，努力实现我国高端制造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持续发展。

为此，应率先强化高端电子装备制造核心。瞄准工业制造 3.0、4.0 发展目标，进一步夯实我国面向未来的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制造基础，实施“高端电子装备制造”国家重大专项工程，集成优势力量破解高端芯片制造、工业

第一，必须下大力气破解重点领域的“卡脖子”难题

目前我国高端制造重点，聚焦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及数控机床、航空航天装备、生物医疗装备等领域，在

集成电路、操作系统、工业软件、智能装备等方面面临短板和不足。例如：高端电子装备制造领域，芯片制造的硅片、
光刻胶、掩膜版等高端材料依赖进口，EDA 设计软件被美国等垄断，极紫外 EUV 光刻机装备缺乏，缺少自主研发
的 IP 核，操作系统和知识型高端工业设计软件依赖进口，复杂电子装备系统设计、电气互联工艺、电子封装测试及

热设计与管理、光 - 机 - 电 - 液插拔、连接基础件等制造技术亟需提升；机械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端传感器、
机器人关键部件及高性能轴承、齿轮、液 - 气 - 密件等关键基础件亟需加强自主创新；航空航天领域，航空发动机、

航电系统、材料存在短板，亟待提升智能设计制造、高性能复合材料、精密超精密加工、特种加工技术工艺；高端
医疗设备领域，超声、电子显微、生物电 / 磁、X 射线、磁共振、光学成像及核医学影像等自主研发不足，亟待加
强国产替代、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为推进制造强国战略扫清发展瓶颈障碍。
第二，高端制造创新发展必须强化系统布局

我国工业制造发展历史相对较短、工业基础薄弱，学科基础、技术基础、产业基础缺乏一定的持久性和连续性；同

软件开发应用、复杂电子装备设计与制造、高端传感器和机器人部件等难题，解决 CPU 等关键芯片的自主可控架构、
3D 封装、EDA/IP 核等问题，布局碳基芯片、类脑芯片、人工智能芯片研发，将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与先进制造技
术紧密融合，加快传统工业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应深化巩固高端机械制造坚实基础。实施“精密机械高端制造推进计划”，着力在复杂机电系统结构设计、
复杂装备动力学设计与振动控制、高动态复杂装备制造等方向上深化提升，增强工业装备及产品的高质量设计制造

能力；同时，补足高性能轴承、齿轮、密封件及工业传感器、光 - 机 - 电 - 液插拔、连接基础件等短板，提高精密超
精密制造、高性能制造工艺水准；积极发展智能制造、增材制造、绿色制造、仿生制造、云制造等新模态。

此外，应着力加强我国高端制造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与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乡村振兴、医疗健康等
战略计划深度融合，“固本强基、虚实相济”，推动国家制造整体质量与实力的不断提升。在全社会深入普及“重
视工业本体、回归先进制造”的文化理念，营造有利于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软实力。

（作者：段宝岩系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李耀平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级工程师）

时，设计、制造、测试、保障等主要环节发展不均衡，材料、装备、工艺、知识储备、工具支持、人才支撑不够完善，
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不足，体系构建仍有缺漏，缺少参与全球高端制造领域顶级博弈的核心竞争力。

为此，要深化创新链布局。在原始创新、原初积累、从 0 到 1 的突破上系统部署，加快推进芯片制造、知识型工业软件、
高档数控机床、复杂系统设计、关键基础件、精密制造工艺等核心技术研发。大力推进“揭榜挂帅”
“赛马”等机制创建，
借鉴我国“大国重器”制造的原创经验，实施“高端制造核心共性技术”攻关工程，解决高端制造能力不足的急迫问题。
要强化产业链发展。适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高端制造为牵引，带动中
低端制造向高质量、高水平演进，将创新链产出成果及时转化、应用到产业链发展中，为打好高端制造发展“持久战”
“消
耗战”“实力战”做足储备。实施“高端制造产业强国工程”，解决材料、设计、制造、测试、保障等制造环节的

共性问题。构建协同发展机制，融合国企、民企、中小型企业以及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等多要素，形成产业链良性
发展的系统闭环，以产业强国推进制造强国。

要突破人才链掣肘。应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巨大作用，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科技领军企业为主体，大力推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国家急需、国际前沿的创新性研究，融合我国“双一流”大

学和学科建设，将领军拔尖人才成长、梯队培养与高端制造需求紧密衔接。实施“高端制造人才支持计划”，制定

编者笔记

3D 打印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更多可能性的应用，目前正向着程度不断深化、场景日趋多元的方向发

展。汽车制造商福特 (Ford) 已开始在汽车生产线中使用自主机器人对最终使用的零件进行 3D 打印，
这是福特公司发明的新技术；利用 3D 打印技术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晶格结构，为很多新产品的开发

带来了新的手段。高端背包品牌 Osprey 已使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腰部配件，为背包客提供防滑抓地力、
缓冲支撑以及更好的通风性能；来自英国伦敦的设计工作室 Blast Studio 利用 3D 打印改造城市垃圾，
成为新的城市生态系统；AMADDE 公司 CEO Benjamin Haller 向我们介绍了 3D 打印技术学习平台

的发展潜力，以及未来如何培养更多的科技型人才，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技术需求……更多精彩，敬请翻阅。

出台给予战略科学家、拔尖创新人才突出贡献的激励、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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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多所高校开设 3D 打印专业

image© 网络
3D 打印行业长期紧缺专业人才的形势，在未来或许会得到缓解。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 3D 打印专业。2022 年教育
部公布了 2021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新增 1961 个专业点、撤销 804 个专业点，31 种新专
业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为了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的重要一环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部、

image© 网络
教育部办公厅也在发布的《关于征求对新版正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意见函中》明确提出把增材制造技术应用（3D 打
印）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开设，归到 05 加工制造类。

卫计委、国资委、海关总署、质量监总局、知识产权局等 11 部门印发《增材制造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明确指出“组织实施学校增材制造（3D 打印）技术普及工程。在学校配置增材制造设备及教学软件，开设增材制造

知识的教育培训课程，培养学生创新设计的兴趣、爱好、意识，在具备条件的企业设立增材制造实习基地，鼓励开
展教学实践。”

人社部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颁布 < 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 (2018 年修订 )> 的通知》，决定自今年秋季
学期开始施行 2018 版技工院校专业目录。新增“3D 打印技术应用”专业。

image© 网络
《中高职院校 3D 打印项目建设方案》做了说明，表示为了加强职业教育，激发中高职学生的创新活力，优锐科技
将推进推课改、创特色、建基地、搭平台、育英才等五大行动，推进职业教育与科技创新教育。
image©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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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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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3D 打印生长型心脏瓣膜

鼓励用户打印配件

福特在汽车生产线中使用自主机器人

3D 打印汽车零部件

image© 网络

image© 福特

慕尼黑工业大学 (TUM) 和西澳大利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由 3D 打印的人工心脏瓣膜，它主要由患者自身

汽车制造商福特 (Ford) 已开始在汽车生产线中使用自主机器人对最终使用的零件进行 3D 打印。

研究团队在 TUM 教授 PetraMela 和西澳大利亚大学的 Elena De-Juan-Pardo 的领导下，利用熔融电铸 3D 打印

福特利用自主开发的交互系统能够让 KUKA 公司制造的机器人与其他系统“说相同的语言”，并且可以对这些机器

的细胞制成，可随着人体年龄的增长而生长。这种新型的生物打印方法有望克服当前人工心脏瓣膜制造技术的缺点。
工艺，创造出由患者自身细胞组成的多孔支架，这些细胞可以随着患者的生长而生长。

该团队使用内部的熔融电铸 3D 打印机创建心脏瓣膜植入物，模仿个别患者自身主动脉心脏瓣膜的各种组织结构。
他们的数字平台 3D 打印出复杂的图案，然后与管状微孔水凝胶支架组合在一起。

打印出来的结构能够承受心脏瓣膜的苛刻功能，同时保持足够的多孔性，允许病人自己的细胞在支架上定居和增殖。
该团队通过创建一个模拟循环系统，并使其承受与天然心脏瓣膜相同的压力和流速，来测试其人工心脏瓣膜的能力。

人实现自动控制，而不需要人工参与。用自主机器人进行 3D 打印零件是福特公司发明的新技术，目前这项新技术

已经为 Mustang Shelby GT500 跑车提供了 3D 打印的零部件。利用这个新技术不仅能够减少人工操作而且可以大

大提高生产效率。福特全球制造技术开发总监 Jason Ryska 说：“使用自主机器人进行 3D 打印能够扩展福特 3D
打印的业务，还能简化设备，使装配线更灵活。”
来源：www.nanjixiong.com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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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洛克希德马丁为卫星配备 3D 打印相控阵天线

新技术由 SWISSTO12 和 CAES 联合提供

Pielleitalia 和 Roboze 将合作

回收尼龙材料制成 3D 打印线材

image©Pielleitalia

image©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美国国防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航天部门已选用 SWISSto12 和 CAES（科巴姆先进电子解决方案）为未来的卫星

高科技纺织品公司 Pielleitalia 和 3D 打印制造商 Roboze 达成合作，将回收尼龙材料并制成 3D 打印线材，助力

相控阵天线是目前卫星移动通信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种天线形式，由三个部分组成：天线、馈电网络和波束控制器。

Pielleitalia 与 Roboze 合作，为聚酰胺（尼龙）“赋予新的生命”。此次合作的共同目标是开发一个完整的循环

任务提供 3D 打印相控阵天线。

相控阵天线指的是通过控制阵列天线中辐射单元的馈电相位来改变方向图形状的天线。是通信系统中的关键射频
(RF) 组件，允许在空间站（卫星）和地球之间进行远程信号传输。

作为合作伙伴，SWISSto12 和 CAES 的目标旨在为洛克希德等美国国防制造商提供更容易获得的 3D 打印技术。前
者的 3D 打印能力与后者的设计工程专业知识相结合，使定制射频系统能够满足严格的尺寸、重量和性能要求。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可持续制造、环保制造和经济循环！

经济模式，从服装中回收的聚酰胺为二次原材料，用于制造具有抗菌功能的 3D 打印物体。

Pielleitalia 的营销经理 CesarePezzini 说：“Pielleitalia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与不同合作伙伴共同完成跨部

门项目，共同目标是开发对环境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创新技术。我们认为 Roboze 是理想的合作伙伴，可以将我
们的收聚酰胺服装的想法变为现实，将其转化为用于 3D 打印的长丝。Pielleitalia 和 Roboze 都热衷于创新研究，
并非常关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使我们成为了强大的合作伙伴。”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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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3D 打印隐形牙套正雅齿科完成 5 亿元融资

加速推动数字化整畸产业布局

金属和碳纤维 3D 打印，Markforged 2021 财年

收入 9120 万美元，增长了 27%

image© 网络

image© 网络

随着年轻人对矫正牙齿的需求上升，以及对矫正环节的要求提高，基于数字化的隐形正畸技术得到快速发展，正雅

金属和碳纤维增材制造平台 Digital Forge 厂商 Markforged 最近公布了 2021 年的财报。与 2020 年的 7190 万

逾 50 万例，年生产超千万只隐形矫治器。与此同时，年生产的 3D 打印牙模数量也超过了千万个，因此对 3D 打印

元增至 5290 万美元。

齿科成为这个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之一，从 2010 年收治 100 个病例到 2021 年收治约 8 万例，正雅已累计设计方案
设备及材料的需求量也在不断上升。

近日，正雅齿科宣布完成 D 轮融资，融资金额达 5 亿元。本轮融资由北京泰康投资领投，华润国调厦门消费基金、

嘉兴科技城、张家港产业投资等机构和部分老股东共同跟投。这一轮融资将加速正雅在隐形正畸领域的产业布局、
推进隐形正畸技术的持续研发与创新，同时加强品牌建设与团队发展，促进其核心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
来源：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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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相比，2021 年的收入增长了 27%，达到 9120 万美元。2021 年的毛利润增长 26%，从 2020 年的 4190 万美

首 席 财 务 官 Mark Schwartz 说：" 我 们 对 我 们 在 2022 年 再 次 实 现 目 标 的 能 力 充 满 信 心。”Markforged 预

计 2022 年能够产生 1.14 亿至 1.23 亿美元的收入，同比增长 30%。考虑到季节性因素和下半年的 FX20 收入，
Markforged 预计 60% 至 65% 的收入将在今年下半年确认。全年非 GAAP 毛利率预计在 55%-57% 之间。
来源：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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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赢创投资美国医药公司 Laxxon

为患者提供药物传递性能更高的 3D 打印药片

Diamond Age 获得 5000 万美元 A 轮融资

加速建筑行业 3D 打印制造系统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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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创宣布通过其风险投资部门投资美国医药企业 Laxxon Medical。该公司开发了一种 3D 丝网印刷技术，可用于

近日，机器人初创公司 Diamond Age 在 A 轮融资中获得了 5000 万美元，加速机器人 3D 打印制造系统的开发。

型药片中的活性成分在体内实现靶向传递。

这轮融资由科学初创投资者 Prime Movers Lab 牵头，该公司去年也牵头了该公司的种子轮融资。之前的投资

赢创风险投资负责人 Bernhard Mohr 表示：“这项技术对患者非常有益。更可控的药物传递技术能减少副作

Signia Venture Partners 也加入了该轮融资。这轮融资的 20% 由生产型房屋建筑商和土地开发商投资。

生产使活性药物成分定时释放的结构化药片，并且单个药片可含有多种活性成分。赢创的特种聚合物可确保这种新

用，而服药次数的减少则可降低日常忘记服药的风险。我们很荣幸能为真正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创新技术提供支

者 AlpacaVC、Dolby Family Ventures、TimberGrove Ventures 和 Gaingels 都参与了本轮融资，新投资者

持。”Laxxon 的 3D 丝网印刷技术可使药片内部形成不同的层次。例如，采用活性成分层和惰性层交替的内部结构，

Diamond Age 将 利 用 最 新 的 注 资 继 续 扩 展 机 器 人 平 台， 并 完 成 其 第 一 个 商 业 住 宅 建 筑 合 同。 自 成 立 以 来，

材质的组合设计，可实现理想的动力学性能（即在人体内的化学反应速度），从而促进活性成分的释放。 这项技术

技术队伍，与房屋建筑商和开发商合作，将房屋建筑变成按需产品，并最终为买家提供更多选择来定制和个性化自

使若干剂量的药物随时间释放；将多种药物相互层叠，使多个药片合为一个。通过对尺寸、几何形状、内部结构和
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其打印速度明显快于现有的 3D 打印工艺， 因此适用于大规模量产。
来源：http://www.3dsciencevalley.com/

Diamond Age 的规模已经翻了一番，并计划引进更多工程人才，继续实现目标。Diamond Age 希望增强自身的

己的房屋。Prime Movers Lab 的合伙人 Suzanne Fletcher 说：“Diamond Age 的现场制造系统使建筑过程实
现了自动化，解决了建筑制造中大量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来源：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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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爱普生正式进军 3D 打印

推出全新螺杆挤压工业 3D 打印机

赛尔 Versatex 打印引擎和 Nitrox Elite GS3 打印头

在慕尼黑 InPrint 展会首次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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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技巨头精工爱普生公司（Seiko Epson Corporation）宣布计划在全球拓展业务。到 2025 年，目标收入

赛尔在 2022 年德国慕尼黑印刷展览会上发布其新研发的“开箱即用”的 Versatex 打印引擎和 Nitrox Elite GS3

标。爱普生希望利用市场的持续增长，新的工业 3D 打印机将成为未来几年可以预期的主要新产品之一。”

在喷墨印刷领域的领导地位。赛尔 Versatex 打印引擎可以让喷墨经验不足的用户能够快速跟踪数字喷墨技术开发

为 1.7 万亿日元（合 149 亿美元），将其全球收入增加 50％以上，并希望通过全方位的新产品和服务来实现这一目

打印头。此次会上发布的两件新产品体现了数字喷墨技术在现代制造工艺中的广泛用途和潜力，进一步明确了赛尔
和集成过程，从而助力制造商以更迅速、经济、灵活的方式来探索有前景的新应用。

爱普生认为该技术仍有许多局限性，特别是在兼容材料方面。现在技术已经成熟，3D 打印系统已经成为全系列专
业工业应用的常态，爱普生正式进入这个更先进的 3D 打印生态，推出其基于扁平螺杆实现挤压方法的新型工业 3D
打印机。据爱普生介绍，Epson 3D 打印机可以使用常用的第三方材料来生产各种尺寸和功能的坚固、精确的工业
部件，简单理解就是支持多种材料的打印。同时，它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包括生产最终产品的零件，并使用户能
够大规模定制他们的商品以支持小批量生产。这款新型 3D 打印机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材料挤压方法，该方法使用爱

赛尔 Versatex 由完全集成的数据路径和供墨系统构成，并支持基于 ImagineX 创想平台设计的众多打印头，是一

款功能全面、使用方便且即时可用的解决方案，既可用作评估套件，也可用作大型打印引擎，该引擎可配置多支打印头，
集成后最高打印幅宽可达 420mm。和赛尔 Versatex 打印引擎一样，Nitrox Elite GS3 打印头也是首次亮相。作

为赛尔 Nitrox 系列的最新成员，该款小墨滴喷头可提高打印均匀性和墨滴定位精确度，实现高清图像分辨率，使肤
色、渐变和色彩更加平滑，是标签和图像应用的理想之选。同时，Nitrox Elite GS3 还可使功能性流体应用，实现

普生精密注塑机中的扁平螺杆实现。

精细的印刷细节和特征。

来源：网络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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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小米 3D 打印机上线

手机 APP 操作，在家随时用

MODIX 为大幅面 3D 打印机

带来新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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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有品众筹正式上线 KOKONI 多功能 3D 打印机。KOKONI 多功能 3D 打印机与其他同类打印机最大的不同，即

总部位于特拉维夫的 Modix 是领先的大幅面 3D 打印机开发商，专注于开发 Big60 和 Big120 等大型 3D 打印机。

印机配备有自研的移动端三维打印软件，无需 USB 连接。同时，它还搭载有经过有限元热流仿真的自研喷头组件，

的核心性能和功能。

是它的应用场景并非是工厂、企业等工业环境，而是多人家庭、小型办公室团队等小环境。KOKONI 多功能 3D 打
确保 3D 打印产品的品质。

KOKONI 多功能 3D 打印机的适用人群包括模型爱好者、设计师、3D 打印初学者等，都不是专业的 3D 打印机使用
人士。因此，KOKONI 多功能 3D 打印机作为一款全组装的开箱即用产品，设备无需调平和其他校准，而且用手机

APP 即可完成全部操作，为消费者群体提供极大便利。考虑到日常家庭面积的大小，KOKONI 多功能 3D 打印机的
整机尺寸相对较小，长宽高分别为 189*272*231mm，相当于两本牛津词典的大小。同时，它除了可在家随时用，

也可以放在后车厢里携带出行，十分方便。此外，KOKONI 多功能 3D 打印机的实用性特强，可广泛应用于儿童教育、
结构设计、家居生活、艺术设计等多个领域。

这家公司最近推出了可用于大幅面 3D 打印机系列的新附加组件，并宣称这些组件将提高 Modix 全系列 3D 打印机

新型打印头名为 Griffin，由 Bondtech 开发的（BMG 模型）定制挤出机和 Modix 自己设计的热端组成。这款

打印头还配备了由 SliceEngineering 制造的新型双金属隔热装置，扩展了加热块内部的熔化区。此外，升级后

的 PT-1000 温度传感器能够保证机器在高达 500° C 的温度下进行打印，实现高性能材料的打印。除了新型喷嘴，
Modix 还推出 3D 打印机的新固件——RepRap 固件版本 3。该版本由 Duet 开发，包含多项智能功能：G-Code
的宏功能和实时监控引擎提高了打印机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在硬件方面，Modix 发布了三个新组件：倾斜屏幕、

紧急停止按钮和长丝安装架。倾斜屏幕被称为是一种“便利性改进”，允许触摸屏以各种角度倾斜，最适合与
ModixBIG-Meter 和 Modix 120Z 一起使用，以避免颈部拉伤。
来源：网络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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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

掌握供应链的复杂性
3D 打印技术已应用超三十年，各个行业对其小批量打印的优势都了解颇多。3D 打印无需昂贵的工具和复杂 的操作，
就能缩短交货时间，并使零件成本逐步脱离数量这一因素。因为飞机制造和维修中的很大一部分对数量的要求较低，
所以降低这些成本在行业中影响深远。

许多航空制造公司和 MRO 已经认识到，AM 的这些特点可以帮助他们控制复杂的供应商设置。
在航空航天领域中，增材制造的讨论热点仍然是安全攸关的金属零件的打印制作，这是大公司大力宣传的创新投资

领域，但与此同时，3D 打印也能够制造不那么起眼、低关键性的塑料零件，并且进展顺利，而这方面的商业利益也
是显而易见。

如今，经过认证的 AM 供应商生产了大部分可用于飞行的部件，在当前航空航天行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AM 供应商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灵活和多变，能够帮助航空航天公司降低现金流中的风险，加速现金流的流动，并维
护了现金流的稳定。

本文将探讨以下几点 :

1. 增材制造在供应链上的具体优势所在

2. 增材制造在典型零件、数量和成本方面的优势

飞机中低关键性零件的采购

3. 增材制造的运行方式和注意事项
► 增材制造在其他方面的优势

增材制造为航空航天供应链管理提供机遇
前言

本篇短文探讨了飞机制造商和维修商 (MRO) 借助增材制造 (AM) 加强和精简供应商基础的方式，以及他们能如何按
照需求灵活采购飞机零件以节约成本。

该报告由 Materialise 公司的航空航天团队撰写，对 AM 零件制造的供应链优势和机遇进行了概述，并提供指南以
快速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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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供应链——安全、顺利

仓储量最小化 : 只储存所需之物

航空航天业存在着许多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 : 供应商过于繁杂、供应链僵化、交货时间长和浪费严重等等，

本和库存风险，也使浪费降到最低。需求量少以及需求率低的零件无需入库储存，这点对多地经营的公司尤为裨益。

而这些问题在增材制造支持的供应链案例中都迎刃而解。所以，AM 的帮助在航天业中极富吸引力。

经过认证的增材制造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无需复杂的步骤就能安全顺利地修复航空供应链中的主要漏洞。与其他一
些 AM 创新领域不同，这种商业案例很简单，在现有的采购流程和购买理论下也能轻松实现。

AM 使航空航天制造商、供应商和维修商能够 " 订购 " 重复性零件，然后按需打印。这极大地减少了库存需求、成

数据

空 客 公 司 ( 及 其 供 应 商 层 ) 中 可 重 复 性 AM 零 件 的 使 用 寿 命 为 5-6 年。 对 于 使 用 寿 命 最 长 的 可 重 复 性 零 件，
Materialise 公司已交付约 10,000 次。但在整个使用周期内，80% 的零件的交付次数小于 1,000 次，60% 的零件
小于 250 次。

从简如一 : 单个供应商提供更多零件
一家经过认证的 AM 制造合作伙伴能提供更多类型的零件，主要通过借助不同的技术和材料进行打印 。普通、重要
性较低的塑料零件原本由多个供应商提供，在多个不同的的生产线上制造完成，但是现在一家 AM 供应商就可以实

供应链去风险化 : 打印地点不受限

如果零件储存在数字库中而不是在工厂中 ，经认证的 AM 工艺的可重复性表明零件无需在同一地点的同一机器上打

现所有供应。

印。如果某个打印中心出了问题，那么其他打印中心也能轻松打印该零件。打印零 件不需要使用特定打印地点中的

数据

目前，Materialise 为空客 A350 打印了约 100 个不同型号的零件，全年为整个 A350 生态系统生产 了 26,000 个零件。

特定模具。虽然一些制造商和供应商可能希望发展自身的增材制造能力，但是得到认证的外部供应商使用能力范围
更广，并且在制造时能够轻易做到去中心化。

供应快速 : 交货时间较短，使您在计划时间之内游刃有余

数据

期的零件，同时也不会影响紧锣密鼓的飞行器修理、维护、翻新或制造计划。

个客户的月平均订单从 1 个到 150 个零件不等。

AM 技术可以缩短同类零件的交货时间。这意味着，在 MRO 和 OEM 这样的装配中，仅需几天就可以替换缺失或延

如果算上所有使用技术及客户，目前，Materialise 每年印刷约 700 个不同的航空航天零件 ( 按零件编号计算 )。每

数据

按照正常的生产计划流程，如果不考虑后处理 ( 喷漆 / 涂层 )，3D 打印零件从订货到交货的周期通常为 5-10 个工作
日。当航材需求紧急时，比如飞机因故障而无法接地 (AOG) 或需要重复零件的情况下，交货时间也能得到满足。
降低成本 : 低成本的一次性零件和小批量零件

AM 扬弃了大规模生产经济，在规模经济之下，单个零件注塑成型的成本很高。这时，如果你只需要 20 个零件，

你必须购买 5000 个零件，所以就算单个零件的成本极具竞争力，这样做意义也不大。 AM 生产无需前期的模具
成本，( 也无需在意交货时间 ) 就可以生产小批量零件或一次性零件，价格适中。3D 打印零件所需的最少交付量是 :
一个零件。
数据

非关键性塑料零件的平均成本取决于制造 过 程 中 所 使用的 AM 技术和材。Materialise 公司使用 Ultem 9085 材

料打印航空零件的起步价是 15 欧元 ( 不含后处理 )。而约 70% 的零件成本在都 100 欧元以下。更新技术旨在降低成本。
使用 PA 2241 FR( 一种阻燃聚酰胺材料 ) 打印零件后，零件成本下降了一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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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为 Materialise 公司为空客公司制造的顶板，体现了应用的改装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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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如何运作的 ?

保持谦逊
目前航空航天产业打印最热门的低关键性部件是许多不起眼的机舱部件，其作用是固定飞机的内部结构。
这里的经验之谈是 : 最好从最不起眼的零件着手。也许一些零件需要用于某架飞机或其内部装修的一些特定工作，
或者因为破损并必须在维修中被替换，所以这些零件通常需要小批量生产。

传统工艺 ( 如注塑 ) 将每次运作的零件都看做不同的一部分，每个零件都来自于不同的供应商， 但经过认证的 AM
供应商会将这些零件统一视为一个订单，实现“多零件交付”。 这对维修商来说尤为重要，他们可以按飞机 ( 而不
是按部件 ) 以混合运行和按需订购的方式向同一供应商统一订购。
热门应用包括 :

1. 各种尺寸的夹子和支架
2. 空气管路

3. 飞机防护罩和外壳
对于首次订购者来说，上一页的数据有利于帮助选择合适的零件量和零件频率。
因此，AM 简化了各种飞机内部部件和机舱部件的采购，使其更适应制造商和维修商的工作流程和需求。
在航天航空制造商和维修商中经常发生供应链僵化的问题，而与几个 AM 供应商建立起关键的供应关系对于缓解其

僵化至关重要。图示为 Materialise 为多尼尔德国航宇公司 (328 Support Services GmbH) 制造的一套 PA-FR
零件。

如何获得？

降低成本，推动升级速度
许多代工生产 (OEM) 和一级供应商目前使用 AM 是因为 AM 的供应链优势，他们使用 AM 的目的也仅限于此。这意
味着零件的替换都是相似的，只是生产方式不同罢了。虽然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和简单性就足够， 但 AM 所具有的
额外优势在航空航天公司仍然没有得到广泛利用。至少在认证的增材制造方面制造的情况下，仍未得到广泛利用。

如果五年以内，可以轻松实现小批量、逐步订购和制造零件，而不是预先大批量购买零件，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零
件的调整和改进会越来越好。

虽然经过航空航天认证的 AM 供应商并不自喻为飞机设计的专家——许多专家往往并不持有设计机构批准证 ( DOA

) ——但是值得信赖的 AM 合作伙伴会对零件的调整方式提出建议，使零件打印更简单或更划算，或指出缺陷，或提
供建议使其轻量化。

Materialise 持 有 生 产 组 织 批 准 (POA)， 所 以 我 们 的 工 艺 已 经 获 得 认 证， 可 以 生 产 用 于 飞 行 的 零 件。 虽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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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
Materialise 并非设计公司，但 Materialise 提供的 AM 设计服务可以为 DOA 提供支持，使其在设计飞机零件时纳
入 AM 工艺，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 AM 技术 带来的设计优势。

当 AM 参与零件设计时，您就可以开始享受 AM 工艺带来的设计自由和灵活。由此带来的优势主要有 :
1. 轻量化 :3D 打印使能使你将材料精准地置于所需之处，并且只放在所需之处。这可以使结构变轻，同时减少材料
的浪费。

2. 迭代改进 :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支架断裂次数更多时，该支架就很容易进化升级，这样的进化会接连进行。

3. 部件集成 : 您可以借助 AM 打印出更加复杂的形状和结构，包括将多个部件集为一体 ; 这使组装过程和回收过程
变得更加简单。

总结

创造出供应链中的呼吸空间
迫切需要改进的。相关的商业案例非常明确，采购者和采购部门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其技术优势。
它还提供了一个低成本、无风险的机会，使你的员工能够熟悉 AM，并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为创新做准备。
从这里起航，目前 AM 成熟就绪的应用能助您应对当前的挑战和压力，同时使您掌握未来的效技能。
图文来源：www.materiali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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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科学家探索

锯末材料 3D 打印可行性

科学家 3D 打印出

人类睾丸细胞

image©cnBeta

image© 中国科学报

据 New Atlas 报道，虽然所有不可回收的塑料都不是很环保，但聚苯乙烯泡沫（EPS）尤其有问题，因为它很笨重，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科学家利用 3D 技术打印出人类睾丸细胞，并发现其有希望产生精子的早期迹象，

材料目前正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开发，由 Lokendra Pal 和 Lucian Lucia 教授领导的团队负责。它的主要成分

术能为目前无法治疗的男性不育症患者提供解决方案。

经常用于一次性包装。然而，有一天它可能被一种新的可生物降解的材料所取代，这种材料由锯末制成。这种生物
是锯末废料，可以从锯木厂或其他设施获得。虽然锯末有一些其他用途，但它通常只是被焚烧或倾倒在垃圾场。

一旦获得锯末并进行筛分，就会与农业废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磨。科学家们目前使用的是大麻碎片，尽管他们还将研
究其他类型的农业废物。不管是什么情况，其结果是一种粉末，与由植物衍生的纤维素制成的粘合剂混合。然后，
这种混合物可以在高温下被压制在一个模具中，或溶解在无毒溶剂中，然后在室温下浇铸，之后在低温下干燥。在

这个过程中的任何步骤都不使用水。由此产生的物体不仅可以被回收，而且还可以在盐水中完全进行生物降解。Pal

和 Lucia 现在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进行试点和商业试验，主要目的是探索这种材料在包装和食品服务产品中的应用。
来源：cnBeta

这在世界上尚属首次。由 UBC 泌尿外科助理教授 Ryan Flannigan 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希望，有朝一日，这项技

该团队目前正致力于“训练”打印出来的细胞产生精子。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将细胞暴露在不同的营养物质和
生长因子中，并微调其结构安排，以促进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如果能让这些细胞产生精子，那这些精子就有可能通

过体外受精使卵子受精，为夫妇提供一种新的生育治疗选择。该研究项目也揭示了导致 NOA 的遗传和分子机制。

Flannigan 团队一直在使用各种单细胞测序技术来了解每个细胞的基因表达和特征，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模型，
从而更好地理解疾病的根本原因，并确定新的治疗方案。“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不孕症可能由许多不同原因造成，
而且每一个病例都因人而异。”Flannigan 说，“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正在采取一种个性化、精确的医学方法——
从患者身上提取细胞，试图了解其特有的异常情况，然后用 3D 打印的方式加以支持，以克服这些原始缺陷。”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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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首批 3D 打印耳朵

移植半岁烧伤女孩和一名患癌女性

探索 3D 打印晶格结构

在背包中的应用

image© 网络

image© 网络

《镜报》报道，一名在火灾中受伤的女孩和一名癌症康复的妇女，有望成为世界上首批获得 3D 打印耳朵的患者之一。

利用 3D 打印技术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晶格结构，为很多新产品的开发带来了新的手段。Osprey 是一个背包品牌，

骨的 3D 打印方法，能够让他们制作可成功移植到患者身上的身体部位。

应用到背包中，来制造一些创新的部件。

六岁的伊丽莎白和癌症康复者蒂娜·摩根，拜访了利用克隆细胞创造新软骨的研究人员。医生们希望这种逐层构建软

以高品质、可长期使用而受到旅行者的喜爱，并且还具有很多方便的附加功能。目前，3D 打印技术已经被 Osprey

这种开创性的治疗方法，使用人类细胞来消除面部疤痕。目前的重建方法是：外科医生切割肋骨的一部分，然后将

两年来，Osprey 的创始人 Mike Pfotenhauer 一直致力于 UNLTD 系列背包的开发。这些背包采用最先进的材料

种更可行的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还可以帮助其他人。”她说。伊丽莎白的父亲利亚姆称，这项研究“不可思议”，

腰部配件采用 Carbon 的数字光合成（DLS）技术 3D 打印而成，提供了防滑抓地力、缓冲支撑以及更好的通风。此外，

其插入皮肤下再造耳骨。不过，蒂娜不想进行痛苦的手术。“当我看到这项（3D 打印）研究时，我认为这似乎是一
并补充道：“伊丽莎白失去了一只耳朵，所以如果用她的细胞 3D 打印一只耳朵，那将是惊人的。我们希望它能让

孩子们受益，这样他们就不必处理伤疤对身体和精神的影响。”研究员伊恩·惠特克教授希望在“两到五年”内进行
临床试验。

和工艺，代表了背包创新的极限。这些背包的一个特点是使用了 3D 打印腰部配件，可以为背包者提供腰部支撑。据悉，
在生产中使用了更少的材料，减少了浪费。UNLTD 背包使用超高分子量的聚乙烯材料，这个系列总共将有四款背包，
其中两个为男性设计，两个为女性设计。通过使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腰部支撑，可以使用纹理来防滑，同时也可
以为不同的动作和支撑水平做出不同区域的形状。重量和通风方面的优势对用户来说也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真正
展示了 3D 打印能力的项目。

来源：网络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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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3D 打印在线平台 AMADDE，探索增材制造中的产学研发展

《3D Imperial》独家专访 AMADDE 公司 CEO
Benjamin Haller

31

Benjamin Haller（本杰明·哈勒）
-- AMADDE 公司（增材制造教育在线平台）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 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技术管理专业
-- 专注于增材制造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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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3D 打印之于教育的意义何在？对于很多人来说，3D 打印一直被应用于诸如国防、航空航天、医疗等领域，实则不然。

Q

《3D Imperial》：可以为我们介绍下您的个人经历和背景吗？当时为何要创办 AMADDE 公司呢？

国对 3D 打印技术的政策支持，该技术也被列为高校教育中的重点专业，通过采用竞赛、培训、社区学院等多渠

A

Benjamin Haller：我从事增材制造行业已经 6 年多了，从为德国 3D 打印机器制造商 EOS 工作，再到瑞典研发公

就目前而言，3D 打印技术在某些定制化领域带来的实用性、便利性和难以替代性是其他技术无法比拟的。随着各
道加快增材制造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力争取得技术制高点。本期，《3D Imperial》独家专访到的是增材制造专

业线上学习平台 AMADDE 公司的 CEO Benjamin Haller，带我们了解最新的人才培养理念和 3D 打印相关平台
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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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AMEXCI。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帮助公司应用增材制造技术，并在此期间培训了 1000 多名设计师、经理和其

他专业人士。尽管我的这些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我意识到，为了让 3D 打印技术真正产生影响力，我需要开
发一个可扩展的解决方案，可以覆盖数千或数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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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AMADDE 公司的核心业务是什么？

Q

《3D Imperial》：3D 打印技术目前发展非常迅速，请问您是何时以及如何进入该领域的呢？

A

Benjamin Haller：AMADDE (www.amadde.com) 是一个独立的增材制造教育在线平台。AMADDE 旨在帮助

A

Benjamin Haller：我的职业生涯就是从增材制造行业开始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对于我来说，

每个个人和组织充分利用增材制造技术，核心业务主要包含 3 个方面：
①在线学习项目，用于教授增材制造的基础知识；

②一个知识中心，包含直播在线课程和来自权威机构的报告等内容；

为不同的公司工作，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工作过的那些公司包括机器制造商、设计研发公司和增材制造技术
的用户，以及材料供应商。令人感到兴奋的是，这些年来，我的所有工作都是在和终端客户的密切联系下完成的。

③一个咨询平台，用户可以直接与增材制造专家预约咨询时段，讨论关于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或相关问题的回答。

AMADDE 的所有内容都独立于任何技术或供应商。所有内容都可以直接应用于具体项目，并且可以扩展到无限数量
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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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作为一个独立的在线学习平台，AMADDE 有哪些模块？平台成员如何学习？

Q

《3D Imperial》：请问 AMADDE 平台的“知识中心”和“咨询平台”是如何运作的？

A

Benjamin Haller：完成一个在线学习模块通常需要 1 至 3 个小时。每个学习模块完成时，都会有一个测试，完成

A

Benjamin Haller：在“知识中心”中，我们开始从增材制造行业的领先机构中收集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免费和付

测试后，用户将获得证书。用户会获得为期 1 年的所有在线学习计划的访问权限，并且在此期间还可以与专家预约，

进行课程咨询。我们还将不断更新现有课程，并添加新课程。我们正在开发的全新课程将侧重于增材制造技术在不
同行业中的应用。

费报告，以及可以面对面或在线进行的实时课程。知识中心基本上是我们在完成在线学习模块后推荐的下一步。在
线学习项目让用户对增材制造技术有基本的了解，而“知识中心”则帮助用户更深入地了解相关主题。

咨询平台是我们提供的最后一个模块。我们目前正在与一家领先的增材制造用户合作，这个用户使用多台高分子聚

合物 3D 打印机和金属 3D 打印机。拥有有效订阅账户的用户，可以预订咨询会议，讨论在线学习期间出现的任何问题。

例如，如果您在进行零件识别课程时，提出想要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应用程序，您可以直接与增材制造专家讨论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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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在您看来，为什么 3D 打印教育如此重要？

编后语：

A

Benjamin Haller：我们将教育视为推动增材制造技术成为主流技术的关键。今天，增材制造这项技术已成功应用

正如 Benjamin Haller 所言，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科技型人才已经关注到 3D 打印技术对于行业发

于开创性行业，并为少数创新型公司所采用。即使是已经成功使用增材制造的公司，真正了解该技术的员工仍然很
少。我们相信，要让公司在增材制造方面真正取得成功，并确保更多的实际使用案例，每个经理、设计师、采购员、
销售员工或其他专业人员都应该了解增材制造技术的基础知识。

“增材制造技术越来越多地融入到科技型大学课程之中。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工程师接受了增材制造的培训。”

展的潜力。该技术也将被应用于和受益于更多的领域。“尽管如此，除了让年轻工程师接受教育外，我们还需要培
训现有劳动力，以应对对增材制造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

Q 《3D Imperial》：请问您对 AMADDE 未来有何种规划？

整理：Claire Jiang@3D Imperia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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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本公司

Benjamin Haller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计划推出更多在线学习模块，并确保平台上已有的内容保持更新。
同时，我们将增加“知识中心”中可用的第三方内容，也会增加咨询合作伙伴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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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视界

改造城市垃圾，成为新的城市生态系统

来 自 英 国 伦 敦 的 设 计 工 作 室 Blast Studio 是 由 Paola Garnousset、Martin Detoeuf 和 Pierre de
Pingon 于 2018 年创立的，工作室旨在探索如何将自然与 3D 打印技术进行结合，以将城市的废弃材料转化为
人工制品和建筑。

首先，Blast Studio 工作室收集城市里的纸板垃圾，例如咖啡纸杯、比萨盒和一次性外卖盒。然后垃圾转化为
生物材料，然后用灵芝（一种食用菌）进行栽植。 食用菌的根被称为菌丝体，会自然地开始降解废弃材料，将
废弃材料转化为坚固的材料。

工作室使用 3D 打印技术创造出受大自然启发的独特人工制品。工作室尝试用菌丝体取代机器人构建的形状，

并尝试了解菌丝体如何影响作品的美学构成。菌丝体生长并形成一种颜色和图案难以预测的外形，并且就像桃
皮一样柔软。一旦菌丝体完全长大，设计师就会用干燥物来阻止菌丝体的生长，并将结构固化为一个可承重的
建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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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视界

图文来源：https://www.blast-stu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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