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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机遇并存：绿色发展的 3D 打印材料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与 ITEN 开展 3D 打印教育合作
将 3D 打印技术用于手术规划的临床和经济前景
创想三维 CR-10 Smart Pro 实现创意自由
面投影微立体光刻技术和模塑法制备
微流控光学器件的对比研究

卷首语

产业链扩展融合，推动“3D 打印 +”迈上新台阶
自 1986 年美国科学家 Charles Hull 开发了第一台商业 3D 打印机以来，3D 打印的概念就受到学术界、工业界的
广泛关注。在随后的 30 多年中起起伏伏，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耐心。当技术逐步成熟，3D 打印行业似乎已经步入
成长期，正在成为智能制造中一支重要的新兴力量。

如今，增材制造已经迈向“3D 打印 +”阶段。从开始的原型制造逐渐发展为直接制造、批量制造；从以形状控制为
主要目标的模型模具制造，到形性兼具的结构功能一体化的部件组件制造；从微纳米尺度的功能元器件制造到数十

平方米大小的民用建筑物打印……增材制造作为一项变革性技术，是先进制造的有力工具，是智能制造不可分割的
重要组成部分。

而全球增材制造产业链正在不断扩展。航空航天、航海、能源动力、汽车和轨道交通、电子工业、模具制造、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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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数字创意、建筑等领域的企业和服务厂商不断涌入增材制造产业，进一步的推进 3D 打印技术向更广泛、更精准、

智能新视界，产业新未来。在卷首语中我们提到，3D 打印技术的跨界

收购兼并实现了上下游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成为优化发展的催化剂。

并重组。不仅如此，3D 打印也吸引了众多投资和合作机会。在本期

更为定制化的方向发展，并衍生出了“无限可能”，并对 3D 打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此同时，各龙头企业通过
全球领先的化工与材料巨头巴斯夫在 2017 年成立了巴斯夫 3D 打印解决方案有限公司，早在 2019 年便发布了

“Forward AM”品牌，通过并购与投资，快速布局全球市场，打造上下游价值链。Forward AM 先后收购了荷兰
的 Innofil3D、德国的 Advanc3D Materials、法国的 Setup Performance SAS 等知名 3D 打印材料企业及总部

位于法国巴黎的 3D 打印服务商 Sculpteo，以拓展增材制造领域的实力，为终端客户提供高性能材料和解决方案。
作为材料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巴斯夫 Forward AM 清楚地认识到需要肩负起产业上下游的桥梁作用，与增材制造各
个链条的主要领导企业持续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推广创新的综合解决方案。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大型 3D 打印企业 Stratasys，一年前完成对 Origin 的收购，并向全球推出 Origin One 3D
打印平台。收购给 Stratasys 带来的远不止于技术的创新，更有增材制造理念的革新。Stratasys 认识到材料是原

融合，催生了产业链的不断扩展，更有龙头企业实现了对上下游的兼

内容中，你还可以看到国产 3D 打印火箭制造商宣布完成近 2 亿元 A+
轮融资；出租工业 CT 检测 3D 打印零件，Lumafield 获得 3200 万

美元投资；restor3d 第五轮融资 2300 万美元，3D 打印生物医学植
入物；美国肯特州立大学与 ITEN 开展 3D 打印教育合作……本期《3D
Imperial》独家专访的是 CD3D 公司的创始人 Pawel Ślusarczyk
先生。凭借着多年行业经验和不断试错的勇气，Pawel 在麦麸等食物
残渣中找到了一条“绿色打印”的好方式，一起来看看。

型设计和生产制造之间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必须坚持以负责任的态度不断开发 3D 打印材料。

美国芝加哥的一家私募股权公司 CORE 在过去三年完成了 13 次 3D 打印公司收购，并于去年先后收购了 Fathom、

3DXTECH、Triton 和 Gearbox3D。CORE 公司的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 John May 认为，CORE 的目标是通过互
补的收购来推动转型增长，创建能够加速新产品开发和为客户优化产品设计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先业务。

在众多名企的收购案中我们不难看出，随着“3D 打印 +”的深入开展，增材制造的上下游产业链将走向互融互通，
不断扩展融合。不同制造技术将各显其长，发挥合力，共同推动各国智能制造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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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国家药监局器审中心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技术审评要点

三、风险管理
根据 YY/T 0316-2016《医疗器械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充分识别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产品的设计、原
材料采购、增材制造生产加工过程、后处理、产品包装、灭菌、运输、贮存、使用等产品生命周期内各个环节的安
全特征，从生物学危险（源）、环境危险（源）、有关植入过程的危险（源）、由功能失效、疲劳所引起的危险（源）
等方面，对产品进行全面的风险分析，并详述所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提供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产品上市前对其风险管理活动进行全面评审所形成的风险管理报告，此报告旨在说明并承
诺风险管理计划已被恰当地实施，并经过验证后判定综合剩余风险是可接受的，已有恰当的方法获得产品设计、制造、
出厂后流通和临床应用的相关信息。
image© 国家药监局
风险管理报告应包括风险分析、风险评价、风险控制等产品风险管理的相关资料，至少应包括产品安全特征清单、
国家药监局器审中心近日发布了关于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技术审评要点等 7 项技术审评要点的通告（2022 年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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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其中包含了《3D 打印椎间融合器技术审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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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审评要点旨在指导注册申请人对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产品注册申报资料的准备及撰写，同时也为技术审评部门审

四、产品研究

评注册申报资料提供参考。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研究资料需重点关注以下方面要求：
本审评要点是对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产品的一般要求，注册申请人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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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产品的物理和化学性能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的原材料质控要求、关于多孔部分最小结构单元、理化性能研究及缺陷控制、产品的金属离子析

一、适用范围

出研究可参考《3D 打印人工椎体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和《3D 打印髋臼杯产品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的要求
提交研究资料。

本审评要点适用于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产品注册 ,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产品通常采用 TC4 或 TC4 ELI 钛合金粉末
激光或者电子束熔融等增材制造工艺制造。该产品不包括对特殊设计的产品如自稳定型、可撑开型、分体组合式等

（二）产品的机械性能

椎间融合器的要求，但适用部分可以参考本审评基本要求中相应的技术内容。

1.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的动静态力学试验
建议按照 YY/T 0959 标准实施动静态力学性能试验，颈椎融合器提供包括压缩、剪切和扭转的动静态力学测试报

按现行《医疗器械分类目录》，该类产品分类编码为 13-03-04，管理类别为三类。

告，胸腰椎融合器提供包括压缩、剪切的动静态力学测试报告。测试报告应包含测试样品信息、设备型号、工装材质、
加载方式、椎间盘高度、实际试验图片、各个样品静态测试载荷 - 位移曲线和动态测试载荷 - 循坏次数曲线、数据

二、基本要求

处理、样品失效模式等相应信息。请考虑不同型号规格融合器的植骨区尺寸（如适用）、侧开口窗尺寸（如适用）、
倾角、长度、宽度和高度等因素，分别选取颈椎和胸腰椎融合器的最差情况进行上述试验，并提供选择依据。请分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可参照《椎间融合器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3D 打印人工椎体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等

别提供颈椎和胸腰椎融合器产品的力学性能试验结果在临床应用中可接受的依据，对申报产品与同品种产品的力学

相关指导原则的要求提交研究资料。

性能差异，以及失效形式的差异，如多孔结构断裂形式、粉末析出等情况进行具体描述，需分析论证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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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的静态轴向压缩沉陷试验

（八）动物试验

建议按照 YY/T 0960 规定的试验方法评价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在静态轴向压缩载荷下的沉陷倾向。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产品多孔结构特征对骨长入效果的影响，关注植入后新骨形成、界面结合情况、骨长入深度、骨

3.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的抗冲击性能

长入时间、局部组织反应的评价等。如无法通过与已上市产品的多孔结构特征进行等同性论证，通过动物试验证明

考虑到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在打入椎体间隙时，敲击可能造成融合器多孔结构、多孔结构与实体结合处发生断

该多孔结构对骨生长的效果。如需开展动物试验研究，需按照《医疗器械动物试验研究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第一

裂失效，建议结合椎间融合器结构设计（多孔结构和实体结构）、持取器与融合器的机械配合设计、不同设计

部分：决策原则和第二部分：实验设计、实施质量保证）进行，并遵循 3R 原则；需关注动物模型建立的科学性和

的植入椎间隙的阻力等因素，提供产品的抗冲击性能研究资料。

合理性，以及对临床的借鉴意义。

4.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的防脱出性能
考虑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在植入初期未形成骨长入的情况下存在脱出的风险，建议结合椎间融合器表面防脱出

五、临床研究

结构设计，提供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的防脱出性能研究资料。
该产品目前尚不属于《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免于进行临床评价的产品情形，申请人需按照《医疗器械
（三）生物学特性研究

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的要求选择合适的临床评价路径提交临床评价资料。临床评价可以根据产品特征、临床风

产品的生物相容性评价，需结合产品耐腐蚀性和金属离子析出行为研究，按照 GB/T 16886.1-2011《医疗

险、已有临床数据等情形，通过开展临床试验，或者通过对同品种医疗器械临床文献资料、临床数据进行分析评价，

器械生物学评价第 1 部分：风险管理过程中的评价与试验》中的系统方法框图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

证明医疗器械安全、有效。

于印发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和审查指南的通知》（国食药监械〔2007〕345 号）中的审查要点进行风险评价，

（一）同品种医疗器械评价路径

必要时根据 GB/T 16886 系列标准进行生物学试验。

详见《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中通过同品种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或临床使用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评价的要求。
（二）临床试验评价路径

（四）热原和细菌内毒素

对于选择开展临床试验的情况，可参照《椎间融合器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

考虑到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多孔结构可能存在残留粉末和细菌尸体，需要针对热原和细菌内毒素进行验证。

《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等指导原则的相关内容，并提交完整的临床试验资料。
申请人如有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可参照《接受医疗器械境外临床试验数据技术指导原则》的要求提交相关临床试验
资料。

（五）MRI 相容性测试
如申请人对申报产品进行了 MRI 相容性的相关验证，应根据研究报告，列出 MRI 试验设备、磁场强度、比吸
收率（SAR）等试验参数及温升、位移力及伪影评估结果。如申请人未对申报产品进行 MRI 相容性的相关验证，

六、说明书

应重点明确该产品尚未在磁共振（MRI）环境下对该产品的温升、移位状况及伪影进行测试评估。并在说明书
的警示中注明相关内容，提示其存在的风险。

产品说明书应符合《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要求，还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例如 YY/
T 0466.1-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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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清洗和灭菌研究
清 洗 工 艺 验 证 和 灭 菌 工 艺 验 证 应 根 据 产 品 特 点 选 择 最 差 情 况， 如 清 洗 工 艺 验 证 中 考 虑 材 料 残 留 ， 灭 菌 工 艺

七、其他

验 证 中 考 虑 表 面 积 、 孔 隙 率 、 孔 径 等 影 响 微 生 物 负 载 的 因 素。 论 证 清 洗 验 证 方 法 的 有 效 性， 必 要 时 应 采 用
破 坏 性 试 验 对 其 清 洗 方 法 进 行 验 证。 考 虑 到 增 材 制 造 工 艺 的 复 杂 性， 其 多 孔 结 构 的 清 洗 工 艺 验 证 应 由 申 请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产品生产制造相关要求可参考《3D 打印人工椎体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和《3D 打印髋臼杯

人完成。

产品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的要求提交研究资料。详述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产品的生产过程，提供生产工艺流程图。
对增材制造医疗器械的生产和验证过程，如设计软件、打印设备、打印工艺、后处理工艺、清洗工艺等方面进行控制。

（七）稳定性研究
3D 打印椎间融合器的有效期验证可参考《无源植入性医疗器械货架有效期注册申报资料指导原则》。

7

来源：国家药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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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3D 打印复原损坏的鲸鱼骨骼模型

并用于博物馆展览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与 ITEN 开展

3D 打印教育合作

image© 西澳大利亚博物馆

image© ITEN Industries

Camosun Innovates 公司为正在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盐泉岛的 Cetacea Contracting 公司制作丢失的鲸鱼骨骼

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宣布与 ITEN Industries 开展 3D 打印教育合作，该公司的业务发展总监 Ron Emery 联系

复制品。Cetacea 为博物馆制作海洋哺乳动物骨架展品，由于 Camosun Innovates 的帮助，博物馆现在有了 3D

打印的复制骨骼。Camosun 团队使用 3D 扫描仪和大尺寸 3D 打印机完美复原了鲸鱼骨骼模型，并将模型用于博物

了该大学工程高级讲师 Michael Czayka，他们计划在肯特州立大学的多个校区建立教育合作关系。

馆展览。

从今年秋天开始，学生们可以参加拟议的 3D 打印课程中的八门课程。课程包括工程制图原理、3D 建模介绍、聚合物、

团队收到骨骼的扫描数据后，会使用 Artec Eva 三维扫描仪对其进行扫描。Eva 是一个手持式的多功能扫描仪，可

和技术建模设计的副学士学位，以及提供多个工程技术专业的学士学位。

以实现对模型的高分辨率测量。马特的团队结合使用 Geomagic Wrap、Geomagic Design X 和 SOLIDWORKS
等软件，与 Cetacea 密切合作，用扫描数据进行关节规划和衔接设计，并为部分骨骼创建完整的复制品或假体盖。

他们完成扫描的内部骨骼既有库维尔喙鲸，还有小座头鲸的骨骼，最终用大尺寸 Stratasys F900 3D 打印机完成打印。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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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工艺等。这些课程是 Tuscarawas 工程技术学位课程的一部分，其中包括电气 / 电子工程技术、机械工程技术

该计划可能是在 3D 打印和制造领域开发证书的第一步，该证书将过渡到副学士学位课程并最终成为学士学位课程。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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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SASK 理工设计 3D 打印生态汽车

获得技术创新奖

MX3D 又放大招

3D 打印 10 米长的金属艺术座椅

image©Joris Laarman

image©makethefuture
近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理工学院生态汽车团队（SASK）参加了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 2022 年美国壳牌生态
马拉松比赛，因使用可回收材料制作的 3D 打印汽车车身而获得了奖项。

根据比赛要求，设计的汽车必须包括两扇门，四个轮子，全照明，刹车和喇叭。这款城市概念车是为城市驾驶而设计的。

MX3D 公司最近公布了最新的建筑项目：3D 打印金属座椅。设计外观相当令人惊讶，因为它的形状从不同的角度看

都有不同的造型。这个名为 Oregon Dragon Bench 的建筑被安装在耐克世界总部的创新中心大楼前。3D 打印座
椅尺寸为 10m × 3m × 2.5m，使用 MX3D 的 3D 打印机器人制造。

除了燃油经济性，它还必须考虑舒适性和行李空间。除了以上基本的设计要求，他们的概念车使用了 3D 打印进行制作，

作品设计师是荷兰设计师兼企业家 Joris Laarman，他的作品灵感主要来源于新兴技术，也因此而闻名。Joris

我们的学生团队和他们的成就感到骄傲。”

化以此来减轻重量，仅在绝对必要的地方使用材料。

由一台 35cc 的冰钻发动机和定制的燃油系统提供动力。设计与制造工程技术项目负责人 Tim Muench 说 :“我为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Laarman 整合了结构梯度，在优化座椅总重量的同时，又提供了整体结构的稳定性。更具体地说，他使用设计优

来源：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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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出租工业 CT 检测 3D 打印零件

Lumafield 获得 3200 万美元投资

restor3d ：第五轮融资 2300 万美元

3D 打印生物医学植入物！

image© 网络

image© 杜克健康

从事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研究的创业公司 Lumafield 宣布，从 Kleiner Perkins、DCVC、Tony Fadell、Jason

restor3d 是杜克大学的附属公司，是一家以 3D 打印技术平台设计和制造生物医学植入物为核心的医疗设备公司。

3000 美元的价格向用户出租工具包。据称，这些 CT 工具包可以在办公环境中操作，而且很容易使用。

计 4200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 3D 打印技术重建和修复人体的研究中。

Calacanis′ Launch 和 Lux 获得了超过 3200 万美元的投资。目前，CT 工具非常昂贵，但 Lumafield 将以每月

Lumafield 的平台结合了软件、3D 扫描和 CT，使工程师能够以一种无障碍的方式绘制和了解产品的内部特征。使
用 Voyager 软件，还将通过自动组合 CT 解读来分割零件。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近日，restor3d 在第五轮风险投资中已筹集了 2300 万美元（截至目前，通过几轮投资已从多家投资者中筹集了总

restor3d 表示将利用这笔资金进一步扩大 3D 打印个性化手术解决方案的应用范围，例如肌肉骨骼手术（包括上肢

和下肢关节）、脊柱手术和创伤等。此外，这家初创公司将开发机器学习软件工具，以协助工程师设计患者的植入物、
从事临床前和临床研究的基础研究，并扩大商业团队以维持市场优势。
来源：http://www.3dday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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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产 3D 打印火箭制造商宣布

完成近 2 亿元 A+ 轮融资

恒普激光数千万元 A 轮融资，3D 打印金属陶瓷基

“工程牙齿”已产业化落地

image© 深蓝航天
深蓝航天宣布完成近 2 亿人民币的 A 轮融资，由真成投资领投，德同资本、欧瑞资本、银河系创投、卓源资本共同投资。
据悉，A+ 轮融资将用于加快星云系列火箭可回收重复使用技术和雷霆系列发动机的研制、3D 打印增材制造工艺及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深蓝航天的火箭发动机制造技术在国内独树一帜，“雷霆 -5”发动机全机 85% 重量的零件都由 3D 打印技术制作，
是国内首型使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针栓式液氧煤油发动机。3D 打印技术可以显著缩短产品制造流程，降低成本。

原由几百个零件组成的火箭发动机在采用 3D 打印技术后可以将零件数量大大减少，在实际工况中出现故障的概率
得以降低。此外，传统发动机制造技术的市场供应商受限，3D 打印技术市场供应商更多，来源广泛，市场化环境在
竞争中有更加显著的优势。

image© 网络
恒普（宁波）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数千万元 A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深圳同创伟业领投、宁波天使基金跟投。本
轮融资资金将用于团队建设、新品研发以及市场拓展。

恒普激光主要从事消耗类工程 3D 打印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其创新性的将激光 3D 打印技术应用在工程刀具的生产过

程中，实现了产品的结构功能一体化。该方案通过在低成本钢材基体中激光植入陶瓷基复合材料，实现了金属和陶
瓷的宏观熔合和微观键合，兼顾了客户对韧性和耐磨性的需求，综合性能要比传统刀具提高 10 倍以上。
来源：36 氪

来源：深蓝航天

15

16

有机可寻

创想三维 CR-10 Smart Pro

福建物构所光固化 3D 打印制备柔性传感器研究

实现创意自由

获新进展

image© 网络

image© 福建物构所

创想三维在行业中充当着创新探索者的角色，一次次突破用户对产品的认知，提供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先功能与服务。

柔性传感器由于其优异的拉伸性能、导电性和贴合性，广泛应用于健康诊断、运动监测和人机交互等领域。但是，

人人都能成为 3D 打印玩家，实现创意自由。

产生较大滞后性，严重影响柔性传感器监测的准确性，阻碍其实际的应用。如何快速且高精度地制备具有低迟滞的

这次创想三维紧跟智能化浪潮，赋予重磅新品 CR-10 Smart Pro 更多智能化创新，重塑全场景的智趣打印体验，让

可以说，CR-10 Smart Pro 是为 3D 打印发烧友量身打造的一款高端机型，精选性能强悍的自研“精灵”全金属双

齿轮近端挤出机构，搭配着钛合金喉管、铜合金喷嘴等其他硬核配置，可实现 300℃高温打印。对比同级的 3D 打印机，
CR-10 Smart Pro 将配置直接“拉满”，让 3D 打印显得游刃有余。

CR-10 Smart Pro 采用 4.3 英寸高清广视角多点触摸屏，搭载全新选项卡式交互 UI，减少菜单多层嵌套，触控精

准顺畅。除此，CR-10 Smart Pro 支持 OTA 在线升级，告别以往拆机插卡升级的繁琐步骤，现在你可以像使用手
机升级般一键体验新固件、新系统，提供更加智能便捷的人机交互体验。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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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软材料固有的粘弹性，使得柔性传感器在动态加载过程中无法快速恢复到初始的形状，导致柔性传感器的信号
柔性传感器，仍然面临挑战。

在福建省“揭榜挂帅”重大专项和闽都创新实验室自主部署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的支持下， 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

研究所吴立新研究员团队基于富含氢键的丙烯酸酯单体和离子液体，制备了一种固化速率快的光敏树脂，适用于
DLP 打印多孔离子凝胶柔性传感器（PIFS），并在 PISS 中引入易变形的 IWP 晶格结构，以此来提高柔性传感

器的回弹性 。实验结果表明， 晶格结构的 PIFS 经过 500 次应变为 70% 的循环压缩后，其残余应变几乎为 0，
迟滞回线也几乎重叠，显示出 PIFS 具有优异的回弹性能和抗疲劳性能。
来源：福建物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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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聚焦升级的

光固化 3D 打印新锐力量

DESKTOP METAL 推出

新型 EXONE S-MAX FLEX 铸造 3D 打印机

image© 网络

image©Desktop Metal

在创想三维 8 周年庆典中，发布了几样令人兴趣横生的新品，其中就包括 HALOT-ONE 系列两款全新升级的光固化

工业 3D 打印机制造商 Desktop Metal (DM) ，宣布推出一种采用该公司及其子公司 ExOne 综合技术开发的

3D 打印机：HALOT-ONE PRO 和 HALOT-ONE PLUS，一橙一蓝亮相即惊艳。

HALOT-ONE PLUS 配备了同系列最大的 7.9 英寸 4K 黑白屏，拥有 4320*2560 的高分辨率。另一款 HALOT-ONE
PRO 则拥有 7 英寸 3K 屏和独一无二的 130*122*160mm 的成型空间，相比 6 寸屏，打印体积也增加了 36%。得

益于自研的积分光源技术，打印模型每个维度的光泽度、精度都有全面提升。此技术运用反射 + 折射的光学原理，

提高光照均匀度。不容忽视的还有双导轨 Z 轴 +T 型丝杆组合结构设置，使微米级精准运行更稳定，提升打印成功率。
HALOT-ONE PLUS 采用的定制校准卡只需三步就能完成调平，对于 DIY 狂热饭来说更是即买即上手。产品标配的

5 英寸高清触摸屏可预览创想云在线模型库，并一键切片打印，实现打印可视化；打印所用树脂材料会产生的异味，

也采用活性炭过滤装置来有效净化。此外还支持 14 种语言，本地端和手机端都可操作 OTA 升级，让更多全球用户
体验更简单轻松的创意成真过程。

EXONE S-MAX FLEX 3D 打印机。该全新设备专为铸造厂而设计，提供强大、低成本的金属铸造工具。作为

ExOne 迄今为止最实惠的机型，Flex 可以使 S-Max 技术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允许更多用户快速铸造复杂的金属零件，
包括在航空航天、汽车和能源领域等。据 Desktop Metal 称，铸造厂正处于对铸件需求旺盛的时期，但在寻找劳动
力方面却举步维艰。据该公司声称来自一份美国铸造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 90% 的铸造厂正寻求 3D 打印解决

这一问题，并且计划在明年投产。这就是 S-Max Flex 的用武之地，将 SPJ 技术封装到更实惠的架构中，它旨在通

过将工业机器人与全新的末端执行器配合使用，该系统能够以每小时高达 115 升的速度，选择性地将粘合剂沉积在
1900 x 1000 x 1000 毫米构建箱中工作。因此，更高级的 S-Max 和 S-Max Pro 型号，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可靠地生
产零件的机会，除了更高的 1000 x 2500 x 2400 毫米外，构建箱也可提供最大尺寸为 4700 x1000 x 1000 毫米的
更大体积，使铸造厂能够采用专为满足其特定需求而定制的机器。
来源：Desktop Metal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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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
随着 3D 打印在临床领域中的应用不断普及，医疗使用途径也越来越广泛 :
• 打印用于医学教育和培训的解剖学物品

• 对人体病理学进行临床前验证和确认测试
• 制造定制的植入物、假肢和手术器械

•3D 打印特定于病例的模型用于手术规划。
本白皮书着眼于第四个途径，简要概述了 3D 打印技术用于手术规划的近期历史 :

• 适应症特异性应用和循证有效性数据支持该技术

• 对主要和次要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广泛的医疗保健成本影响
尽管 3D 打印技术在手术规划领域中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该技术的潜在益处值得被更广泛的关注，无论是对医疗保
健提供者，还是其他对基于价值和结果的护理感兴趣的各方来说都是如此。

3D 打印在手术规划领域的背景
手术规划包含手术中涉及的所有构想技术和解剖结构选择。 此前，手术规划主要依赖于二维模型，通常基于计算机

将 3D 打印技术用于手术规划的临床和经济前景
通过定量临床证据进行案例分析

断层扫描 (CT) 或磁共振成像 (MRI) 数据，随后的技术进步 则成功使标准 2D 屏幕显示三维效果图。虽 然这些来源
为术前可视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此类信息来源欠缺全面描述手术 ( 包括导致并发症的潜在因素 ) 的能力，
无法让外科医生与人体内部结构进行触觉交互。

Stratasys 委聘健康经济学和结果研究领域专家 Quorum Consulting 对 3D 打印技术用于手术规划的临床和经济
证据进行了全面分析。本白皮书由 Quorum Consulting 撰写，总结了上述分析的结果。
现代对循证医学的关注集中在三个核心原则上 :

• 最佳研究成果
• 临床专业知识
• 患者价值

将尖端技术与这些原则相结合 ( 通常是在材料创新与科学严谨性、最先进的专业培训和经验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 )，
并试图在尊重患者观点的同时为其提供最佳的护理，实现这一点颇具挑战性。然而，3D 打印技术已经符合了前两个
原则，如果运用得当，可能会间接影响第三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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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
解剖熟悉度

临床医生在逾 60 个病例中指出，3D 打印模型提高了对独特解剖结构的熟悉度和操作能力。这些模型能让医生在手
术规划期间有效研究个体患者的病情，可能有助于减少意外手术难题带来的手术时间成本。
手术实践

3D 打印模型为临床医生提供了精进外科手术技术和辅助手术的机会，其精确度和逼真度远超动物模型或尸体。有 9
个已发表案例在规划阶段使用 3D 模型来练习预先决定的外科手术。
手术选择

在 4 个已发表的案例 ( 涉及主动脉瓣置换术、心脏移植术、肺移植术和肾上腺肿瘤切除术 ) 中，精准的 3D 模型有益
于确定适当的干预策略。

相比之下，3D 打印借助成像技术从数字文件生成 3D 实体，可用于创建高度精细且特定于患者的模型，用于手术规

划。3D 打印模型可展现复杂的接合，如此一来，手术规划便可在充分打印的模型上开展。3D 打印模型的触觉和物
理特性有助于临床医生进行 充分的术前准备，精准掌握病例解剖结构间的关系，并识别异常生理功能和合并症，尽

患者选择 / 排除

临床医生在已发表案例中发现了四个涉及手术规划的案例，分别针对心脏病变、心脏手术、肝肿瘤切除术和肝移植
应用，其中 3D 模型被用于评估手术的可行性，有助于医生决定是继续进行还是排除计划好的手术。

早发现这一点可以提高手术效率和有效性。 此外，随着精准定制模型需求的攀升以及高级打印机和渲染软件的问世，

虽然有许多公司将 3D 打印机的市场定位为 医疗和非临床用途，但在 30 篇概述手术规划用 3D 打印模型的同行评审

情况。

这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3D 打印机制造商，在半数研究中均有提及。 ( 这包括 MakerBot Industries 开发的机器，

3D 打印可在单个模型中提供差异化且准确反映解剖结构的颜色以及多种纹理，贴切反映个体患者和手术病例的实际

在美国及全球，领先的教学医院和学 术医疗中心 ( 如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Cleveland Clinic、Henry

论文中，仅出现了 10 家 3D 打印机制造商。如图 3 所示，仅有 4 家制造商在多篇论文中被提及。 Stratasys® 即是
Stratasys 在 2013 年收购了该公司。)

Ford Hospital 和 Mayo Clinic) 都不约而同地采用最先进的 3D 打印模型来增强手术规划。各中心正积极部署创新
软件和协议，搭配使用专业的 3D 打印机，以提供高质量的个性化患者护理。多个机构的 3D 打印模型都获得了一致
好评，患者和临床医生反映，这一 技术所带来的的现有价值和预期价值提升了他们的信心。

在同行评审文献的系统检索中，用于手术规划的 3D 打印技术已在多个使用案例中表现出不断扩大的效用，同行评

审出版物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 图 1 和图 2)。 在本综述 中，2015 年的出版物数量超越了此前所有 年份的总和。3D

打印已应用于多个专业的手术规划，包括心胸外科、骨科、神经科、 重建和移植外科、消化科以及肿瘤外科。这些
使用案例反映了 3D 打印为手术规划领域带来的五大益处 :
患者沟通

超过 6 份出版物指出，亲眼看到解剖模型并与模型交互增强了患者对病情的理解，并提高了患者满意度。据临床医
生称，增强患者对病情的理解有助于开展知情同意讨论，并提升患者在手术中的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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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症特异性应用和循证有效性数据 / 结果

重建手术作为 3D 建模的初始应用专业，有着最大且涵盖时间最长的证据基础之一。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通过文献综述得出的结论是，与其他新兴的 医疗技术一样，3D 打印在手术规划领域的应用还需不断积累定量

用 3D 模型来为患者提供教育并规划复杂 的颅颌面外科手术。在与标准二维成像进行 的一项比较评估中，临

的临床证据。但多个小型研究、案例报告和专家经验都提供了可用数据。下方是对部分此类证据及其对三个感
兴趣治疗领域影响的总结，这些领域因其对 3D 打印技术的广泛采用以及影响患者预后的潜力而被选中。
心胸外科

临床团队就报告了 3D 打印模型的个别优势。D’Urso 及其同事 (1999 年 ) 在一项前瞻性试验 (N=45) 中使

床 医 生 指 出，3D 模 型 可 以 改 善 手 术 规 划 (82.21% 与 44.09% ，p<0.01) 与 诊 断 (95.23% 与 65.63% ，
p<0.01)， 使 平 均 手 术 时 间 缩 短 17.63% ， 并 实 现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的 测 量 误 差 减 小 (7.91% 与 44.14%，
p<0.05)。患者还认为 3D 模型更能促进知情同意的获取 ( 提升了 25%)。

3D 打 印 模 型 已 应 用 于 多 种 心 胸 适 应 症， 以 提 高 手 术 规 划 效 率 并 改 善 手 术 结 果。 正 如 布 列 根 和 妇 女 医 院

后续研究为早期发现提供了更多证据，同时也揭示了 3D 打印模型可提供相对更优治疗的某些领域。例如，一组

2016 年 5 月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3D 打印模型非常适合于各种心胸外科手术，可促 进跨医学学科

了手术规划。这些外科医生指出，就手术规划相关的解剖细节而言，3D 打印模型在 65% 的研究病例中比 2D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和渥太华大学 (University of Ottawa) 放射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在
的有益合作，从而造福患者。 心血管外科医生在其他结果研究中反映，他们在 3D 打印模型上练习和规划常规
和相对新颖的手术，这提高了患者的安全性和临床医生的信心，鉴于即将进行手术的患者易感 到紧张和焦虑，
这一因素至关重要。

除治疗心血管病的成人患者外，一些报告还 反映了使用 3D 打印模型在术前为儿科病例研究复杂治疗方案的优

势，这些儿科患者往往伴有细小的血管和罕见的先天性缺陷。概念证明出版物还指出，3D 打印模型可为二次手

术病例的手术规划带来积极影响。 在 2008 年的一份报告中，Sodian 及其同事指出，3D 打印模型可帮助医生
为 5 年前接受过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患者制定主动脉瓣置换治疗计划，也可作为术中的定位参考，这彰显了
3D 打印的多情境应用潜力。

脊柱外科专家 (Izatt 等人，2007 年 ) 使用基于 CT 数据的 3D 打印模型连续为 26 名脊柱病理复杂的患者进行
模型更为直观。此外，11% 评估病例的某些解剖细节仅能通过 3D 打印模型观察到。3D 模型影响了 52% 病例

的重建骨合成材料选择，并使 74% 病例改变了植入位置选择。外科医生报告称，使用 3D 打印模型可以减少 8%
的肿瘤手术时间和 22% 的畸形重建手术时间。

综上所述，3D 打印模型在重建手术规划方面具有广泛用途，尤其是在复杂的手术中， 此类模型可促进诊断方
法的改进并提高效率。3D 模型的持续涌现可大幅提高这一专业的信心和护理质量。

正在进行的研究 ( 包括 Cleveland Clinic 的 合作研究，以及 Erlanger Health System 的全院试点疗
效研究 ) 将继续巩固这一证据基 础，并进一步证实 3D 打印模型有益于这些 和其他适应症的手术规划。计
划开展的大型临床研究 ( 例如由几家领先儿科医院组织 的一个旨在证明先天性缺陷治疗中益处的项 目 ) 也

神经外科

神经外科手术的复杂性和风险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一个利用 3D 打印模型优化手术规划的机会。鉴于这些手术

的精细程度，临床医生发现特异于患者的定制 3D 模型对于术前规划而言具有“宝贵价值”。当前 3D 打印
机的高精度可实现极为精细的模型制作，近期的出版物概述了小至 41 mm3 的动脉瘤手术规划模型的成功

试 图 进 一 步 证 明 3D 打 印 模 型 对 理 想 护 理 和 患 者 结 果 的 积 极 支 持 作 用。 这 些 举 措 获 得 了 领 先 的 临 床 医 生 的
支持，他们看到了这项技术的优点，并提倡复杂外科手术规划用 3D 打印模型的标准化使用和第三方付款者
覆盖。

打印。

3D 打印在手术规划中的药物经济学

3D 打印模型在神经外科医生中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近期的几篇评论和专家意见文章均表达了对这项技术的

除文献检索外，我们还使用了公共和专有资料库，收集已出版 3D 打印外科规划文献中出现的 28 个外科专

伦敦国王学院医院 (King’s College Hospital London) 和牛津大学医院 (Oxford University Hospitals)

国家 Physician-Supplier Procedure Summary (PSPS) 文件和 Medicare Provider Analysis and

积极看法。Ploch 等人于 2016 年 6 月发表了一份病例报告，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神经外科工作人员的多中心调查结果。在评估特定于患者的 3D 打印大脑模型时，分别有 85% 和 95% 的调查
参与者认为这些模型对患者说明和术前规划“非常有用”。
重建手术

业的医疗成本和资源数据。数据来源包括 Healthcare Cost and Utilization Project (HCUP) 数据库、
Review (MedPAR) 数据集。与证明 3D 打印在手术规划中是一种有效临床工具的研究相一致，财务数据也

反映了其对直接盈利因素的影响，如手术成本和报销，以及由患者结果驱动的成本构成。对于关注利润率的

提供者，尤其是在复杂手术中，我们的分析显示了几个压力点，在这些压力点上融入 3D 打印模型可带来立竿
见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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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展示了相对价值单位 (Relative Value Units, RVU)( 对临床医生在各种服务中的工作量和耗费精力的一种比较

Terminology) 调查清单中 3 小时的手术时间 )。

度量 ) 以及 6 种专业手术 ( 均有公开的证据、费用数据和详细手术特征 ) 的手术时间。RVU 来源于 Medicare 医生

二次分析研究了图 4 所列专业手术的对应不良手术结果 ( 患者住院时间和患者死亡率 ) 。6 种手术中有 2 种手术 ( 瓣

面部重建术、脑修复术、冠状动脉瘤修复术和先天性心脏病修复术 ) 的效率，有益于手术的开展。

术相关死亡率较高，患者住院时间类似 ( 图 5)。值得注意的是，心血 管和神经外科手术也有相对较高的医疗事故

费用表。分析表明，就设备平均处理量而言，将 3D 打印模型纳入标准手 术工作流程可提升多项手术 ( 包括瓣环成形术、

据称，在手术规划中全面利用 3D 打印模型可节省大量时间，且不会对护理质量造成负面影响。Liu 等人 (2014 年 )
的研究对比了标准手术治疗与 15 例使用手术规划 3D 模型的病例，研究人员计算得出，与传统下颌骨缺损修复术

环成形术和先天性心脏缺损修复术 ) 的住院时间远超所有 量化手术的预期值，而 1 种手术 ( 冠状动脉瘤手术 ) 的手

RVU，表明了存在的手术风险和相应的高报销率。因此，这些手术和其他类似手术将从 3D 打印模型相关的效率提
升中获得最大的利润收益 ( 见侧栏 )。

相比，经 3D 模型优化的手术方案可减少 20% 或更长的手术时间。20 在整个机构或医疗系统中，这些减少的手术

由于 3D 打印模型支持稳健的手术规划和战 略评估，因此提供者还可以从不良患者结果 ( 包括死亡率和延长住院时

流程的一大重要驱动因素。例如，在全国平均手术室成本为每分钟 62 美元的情况下，3D 打印模型为面部骨

病例的可变性降至最低。减少差异有助于改善标准化护理，并提供更可靠的财务预测，为医疗管理人员增加宝贵的

时间可显著降低成本和资本资源利用，同时还能增加吞吐量。这种双重效益是促进 3D 打印模型进入手术工作
骼重建术节省的成本在 2,232 美元或以 上 ( 基于 2015 年美国医学会当前操作术语 (Current Procedural

27

间 ) 方面研究其使用情况。3D 模型不仅可以降低总体不良患者转归率，还可将非传统或复杂病例中患者亚组和个体
稳定性，特别是在考虑高风险和需要较长住院时间的手术时 (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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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他曾任加州蓝盾 (Blue Shield of California) 高级副总裁兼医学总监、 Northern CA 医疗保险总监、BCBSA TEC

当前的医疗环境正不断向侧重价值和结果的体系转变，护理效率低下和结果不理想的提供者在这之中处于不利地位，

并在洛杉矶西 达赛奈医疗中心 (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 接受过内科和内分泌科的培训。

将 3D 打印模型用于手术规划，可提升手术效率，改善治 疗结果并降低后续的再干预成本，从而提供高潜在价值。患者、

Medical Advisory Panel 主席和 Lewin Group 副总裁。他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临床医生和医院都可从高质量、可负担的患者护理和服务中获益， 这使得手术规划用 3D 模型对每个利益相关者都

Raj Stewart 是 Quorum Consulting 战略产品规划 (Strategic Product Planning) 部门 的高级研究员。在

术所示，使用 3D 打印模型的临床医生能提供更好、更有效的护理，进而改善患者预后并减少对额外手术干预的需要。

University)，并曾担任 ECRI Institute 学术研究员和技术评估专家，涉及听力学、神经学和罕见疾病治疗学等多

极具吸引力。因此，已发表文献和医疗数据中的结果和趋势支持将 3D 打印用于手术规划的有效性。如多项外科手

在创建 3D 打印的患者模型时，最能承担其财务和资源成本的手术包括手术时间长、RVU 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大以
及有并发症风险的手术。同时，这种高质量的护理也有可能降低成本并提高提供者的利润。

随着 3D 打印机和相关技术的商业市场不断拓宽，在评估手术规划的效用时出现了一 些关键差异因素。正如临床医
生调查所反映的那样，最有效的 3D 模型应该能够描述复杂、精细的解剖结构，并且对患者的实际生理结构具有高
保真度。这种保真度具备几大特征 :

RVU 简介 : Medicare 使用相对价值单位 (RVU) 来确定 给定服务的报销费率 :

• 对于每项服务，Medicare 会确定三大组 分的成本价值，即医生工作、执业费用 和医疗责任保险。

• 然后根据全国范围内生活和商业成 本的差异，使用地区操作成本指数 (Geographic Practice Cost Index, GPCI)

加入 Quorum 之前，他曾就职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和范德堡大学 (Vanderbilt
个学科。他是布兰迪斯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 的神经科学 博士。

Chance Scott 是 Quorum Consulting 战略产品规划部门的高级研究员。在加入 Quorum 之前，他担任过医
院销售和医疗保健营销方面的职务。他是克莱蒙特学院 (Claremont Colleges) 凯克研究所应用生命科学 (Keck
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Life Science) 的生物科学硕士。

Jeffrey Chu 是 Quorum Consulting 战略产品规划部门的一名研究员。在加入 Quorum 之前，他曾在医疗器械

行业担任公司发展和财务分析师职务。他是 UCLA 安德森管理学院 (Anderson School of Management) 的工商
管理硕士 (MBA)。

这一因子对这三个组分进行调整。

关于 QUORUM CONSULTING

• 多种颜色的精确描绘

Quorum Consulting 致力于为医疗创新者提 供可负担的产品及服务，从而帮助他们改善人们的生活。Quorum 的

• 可操作性，包括支持外科器械解剖或探查的能力。

疗经济学和结果研究、提供者影响分析和战略产品规划方面的专业知识。除参与商业项目外，公司职员还常在国内

• 调整后的数值乘以由美国国会 (U.S. Congress) 确定的年度换算系数，总值即为最终报销费率。
• 多纹理模拟

业务领域涵盖付款者和提供者的医疗经济学、定价以及报销。 近 20 年来，该公司始终致力于提供保险和报销、医

考虑到这些实际需求，下一代多材料和多色彩的 3D 打印机可能是各大机构和临床医生的理想之选。
客观来看，还需要额外数据才能说明 3D 打印模型的定量影响。这些数据的最佳来源是精心设计且以患者结果为导

外专业会议和同行评审期刊中发表新颖的医疗和药物经济学研究。
图文来源：2020 Stratasys

向的研究。然而，在这期间，有大量证据支持 3D 打印模型在手术规划领域的应用，尤其是对于能够认识到其价值
的前沿临床医生和医疗管理人员。

作者
Wade Aubry( 医学博士 ) 是 Quorum Consulting 的高级医学总监，也是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Philip R. Lee Institute for Health Policy Studies 的临床副教授和核心教员。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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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3D 打印喷嘴

在 FFF 技术中的重要性

3D 打印

用于材料开发再立新功

image©Getty

image©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用于熔丝制造的 3D 打印机喷嘴虽然很小，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对于 FFF 打印结果的好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通常，

航天器材料不仅性能要求先进，它们还必须承受高水平的热量、摩擦和压力等。为了克服这些挑战，建造航天器及

往上逐层构建零件。

金有可能使航天器和喷气发动机部件在极端条件下更加高效和可靠。

FFF 打印机通过加热喷嘴将缠绕的热塑性长丝送入水平构建平台。打印机装有 ABS、PLA 或其他聚合物细丝，从下

其不同部件需要坚固耐用的材料。最近，美国宇航局格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革命性的金属合金，该合

首先要知道的是 FFF 线材有两种直径：1.75 毫米和 2.85 毫米。除 ABS 和 PLA 以外，其他常见材料还包括尼龙、

新合金是在 NASA 航空研究任务理事会 (ARMD) 运营的转型工具和技术 (TTT) 项目下使用 3D 打印制造的。TTT 一

找到可以与 3D 打印机正确兼容的喷嘴。
“喷嘴有各种规格，例如螺纹尺寸、长度和螺距，以及喷嘴的长度和线材直径，”

于制造火箭和涡轮发动机，并应用于运载火箭、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商用喷气发动机、高超音速等等。

聚碳酸酯和 TPU。至于喷嘴的选择，一位来自 Micro Swiss LLC 的技术支持专家 Paul Brutskiy 表示，第一步是
他说，“为了简化选择过程，制造商通常会在其用户使用手册或网站的配件部分列出每个喷嘴对应兼容的打印机。”
此外，随着喷嘴直径的缩小，3D 打印机必须以更快地移动来保持等效的体积流量。如果打印机的“热端”——打印
机中熔化材料的部分，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热量来正确熔化材料，并且零件的几何形状和精度在较低的分辨率。
来源：Getty

直参与为 NASA 开发各种其他高科技计算和实验技术。新合金 GRX-810 可以持续承受超过 1090° C 的高温。可用

现在，NASA 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可控的方式获得 ODS 材料。如果用传统工艺，需要使用球磨方法来制造。然而，
现在仅使用 3D 打印和静电沉积等方法，就可以设计出比其他制造方法性能更高的合金。实际上，3D 打印还可以使
这些材料更加通用，并使工程师实现更为优化的设计想法。
来源：3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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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面投影微立体光刻技术和模塑法制备微流控光学器件的

对比研究

世界上第一家数字面包店

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糖果

image© 摩方精密

image© 网络

近日，卡塔尼亚大学 Lorena Saitta 课题组采用面投影微立体光刻 (PμSL) 技术和基于 3D 打印的 PDMS 翻模技术

一家名为“The Sugar Lab”的数字面包店正在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糖果，这些糖果看起来外形和味道都很独特。

PμSL 3D 打印技术采用 HTL 光敏树脂一步成型了微流控光学器件；作为对比，研究人员还采用基于聚合物喷射 3D

可以完成。糖具有独特的分子结构，它可以完美展现你想要的样子。”

制备了用于段塞流检测的微流控光学器件，通过对比研究评估了两种加工技术及其制备材料的利弊。研究人员基于
打印的 PDMS 翻模技术多步工艺制备了微流控光学器件。

PDMS 器件和 HTL 器件微通道的相对粗糙度分别为 0.0001 % 和 0.0002 %，因此，两种加工技术均能保证微通道
内流体流动的稳定性。将两种器件用于段塞流的检测，PDMS 器件柔性比较大，居中对准两根光纤比较困难，观测

数据的变化比较大；HTL 器件的刚性比较好，观测数据的分散性远小于 PDMS 器件。然而，HTL 树脂的透光性不

如 PDMS，检测性能相对较低。因此，基于 PμSL 3D 打印技术，结合透光性良好的 3D 打印树脂材料的开发，可以
推进微流控芯片的研究。

主厨维多利亚 - 罗斯 - 约翰逊（Victoria Rose Johnson）说：“有些我作为蛋糕装饰师无法制作的东西，在这里

约翰逊花了多年时间制作蛋糕，现在主要从事制糖的工作。厨师使用特殊的 3D 食品打印机来创造小型的、可食用

的艺术作品。创始人 Kyle Von Hasseln 在读研究生时有了这个想法。机器使用调味的、有流动性的糖浆来打印一
层又一层结构，随后颜色也被喷上去了。

食品 3D 打印机一次可以打印出多个糖果。最后的成品被运输出机器，然后用压缩空气吹扫，以去除多余的糖粉。
这是相当戏剧性的一幕，因为糖果的真正鲜艳的设计和颜色一瞬间被展现出来。The Sugar Lab 有两款著名的打印
糖果产品，其中一个是西瓜柠檬水糖块，它会在你的嘴里先融化，味道就像一块被做成了糖果的口香糖。

来源：摩方精密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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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挑战与机遇并存：绿色发展的 3D 打印材料

《3D Imperial》独家专访 CD3D 公司创始人
Pawel Ślusarcz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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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wel Ślusarczyk（帕维尔·斯卢萨尔奇克）
-- 3D 打印门户网站 CD3D（Centrum Druku 3D）公司创始人
-- 3D 打印公司 GREENFILL3D 高级市场经理
-- 3dprintingindustry 编辑

-- 在 IT、营销和广告等各个领域也拥有十年的经验

-- 曾先后在英特尔、EA、联想、华硕、奥林巴斯和林肯等品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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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怎样的个人经历和背景让您进入到了 3D 打印行业？

A

Pawel Ślusarczyk：我从事 3D 打印行业已经 9 年多了。2013 年 1 月我创办了一个专注于增材制造的门户网站，

名为“Centrum Druku 3D”，是波兰最大的 3D 打印门户网站，也是欧洲地区运营时间第三长的媒体。Centrum

Druku 3D 对波兰 3D 打印行业的发展和增材制造在波兰地区的普及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当其他主流媒体对波兰
国内的公司完全不感兴趣时，我们是第一个重视波兰国内公司的媒体。大多数现在知名的波兰品牌，如 Zortrax、
Sinterit、3DGence 等都在我们网站的页面上首次亮相的。

多年来，CD3D 从事了与 3D 打印相关的很多项目。例如培训、咨询、公司和大学对于 3D 打印机的应用、按需提供
3D 打印服务等。我几乎精通所有增材制造技术，使用的材料主要有 FDM、树脂和金属粉末等。
3D 打印之于产品和包装改变了什么？随着全球一体化经济贸易活动的开展，许多国家开始对包装材料设置了“绿

2018 到 2019 年间，我们开发了自己的 3D 生物打印机，并联合了我们波兰的认证实验室 Bionanopark 中的 21

术所涉及的废弃物再利用，特别是可回收的纸制品、食物残渣和植物等，成为各行业关注的焦点。但在回收过程

口罩授权制造商，我们利用抗菌材料和铜纳米粒子 3D 打印了防疫口罩。准确的说，我们对 3D 打印的相关技术了如

色技术壁垒”。相对于普通材料，可生物降解材料能尽可能的实现取之于自然，还之于自然。目前，3D 打印技
中也面临分类、筛选、清洁、易腐败等诸多问题，并因此产生高昂的成本。本期《3D Imperial》专访的是来自

波兰的 3D 打印领域专家 Pawel Ślusarczyk 帕维尔·斯卢萨尔奇克，凭借着多年行业经验和不断试错的勇气，
Pawel 在麦麸等食物残渣中找到了一条“绿色打印”的好方式，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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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机器，创办了生物打印中心 Open Cluster of Bioprinting。2020 年，疫情爆发后，作为智利 Copper3D 公司
指掌。

* 注：2015 年 Centrum Druku 3D 改制为 CD3D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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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分析用湿的食物残渣制成的材料，进行加工和 3D 打印的可能性，不幸的是，出现了另外两个问

Q

《3D Imperial》：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GREENFILL3D 公司，贵公司的核心业务是什么？

A

Pawel Ślusarczyk：去年春天，波兰最大的食品生产商和欧洲最大的食品生产商之一的 MASPEX 集团联系了我们。
由于纸板和胶合板的价格不断上涨，以及他们在欧洲的供应问题，他们正在寻找生产广告架的替代方法。两年前，

我们曾和 MASPEX 集团联系过，当时我们偶然间谈论用食物残渣 3D 打印简单广告小工具的可能性。2021 年，我

题。首先，我们不知道用这种材料制成的成品，在终端使用的时候，真正强度和寿命是多少。其次，湿食物残留物

必须清理干净，彻底干燥，使它们不会腐烂，然后粉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考虑将它们进一步加工成 3D 打印材料。
与此同时，MASPEX 已准备好向我们运送大量垃圾——我们无法在它腐烂之前对其进行处理。而 3D 打印的效率并
不高，我们无法使用如此大量的材料。所以我们专注于麦麸。麦麸的量也有很多，但它们可以存放很长时间并且不
易变质。然而，将麦麸这种类型的有机材料与热塑性塑料混合并制成 3D 打印材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们便有了新的合作机会。

2021 年 7 月，我们成立了一家新公司——GREENFILL3D，并启动了欧盟资助下的研发项目。起初一切都很顺利，

与任何一家大型食品公司一样，MASPEX 集团主要有四种类型的废弃物：使用过或损坏的包装纸板、使用过的 PET

验室设备上生产几克材料，但我们需要几百公斤材料才能开始为 MASPEX 制作 POS。当我们试图在工业线材生产

瓶、蔬菜和水果的残渣、果汁、浓缩物和即食食品生产过程中的残渣，以及从意大利面和面条生产中剩下的麦麸。

经过深入分析，我们拒绝了纸板和 PET，因为回收它们本身不难，但事先清洁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纸板箱通常有包

装箔纸和塑料手柄的碎片，而 PET 瓶有贴纸，还有瓶里面残留的果汁和饮料。虽然 PET 材料可以用于 3D 打印物品，
但它必须额外掺杂其他化合物才能使其有效（纯 PET 由于加工过程中的高收缩率而极难进行 3D 打印）。再生 PET
可以更好地用于其他制造方法，例如注塑成型。所以我们放弃了 PET 塑料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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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成功制作出了麦麸比例高达 40% 的混合物，测试材料在 3D 打印机上打印效果很好。不幸的是，我们只能在实
线上生产相同的化合物时，却发现问题非常严重。我们没有取得任何成功，这让我们损失了两个月的时间。最终，
我们更换了技术合作伙伴，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法。经过一周的密集测试，我们终于取得了成功。同时，我
们开发了一个使用 3D 打印机制作的模块化广告架的创新项目。我们的机器园区使用了中国的 3D 打印——Creality

Ender 3 MAX，我们已对其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以使用这种材料。现在，我们正在继续生产新的广告应用，并不断发
展我们的业务。事实上，我们直到 2022 年 2 月才正式向世界展示我们的解决方案，所以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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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请问您是如何实现零浪费和循环经济理念的？

A

Pawel Ślusarczyk：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专利材料的关键成分是麦麸，它是意大利面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

Q

《3D Imperial》：GREENFILL3D 考虑过进行大规模生产吗？

A

Pawel Ślusarczyk：3D 打印和“大规模生产”不能齐头并进。大规模生产适用于其他制造技术，例如注塑成型。然而，
3D 打印允许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现代制造。我们不需要大量生产——我们可以实施自由个性化的小批量生
产，而不会产生额外成本。与注塑成型相反，一种形式必须生产成百上千个零件才能盈利，在 3D 打印中，我们可
以以相同的价格生产一个、几个或几十个产品。增材制造的关键词是：按需生产、一站式和个性化。

我们没有丢弃它们，而是以新的功能形式使用它们。我们用意大利面的废弃物制作材料，然后搭建广告展架来宣传

当然，我们也意识到了 3D 打印技术的许多局限性，我们并没有试图用它来取代其他制造方法。相反，我们正在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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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面。结果就是，废弃物可以被用来推广它们最初所属的产品——完美的零废物和经济循环。

找一些可以利用 3D 打印优势的应用，而不是试图赶上铸造成型或注塑成型。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

热点人物

Q

《3D Imperial》：在目前的 3D 打印项目上，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A

Pawel Ślusarczyk：人们已经习惯了现有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时间来实现 3D 打印的优势。如果在过去的 10 到
20 年里，一家公司习惯于订购成千上万件相同的产品，那么他们很难理解这样的概念。3D 打印的产品单价更高，

通常只能订购 10 到 20 个产品，并且每个产品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同。在默认情况下，商业公司会订购大量
相同的通用物品，这些物品可能适合每个人。然而，3D 打印可以通过个性化和区域化的定制，帮助我们接触到非常
精准和特定的群体。与其印制 100 万份相同的被扔进垃圾桶里的广告传单，不如针对客户群的特定需求和期望设计

100 到 200 种独特的广告产品。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请改变你对广告的看法。十年来，个性化广告在互联网世
界中一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现实世界中，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

另一个挑战就是产品的生物降解性。对于企业来说，仅仅因为环保而订购价格高出 2-3 倍的产品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廉价的合成塑料通常仍然会胜出。当然，它最终会进入垃圾填埋场或海洋，或者被非法焚烧……但我们对此持乐观

态度。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法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对塑料污染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然而，现在人们更害怕的患
上某种疾病，例如被新冠感染，而不是意识到自己是如何每天被漂浮在空气和水中的微塑料或积聚在食物中的微塑
料毒害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但是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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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在 GREENFILL3D 所有精美的 3D 打印作品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A

Pawel Ślusarczyk：我想会是我们的小酒瓶架。这个项目的挑战是与众不同的。“Soplica”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波兰伏特加品牌，它相当便宜，不是昂贵的 15 年陈酿威士忌和干邑白兰地，所以我们试图想出一种方法来包装一种
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商店购买的廉价产品，并将其用作不寻常的礼物。我想我们已经成功了——制造平价以获得非
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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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GREENFILL3D 接下来会有哪些项目？

A

Pawel Ślusarczyk：我们正在研究独特而且令人惊叹的项目。这将使我们 3D 打印技术在广告上的应用，从可生物
降解材料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目前，我暂时无法透露更多细节——我们的解决方案准备就绪后将会取得专利，
接下来后我们将再次尝试让世界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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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请问 GREENFILL3D 设定了什么目标？

A

Pawel Ślusarczyk：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让人们更加关注日常用品的材质。廉价塑料已对我们的健康构成真正

的威胁。它不会消失——它会被分解成污染土壤、水和空气中的微粒。鱼类、动物和植物吸收微塑料，然后人类食
用它们，虽然食物被消化，但微塑料接下来仍留在体内。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也没人在乎。

需要明确的是——我们不是在试图“拯救世界”，而是试图将我们的小小力量，植入到消费品生产新思维的基础上。

每次我们与客户交谈时，我们都会谈论相同的事情，以试图提高认知。无论如何，人们都会订购广告产品——如果

他们可以自觉地认识到，与订购广告产品相关的潜在风险和危害，这对人们来说是好事。我们只想站在“正确的一边”，
成为“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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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您有什么想和《3D Imperial》的读者和您的粉丝分享的吗？

编后语：

A

Pawel Ślusarczyk：保持觉悟，从询问自己开始。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它是什么做的？当我用完并扔掉它时会

艰难。企业只能适应这一过程，因为这是不可阻止的必经之路。目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 Pawel 关注的重中

发生什么？有更好的选择吗？低价是我购买决定的唯一标准吗？高价格是否意味着物品对环境有益，还是仅仅因为
昂贵？

对于未来 3D 打印技术和材料的发展方向，Pawel 认为，各国企业都在开展新型生物材料的研发，但过程却缓慢而

之重。正如 Pawel 所说，与其生产成千上万的被扔进垃圾桶的宣传页，不如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他们所期望的设计，
3D 打印技术便能符合这一要求，并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最糟糕的是认为“我的决定没有任何意义”或“即使我停止做某些事情，其他人也会这样做，所以为什么要费心？”。

整理：Claire Jiang@3D Imperial

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没有人能预测未来。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可以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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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本

世界上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有存在的意义。有些人做独特的、开创性的事情，有的人做简单的日常工作。但
如果你不相信，或许属于你的时刻还未到来。请谨记，“当我变得更好时，世界才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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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aw 利用 3D 打印技术，将塑料垃圾变废为宝

The New Raw 是一家位于荷兰鹿特丹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室，由建筑师 Panos Sakkas 和 Foteini Setaki 于
2015 年创立，他们的目标是利用设计、机器人和工艺赋予废弃材料新的生命。

你可能听说过他们最知名的 Print My City 项目，这个项目包括回收阿姆斯特丹居民的所有生活垃圾，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城市家具。 通过这种方式，当地居民受邀了解他们的回收习惯，并在必要时改变这些回收习惯。
The New Raw 还支持“Second Natural”项目，该项目回收渔网并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成贝壳。 而这个
项目的目标是提高我们海洋的严重环境问题的认识。

本期期刊，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下这些由生活垃圾改造成的 3D 打印作品。

49

50

创意视界

图文来源：https://thenewraw.org/

https://www.3dnati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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