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na Hoff

个性化 3D 打印塑造食品的未来
Origin One3D 打印机助力 Nissan NISMO 驰骋赛道
丰田与 SOLIZE 合作按需 3D 打印汽车零部件
3D 打印让高级珠宝和高新科技不再有界限
德国库尔特埃莎推出超大型、可模块化扩展的
Flying Ray 多激光多轴 3D 打印设备

卷首语

3D 打印深入医疗，惠及全球
作为新生事物的 3D 打印技术，将给药物研究和医疗领域带来新的机会。诸如药物制作以及骨骼移植研究等新型 3D
打印技术都已被采用，接下来让我们探索它的近期发展。

2022 年 7 月，南京三迭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首款产品 T19 获 NMPA 药物临床试验，其早在 2021 年就获得美国

FDA 新药临床试验（IND）批准。近日三迭纪宣布与全球领先药企礼来制药达成合作，利用 3D 打印技术在药物递
送系统中的优势，实现口服药物在胃肠道的程序化释放。

7 月同期，在临床重建治疗中，私人控股的专业医疗技术公司 Onkos Surgical 宣布该公司的 My3D 个性化骨盆重
建系统，已获得 FDA 的 510（K）许可。

My3D 个性化骨盆重建系统，是同类解决方案中的第一个包括 3D 打印植入物、器械和模型，以及用于治疗畸形、创伤、
疾病和其他治疗的综合平台，或可用于解决手术失败重塑的高级规划服务。本次获得的 FDA 批准，将再一次扩大该
公司关于肿瘤学和复杂骨科解决方案的产品组合，未来可广泛用于患者解决有关盆骨的复杂治疗。

编者笔记

在实际操作中，2022 年 7 月 18 日，巴塞罗那儿童医院的儿科颌面外科团队，使用 BCN3D 的 3D 打印技术，成功

本期看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发布

据悉，因为这位患者手术具有很高的复杂性，为了保住患者的正常视力。颌面外科主任 Josep Rubio 博士领导的医

年）》的通知；3D 打印技术助力珠宝设计师创造独一无二的原创作

执行了一项复杂的手术，切除了一名 11 岁男孩的恶性肿瘤。

疗团队，决定使用 BCN3D 的 3D 打印技术，创建患者颅骨 3D 解剖模型进行术前规划和模拟。

得益于 BCN3D 的 W27 3D 打印机，该打印机配备双挤出机头和材料 (ABS)，为医生在实际干预手术中，更好地对
整个眼部（面部骨肉瘤）精准切除。这就是 3D 打印技术于复杂手术的术前模拟发挥作用的地方。

在国内 7 月的一场人工髋关节置换术中，钛合金股骨柄已取得了显著疗效。目前，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的贾伟涛团队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多层级生物功能化 3D 打印多孔 Ti6Al4V 支架，通过免疫治疗来提升骨质疏松症下

《深圳市培育发展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

品， IDENTITÉ 系列的推出，将珍贵宝石与 3D 打印高端技术相结合；
Simplifyber 获得 350 万美元种子资金，将 3D 打印纤维素服装推向
市场。本期，《3D Imperial》采访到了 byFlow 联合创始人兼 CEO

Nina Hoff，感受食物个性化 3D 打印的魅力。更多精彩，敬请翻阅。

多孔 Ti6Al4V 支架的骨整合效果。

支架的宏观大孔结构主要起机械支撑作用，微米级孔隙促进了细胞粘附，增强了支架生物相容性，纳米结构通过搭
载生物分子，起调控免疫细胞活动的作用。体外细胞培养实验和动物体内植入实验证明了这种新型支架能与骨质疏
松骨进行良好的骨整合。

研究结果表明，该多孔支架植入物能通过免疫途径调节骨代谢，增强植入物与宿主骨质疏松骨之间的骨整合，为老
年骨质疏松症患者所使用的钛合金股骨柄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策略。

现如今，医疗行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从医疗器械、器官到手术等全方位的 3D 系列产品和应用。3D Imperial 相信，
这会成为 3D 打印技术在医疗上深远发展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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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发布

《深圳市培育发展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 年）》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制造强市建设的工作部署，加快发展壮大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集群，依据《广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制定本行动计划。

科研机构、科技型企业，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产学研用协同等方式，围绕精密激光智能装备和增材制造高端装

备等领域，实施重大装备与关键零部件攻关计划。（市科技创新委、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强应用示范推广。面向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开展高端激光装备和增材制造装备应用示范。支持企业开展

智能化改造，积极推动激光智能装备与增材制造装备产业数字化，支持与 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技术融合应用，加速在智能化产线的应用推广。（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构建产业支撑体系。围绕激光与增材制造企业共性需求，强化优质资源整合，支持建设技术创新联盟、

应用研发中心等产业促进机构。鼓励重点企业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和质量体系建设。支持举办国际知名专业展会及高
端论坛活动，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一、总体情况
（一）发展现状。我市是国内重要的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集聚区，产业规模、企业数量和有效专利量国内领先，

已初步形成覆盖材料、器件、软件、设备和应用服务全链条的产业生态体系，在多模块连续光纤激光器、高功率激
光切割头、电池焊接装备等产品类别处于国内一流行列。2021 年我市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增加值达到 73 亿元。

（二）发展机遇。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实施了“增材制造和激光制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本形成技术创

新体系与产业创新体系融合的良好格局。激光制造装备与增材制造装备在下游应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我市制造业
应用场景丰富，为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

（三）存在问题。一是部分材料和核心零部件对外依存度较高。二是产业大而不强，部分企业以设备整机集成

业务为主，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三是企业梯队结构不完善，亟需培育中坚力量支撑产业持续发展。四是产业应
用融合不够紧密，超快激光、高功率激光、增材制造等推广应用有待深化。

（四）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强化区域发展统筹规划，发挥各区自身优势，依托骨干企业打造一批激光与增材制

造专业园区，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推动形成空间集聚、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的发展格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重点工程
（一）产业基础高级化工程。

1. 前瞻布局前沿基础研究。围绕激光与增材制造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鼓励重点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合作，开展激光与材料间的热力耦合作用、配套结构件服役寿命预测、增材制造过程的应力与变形、成形效率、
缺陷形成机理等基础理论研究，努力实现重大成果突破。（市科技创新委牵头）

2. 加快补齐基础材料短板。实施首批次重点新材料应用示范政策，重点开发激光晶体、特种光纤、变频晶体、

二、工作目标

高熵合金粉末、梯度材料、复合材料、生物材料和陶瓷型芯材料等，推进增材制造的高频超声检测技术及装备材料、

（一）产业规模持续领先。到 2025 年，产业增加值达到 140 亿元，新增 10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

信息化局牵头）

巨人”、“独角兽”企业。

（二）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到 2025 年，在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支撑软件、高端器件等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新增 1 家省级或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10 家企业技术中心。

（三）行业应用深度融合。到 2025 年，围绕 3C 电子、新能源、新型显示等优势领域，打造一批“激光 +”和

纤维增强材料激光并行制造工艺及装备激光制造基础材料等项目建设，加快提高材料供给水平和能力。（市工业和
3. 攻克基础关键核心器件。推进核心器件产业化建设，重点攻克高性能激光芯片、光调制芯片、高功率光栅、

光束整形镜、扫描振镜、超高功率激光切割头、3D 打印头、高亮度泵浦源等核心器件，提升关键核心器件研制水平。
（市科技创新委、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4. 实现基础支撑软件自主可控。实施首版次软件推广应用政策，支持软件设计企业联合行业重点企业，开展增

“3D 打印 +”智能制造应用示范项目。

材制造建模软件、数据处理软件、工艺分析及工艺智能规划软件、在线检测与监测系统及成型过程智能控制软件的

推动专业展会、高端论坛等行业活动的开展，形成覆盖源头创新、智能制造、创新应用的产业发展生态。

息化局牵头）

（四）产业生态持续优化。到 2025 年，建成若干检验检测、试验验证、应用研发等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

联合攻关，突破基于激光增材制造结构优化设计技术，实现结构件从制造到服役的全生命周期预测。（市工业和信

（二）产业链现代化工程。

三、重点任务
（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积极探索前沿科技领域“揭榜挂帅”等机制，布局共性技术平台和创新载体，鼓励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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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动价值链高端化发展。实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政策、重大装备与关键零部件专项，提高大

功率光纤激光器、高功率固体激光器、超短脉冲激光器、工业化超快（飞秒、皮秒）激光器、光束可调激光器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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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支持企业开展万瓦级大幅面高功率切割、超快激光精细切割等精密激光装备研制，金属 / 生物

制超短脉冲激光柔性 OLED 大板分切智能装备，开展大尺寸 TFT-LCD、OLED 基板剥离及面板超快激光切割应用示

2. 促进企业融通发展。鼓励领军企业积极整合国内外技术、人才等产业资源，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围绕基础

3. 新能源领域应用示范。依托新能源动力电池智能制造装备生产线等示范项目建设，瞄准新能源整车制造和光

等材料的增材制造装备研制。（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材料和核心零部件等产业链薄弱环节，引进一批创新型领先企业，培育一批细分优势领域的骨干企业，逐步形成龙

伏等清洁能源发展需求，支持企业开展新能源汽车车身焊接、锂离子动力电池焊接和清洗、TOPCon（隧穿氧化层

信息化局，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新区管委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头企业引领、骨干企业支撑、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链协同创新模式，构建完整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市工业和
3. 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聚焦 3C 电子、新能源汽车等优势领域，支持建设智能生产线、数字车间和智慧工厂，

钝化接触太阳能电池）、HJT（异质结电池片）等高效光伏电池设备应用示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

开展激光与增材制造装备数字化管理、在线故障诊断、预测性维护、产能提升、节能降耗、质量管理等分析应用，

五、空间布局

发 + 生产 + 供应”的数字化产业链生态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

在前海布局研发设计环节，在宝安区、龙华区、坪山区布局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环节。以宝安区为核心承载区，

打通激光与增材制造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数据渠道，实现数据交换畅通、行业资源共享和生产过程协同，着力培育“研

（三）支撑体系强化工程。

1. 推进重大创新载体建设。支持建设 3D 打印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快培育激光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支持高校、

科研机构与行业企业，围绕光电子器件、超快光纤激光器、超短脉冲激光技术等核心器件和前沿技术领域，加快布

局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加强与国际、港澳创新资源协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汇集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链重点企业，打造覆盖全产业链条的集聚区。支持龙华区加快孕育一批重点企业，形成特
色激光器和激光设备集聚区。支持坪山区做强深圳市 3D 打印制造业创新中心，发挥潜在空间优势，集聚整合激光

与增材制造资源，打造成为重要集聚区。（前海管理局，宝安区政府、龙华区政府、坪山区政府，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保障措施

检验检测、试验验证等服务。研究设立国际标准组织，鼓励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和企业积极参与制定激光与增材制

（一）加强统筹协调。强化部门协调和市区联动，加大对产业、重点企业的运行监测与跟踪服务力度，并推动

2. 加强高能级公共平台支撑。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重点企业共建激光与增材制造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应用研发、

造的材料标准、设计标准、工艺标准、装备标准、检测标准、数据标准和服务标准等，推进标准落地实施。支持举

解决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重大事项和重点工作。加强与行业组织协同，成立激光与增材制造领域行业

加强交流合作，打造国际品牌。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场监管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商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别合作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办深圳国际激光与智能装备、光电技术博览会等国际展会和高峰论坛。重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合作伙伴，
3. 加快人才队伍体系搭建。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链和教育链。引进培育具有国际视野和先进经营管理理念的复

合型企业家人才，具备交叉学科知识和掌握核心技术的专家型人才。支持高校、职业院校设立激光与增材制造领域
专业，鼓励校企共建实训基地，联合培养工匠技能型人才，形成融合创新的良好发展态势。（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教育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联盟，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深汕特
（二）加强政策保障。建立适应和促进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体系，加大创新产品推广力度，实施“三

首”工程。支持各区结合实际制定实施促进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
科技创新委，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

（三）加大资金支持。加大支持力度，支持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重大项目、重点园区、重大平台建设，促进产

业发展壮大。设立高端装备产业基金，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激光与增材

（四）应用示范融合工程。

1.3C 电子领域应用示范。瞄准 PCBA（印刷电路板装配）制造、硬脆性材料和薄金属加工及检测等需求，突破

超快激光高速高精度玻璃通孔、柔性电路板超高速高精度紫外激光打孔等关键技术，研制大型薄壁构件激光焊接装备、
透明硬脆材料赋码加工与识别追踪设备、紫外皮秒激光高精度片式电阻修阻系统等，开展蓝宝石、陶瓷、玻璃等硬
脆性材料加工应用示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2. 新型显示领域应用示范。瞄准 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OLED（有机发光半导体）、Mini-LED（发

光二极管显示器）、Micro-LED（次毫米发光二极管）面板切割、剥离等需求，优化自动定位切割等加工工艺，研

7

制造产业项目投资。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激光与增材制造企业上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
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快人才培育。加大人才引进政策对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的支持力度，引进一批“高精尖缺”创新人才和团队。

鼓励高校院所加强机械、材料、软件、光学、信息技术等学科建设，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型技术和管理人才。
（市人才工作局，市教育局、科技创新委、工业和信息化局、人力资源保障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来源：http://gxj.s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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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丰田与 SOLIZE 合作

按需 3D 打印汽车零部件

雷尼绍扩大与 Atherton 合作，使用金属 3D 打印

打造轻巧坚固的自行车

image© 丰田

image© 网络

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已开始与 SOLIZE 合作，按需 3D 打印备用汽车零部件。作为去年开始的项目的一部分，丰田

英国制造商雷尼绍宣布，与威尔士定制自行车制造商 Atherton Bikes 将扩大合作。该公司使用雷尼绍 3D 打印技

现在使用 HP Multi Jet Fusion 3D 打印来生产库存零件，然后将它们与传统生产的备件一起出售。除了为公司提
供增强的短期生产能力外，据说使用该技术还可以优化新开发零件的设计和交货时间。

“每天，我们都看到全球许多不同行业的 3D 打印应用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在汽车行业，”惠普日本的医学博士

Nobuki Okado 说，“像丰田汽车公司这样的领先汽车制造商正在展示 3D 打印在灵活设计、上市速度和可持续影
响方面的力量。HP 和 SOLIZE 继续携手合作，以满足对更具创新性、个性化和可持续产品的需求。”
来源：https://www.sohu.com/

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利用快速成型制造的优势，包括生产速度、制造技术和耐用性。

雷尼绍快速成型制造部门的销售经理 Bryan Austin 解释说：“通过投资快速成型制造工艺，Atherton 拥有为他们
的新款自行车，开发出最佳的设计方案，而这是使用传统铸造方法难以实现的。使用模具进行铸造，并不适合生产

Atherton 的客户所需的定制部件。铸造也会产生较重的部件，因为它不能产生内部的蜂窝状结构，而这种经过设计
优化的结构，可以使 3D 打印的部件变得更轻。”
来源：https://ww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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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要闻

嵌入式数字条形码

可解决 3D 打印可追溯性障碍

CRP 技术公司开发 Windform 材料

助力 3D 打印无人机塑造“新强大”

image©CRP Technology

image© 网络
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初创公司 SmartParts，为 3D 打印材料的可追溯性开发出了一种新技术，同时，近期被

在无人机的开发方面，选择合适的材料至关重要。作为一家 3D 打印服务和材料供应商，CRP Technology 公司在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 Cody Burke 说：“由于 3D 打印的可定制特性，它增加了伪造的风险和供应链的风险，

CRP 如今已经创造了一整套 WindformTOP-LINE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专门用于选择性激光烧结（SLS）技术。

Hexagon 评为 Sixth Sense 创业创新平台第一轮的联合获胜者。

因为你可以使用普通的桌面系统，打印出足以欺骗优秀航空工程师的零件，虽然它引入了一大堆复杂的质量管理系统，
和可追溯性解决方案，却并没有真正的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缺乏这些解决方案阻碍了 3D 打印技术，在实际生产
中的采用。”

这家初创公司成立于 2020 年，开发了嵌入式数字条形码技术，来解决可追溯性问题。该技术旨在整个制造过程中，

将物理部件与数字记录连接起来。虽然还有其他类似的技术，但 SmartParts 在条形码中使用光子晶体，可以实现
精确控制和独特的签名，这是完全不可能通过后期进行逆向的工程。

开发 3D 打印监控无人机市场上有着丰富的经验。

Windform 材料提供有出色的机械性能和耐用性，通过增加一系列全新的重要功能，改善了高级监视无人机的操作。
该公司表示工业增材制造和无人机技术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关系，这属于两个飞速发展的领域。产品设计师发现 3D
打印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具，当涉及到制造定制的终端无人机部件时，它可以为独特的场景提供定制的功能。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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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超跑制造商 DIVERGENT TECHNOLOGIES

获得 8000 万美元新资金

Markforged 以 4000 万美元收购 Digital Metal

将规模量产高质量金属 3D 打印部件

image© 网络
Divergent Adaptive Production System (DAPS) 的 开 发 商， 增 材 制 造 超 跑 汽 车 初 创 公 司 Divergent

Technologies 又获得了价值 8000 万美元的新资金。 虽然 Divergent Technologies 在今年 4 月刚刚筹集了 1.6

亿美元 ( 约 10.8 亿人民币 )，但通过分别由 Horizon Technology Finance Corporation 和 Bridge Bank 提供

image© 网络
金属和碳纤维 3D 打印平台 Digital Forge 的开发者 Markforged，近日宣布与金属粉末供应商 Höganäs AB 达成
最终协议，将以 4000 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它的子公司 Digital Metal。

的新贷款融资，该公司又获得了另外 8000 万美元的资金。

Markforged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hai Terem 表示：“通过对 Digital Metal 的收购，正在快速推进我们的工业化

该公司表示已经计划用于 DAPS 系统，来建造 Czinger 21C 超级跑车，并表示，未来计划将部分资金用作营运资金，

我们的 Digital Forge 平台融合。未来，将持续扩展解决医疗、汽车、奢侈品和其他行业的实力。”

至少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业务增长。

制造愿景，以实现制造更精准可靠的金属零件，以及大批量生产的能力。同时，将 Digital Metal 的解决方案，与

Digital Metal 首席执行官 Christian Lönne 说：“凭借 Markforged 的经验和现已开发的市场，我们相信将能够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共同发展我们的技术，并帮助更多制造商，生产他们需要的大批量金属零件，以推动高生产率和成本效益的运营。”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Markforged 将向 Höganäs 支付约 4000 万美元的收购金（约 2.6 亿人民币）。根据惯例，
对 Digital Metal 的收购工作将于 2022 年第三季度完成。
来源：https://ww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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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Simplifyber 获得 350 万美元种子资金

将 3D 打印纤维素服装推向市场

SmarTech 报告：开局强劲！ 3D 打印市场规模

在 2022 年第一季度达到 30 亿美元

image©Tom Mannion/Modern Synthesis
3D 打印初创公司 Simplifyber 已经筹集了 350 万美元的种子资金，这笔资金将用于推广他们所开发的可生物降解

的 3D 打印纤维素基服装产品。Simplifyber 公司的新产品围绕其增材制造系统和专有的纤维素配方，它利用这些
配方来生产从 T 恤到鞋面等一系列的完全可生物降解的产品。

该公司由时装设计师 Maria Intscher-Owrang 领导，她在 Vera Wang、Calvin Klein 和 Alexander McQueen
等时装公司的任期超过了 20 年。她说：“我看到了增材制造是如何颠覆几乎所有其他行业的，但在时尚界却没有，
这也成为了我推动它成为现实的动力。”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image© VELO3D
SmarTech Analysis 发布了增材制造 (AM) 行业的最新季度数据，表明该行业今年开局非常强劲。根据增材制造市
场研究小组的数据，3D 打印市场在 2022 年第一季度增长到 30 亿美元，与 2021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27%。

SmarTech 表示，如果忽略通胀和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增材制造行业中有关打印机、材料和技
术服务市场到今年年底可能会产生 120 亿美元的收入。相比之下，2021 年这一数字维持在 106 亿美元。然而，

SmarTech 所提及的负面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与 SmarTech 数据相关的最新洞察报告表明，全球的宏观经济挑
战即将到来，可能会减缓今年已经观察到的快速增长。

此外，该报告认为，在这次经济下滑的大趋势下，增材制造不仅行业模式不同于传统制造，市场状况也不同。在过去，
促进增材制造应用的激励措施往往都会受到都会受到传统制造市场增长的阻碍。然而，现在诸如供应链中断、可持
续性和成本降低等问题反而有利于 3D 打印的应用。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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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可寻

3DCeram 推出专为工业应用的

新款陶瓷 3D 打印机 -C1000 FLEXMATIC

德国库尔特埃莎推出超大型、可模块化扩展的

Flying Ray 多激光多轴 3D 打印设备

image©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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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举行的 CerAMTec 贸易展上，法国 3D 打印服务商 3Dceram，推出了专为工业设计的新型陶瓷 3D 打印

针对下一代技术飞跃，德国隐形冠军库尔特埃莎 -Kurtz Ersa 推出超大型、可模块化扩展的 Flying Ray 多激光多

机 C1000 FLEXMATIC。

这是一款瞄准全尺寸工业 SLA 陶瓷 3D 打印生产而研发的新产品，旨在应对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挑战。集成了

3DCeram 的未来工厂 SMART Ceramic Factory，并拥有在半自动化线上打印陶瓷零件的能力。

这款新设备充分利用 3DCeram 15 年的研发技术和相关设备经验，比如已开发的 C900 FLEX、C100 EASY 和

C3600 ULTIMATE 等。以确保新设备在整个过程的自动化，实现了从刮料到激光策略，再到成品质量以及打印陶瓷
配方，最后进行回收和后处理等的自动化。

轴 3D 打印设备。构建速度高达 500 cm/h ！库尔特埃莎 -Kurtz Ersa 的“飞行射线”-- Flying Ray 超大型 3D 打

印设备激发技术升级灵感！具有高度的创新性，适用于机械制造、工具和模具制造、批量生产、研究和教育、航空
航天、医疗、汽车等领域的加工需求。

Flying Ray 展示了一个用于多激光的多轴系统。由于其垂直撞击的激光束，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在基本配置含八个

激光在八个旋转臂上同时使用，具有 45° 的旋转范围。这些激光在重叠的工作区域中并行工作。激光功率是自适应的，
范围从 50 到 400 W。这台设备的第二大亮点是，轴和激光器可模块化扩展。顾名思义，库尔特埃莎 -Kurtz Ersa

可根据具体的加工需求，改变设备的配置，包括改变激光器数量、轴数和长度、轴间距离、旋转臂的重叠区域等。
同时，借助 Kurtz Ersa 专门开发的软件，数据准备变得轻而易举，通过直观的人机界面确保轻松操作。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来源：http://www.3dscienceval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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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成型尺寸超 1 米，华阳新材料发布 10 激光

超大型 SLM 金属 3D 打印机 HY-M1000

Atome3D 向法国市场销售

Zmorph i500 3D 打印机

image©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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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新材料成功推出基于 SLM 技术的超大型金属 3D 打印设备 HY-M1000。这款设备采用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控制

波兰制造商 Zmorph，以生产一体式 3D 打印机而闻名（集成 3D 打印、雕刻和激光切割技术）， 近日，推出了它

和工艺成型软件，可为用户提供两轴方向均超 1 米（1200mm*750mm*1000mm）的超大尺寸、高质量、一体成

型金属制件，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更是华南地区首台、国内为数不多的超米级激光选区熔化金属 3D 打印机。可打
印钛合金、铝合金、高温镍基合金、不锈钢、模具钢等金属粉末材料。

这款设备配置华阳新材料自研的出粉和双向铺粉机构，铺粉层厚 20-100um（连续可调），有效缩短铺粉时间，采
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率 3D 打印方法 + 多激光搭接控制技术”，可实现打印搭接区力学性能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的首款工业 3D 打印机 Zmorph i500。现在该公司已经与 Atome3D 达成合作，将由后者在法国开始推广。

借助 i500，Zmorph 希望通过使用大量传感器，提供简化的工作方式，来优化用户体验。由于热端配有压力传感器

（可直接在喷嘴处进行测量），该机器可确保两个打印头的自动调平和 Z 轴对齐。这些传感器与喷嘴升降系统相结合，
以确保最佳的第一层沉积和降低多材料打印的故障率。

可达到拼接区的力学性能不低于单激光器区域的 99%，全幅面力学性能一致性差异不超过 5%。

考虑到该设备的技术特性和较高的售价，税前 6699 欧元（约 4.5 万人民币），Zmorph i500 显然是针对专业人士

来源：https://3g.163.com/

440x300x500 毫米的双挤压工艺）。

量身打造的。它是一款大幅面打印机（703x507x1075 毫米），受益于大打印量（460x300x500 毫米的单挤压和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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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简介

灵活组件保持系统的增材制造

推动增材制造灵活和流体
保持系统的关键因素
部件整合和改进安装分配

增材制造带来更大的设计自由度，可将多个组件和功能整合到

简介
多年来，光聚合物增材制造 (AM) 一直用于加速创新型汽车组件和系统的开发。然而，这些部件主要用于非功能性

构型和拟合评估，或作为使用传统注塑或铸造方法打造部件的模型。对此技术的狭隘使用主要是由于此前在生产力、
材料特性 ( 或两者兼而有之 ) 方面的限制。现在，3D Systems 正通过新材料开发大力凸显增材制造的价值，将该

技术转变为创新型部件制造方法，此方法不仅能满足汽车条件的性能要求，还能在较长的工作周期内保持性能。在
本应用简介中，您将了解这些材料和技术如何用于开发和生产车 辆中复杂的灵活保留系统。

现代车辆有许多不同的推进系统，其与冷却、气候、信息娱乐、驾驶员信息、安全系统等协同工作。所有这些功能

都需要在整个底盘、车身和内部进行各种电气、能量和溶液传输。这些传输需要在有限的安装空间和具有挑战性的
操作环境中进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保留或路线组件取决于因车辆定制而小批量生产的功能。小批量生产导致传

统模具的成本过高。直到现在，这些限制对试图在产品发布前及时提供强大设计解决方案的工程师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增材制造保持解决方案示例
保持设备遍布整车，为电气 /EDS 能源、冷却液、清洗液、气动和真空能量等功能提供服务。除了通过系统传递能
量和流体外，保持设 备通常还集成配电元件等组件 ( 即继电器、保险丝、固态器件等 )。本简介中提供了这些类型
组件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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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部件中。对于这些 类型的组件来说，安装空间非常宝贵，
因此利用并适应复杂的环境至关重要。此应用不仅提高了装配
效率和部件质量，还提高了安装效率。
适用于功能性生命周期的材料

需要适用于功能性应用且可实现多年汽车工作周期的光聚合物

材料。3D Systems 提供一系列针对具体应用 ( 包括机械性能、
表面质量和环境稳定性 ) 量身定制的材料。
适用于快速迭代的灵活生产

光聚合物增材制造解决方案可提供生产力、质量和保真度，以

满足汽车需求。这包括满 足设计意图的功能性能和美学质量。
小批量、高价值部件的经济性

增材制造可实现生产定制设计，以应对复杂的安装和功能挑战。
减少传统模具成本和交付时间意味着可以增加迭代次数、缩短
上市时间以及优化小批量生产的设计成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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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增材制造的好处

的保持装置。这意味着可以优化这些部件的重量减轻，超越传统的 90/30/45/60 度角。

• 将各个组件整合为单个部件的设计自由度

集成支架 : 一些组件需要支架或支腿，以有效地对系统进行定位和组装到位。借助增材制造，可以消除模具制造中

• 最大化安装效率的设计自由度

对拔模方向和拔模斜度的常见限制，并利用最佳壁厚来实现结构性能，从而针对安装优化这些支架。

• 精确、可重复地生产复杂设计以优化性能
• 高效生产和后处理可提高制造产出

合并 EDS 组件 : 固态或传统 EDS 组件可以设计成具有优化组装和方向的组件，不受传统成型方向和拔模斜度的限制。

• 免模具生产可实现车辆中的小批量、 高价值组件

二维码 : 可在部件设计中加入自定义二维码，以跟踪部件和 / 或生产批次信息。

工作流程解决方案和最佳实践
示例部件 : 线束固定组件
技术 : Figure 4
打印机 : Figure 4® Modular
材料 : Figure 4® Rigid 140C Black

支架设计经过优化，易于装配，不受拔模斜度和壁厚的影响。

自定义二维码和其他跟踪功能可以直接加入到部件设计中，
不会产生任何额外的处理步骤。

功能 : 线束固定组件负责通过车辆中复杂的路线或路径引导和固定线束。这通常由非常有限的安装空间、具有挑战

加入其他保持功能

还包括封闭件、盖帽或盖板，以完全覆盖布线的线束。

标准按钉 /J 型夹功能 : 使用标准固定组件通常可提高现场内的 可维护性。增材制造设计可以轻松地结合标准孔和特

后处理 : ProCure 750 UV Finisher、部件清洗设备、部件精加工设备和工具 ( 即用于移除支撑 )

同时还可允许维修人员根据需要移除并使用现成的组件进行替换。例如，将按钉打印在设计中的位置，同时通过损

性的环境和减重的复杂性等所决定。固定设备包括复杂的设计特征，例如按销、束线带、胶带通道等。在某些组件中，

1. 增材制造设计提示
进行增材制造设计 (DfAM) 时的注意事项有时取决于您的具体应用和想要包含的功能。但是，无论您如何具体使用

保留系统，许多指南都广泛适用。如前所述，如果增材制造设计原则从一开始就指导您的决策，则该过程能在效率
和质量方面得到显著改善。

征，以便在装配和维修时将这些组件固定到位。初始装配可以结合其中一 些特征来整合组件，以实现分离和装配，
耗特征在现场进行移除和更换。

束线带通道 : 束线带有时可作为辅助或以维修为主的功能加入，以将组件固定在一起。可以轻松地在设计中加入特
定通道， 以确保性能，并在放置这些部件时指导装配或维修，特别是当固定的组件具有需要保护的敏感特征时。

胶带通道 : 胶带有时可作为辅助或以维修为主的功能，以将组件固定在一起。可以轻松地在设计中加入特定通道，
以确保性能，并在放置时指装配或维修。

整合部件和功能
流体连接 : 使用增材制造，可以直接将流体通道和保持装置设计到保持系统中，而无需使用单独的 T 型组件和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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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槽设计 : 利用增材制造和设计自由度更有效地满足和利用钣金凹槽中的可用空间。由于凹槽的横截面通常非常有限，
因此空间利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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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辅助装置 : 借助增材制造的设计自由度，工程师可以在不受传统制造方法限制的情况下融合装配特征和防错系统，
从而提高传输、装配和维修的可靠性和质量。

生产并添加二维码 : 设计团队可以利用其二维管理解决方案， 或使用免费应用程序生成二维码来创建所需的 *.jpeg。
二维码可以位于或覆盖在部件表面，在表面上以 3D 形式添加二维码特征。二维码也可以作为装配堆叠的一部分进
行集成，以识别批次，甚至在构建过程中从设备外部扫描二维码。

3. 打印设置和参数
3D Sprint® 软件是一种先进的单界面软件，用于直观的文件准备、编辑、打印和管理，并包含面向所有 3D

Systems 材料的完全开发和验证的打印参数。虽然所有参数都是可自定义的，但我们建议使用默认参数。有关自定
义参数的建议，请联系我们应用创新 小组的专家。

特征规格
束线带通道用于确保性能和引导装配。

可将装配特征直接加入到组件设计中。

集成保护盖：通常，固定线束或灵活组件的系统需要包含一个保护盖，以便将线束、管子或电缆完全固定到位。在
这些情况下，可以利用包括“活动铰链”和更传统的铰链销设计的集成保护盖。即使使用传统铰链销设计，增材制

造生产方法也可以减少或免于装配操作。“活动铰链” 的设计足够灵活，可通过卡扣连接轻松关闭和固定。组装后，
卡扣连接将成为保护盖牢固固定到位的主要机械装置。

可实现的最小特征尺寸主要取决于增材制造技术、特定材料、设计和打印方向。如需明确评估特定组件的可行性，
请联系 3D Systems 的应用创新小组。

此线束固定组件采用 Figure 4® 打印技术和 Figure 4® Rigid 140C 黑色材料制成。壁厚设计为 2 毫米，最薄部分降
至 0.8 毫米。

2. 文件准备
*.stl 文件分辨率 : 从 CAD 包中导出 *.stl 文件时，需要考虑分 辨率和文件大小之间的平衡。精细特征的分辨率应足
够高以保证功能要求，但也不应过高，以确保高效的数据工作流和文件准备。作为一般指南，我们建议弦高为 0.01
毫米。

部件方向和增材制造设计 : 为确保最佳表面质量，必须考虑部件方向。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应考虑工程和设计，

并在原始设计过程中包含构建 / 支撑功能和方向。这将从一开始就显著加快构建准备过程。例如，尽可能将主要特

征的方向定在同一方向，以便其能够自我支撑，从而无需额外的支撑功能。从一开始就进行堆叠并在设计中加入支
撑垫，也会显著减少构建准备和后处理时间，提高部件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此外，在某些区域添加圆角可以消除或
减少对支撑结构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减少应力聚集。

可优化设计的软件功能 : 利用 3D Sprint 的高级零件堆叠功能提高生产效率。这些解决方案还能为生产级表面提供
纹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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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和通道 : 可实现的最小孔径取决于直径和深度 / 长度的纵横比。例如，直径 0.5 毫米、长 5 毫米的孔可能比直径 0.5
毫米、 长 20 毫米的孔更易制成。

在加入诸如盲孔和通道之类的特征时，最好留一个通风口，以实现最佳排放，以及更快、更有效地进行后处理。
壁厚 : 壁厚是组件设计要求的功能，但系统可以实现低至 0.5 毫米以下的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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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处理

ProX® 800 (SLA): 高吞吐量下卓越的 SLA 品质，适合广泛的应用。

灵活组件保持的准备步骤因用户而异，但基本步骤包括 :

Figure 4® Standalone and Figure 4® Modular:Figure 4 Standalone 为同日原型制造和小批量生产提供超快速

步骤 2:UV 后固化 ( 如可以，在平台上进行 )

自动填充功能和额外的 Z 轴高度，可生产更多堆叠。

步骤 1: 清洗部件以去除多余材料 ( 如可以，在平台上进 行 ); 确保堆叠间有空隙，以便清洁溶液有效流过
步骤 3: 从平台卸下部件并移除支撑
步骤 4: 根据需要清洁细节处

且经济实惠的 3D 打印。Figure 4 Modular 是一种半自动化 3D 制造解决方案，可随生产规模扩大而扩展。其具有

ProX® SLS 6100 (SLS): 拥有生产级品质的尼龙 3D 打印机，可提供极佳的部件质量、快速的建模时间和自动化的
生产工具。

5. 解决方案组成部分

sPro 140 and sPro 230 (SLS): 大容量 SLS 打印机，不但吞吐量高，而且可打印坚固耐用的热塑塑料部件。

材料
Accura® AMXTM Rigid Black (SLA): 具有长期环境稳定性的生产级品质立体光固化成型技术树脂，适用于严格要
求机械性 能和出色表面光洁度的大尺寸塑料部件。

Figure 4® TOUGH-BLK 20 (Figure 4): 具有卓越环境稳定性的坚固材料。部件具有出色的表面光洁度、高精度、

软件
3D Sprint® 软件 : 一款可直观地准备文件、编辑文件、打印和管理的先进单界面软件。3D Systems 的塑料 3D 打
印机包含 3D Sprint。

耐用性和长期稳定性，可快速进行高性能原型设计和生产。

Geomagic® Freeform® 软件 : 全面的有机混合设计软件，用于复杂的曲面创建和纹理处理。

Figure 4® Rigid 140C Black (Figure 4): 具有高强度和高伸长率的刚性耐热材料，用于免模具直接塑料生产。

后处理

Figure 4® High Temp 150C FR Black (Figure 4): 一种达到 UL94 V0 阻燃等级的黑色塑料，其热变形温度 >

ProCure 750 UV Finisher: 在特定时间段内将部件均匀地暴露在紫外线下，实现 SLA 部件的最终固化。

150° C。

Figure 4 FLEX-BLK 10 (Figure 4): 一种灵活材料，可用于生产一系列原型制造、功能性测试和小批量生产应用的

LC-3DPrint Box: 通过将部件快速且均匀地暴露在紫外线下，帮助固化后 Figure 4 部件获得最终材料特性。

出众耐用的类聚丙烯部件。

6. 成功的关键因素

Figure 4® Tough 65C Black (Figure 4): 用于制造长期使用部件的黑色塑料，具有出色的抗冲击强度、伸长率和

合适的增材制造解决方案只是确保成功的一个因素。如何上手、集成和实施增材制造都对取得成功有影响。

抗张强度。

DuraForm® EX BLK (SLS): 基于 Nylon 11 的坚固、耐油、耐疲劳塑料，专为增材制造而设计，可在恶劣、频繁的

上手 – 培养一名技术能手

使用环境中承受反复多次使用。

拥有至少一名经过培训的内部增材制造专家对于公司成功采用增材制造大有帮助。3D Systems 通过应用创新小组

打印机

并指导您如何使用增材制造最大 限度地提高保持部件应用的效率。

提供各种培训，让您的技术能手跟上步伐，帮助您开启良好开端。3D Systems 根据您的特定需求定制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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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 开展端到端流程培训，优化增材制造效率
从文件设置到成品部件，3D Systems 在整个增材制造过程中与您合作。作为设备安装的一部分，3D Systems 提
供有关操作系统的基本知识，以及充分利用增材制造应用的提示和技巧。

无论是与 3D Systems 合作还是跨部门合作，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都有助于提供顺畅有效的增材制造体验。为了最
大限度地提高系统的生产力和输出，设计师、增材制造专家和后处理专家之间的定期沟通是必不可少的。

实施 – 实现增材制造的优势
与传统注塑成型组件相比，增材制造通过实现更快的设计迭代和优化的制造性能和生产力，从而对灵活组件保留设

备的盈亏产生切实影响。3D Systems 在光聚合物材料方面的进步已经改变了专为汽车使用而设计的部件的长期稳
定性和性能。

担保 / 免责声明 : 上述产品的性能特征可能因产品应用、操作条件或最终用途而异。3D Systems 不进行任何类型
的明 示或暗示的担保，包括 ( 但不限于 ) 对特定用途的适销性或适用性的担保。

注意 : 并非所有产品和材料在所有国家 / 地区都可用 – 有关可用性问题，请咨询当地的销售代表。
© 2022 3D Systems, Inc. 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规范随时会进行更改，恕不另行通知。3D Systems、3D
Systems 徽标、ProX、Accura、3D Sprint、Figure 4、DuraForm 和 Geomagic Freeform 是 3D Systems,
Inc. 的注册商 标，AMX 是 3D Systems, Inc. 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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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三迭纪与礼来制药达成研究合作 3D 打印技术

实现口服药物的程序化释放

西班牙儿童医院，在 3D 打印技术的帮助下

成功切除眼部肿瘤

image© 网络

image© 网络

近日，南京三迭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三迭纪 "）宣布与全球领先药企礼来制药（以下简称 " 礼来 "）

SJD 巴塞罗那儿童医院 (SJD) 的儿科颌面外科团队，使用 BCN3D 的 3D 打印技术，成功执行了一项复杂的手术，

达成合作，利用 3D 打印技术在药物递送系统中的优势，实现口服药物在胃肠道的程序化释放。三迭纪为 3D 打印制

剂技术平台型公司，其首创的 MED 技术是一种普适性固体制剂技术，覆盖了药物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和上市供应

的全链条。此次合作由礼来中国创新合作中心推动，三迭纪将与礼来共同探索解决口服递送难题。三迭纪致力于推
动 3D 打印技术在制药领域的应用。三迭纪首款产品 T19 于 2021 年获得美国 FDA 新药临床试验（IND）批准，并

于 2022 年 7 月获 NMPA 药物临床试验（IND）批准，成为中国首个获得临床批准的 3D 打印药物产品。第二款产
品（T20）已于 2022 年 3 月获美国 FDA IND 批准，第三款产品（T21）已于 2021 年 12 月获美国 FDA PIND 积

极回复。专利方面，三迭纪拥有 158 项与药品 3D 打印相关的专利申请，其核心专利在中国、美国、欧洲等 10 个国

家和地区均有布局，是全球药物 3D 打印领域专利布局最完整和申请数量最多的机构。基于 MED 产业化技术平台，

切除了一名 11 岁男孩的恶性肿瘤。

据悉，因为这位患者手术具有很高的复杂性，为了保住患者的正常视力。因此，颌面外科主任 Josep Rubio 博士领
导的医疗团队，决定使用 BCN3D 的 3D 打印技术，创建患者颅骨 3D 解剖模型进行术前规划和模拟。

得益于 BCN3D 的 W27 3D 打印机，该打印机配备双挤出机头和材料 (ABS)，为医生在实际干预手术中，更好的对
整个眼部（面部骨肉瘤）精准切除。

三迭纪已经和多家跨国药企及国内药企达成合作，为高难度的小分子化合物及口服多肽的设计、开发及连续化生产

手术的目的是切除该名患者的颧骨肿瘤，最重要的是需要在不伤及眼部敏感神经的情况下切除。这就是 3D 打印技

来源：美通社

来源：https://www.nanjixiong.com/

提供端对端的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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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发挥作用的地方，用于复杂手术的术前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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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Onkos Surgical 3D 打印骨盆获得 FDA 批准

已允许用于临床重建治疗

Origin One3D 打印机助力

Nissan NISMO 驰骋赛道

image©Stratasys

image© 网络
私人控股的专业医疗技术公司 Onkos Surgical，宣布该公司的 My3D 个性化骨盆重建系统，已获得 FDA 的 510（K）
许可，未来可广泛用于患者解决有关盆骨的复杂治疗。

Onkos Surgical 是一家快速发展的肌肉骨骼肿瘤学和复杂骨科手术解决方案的领先创新者，My3D 个性化骨盆重
建系统，是同类解决方案中的第一包括 3D 打印植入物、器械和模型，以及用于治疗畸形、创伤、疾病和其他治疗
的综合平台，或可用于解决手术失败重塑的高级规划服务。

产品中包括针对患者的植入物，以及用于髋臼重建和跨越骨盆多个区域的高级重建。植入物的设计和打印具有独特

的功能，有助于解决骨骼和软组织附着，以及解剖修复准确性的挑战。本次获得的 FDA 批准，将再一次扩大该公司
关于肿瘤学，和复杂骨科解决方案的产品组合。

NISMO 是 Nissan 的专业赛车车队，拥有 40 年赛车经验，荣获无数成功战绩。该车队将征战在日本备受瞩目的
Super GT 锦标赛。对于 Super GT 的数百万观众而言，比赛最大的看点莫过于挑战狭窄赛道以及 4 缸引擎的性能

表现。NISMO 需要快速的终端零件生产解决方案，Origin One 的出现，满足了他们对速度、材料选择和零件质量
的需求。仅用了 15 个小时，NISMO 就能将 3D 打印零件交付给车手使用，并且能立刻获得反馈。Origin One 的
快速生产能力将长达数月的迭代过程缩短至几天时间。而零件的出色性能也让 NISMO 团队考虑将 3D 打印技术更多
地融入到赛车制造中。

在竞争激烈的赛车领域，成功与否和车手的技能相关，但也与工程师团队是否具备突破限制制造赛车的能力相关。
Stratasys Origin One 3D 打印技术让 NISMO 工程师团队得以突破瓶颈，让 NISMO 车队在未来能够斩获更多辉
煌战绩。

来源：Stratasys

来源：https://www.3dday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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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 3D 打印塑造食品的未来

《3D Imperial》独家专访 byFlow 联合创始人兼 CEO
Nina Hoff

35

Nina Hoff（尼娜·霍夫）
年龄：30 岁

所在地：荷兰 埃因霍温

职位：byFlow 联合创始人、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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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Flow 于 2015 年作为家族企业在荷兰成立，是发展迅猛的 3D 食品打印市场中的全球领先的公司之一。创始人
Nina 和哥哥 Floris 及其团队一起开发了世界上第一台商用 3D 食品打印机之一。

作为一家食品技术公司，他们的使命是改变食物的制作和体验方式，旨在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byFlow
开发了 3D 食品打印技术，使专业人士能够通过使用新鲜食材或原本会被丢弃的食材来定制形状、质地和口味。
公司的重点是加速开发适用于各种应用的创新 3D 食品打印技术。如今，byFlow 正在塑造食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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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经历以及您是如何创立 byFlow 的？

A

Nina Hoff：我的父亲 Frits Hoff、我的哥哥 Floris Hoff 和我都是 byFlow 的创始人。在谈及掌上电脑、电子阅

读器或 3D 打印技术等新技术产品时，我的父亲 Frits 一直是最早涉猎这些新科技的人。因此，在生活中，科技始终

陪伴我们成长。哥哥 Floris 一直从事科技类型的工作，而我选择了医疗保健行业。我拥有医疗保健管理学士学位，

并曾在多家医疗保健机构担任（助理）经理。由于 Floris 总是能设计出很独特的东西，我向他保证，如果他想把发
明推向市场，我会加入他的行列。当我们一起参加几个 3D 打印展会时，他展示了自己的便携式 3D 食品打印机，我

看到了观众的热情和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量。所以，当他在 2015 年让我共同创立 byFlow 时，我信守诺言，加入了他。
到目前为止，公司的发展历程一直像坐过山车一样，但能和哥哥一起经历这些，让我感觉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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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可以详细为我们介绍下 byFlow 吗？公司的核心业务是什么呢？

A

Nina Hoff：在 byFlow，我们为食品行业开发并出售创新的 3D 打印技术。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的使命就是为

更健康的、更可持续的世界做出贡献。我们的 3D 食品打印机已在餐厅和餐饮公司中被使用，来制作出其他加工方
式无法实现的精美食品设计 / 纹理。同时，我们的技术也对医疗保健产生了影响，因为医疗保健行业正在研究 3D 食

品打印如何帮助吞咽困难患者吃得更健康、更快乐。在大学里，研究人员使用我们的技术来研究 3D 食品打印在个
性化营养方面的潜力，这是完全基于每个人的营养需求，为个人身体制作的食物。例如可以通过分析你的血液，从
而发现你的营养需求。

如你所见，虽然我们的技术产生影响的方式有很多种，但规模仍然很小。因此，我们正在努力将我们的技术扩展到

半工业应用。由于我们无法单独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一直在努力与其他行业领先公司合作，例如食品和技术跨国
公司。我们与他们一起努力建设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世界。

39

Q

《3D Imperial》：您和您的哥哥 Floris 共同开发了世界上第一台商用 3D 食品打印机 。请问您是如何想到开发

A

Nina Hoff：在与食品行业合作时，我们了解到巧克力是最难加工的原料之一。这是因为巧克力需要在不同的温度

3D 巧克力打印机的？

下处理，并且当以错误的温度进行处理时，立刻会呈现结果。于是我们开始研究，如果可以用巧克力打印，几乎任

何其他成分都可以通过控制不同的温度区域来打印，所以这成为了我们的出发点。现在，我们开发了一种获得专利

的 3D 巧克力打印机，可以针对巧克力制造商和面包店推向市场，以制作出创新的和受人喜爱的巧克力产品。在这
样的背景环境下，我们正在努力挖掘这项技术，以满足行业需求。因为巧克力不仅是一种美味且令人兴奋的产品，
每天吃一点黑巧克力也有助于健康饮食，因为它含有抗氧化剂和类黄酮，可以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因此，巧克力
是一种非常令人兴奋的成分，与 3D 食品打印技术相结合具有很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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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在制作 3D 打印巧克力的过程中，哪一部分难度最大，请问你们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

A

Nina Hoff：巧克力的温度控制是最困难的，因为它必须经过不同的温度区才能得到成品巧克力。 这是我们多年来

Q

《3D Imperial》：byFlow 的在线平台允许用户轻松快速地访问设计和食谱。 您能为我们介绍下这个平台吗？

A

Nina Hoff：我们的在线平台 byFlow Studio 支持用户在不到 5 个步骤内创造自己的设计。 我们开发了这个平台，

一直在研究的秘密，也是我们控制温度的过程，获得专利的原因。

因为我们了解到 3D 打印设计非常复杂，只能由专业的 3D 设计师完成。我们的客户没有时间或技能来学习此类程序，
因此我们决定自己创建一个易于使用的工具。 使用 byFlow Studio，客户可以上传图片，然后软件会自动将其转换

为用于食品打印的 3D 模型。 byFlow Studio 还提供文本和绘画功能，供用户从头开始创建自己的 3D 模型。 未来
我们希望通过其他功能升级这个平台，让用户拥有完整的 3D 建模体验，而不需要任何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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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您对 3D 打印食品的普及有什么建议？ 您之后会尝试使用除了巧克力以外的更多食物进行 3D

A

Nina Hoff：自 2014 年以来，我们已经测试了数百种不同的成分，并结合我们客户的所有食谱，我们了解到不同

打印吗？

的食物有许多不同的应用。我们相信个性化营养的发展，因此每个人都有专属的不同形式的健康营养食品。我们很
高兴能够利用我们的专利 3D 打印技术进一步探索和发展这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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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请问您对 byFlow 有什么未来计划吗？ 请问您目前正在从事哪些项目？

A

Nina Hoff：我们对未来的思考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新的创新技术和应用。 目前，我们专注于扩
大技术规模，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

Q

《3D Imperial》：您对 3D 打印的现状有什么看法，您对 3D 打印的未来感到期待的是什么？

A

Nina Hoff：自 2018/2019 年以来，我们看到加入 3D 食品打印革命的公司有所增加，我们很高兴有更多公司加入
我们。为了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果 3D 打印行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研发资金以更快地增长，那将是一件很不错的事。
我期待看到更多规模化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全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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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D Imperial》：作为 ByFlow 的创始人和 CEO，您对其他想在 3D 打印行业创业的年轻创业者有什么建议吗？

A

Nina Hoff：感谢你的赞美！首先，我想对所有想在 3D 打印领域创业的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开始从事这个行业，

已经是最大的成就之一。当从事的是 3D 打印硬件业务时，我会说你需要很好地完成数学工作，并在财务规划方面

提前数年思考。从事硬件行业很昂贵，而且一开始经常会忘记很多启动成本，例如为某些零件制造模具或支付进口税。
现在另一个代价高昂的影响是交货时间和材料价格上涨，所以你需要做很多过渡资金，我建议找一个有硬件经验的

投资者，不仅可以帮助你获得资金，还可以提供专业知识。了解成立硬件公司的困难的投资者，同时可以帮助你大

规模地规划你的公司。另外，我建议在你周围建立一个“俱乐部”，里面都你信任并愿意接受建议的人，无论是在
你感到快乐的时候还是在你挣扎的时候。这个俱乐部可以是不同层次的，比如人力资源、财务、供应链管理，也可

以是私人教练。不仅公司会一路成长，而且作为一名企业家，你还需要更快地成长，如果你身边有人可以打电话或见面，
为你提供进入下一个层次的工具，这真的很有帮助，尤其是当她 / 他有创办公司的经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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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Nina 是一位雄心勃勃的荷兰企业家，肩负着改变食品生产和体验方式的使命，旨在为健康、可持续的世界做出贡献。
她创立的 byFlow 公司在 3D 食品打印解决方案领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Nina 也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企业家，为表彰
她作为科技女性的奉献精神，Nina 两次被授予年度女性科技企业家奖。在食品技术和 3D 打印领域的远见卓识，使
她热衷于开发创新，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颠覆当前的市场产品。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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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Claire Jiang@3D Imperial

A

Nina Hoff：如果你对 3D 食品打印的可能性感兴趣，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如果你考虑使用 3D 食品打印做某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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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去做吧，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行业，这个行业将产生巨大的全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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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本文为 3D 帝国网独家原创撰稿，图片及视频（音视频资料）版权归原作者 byFlow 所有，任何媒体、
公司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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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让高级珠宝和高新科技不再有界限

3D 打印技术已经在很多领域掀起波澜，珠宝行业也不例外。 感谢 3D 打印技术，现在越来越多的珠宝设计师

可以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原创作品。 Diana Law 正是一位致力于设计令人经验的 3D 打印珠宝的艺术家。在
Diana 看来，是生活给了她灵感，看到的东西，遇到的人，文化，风景，声音，给她带来灵感的因素不胜枚举！

总部位于巴黎的 Diana Law Printed Accessories 成立于 2014 年，品牌设计作品出现在 VOGUE、ELLE、
DAZED、KING KONG、Madame Figaro 和 纽 约 邮 报 等 出 版 物 上， 并 受 到 全 球 女 演 员 和 音 乐 人 的 欢 迎 。
IDENTITÉ 系列的推出，将珍贵宝石与 3D 打印这项高端技术相结合。蓝宝石首次受到来自法国和荷兰最先进
制造商的德国聚合物粉末的逐点激光仔细融合。高级珠宝和高新技术不再有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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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https://www.3dnatives.com/
https://diana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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