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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行业中，3D打印技术已被应用于制造手术规划模型、定制化的手术导板、标准化植入物、个性
化植入物、定制化假肢，甚至是缓释药物和有生命的人体组织。3D打印技术相较于传统制造方式，更
适合制作形状和结构复杂的产品以及小批量定制化的产品，将成为医生为患者提供高效、精准以及个性
化医疗方案的好帮手。

以骨科植入物为例，利用3D打印技术可以直接在植入物的表面打印出与植入物一体的复杂多孔结构，
这些结构有利于骨长入，有利于患者的康复；以义齿加工为例，使用口腔扫描设备和3D打印机可以同
时打印多个患者的义齿模型，将牙医从手工制作石膏模型的技师角色中解脱出来，可以将宝贵的时间用
在治疗上；以外科手术为例，通过将医学影像数据、设计软件和3D打印的结合，医生不仅可以在电脑
上看到患者的三维模型，还可以将三维模型3D打印出来，并利用实物模型进行精准的手术预规划，从
而缩短手术时间、提高手术成功率。

《3D打印与医疗行业白皮书》由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与3D科学谷联合出版，以国际、国内应用案例结
合理论的方式，揭示3D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各种应用，让医生、医疗器械制造企业得到更多启发，
推动3D打印技术与医疗技术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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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已被视为一项颠覆传统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技术，被誉为是继蒸汽

机、电脑、互联网后又一项伟大的发明。未来学家预言，3D打印技术将会

对人类生活、学习和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3D打印技术已受到全世

界范围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也给予高度重视。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提出3D打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很重要，要抓紧产业化，组织调动全

国力量，并与发达国家合作共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李克强总理也在随

后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要密切跟踪全球3D技术发展趋势，支持国内

研发工作积极有序发展，争取重点突破。2015年2月28日，发改委、工信

部、财政部等印发了《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划（2015-2016年）》

。2015年8月2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专题讲座，讨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与3D打印等问题。

3D打印的优势在于可以实现复杂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并使小批量定制化产品的成本下降。我国医疗行业引入3D

打印技术，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被称为快速原型技术，用于帮助医生制作准确的三维病变模型，便于医

生进行手术规划或/和用于教学以及与病人和家属的沟通。随着3D打印技术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与深度结合，3D打

印不仅可以实现更精准的手术，生产更适合个体需求的各种医学内植物、助听器、义齿、义肢，更安全有效的药

物控释，乃至与再生医学技术结合，发展3D生物打印技术以制造出用于移植或药物实验的组织或器官。

3D打印作为一项潜在的医疗支持技术，日渐成为引领临床医学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受到医学界的广泛关注。3D

打印技术的医学应用前景广泛，尤其是对人体结构的三维宏观几何轮廓及内部组织结构较为关注的领域。它能提

供医学影像无法比拟的三维实体，有助于实现特定专科所需的个体化、精准化治疗。此外，3D打印技术在手术

前的科学规划、手术器械与内植物的制备、医患沟通、医学教育等诸多方面也有望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

前，全世界各国都将医学3D打印技术作为推动医学发展的重要动力，而进行积极投入，并获得重要成果。

3D打印与医疗行业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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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应用

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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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与医疗行业白皮书》收集了3D打印在医学领域应用的一些实例和发展路径，供相关的工程、医学、信

息、材料、制造、企业、市场、管理及多个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者参考，为学习应用新技术、促进不同领域的交

叉融合、攻克疑难病症、造福患者带来希望。希望读者可以从本书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引导，利用3D打印技术提升

医疗、服务水平，让病人减轻甚至免于承受疾病带来的痛苦、失能甚至生命威胁。

 

 戴尅戎

中国工程院院士

3D打印与医疗行业白皮书
发展趋势

行业状态

领先应用

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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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发展趋势         行业状态             领先应用          行业标准  

一、3D打印与医疗行业

1.1 3D打印技术

1.2 3D打印的发展趋势

1.3 3D打印在医疗市场的战略启示

3D打印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发展阶段

3D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市场机遇

3D打印技术面临的挑战

二、3D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中的主要应用

2.1 手术规划模型

3D打印在肝肿瘤外科诊治中的最新应用

3D打印模型助力子宫内胎儿脊柱裂预防手术

3D打印模型辅助下腰椎肿瘤精准切除手术

 多材料3D颅脑模型辅助神经外科手术

2.2 手术导板

3D打印模型和手术导板帮助医院改进矫形外科手术

3D打印手术导板应用在临床放射性粒子植入术

微创骨科膝关节置换截骨导引工具PROPHECY™

2.4 3D打印植入物  

-骨科植入物

上海九院3D打印骨盆假体重建手术

3D打印金属骨小梁假体修复大段骨缺损动物研究取得进展

用于肿瘤假体翻修的3D打印个体化多孔金属支撑体

首例3D打印钛合金胸骨成功用于临床

3D打印钛脊柱融合植入手术

全球首例3D打印脊椎移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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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植入物

3D打印弹性薄膜植入物可预防心脏疾病

MHOX 3D打印眼球允许人工眼和WIFI连接

3D打印眼假体，给肿瘤患者带来了新希望

3D打印神经引导导管引导神经系统自我修复

2.5 康复医疗器械

-定制化假肢

Exo-Prosthetic低成本的美观假肢

一款经济实惠的3D打印仿生手

为天生无右臂的孩子定制的3D打印手臂

Bespoke 假肢定制

-助听器外壳

丹麦瑞声达3D打印助听器外壳

2.6 3D打印在口腔科的应用

-金属牙冠、临时牙冠、牙桥

Fresdental公司引进金属3D打印设备高效生产义齿

SLA技术助力SSK牙科实验室实现高效生产

-牙齿模型

Polyjet技术牙科3D模型案例：APEX 牙科

激光烧结技术制作牙科模型

SLA技术帮助牙医进行牙科手术规划

-手术导板

FDM 技术制作牙科手术导板案例：T32 牙科中心

-正畸技术

时代天使：数字化牙齿矫正器

2.7 生物3D打印

-血管、软骨等组织的3D打印

荷兰阿姆斯特丹VU医学中心将提供3D打印鼻、耳软骨服务

瑞士科学家基于生物聚合物的3D打印软骨用于鼻子修复

内容                                                                        发展趋势         行业状态             领先应用          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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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研发3D打印人工血管

美科学家借助MakerBot 3D打印机培养人工气管

西京医院成功完成可生物降解的3D打印人工骨动物实验

美国匹兹堡大学在3D打印软骨领域的进展

澳洲科学家用于培养软骨组织的三维支架

3D打印活体脑组织有望治疗脑部疾病

南京医科大学：体外“养骨头”初获成功

-肝脏、肾脏等器官的3D打印

默沙东制药将3D打印肝脏组织用于药物研发

俄国科学家在甲状腺等器官生物3D打印方面取得的进展

中国3D打印肝单元

罗氏制药用于药物测试的肝脏组织

-病毒、细胞3D打印

3D打印技术人工定向合成溶瘤（M1）病毒

美国WFIRM的科学家3D打印出能跳动的心脏细胞

2.8 3D打印与制药

-药物缓释

美国Aprecia制药公司ZipDose 药物3D打印技术

-药物定制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利用3D打印技术研制定制药物

2.9 医疗器械研发与制造

- 产品快速原型

胶囊内窥镜快速原型,缩短新品研发时间

-产品注塑模具

Metamason3D打印定制化CRAP面具模具

-医疗器械零部件直接制造

用于医疗影像设备的3D打印纯钨针孔准直器

内容                                                                    发展趋势         行业状态             领先应用          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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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rcam AB

3.2 Concept Laser

3.3 SLM Solutions

3.4 3D Systems、Layer Wise

3.5 Nanoscrible 生物工程解决方案

3.6 Envisiontec GmbH

3.7 EOS

3.8 Renishaw

3.9 Stratasys

3.10 生物3D打印机

3.11 西安铂力特

三、主要设备厂商

四、医用3D打印材料

4.1 金属材料

上海材料研究所

LPW用于3D打印的金属粉末获得ISO13485认证

山特维克Osprey用于增材制造的金属粉末

4.2 高分子材料

可承重的聚合物骨科植入物材料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研发口腔高分子抗菌材料

Invibio 医用植入级PEEK 材料

4.3 陶瓷材料

悉尼大学研发具有生物活性的骨科3D打印陶瓷材料

4.4 纳米材料

内容                                                                    发展趋势         行业状态             领先应用          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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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医疗3D打印研发与服务

5.1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3D打印创新中心

5.2 3D打印技术临床转化研发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5.3 创生骨科完整解决方案-从设计到3D打印

5.4光韵达数字医疗

六、医用软件

6.1 Materialise

       Orthoview 术前规划软件

       3 -matics

        Mimics

6.2 3 Shape Implant Studio

6.3 3D Systems: Geomagics

七、FDA和CFDA对3D打印医疗器械的思考

八、3D打印企业名录

内容                                                                    发展趋势         行业状态             领先应用          行业标准  

7.1 FDA 关于3D打印医疗器械的思考

7.2 CFDA关于金属3D打印植入物的思考

7.3 部分通过认证的植入物产品

华盛顿大学研发能更好与骨骼相容的3D打印骨骼涂层

美国西北大学研发的石墨烯3D打印材料

4.5 生物3D打印材料

清华大学“DNA水凝胶”生物3D打印材料

修复受损膝盖的超硬水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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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与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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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

“增材制造”（3D打印）用来指通过层层叠加制造实体的技术。制造出的实体可用于从试制（即

快速原型）到最终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即快速制造）整个生命周期内任何地方。它是一种数字模型文件

为基础直接制造几乎任意形状三维实体的技术。3D打印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

堆叠累积的方式来构造物体，即“层造形法”。3D打印与传统的机械加工技术不同，后者通常采用切削

或钻孔技术（即减材工艺）实现。 过去增材制造常在模具制造、工业设计等领域被用于制造模型，现正

逐渐用于一些产品的直接制造。特别是一些高价值应用（比如髋关节、牙齿或一些飞机零部件）已经有

使用这种技术打印而成的零部件，意味着“3D打印”这项技术的普及。

3D打印的设计过程是：先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或计算机动画建模软件建模，

再将建成的三维模型“分区”成逐层的截面，从而指导打印机逐层打印。

3D打印技术

选择性激光烧结（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SLS）                                                                                热塑性塑料、金属粉末、陶瓷粉末

选择性激光熔融（selective laser meTering，SLM）                                                                                        合金(1800℃左右）

熔融沉积式（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FDM）                                                                      热塑性塑料，共晶系统金属、可食用材料

光固化立体成型技术（stereolithography，SLA）                                                                                        光硬化树脂（photopolymer）

数字光处理（DLP）                                                                                                                                                                      液态树脂                                                                                                                                                
                                                                                                                                                                                                                                                                                                      
熔丝制造（Fused Filament Fabrication，FFF）                                                                                          聚乳酸（PLA）、ABS树脂

融化压模式（Melted and Extrusion Modeling，MEM）                                                                                            金属线、塑料线

分层实体制造（laminated object manufacturing，LOM）                                                                                  纸、金属膜、塑料薄膜

电子束熔化成型（Electron beam melting，EBM）                                                                                                                            钛合金

选择性热烧结（Selective heat sintering，SHS）                                                                                                                    热塑性粉末

粉末层喷头3D打印（Powdger bed and inkjet head 3d printin，PP）                                                                                             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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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软件和打印机之间协作的标准文件格式是STL文件格式 。一个STL文件使用三角面来大致

模拟物体的表面。三角面越小其生成的表面分辨率越高。PLY 是一种通过扫描来产生三维文件的扫

描器，其生成的VRML 或者WRL 文件经常被用作全彩打印的输入文件。

3D打印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技术,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可用的材料的方式，并以不同层构建创

建部件。有些技术利用熔化或软化可塑性材料的方法来制造，还有一些技术是用液体材料作为打印

材料的，每种技术各有千秋。

Selective Laser Meltling (SLM)选择性激光熔融
优点                                                      缺点

－更好的表面质量                          －慢

－更好的性能                                   －受尺寸限制

－更宽泛的材料选择                     －需要支撑结构

                                                             －需要后处理

Electron Beam Melting (EBM) 电子束融化成型
优点                                                       缺点

－快速                                                  －设备昂贵

－较低的残余应力                            －受尺寸限制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 熔融沉积
优点                                                        缺点

－可用于大体积制造                       －各向异性

－成本低                                              －表面质量差

－材料坚固                                         －慢

Stereolithography(SLA) 光固化立体成型
优点                                                         缺点

－尺寸精度高                                      －工作环境要求苛刻

－系统分辨率较高                             －材料单一：光敏树脂

－表面质量高                                      －需设计支撑结构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 (SLS) 选择性激光烧结
优点                                                       缺点

－机械性能佳                                     －受尺寸限制

－产品抗环境变化                           －受材料限制

－产品抗老化                                     

3D打印技术

主要3D打印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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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的发展趋势和市场前景

根据Gartner发布的报告，3D打印与所有的新兴行业类似会经历技术引爆期、过度期望

期、不切实际的破灭期、重新认识期、以及生产稳定期。在这个过程中整个行业伴随着云计

算、大数据的发展从而走向健全的行业生态圈的发展。

图1-1：Hype Cycle for 3D printing 2014（资料来源：Gartner )

Gartner的Hype Cycle指出3D打印作为一项新技术会经历萌芽期、过热

期、幻想破灭期、复苏期成熟期。

3D打印的发展趋势和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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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概念被提出，有人开始对它感兴趣；然后进入过热期，新技术的产生被大家寄予了很高的期

望，如果再有一个成功的案例，更是会热得不得了。典型的标志是“人人都在谈论它，但没人真正知

道它”。随后进入幻想破灭期，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现实中大家发现它失败的案例越来越多，于是

一下子跌到了谷底；随着技术的发展进入复苏期，还是会有人研究它究竟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赋

予其合理的使命并最终达到效果。当然有些技术没有复苏的机会，就此消失。随后是成熟期，已经认

识到其作用并被接受采纳，但这时候已经没有人再谈论它了。

图1-2：3D打印市场预测（单位:百万美金／数据来源：Smar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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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在2015年市场规模接近40亿美金。到2020年，SmarTech市场规模预计达到113亿美金。

打印设备在未来的10年占据50％的主要市场。软件的价格预计会随着软件权威度的提高而提高，这些

软件包括CAD云服务平台，新的打印分析软件、以及打印解决方案软件。同时打印服务的市场有可能

增长会减缓，随着很多厂商希望自己做服务而不是外包服务，最后市场上做打印服务的可能是自己拥

有独特的设计专业能力以及跟针对行业提供解决方案的服务。材料的增长也是比较稳定，长期来说当

市场需求上升的时候，材料的单价会走低，目前材料价格十分昂贵是因为市场的需求增长超过了材料

供应能力的增长，长期来看市场会纠正这一不平衡，使得材料价格降到合理水平。 

3D打印的发展趋势和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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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在医疗市场的战略启示

上海交通大学数字医学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王成焘教授曾这样描述3D打印技术

与医疗领域的关系：“一场由3D打印引起的医学革命已然开始，相比与工业更迷

恋于传统生产方式的状态，医学界对于3D打印技术有着一种先天的亲切。”-1 

3D打印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发展阶段

3D打印技术可以直接将3D设计模型转化为现实的产品，相较于传统制造方式，更适合制作小批

量定制化的产品，以及复杂形状的产品。 由于人体的个体差异，手术导板、医疗植入物、义齿等医

疗器械，对个性化定制的要求很高。因此，“个性化”为3D打印技术与医疗行业搭建了深度结合的

桥梁。

3D打印技术在医学行业的主要应用， 包括用于手术与规划或教学的3D打印医疗模型、手术导

板、骨科植入物、康复器械等医疗器械的应用。随着3D打印技术与生命科学行业结合的深入，有生

物活性的植入物、人造组织、人造器官将会逐渐应用在医疗中。其中骨科植入物将会成为3D打印技

术在医疗行业应用的重要市场。Gartner预测用于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的设备在未来可能达到150亿

美元的市场规模，3D打印的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装置和其他常用的医疗设备将在未来2~5年内成为

主流。3D打印可以灵活的制造出具有生物相容性的人工骨，用于替代或修复因疾病、创伤而损坏的

骨头。

对于3D打印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发展趋势，我们可以从英国皇家理工学院（见：图表1-3）和

SmarTECH公司的阐述中进行总结。英国皇家理工学院对3D打印的应用发展时间点做了预测，可以

体现出3D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应用的发展情况。2005年3D打印塑料类的手术导板是3D打印医疗行

业的主要应用；2009年金属植入物是3D打印在医疗行业的新应用；2013－2018年3D打印逐渐与生

命科学结合并向制造具有生命活性的植入物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在2013－2022年，利用生物3D打印

技术培养人工组织器官的技术将持续发展；至2013-2032年，生物3D打印人体器官技术逐渐发展成

熟。

3D打印技术在医疗市场的战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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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在医疗市场的战略启示

图1-3：增材制造应用发展时间表（料来源：Additive manufacturing: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

SmarTECH公司在对未来10年3D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发展趋势进行评估时，将其分为：

探索阶段、利基（小众、非主流）、主流、普及四种不同程度。在2025年左右，3D打印直接给患者

使用的医疗器械， 如骨科植入物，将从目前的利基程度发展成为普及的应用；包括定制化假肢在内

的专业医疗辅助器械3D打印，与骨科植入物相似，也将会从现阶段的基程度发展成为普及的应用；

人工器官的3D打印目前处在探索阶段，经过10年的发展仍将处于利基程度。

虽然以上两家机构对于3D打印在医疗行业应用发展程度的预测有所不同，但是从中可以看出

3D打印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将从植入物、康复医疗器械等无生命活性的医疗器械制造，走向有生物活

性的应用。3D打印技术与生命科学的结合将会深入结合成为人工器官培养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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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市场机遇

由于医疗服务商、医院、医疗器械制造商及科研机构对于3D打印机及材料的需求。SmarTech 

预计在2024年，3D打印机等硬件的市场金额将达5.48亿美元；材料的市场金额将达7.08亿美元；相

关软件的市场金额将达3千万美元。

图1-4  3D打印医疗行业市场预测（百万美元/数据来源：SmarTECH）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3D打印在医疗行业的主要应用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和小众阶段，所以目前

市场总金额仍然较低。目前，硬件的市场金额高于材料和软件。其重要原因是3D打印机昂贵的价

格。SmarTech认为，随着3D打印技术在医疗市场应用的深入，多数应用会由探索阶段成长到小众市

场、甚至是主流阶段。因此，材料的市场金额将达到24%的复合年增长率，并将在2022年开始超过

硬件的市场金额。配套的3D软件的增长也很明显，在未来十年的复合年增长率达14%。 而虽然未来

3D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应用会逐渐深入，但硬件的市场金额增长相较与材料与软件并不明显。这

是由于3D打印机的可扩展性，使目前市场上已安装的3D打印机使用效率得到提升，可以满足部分市

场增长的需求。

3D打印技术在医疗市场的战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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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面临的挑战

虽然3D打印技术能够快速、准确的满足医疗行业个性化需求，在医疗行业有着良好的应用前

景。然而3D技术仍面临着材料、成本、精度、配套软件等方面的挑战。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制

定行业标准及完善监管体系也将是影响3D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应用程度的因素。

3D打印技术在医疗市场的战略启示

-材料

增材制造技术对材料性能有很高要求。例如粉末材料， 颗粒的尺寸、粒度分布、

均匀性、流动性、氧含量等性能都会影响成型效果。此外，控制原料的夹杂也是质量控

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活体器官3D打印而言，作为打印材料的细胞能够存活的时间

及其功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此外，在医用复合材料打印方面，如金属材料与陶瓷复合

打印，仍有待突破。-2

-成本高

3D打印设备价格及维护保养费用偏高。作为耗材的打印材料，也基本由3D打印设

备原厂家供应，材料成本被相应推高。高昂的设备和耗材成本会影响3D打印技术在医

学领域的普及程度。

-精度

受到材料、工艺、设备等多方面的限制，3D打印技术难以实现高精度的直接产品

制造，仍需由其他加工方式作为后期的补充。-3

-行业标准及监督体系-4

3D打印技术与传统制造方式不同。因而，传统的监管模式是否能够适应这种个性

化差异极大的医疗器械需要进行验证。同时，3D打印技术综合了从临床诊断到材料加

工及手术治疗的整个过程。如何安全有效的跟踪并监管全过程，仍有众多需要完成的工

作，例如：

（1）对3D打印技术用于医疗器械制造过程的验证。包括临床数据采集、处理和

3D打印加工过程控制等；

（2）对用于医疗器械制造的3D打印材料的检验、评价，包括评价其化学、物理及

生物相容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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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在医疗行业的主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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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中的主要应用

3D打印技术能够为医疗行业提供更完整的个性化解决方案； 生物3D打印技术

将促进再生医学领域在人造活体组织与器官的研究。 在个性化解决方案方面，比较

典型的应用有3D手术预规划模型、手术导板、3D打印植入物，以及假肢、助听器等

康复医疗器械。在再生医学领域，研究人员已经在利用生物3D打印技术培养人造器

官方面取得了值得肯定的进展。在2010年12月，Oranovo公司使用他们的生物3D打

印机制造出了第一根人工血管；2013年4月，该公司公开声明成功打印出人类活体

组织，还成功在脊椎上植入了神经，并确定了制造人体移植组织的长期计划。-5  虽

然，在短期内3D打印的器官（如肾脏、肝脏组织）主要用于帮助制药公司进行药物

测试，但该技术的高级目标是致力于制作出可移植的人造器官。

白皮书将以应用案例的形式来呈现3D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各种应用。

图片2-1：3D打印在医疗行业的主要应用举例

3D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主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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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与手术规划模型

良好的手术前规划是手术取得成功的关键。特别是对于难度大、风险高的手术、或新开展的手

术，术前规划尤为重要。-7  通过CT等影像设备获取患者的数据，是做医生做手术预规划的基础数

据。而通过CT、核磁共振（MRI）等设备得到的医学影像是二维的，如果需要得到更直观的三维数

据，还需要利用软件将二维数据转成三维数据。相比二维数据，三维数据更加逼真，通过3D打印机

将三维模型打印出来，既可辅助医生进行精准的手术规划、提升手术的成功率，又方便医生与患者

就手术方案进行直观的沟通。

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医疗三维数据，除了辅助医生做精准的手术规划之外，还将会在治疗失败

的情况下为医患双方提供可溯源的依据。因此，医疗数据的规范管理和使用也应当引起重视。

3D打印在肝肿瘤外科诊治中的最新应用-8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肝胆医科及南方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广东省医学生物力学重点实验

室，将三维可视化、3D打印和3D腹腔镜技术相结合，应用于肝脏肿瘤的外科诊治。

其中，3D打印模型的数据是通过三维可视化

软件（MI-3DVS）,对导入的二维CT数据进行快速

图像分割、配准和三维重建而来。在获得可用于

打印的STL 三维图像文件之后，通过3D Systems 

Spectrum ZTM 510 3D打印设备打印出1:1的物理3D

模型。 3D打印的1:1模型，真实立体的反映了肝肿

瘤与脉管的空间关系。通过3D打印肝脏模型，医生

在手术前得以进行手术预规划和手术过程中进行手

术指导。在进行腹腔镜肝切除手术时，医生将3D打印模型带入手术室中与手术进行比对，通过调整

3D打印模型并置于最佳解剖位置，为手术关键步骤提供直观的导航，最终顺利完成手术，并减少手

术时间和并发症。

图A-F是术前影像学资料。其中A：CT扫描数据；B：虚拟肝切除术；C：虚拟切除术后肝脏体

积；D：3D打印模型；E:半透明的3D打印肝脏模型；F：在3D打印模型上进行肝脏切除术。

3D打印技术与手术规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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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模型助力子宫内胎儿脊柱裂预防手术

美国科罗拉多胎儿护理中心的医疗团队借助3D打印技术的辅助成功地在孕妇体内完成了一例预

防婴儿脊柱裂的宫内手术。

脊柱裂是一种常见的先天畸形，是胚

胎发育过程中椎管闭合不全引起的。脊柱裂

将会导致宝宝行动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脑

积水、终身大小便失禁、脑畸形和智力障碍

等，后果十分严重。目前在子宫内进行手术

被公认为是这种疾病最佳的预防性措施。但

是这中手术的风险大，且手术时间越长母子

面临的危险就越大。如果医生在实施手术的过程中才能确认胎儿脊柱开口的尺寸，进而确认需要缝

合的尺寸，则会延长手术时间，导致手术风险增大。 而科罗拉多胎儿护理中心团队借助3D成像和3D

打印技术缩短了宝贵的手术时间，降低了手术风险。

在手术之前医生们通过3D成像和3D打印，制作出胎儿手术需要接受手术部位的实体模型，并确

定脊柱裂口的大小，从而规划处手术

中需要打补丁的尺寸。并根据定制的

模型确定裂口的大小，从而设计出补

丁的尺寸。

3D打印在医疗中的应用越来越普

遍，其中在外科手术前进行手术预规

划的3D打印模型，和进行精准手术所

需要的手术导板已经成为许多复杂手

术必备的医疗器械。有了这些3D打印工具，医生在手术前就可以对患处了若指掌，大大提升手术的

成功率。（图片来源：3dprint.com）

3D打印技术与手术规划模型

3D打印模型助力子宫内胎儿脊柱裂预防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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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模型辅助下腰椎肿瘤精准切除手术

湘雅医院脊柱外科采用3D打印技术还原患者腰椎病变情况，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与准确度，成功为

一名患者切除了右腰椎处肿瘤。

肿瘤压迫右侧腰椎，引起患者剧烈腰痛

患者一直被严重的腰痛所折磨，直到去医院检查才发现自己的腰椎右边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脊柱

是人体的中轴骨骼，是身体的支柱。而作为脊柱中重要的一节，腰椎处的病变将严重影响患者的生

活质量。此外，腰椎的结构也很复杂，前面有盆腔、肠道，后方有马尾神经等人体重要的血管、神

经，术中稍有偏差，都可能导致患者瘫痪，甚至死亡。患者腰椎上的肿瘤占据了他右侧腰椎的一

半，并将神经包裹在内，压迫脊髓。术中应尽可能地暴露肿瘤，保护神经，才能达到安全切除的效

果。

3D打印辅助手术精准预规划

相较于传统手术方案，3D打印技术具有个性化治疗和精准治疗的优势。3D打印能1:1地还原出患者肿

瘤的大小、长度、宽度，以及内外关系，让手术的安全性得以提高，肿瘤也可以切除得更干净、更

彻底。湘雅医院脊柱外科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使用3D打印机打印出患者腰椎3D模型，精准地呈现

3D打印技术与手术规划模型

3D打印模型辅助下腰椎肿瘤精准切除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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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患者椎体、肿瘤和神经的状况，帮助医生更直观地了解病情，并在术前进行充分的模拟实验。

经过一周的精心准备，湘雅医院的医生们为患者实施了腰椎后路肿瘤切除植骨融合钉棒内固定术。在

3D打印技术的辅助下，原本需要4个小时的手术在2小时内便顺利完成，且术中出血量明显减少，肿瘤

切除完整。据悉，再经过2到3周的恢复，患者便可下床活动。

与传统术前会诊相比，采用3D打印模型辅助手术预规划，患者麻醉及手术时间节省1/3，手术精确度提

高，伤口面积减小、软组织损伤程度及术中出血、输血现象大为减少，伤口愈合时间缩短1/3，极大地

促进术后恢复，减少了患者痛苦，患者整体治疗费用节省约1/4。此外使用精准的3D打印模型进行预规

划，可以降低手术成功率对医生主观经验的依赖，以往骨科大手术需要10年以上临床经验的医生，现

在2-3年临床经验的年轻医生在3D打印技术的辅助下也可以胜任。随着技术的进步，3D打印在精准化医

疗领域的应用必将大展拳脚。（来源：华曙高科）

3D打印技术与手术规划模型

3D打印模型辅助下腰椎肿瘤精准切除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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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材料3D颅脑模型辅助神经外科手术

多材料3D打印机生成颅脑模型可被用于神经外科技术的实际操作。该模型是用最新型的多材料

3D打印机生产的，它是由多种材料组成的，这些材料模拟了在神经外科手术中会遇到的不同质地和

密度的人类组织。

神经外科学是一门难以掌握的学科，通过仿真模型进行培训非常重要。而通过多材料3D打印，

可以为医生提供既高度逼真又低成本的神经外科模型。

多材料 3D 打印模型能模拟在实际病患

中的病理情况。该模型的基本部件（即“头”

）是由一种材料组成的。它具有人的特征（一

张“脸”）及一个人类头颅的自然轮廓。这种

模型被用来培训在神经导航术中的新手。模型

的第二部分定义了将进行模拟手术的区域。这

一部件含有数种不同的材料，它们分别为模拟

的皮肤、骨、硬脑膜、肿瘤及正常脑组织。该第二种部件可装配到基础部件的槽隙内；这一多质地

的部件只能用一次，但是如有新的需求可以重新打印新的部件。

为了让训练课变得有价值，受训者必须要在模拟手术中能够看到、感到甚至听到不同“组织”

对手术器械和技术做出的反应。其“皮肤”被设计成柔软到足以被一把手术刀所切割并被缝线修

复，但它们又足够结实而能被拉钩固定住；其“骨头”必须有足够的硬度而能让受训者获得使用骨

穿孔机和切割机的经验；其“硬脑膜”必须像真的一样是薄而柔韧的。其“肿瘤”的质地和颜色不

同于“脑子”的质地和颜色以模拟实际的组织。研究人员将其“肿瘤”制成比“脑”要更软并将其

制成橙色，而他们将脑的颜色制成浅黄色。

由于用以制造该两部分模型的数据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患者，该模型在培训神经导航术中的实用

性强。

（图片文字来源：搜狐健康）

3D打印技术与手术规划模型

多材料3D颅脑模型辅助手术神经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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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手术导板

传统的手术普遍凭借医生的经验进行，而借助医学影像技术和3D打印技术，不仅可以进

行个体化的精密的手术预规划，还可以在规划时设计并打印出手术导板，帮助医生在手术过

程中准确实施预规划方案。手术导板是将手术预规划方案准确的在手术中实施的辅助手术工

具。例如在骨科手术中，医生通过预先设计出的手术导板可以控制骨钉打入的深度、方向、

角度。作为个性化的手术工具，手术导板在多个学科都有应用，例如：关节类导板、脊柱导

板、口腔种植体导板，还有肿瘤内部内照射源粒子植入的导向定位导板等。-9    

医生在手术预规划阶段，可以进行手术导板的设计。设计过程需要借助软件（如：比利

时Materialise公司Magics软件）在手术部位三维模型中做出标记线，通过逆向工程得到可贴

附于需要手术的人体组织表面的导板模型，最终通过3D的打印设备将导板打印出来。

可用于制作手术导板的3D打印技术很多，例如：FDM、SLA、3DP、SLS、SLM...每种3D打印技

术使用的打印材料、加工时间、打印产品强度各不相同。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骨科医院骨肿瘤科曾经对

FDM、SLA、3DP、SLM(西安铂力特激光立体成形技术) 4种不同3D打印技术和材料制作的3D打印手术导板

进行了研究和对比。研究样本包括31例患者。-10

为方便读者在今后工作中进行参考，我们将以图表形式来重现以上研究结果：

图2-1 4种3D打印技术和材料加工手术导板的对比

      （数据来源：《多种3D打印导板在骨肿瘤切除重建手术中的应用》）

3D打印技术 打印机品牌 型号 材料 加工时间 厚度

FDM 太尔时代 INSPIRE S250 ABS （19.3±6.5)h ≥5mm

SLA 3D Systems ProJet 3510 SD 光敏树脂 （5.2±1.3)h ≥3mm

3DP 3D Systems ProJet 460 Plus 石膏 （8.6±1.9)h ≥5mm

SLM 西安铂力特 BLT-S300 金属粉末 （51.7±12.9)h ≤3mm

3D打印手术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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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种3D打印技术和材料加工手术导板的优缺点

      （数据来源：《多种3D打印导板在骨肿瘤切除重建手术中的应用》）

材料 设备价格 材料价格 加工时间 精度 强度 适合加工的导板

ABS 低 低 适中 较低 低 体积、厚度较大

光敏树脂 较贵 较贵 快 高 有一定强度 体积小，有一定应力

石膏 较贵 低 快 高 低 体积、厚度较大

金属粉末 高 高 慢 高 极高 导板可直接引导钻头

通过以上表格表明，每种3D打印技术和材料各有优缺点，都有其用武之地。

-FDM 技术和ABS材料打印的手术导板由于精度和强度低，而且材料和设备费用较低，所

以更适合加工体积较大、厚度较大的导板；如果根据三维模型设计的导板厚度较薄，在手术过程中

易发生导板断裂和变形；-11

-SLA技术和光敏树脂材料打印的导板精度高，具有一定的强度，但设备和材料费用较高，

因而更适合打印体积较小、有一定应力的手术导板；-12

-石膏材料打印精度高、加工速度快，但是设备费用高，材质太脆，因此不适合加工薄、

细的手术导板；-13

-金属粉末材料和SLM等金属激光成形技术，打印的导板精度高、强度极高，所以尤其适

合加工直接引导钻头、摆锯甚至骨刀的手术导板。-14

在实际设计和加工手术导板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时间、导板要求的厚度、强度以及预算等因素综合

考虑需要采用的3D打印技术和材料。-15

3D打印手术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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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模型和手术导板帮助医院改进矫形外科手术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旗下的威尔斯亲王医院，借助3D打印骨骼模型和手术

导板不断提高外科手术的成功率和精准度，从而增强病人的信心。

3D 打印骨骼模型，做术前准备

外科医生采用 3D 模型进

行术前规划可在实际手术过程

中提高精确度。骨癌手术中，

最常见的一个切口位置是位于

膝盖关节附近的股骨末端，因

为人体骨骼中的钙使扫描图像

成像非常清晰，所以 3D 打印是

制作骨头模型的理想工具。通

过计算机断层成像技术 (CT) 扫

描就可生成 3D 打印所需的档

案。对于骨癌手术、退行性关节炎、四肢校正及重组碎骨等各种情形，外科医生能使用 3D 打印制

作的骨骼模型进行会诊、评估以及对外科手术进行规划。

节约手术的成本和时间

从截骨矫正术（畸形骨矫正）到复杂的车祸骨折，威尔斯亲王医院都会用到 3D 打印技术。术

前采用3D打印部件平均可以将手术时间缩短1个小时，也提高了手术的准确性和成功率。威尔斯亲王

医院通过采用STRATASYS 公司 FDM 技术的 FORTUS 3D 制作系统打印外科手术导板和工具。在

采用 3D 模型进行手术准备之前，威尔斯亲王医院的外科医生大多凭借经验和 CT 扫描来进行手术的

设想和规划，而在手术室才能对规划方案进行验证。

除了3D打印模型，威尔斯亲王医院还会使用3D打印手术导板。例如，矫形外科医生通常会使用

导板，以确保在螺钉钉入骨头之前，就对螺钉进行精确定位。医生需要根据病人独特的解剖结构及

手术过程，为病人量身定做小型的塑料导板。因为 FORTUS 3D 制造系统可集成可消毒的生物相容

性热塑塑料 PC-ISO，临床医生能够直接将 3D 打印导板用在病人身上。例如在某个案例中，3D 打

印导板的成本仅为港币 100元左右，比传统制作方法的成本低好几倍，而且制作速度更快。

（文章来源：Stratasys公司）

3D打印手术导板

3D打印模型和手术导板帮助医院进行矫形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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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手术导板应用在临床放射性粒子植入术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微创介入中心利用数字化医疗3D打印导板技术，为一名上颌窦癌患者成

功实施了放射性粒子植入术即组织间放疗。

患者是一名年轻女性，失去

了手术机会，在外放疗及化疗效果

不佳的情况下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肿

瘤医院就诊。为保护患者五官功能

及容貌，医院微创介入中心采用了

疗效确切的放射性粒子植入方法治

疗。既往放射性粒子植入术是在CT

或超声引导下穿刺植入，因骨骼、血管、神经及器官等原因，植入的粒子往往不能完全包括肿瘤，

达不到理想的治疗效果，致使二次手术植入粒子或肿瘤缩小后根据情况再次补充植入粒子治疗。为

了准确进针位置和深度，并且避开骨骼、血管、神经等，在手术治疗时需要对患者部位进行多次CT

扫描定位，增加了患者不必要的损伤和医疗费用。而3D打印手术导板弥补了上述不足。

该技术首先是利用CT扫描后三维立体重建数据，在计算机软件中模拟进行对病变组织穿刺，并

以此来设计手术导板，以引导医生对病变组织进行准确的穿刺。

研究小组将CT扫描后得出的数据送到软件开发单位之一的北京工业大学进行3D适型模具的制

作。在手术中，医生将3D打印的导板放置在患者面部，利用数字化设备和手术导板对患者进行穿

刺。相比以前单纯利用数字化设备进行CT或超声引导下穿刺植入，准确性大大提高了。以往没有利

用3D技术的时候，计算机可以说只能做一个大致的手术规划。在手术过程中，为了保证进针准确，

避开其他器官，甚至需要做四五次甚至十几次CT扫描。现在有了3D打印的模板，进针定位、深度一

切都提前设定好了，粒子植入更加精准，使治疗效果大大提高了。而CT扫描也仅仅只做了两次。

单纯利用数字化设备的同样的手术往往需要近两个小时的时间，而引入3D打印后这个手术只用

了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图片:3dprint.com）

3D打印手术导板

多材料3D颅脑模型辅助手术神经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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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骨科膝关节置换截骨导引工具PROPHECYTM

近年来，数字骨科尤其是3D打印技术的出现，给骨科手术的术前规划和准备提供了方

便。PROPHECYTM是微创骨科第一款结合了数字骨科和3D打印技术的产品，其根据患者术前下肢

CT或MRI影像重建病变部位三维模型，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按医生手术偏好，在三维模型确定截

骨角度与厚度，导入3D打印，直接构建对应截骨模块，为膝关节置换的截骨和最终假体植入提供解

剖标识点和定位导引。

微创骨科膝关节置换截骨

导引工具PROPHECYTM 已完成

CFDA备案。此次备案共包括四

个型号，分别配合微创骨科中国

已上市ADVANCETM和即将上市

EVOLUTIONTM内轴型全膝关节置换

系统使用。每套PROPHECYTM产品

由股骨导引块和胫骨导引块组成，

分别用于股骨和胫骨的截骨定位导

引。股骨导引块和胫骨导引块又可细分为Alignment Only（定位）和Alignment and Resection（定

位合并切割）两种型号。

 传统全膝关节置换手术通过术前X线片检查和术中机械导向装置进行髓内、髓外定位截骨，

术者凭借肉眼观察、手感和经验来定位解剖标志、下肢力线和假体旋转轴线，完成截骨、假体放置

和软组织平衡。这种基于肉眼对肢体和假体的观察完成的对位、对线有很大的主观性，可能影响

该定位方式的可靠性和手术的精确性，甚至导致手术失败。而且手术过程需使用大量的工具，操

作过程复杂，手术时间长。此外，传统的髓内定位有潜在感染和脂肪栓塞的风险。PROPHECYTM

截骨导引工具为患者量身定制，通过精准的髓外定位，简化手术过程，重建正常的力线。同

时，PROPHECYTM也为股骨侧有大骨赘、股骨远端因创伤而植入固定板以及股骨创伤后有髓内畸形

的患者提供了更优的解决方案。(图文来源：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D打印手术导板

微创骨科膝关节置换截骨导引工具PROPHECY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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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骨科植入物

一些植入物是通过铸造或传统的金属加工方法来制造的，需要首先制造出模具，对于只需要一

件或者少量的植入物来说，单件生产成本十分昂贵。再加上具有生物相容性的植入物材料本身的高

价格，骨科植入物的总制造成本是十分昂贵的。对于结构复杂的特殊植入物，使用从传统技术也难

以实现。而3D打印技术用于制造骨科植入物，可以有效降低定制化、小批量植入物的制造成本，并

可以制造出更多结构复杂的植入物。

近年医疗行业越来越多地采用金属3D打印技术（直接金属激光烧结或电子束熔融）设计和制

造医疗植入物。在医生与工程师的合作下，使用3D打印技术能够制造出更多先进合格的植入物和假

体。3D打印技术也让定制化植入物的交货速度得以提升，从设计到制造一个定制化的植入物最快时

可以在24小时之内完成。工程师通过医院提供的X射线、核磁共振、CT等医学影像文件，建立三维

模型并设计植入物，最终将设计文件通过金属3D打印设备制造出来。

总体来说使用3D打印技术制造植入物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个性化：定制的假体、植入物缩短患者的痛苦和紧张的适应阶段。最佳贴合的尺寸也使手术操

作难度减小，减少外科医生的压力。

复杂的几何形状：一些自由结构通过传统的制造方法（铣削、车削或铸造等）无法制造出来，

而模仿仿生原理的复杂结构，可以加快病人的愈合过程，这些复杂的仿生机构只有通过增材制造方

式来实现。

功能集成：增材制造医疗设备能够满足多种功能植入物的制造并减少制作步骤。可以具有多孔

结构和粗糙的表面，以改善骨整合。不需要进一步的喷涂或表面纹理化后期处理。这一优点既适用

于生产定制化植入物，也适用于制造标准化植入物。

降低手术费用：更快的植入物生产速度，更贴合的尺寸加快手术和恢复期，更好的人体环境相

容性降低后续治疗需求，这些都使得病人住院和后续治疗的费用大大减少。

植入物的市场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应用和创新领域，主要包括3个类别：关节，脊柱和创伤。这

三个类别都是3D打印技术值得关注的市场。

＋关节置换是最大的市场领域

关节置换术是恢复关节的完整性和功能性的手术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使用人工关节。重

建关节置换市场不断上升，原因来自受伤或退化关节的人数不断增加，另一个原因是人口老龄化。

3D打印植入物-骨科植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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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盖和臀部的关节炎引起的变形非常脆弱。他们占绝大多数的重建关节置换。

＋脊柱植入物迅速增长

由于长时间不正规的方式坐在办公室以及其他原因，使得脊柱植入物市场需求不断上升，如融

合器，人工椎间盘和改进的程序，用于修复脊椎、脊髓损伤或异常以及更换的退行性椎间盘。

＋创伤植入物

钢板螺钉是治疗创伤骨折最常用的内固定方法，这一市场需求也在不断上升。

金属3D打印技术制造各类型植入物的优点：

金属增材制造兼备钛金属材料的生物相容性与塑料PEEK材料的灵活性。多孔钛融合器采用

SLM可以实现快速的骨长入和优异的机械稳定性，相比传统PEEK融合器能够与人体能更好的结合。

特定的密度分布提高了钛合金零件的灵活性，钛的高强度允许集成植入物的侧壁检测窗口。骨生长

可以通过医学成像评估，增材制造的几何自由和功能集成为脊柱重建提供了新的选择。

定制的椎间盘假体

可以插入到空椎间盘间隙中的人工椎间盘装置，设计和间距的尺寸可以精确地调整到病人的解

剖尺寸，并且增材制造还可以避免下游组装过程。

创伤植入物，丰富的个性化体验

创伤植入物的目的是用于治疗骨折，畸形，和肿瘤疾病的骨骼，如手臂，腿，肩膀，或头骨。

颅骨植入物

放置在颅骨植入物制造的要求是严格的。因为头骨有独特的不规则形状，难以标准化。自然的

颅骨植入需要生物相容性，具有契合和诱导骨长入植入物的边缘。并且要求是可渗透的，以允许脑

液通过。增材制造已用于生产植入物用于颅颌面外科手术患者，并提供最佳的尺寸、形状和力学性

能。

内固定装置

骨板是固定在骨折骨固定的装置。骨解剖在某些领域是极其复杂的，并且要考虑到弯曲的方向

和扭曲。精确几何的骨板和数字预规划的落螺丝为患者提供一个更好的连接板和一个良好恢复的基

础。让外科医生以最小疤痕，更短的伤口开放时间和更短的恢复时间实施低侵入性手术。

3D打印植入物-骨科植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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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肿瘤假体翻修的3D打印个体化多孔金属支撑体

恶性骨肿瘤初始肿瘤切除后个体化保肢假体设计及制备较为困难，而一旦初始假体失败后再作翻修

更是难上加难，甚至需通过截肢解决病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骨科戴尅戎院士

和郝永强教授领衔的骨肿瘤团队依托国内首家上海九院3D打印技术临床转化研发中心，设计及制备

各种肿瘤假体翻修需求的假体或与假体组合的个体化金属支撑体，解决了一个个保肢翻修难题，已

取得了 3D打印技术在骨肿瘤留假体翻修领域的多项创新性改进。

对一些经初始肿瘤型假体置换后松动、骨溶解而需翻修的病例，病变部位骨形态已发生严重的继发

性改变，常规假体已难以应用。3D打印技术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可完全满足不同病例的实际需

求。3D打印技术还可打印出既与翻修假体组合匹配，又与病变部位骨缺损形态完全吻合的个体化金

属骨小梁支撑体，以提供早期力学稳定性。骨长入金属骨小梁空隙后，更可提供长期力学支持。

图文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3D打印植入物-骨科定制化植入物

用于肿瘤假体翻修的3D打印多孔金属支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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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院3D打印骨盆假体重建手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戴尅戎院士和郝永强教授领衔的骨肿瘤团队，曾为一位44岁

男性患者成功实施了骨盆软骨肉瘤切除后假体重建手术。患者术后3天即能进行康复训练和下地，术

后2周已能扶拐行走，术后10月可完成下蹲和驾驶汽车。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3D打印骨盆假体重建手术的成功，标志着3D打印技术在骨科临床应用领域取得的

又一个突破。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骨科即与上海交通大学

王成焘教授合作，应用3D打印技术制作骨盆肿瘤病人的骨盆模型，进行模拟肿瘤切除及个性化假体

的设计和试安装。这台与3D打印技术相结合的骨科手术主要具有5个特点：

(1)假体的制作同时利用3D打印进行快速原型模型制造和直接金属打印半骨盆假体；（2）假体的设

计同时解决了肿瘤周围肌肉软组织大块切除后的伤口闭合问题；（3）3D打印的假体有多孔表面，有

利于残余肌肉的附着点重建；（4）手术中使用了3D打印导板的引导技术；（5）假体上的螺钉孔道

是手术前根据3D打印模型设计规划的，具有可靠的导向作用，医生在手术时根据孔道的引导钻入长

螺钉，可以成功的避开神经和髋关节间隙，让手术变得更安全、精准。

目前，直接3D打印的内植物还用于骨骼大块缺损病人的个体化充填内植物的制作，并已用于临床。

3D打印模型和金属假体 手术中 术后X线片及CT片，两枚螺钉均未进入关节

术后10个月

图文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3D打印植入物-骨科定制化植入物

上海九院3D打印骨盆假体重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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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金属骨小梁假体修复大段骨缺损动物研究

取得进展

骨肿瘤、感染、严重创伤等造成的大段长干骨骨缺损修复，是亟待解决的世界性难题，尤其是负重

骨骼，理想的修复材料应既能促进骨修复，又能早期提供力学支撑。借助3D打印技术打印金属骨小

梁修复体，可实现这一目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骨科戴尅戎院士、郝永强教授带领的团队开展了大量有关3D

打印技术在骨科领域应用的基础研究工作，为3D打印金属假体在骨科领域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有力的

支持。在研究证实3D打印多孔金属钛结构植入兔颅骨具有良好的骨整合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骨小

梁孔隙率，设计并应用3D打印技术打印金属骨小梁修复体，通过羊胫骨大段骨缺损的修复研究表

明，3D打印金属骨小梁修复体具有理想的骨小梁孔隙结构及力学性能，既有利于促进早期新骨的长

入和周围骨痂形成，又足以提供足够的力学强度，允许肢体早期负重。

图文来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3D打印植入物-骨科定制化植入物

3D打印金属骨小梁假体动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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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3D打印钛合金胸骨成功应用临床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利用3D打印技术制成钛合金胸骨，并将其植入患者体内，实现病变胸骨的整

体置换。患者被诊断为胸骨肿瘤肿瘤直径达6~7CM，已产生压迫症状，必须进行切除手术，但传

统的胸骨切除手术会造成患者前胸部位出现较大缺损， 对呼吸功能、外观以及安全性等造成严重影

响。传统手术切除胸骨后，患者心脏就失去了“保护墙”。因此，传统的胸骨切除手术不是理想的

选择。最终，医院为患者确定了“胸骨切除+3D打印钛合金胸骨植入”的实施方案。

胸骨置换手术对打印骨件要求极高，近乎苛刻，由于每个人骨骼、体征都不一样，胸骨也存在很多

差异，为保证手术的成功，3D打印出的胸骨要向理论值无限靠近。本次3D打印钛合金胸骨是在医

生和西安铂力特的技术人员的合作下完成的。从医院与技术人员接洽讨论方案到打印完成共计一周

时间，其中使用选择性激光熔融设备打印胸骨的时间为的7个小时。打印胸骨的测量参数与理论值基

本一致，且表面分布有金属3D打印特有的多孔结构，使肌肉、肌腱等软组织贴附和骨长入率大幅提

高。医院为患者实施了“胸骨切除 3D打印钛合金胸骨植入”手术。术后患者恢复顺利，目前无任何

并发症出现。

这一技术是国内外首次针对胸骨肿瘤疾病，将3D打印的可植入性钛合金胸骨植入人体，实现病变胸

骨的整体置换，达到治疗目的的有益尝试，3D打印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成熟。

（文章来源：西安铂力特激光成形有限公司）

3D打印植入物-骨科定制化植入物

首例3D打印钛合金胸骨成功应用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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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钛脊柱融合植入手术

德国Klinikum Karlsruhe神经外科为一位具有退行性颈椎问题的患者通过手术接受了3D打印的钛

金属融合植入物。

手术过程中使用的植入物是由 EIT Emerging Implant Technologies公司提供的，这是一家专门

开发先进的3D打印植入物解决方案的公司。EIT使用3D打印制造出了骨小梁结构的精确复制品，该

复制品具有纳米结构的特点，可促进病人骨头的愈合和融合。该植入物的生物力学特性使其可以实

现与现有骨骼的内生长，从而可以防止出现再次进行骨移植治疗。

通过选择性激光熔化（SLM）技术制造的钛金属植入物为骨细胞和血管结构的生长提供了理想

的“支架”。植入物的设计和制造模仿的是患者具体的骨小梁几何结构。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植入

物不容易移位或破坏周围骨结构的完整性。

3D打印技术将为患者提供更廉价、更良好愈后结果的定制化植入物。更好的植入物，更快、更

容易的手术和改善病人的愈后结果。

3D打印植入物-骨科定制化植入物

3D打印钛脊柱融合植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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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例3D打印脊椎移植手术

北京大学研究团队成功地为一名12岁男孩植入了3D打印脊椎，这属全球首例。据了解，这位小

男孩的脊椎在一次足球受伤之后长出了一颗恶性肿瘤，医生不得不选择移除掉肿瘤所在的脊椎。不

过，这次的手术比较特殊的是，医生并未采用传统的脊椎移植手术，而是尝试先进的3D打印技术。

这种植入物可以跟现有骨骼非常好地结合起来，而且还能缩短病人的康复时间。由于植入的3D

脊椎可以很好地跟周围的骨骼结合在一起，所以它并不需要太多的“锚定”。

此外，研究人员还在上面设立了微孔洞，它能帮助骨骼在合金之间生长，换言之，植入进去的

3D打印脊椎将跟原脊柱牢牢地生长在一起，这也意味着未来不会发生松动的情况。

（图片：CBSNEWS，文字由3D科学谷编译）

3D打印植入物-骨科定制化植入物

全球首例3D打印脊椎移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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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弹性薄膜植入物可预防心脏疾病

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师使用3D打印机，打印出一种个性化、可植入式、内嵌感应器的医疗器械。

这一成果可在未来改变心脏疾病的治疗和诊断。

来自华盛顿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团队共同发明了一种3D弹性薄膜。该薄膜是由柔软、易

弯曲的硅材料制成，和人类心外膜的形状完全一致。

每个心脏有着不同的形状，而目前的设备制作成的心脏外膜尺寸不是适合所有人，不是符合所

有患者心脏的几何形状，但3D打印技术完全可以通过定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了这项新技术，通过

MRI或CT扫描病人的心脏，然后计算提取图像来构建，可以在一个3D打印机打印出3D模型。然后，

在模型上设计出薄膜的形状。安装在薄膜上面的微型感应器是通过3D打印技术直接制造的，该感应

器能精准地测量体温、心脏机械功能的表现，并在病人出现心律不齐的情况下给予电疗刺激。这类

感应器能在未来更好的帮助医生在病人出现心脏病症状时予以介入诊断和治疗。

弹性薄膜可用于治疗心室疾病，在心脏的下室可插入心脏内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包括心房纤维

性颤动。

此外，研究团队之后还使用。（来源：中国生物技术信息网）

3D打印植入物-其他植入物

3D打印弹性薄膜植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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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OX 3D打印眼球允许人工眼和wifi连接

MHOX的未来感十足的3D打印概念人工眼球命名为EYE（即ENHANCE YOUR EYE，增强你的

眼睛），希望帮助那些失明的人重见光明，帮助深受视力疾病困扰的人改善他们的视力。MHOX也

希望用类似技术去提高更多人的生活质量，包括用3D打印医疗器械、移植物，还有各种可定制的更

好更便宜的假体。这种3D打印的眼球采用的是一种生物墨水，里面包含可以代替自然眼球的细胞。

一旦原有的眼球通过手术摘除，MHOX研究团队就将3D打印的眼球和头部的“甲板”连接起来，这

不仅仅意味着植入了新的眼睛，也相当于让眼球升级。

MHOX预期这项技术会在2027年研发成功，研究小组已经为三种不同的用户构思出三种型号的

EYE：治愈型EYE、增强型EYE与先进型EYE。增强型EYE和先进型EYE由人工眼球内的一个单独

腺体控制，该腺体将由一种含特殊酶的药丸激活，能分别提供不同的色调来加重视觉，允许人工眼

和WIFI连接，并把见到的图像真实下载到设备上。这种功能比“治愈”失明更引人关注。

这跟换牙其实有点像。意大利研究工作室MHOX的团队是这样解释的：很简单，就是完全摘除

你天生的视觉器官，再装上数字化设计的3D打印人工眼球。人工眼球能够符合你的视力需求甚至是

超过你的需要，最终你可以选择使用新的3D打印眼球来弥补因为健康状况带来的视力缺憾。

（来源：创见网）

3D打印植入物-其他植入物

MHOX 3D打印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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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眼假体，给肿瘤患者带来了新希望

眼癌，根据美国癌症协会公布每年有超过2700个新患者。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可能需要

执行清除术，手术去除眼窝和其他人组织。这不仅导致失明，由于缺乏完整的眼睛，永久性地改变一

个人的面部结构，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假眼睛自罗马时代以来就有，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第十六世纪威尼斯有用易碎的玻璃眼睛。今

天，定制假体的成本约10000美元到15000美元。这是成型铸造的橡胶并与穿患者的皮肤颜色相近，

并需要考虑原来眼睛的颜

色，甚至睫毛，医生需要几

周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这

期间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没有

眼睛。

许多健康保险计划不

包括这些假体，美国科学院

眼科公布的研究表示，他们

发现眼部修复新工艺，可用

于癌症或先天性造成的空洞

的眼窝的患者，这样的面部假体不仅低成本，而且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制作好。

美国迈阿密大学的一个团队，开发了一种利用面部扫描和三维打印技术注塑成型的橡胶面部假

体。通过扫描病人的脸侧形成未损坏的镜像图像以及受损的图像对比，通过渲染可以创建假体，并通

过3D打印机制作成型。

打印材料方面，研究团队开发了专有的纳米结构的纳米粘土，与传统的面部假体材料相结合。

研究团队将在迈阿密大学复合材料实验室，为世界各地的病人提供假体医疗服务。（图片：3dprint.

com）

3D打印植入物-其他植入物

3D打印眼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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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神经引导导管引导神经系统自我修复

神经损伤在最坏的情况下可导致受损部位的感觉丧失。目前治疗神经损伤的主要手段是进行

手术或者神经移植，其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尽管目前神经引导导管（NGC）在此类手术中也有使

用，但是他们在材料和功能设计范围上受到很大的限制。

英国Sheffield大学生物工程研究团队打造了一个微小的3D打印导板，这个小小的导板在神经系

统自我修复过程中成功地引导了神经生长的方向。

神经引导导管（NGC）

是一段微小的管子，可以作为

通道引导受损神经的末端朝向

彼此，然后让它们以自然的

方式进行自我修复。Sheffield

工程学院采用CAD方式设计

出NGC，然后使用“激光直

写（laser direct writing）技

术”将其制造出来。NGC的材料是被药监当局批准可用于临床的材料 ——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这是一种可降解的材料。

该导管已经进行了动物试验，证明是有效的。研究小组利用这些引导导管修复了一只实验小鼠

的神经损伤。在短短21天内，该技术帮助神经越过伤害造成的3毫米“鸿沟”桥接在一起。

该装置用于治疗实验动物的神经损伤，未来会在临床中用于修复损伤的神经。这项研究发表

在《Biomaterials》杂志上，论文题目是《使用光固化聚合物制造神经导板以辅助周围神经修复

（Nerve Guides Manufactured from Photocurable Polymers to Aid Peripheral Nerve Repair）》。

研究资金由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医学研究理事会提供。（图片：3dprint.com）

3D打印植入物-其他植入物

3D打印神经引导导管引导神经系统自我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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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与康复辅具

3D打印技术与康复辅具

与3D打印钛合金定制化飞机零部件和超级轿跑个性化零部件一样，假肢、助听器等康复医

疗器械同样具有小批量、定制化的需求，并且设计具备复杂性，传统数控机床受到加工角度等

因素的限制往往难以实现。

利用3D打印技术制作单个定制化康复辅具的成本会显著下降。以3D打印假肢举例，传

统假肢特别是针对儿童，美国的创客团队曾与3D打印公司Stratasys合作，为一位儿童制作假

肢，成本仅350美元，而常规的假肢价格高达4万美元。在儿童的成长中需要多次更换假肢，如

果购买传统的假肢将会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然而，假肢在设计时既要考虑舒适安全性，又需

要考虑运动功能，这两种性能之间存在的“刚”与“柔”的矛盾需要解决。在设计前，需要科

学的采集佩戴者的扫描数据。

因此，3D打印康复医疗器械的推广需要专业的医疗器械服务商介入，从数据采集、设计、

成型以及产品的认证方面进行专业的操作。

美国一个学生团队用3D打印机为一名出生就没有右臂的六岁男孩做了一条手臂。制作完成后，中佛罗里达

大学(UCF)的航空航天工程专业博士生ALBERT MANERO带领着他的团队，将义肢送给了这位来自佛罗里达格罗

夫兰的小男孩ALEX PRING。小男孩很快就适应了这条手臂。（图文来源：大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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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经济实惠的3D打印仿生手

意大利的Youbionic团队已经研发出一款仿生手，它借助3D打印技术和Arduino组件实现手臂的

肌肉的电子信号寄存功能。但目前还处于研发初始阶段，他们要研发一款经济实惠的仿生假肢，成

本至少比市面上其他类型的假肢便宜10倍。

着技术逐渐成熟，已经能够为截肢者提供更加成熟的方案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3D打印技

术将会进一步完善这个领域。该仿生手大概售价在1000英镑，约1250美元，比市场上的商业假肢产

品，如i-lamb和bebionic的肌电假手，都要实惠。虽然功能应用不如商业机械假肢，甚至工程技术也

不是那么成熟，但是 3D打印仿生手比“生硬呆板”的假肢灵活多了，这是巨大的进步。3D打印仿

生手是一个整体，因此不存在组装

问题，使用十分方便。

Youbionic并不是第一个使用

3D打印技术来制造假肢的团队。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工程师正在打

造一款以3D打印技术为基础的DIY

仿生手。与此同时，创客运动通

过e-NABLE在线平台来帮助需要

义肢的人。e-NABLE在线平台把许多志愿者团结在一起，共同设计假肢并免费送给那些需要义肢的

人。(图片和文字来源：中文科技资讯)

3D打印技术与康复辅具-定制化假肢

一款经济实惠的3D打印仿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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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Prosthetic低成本的美观假肢

得益于3D 打印，我们见识过了许多低成本假肢，而Exo-Prosthetic假肢顾及了美观在假肢设计

中的重要性。Exo-Prosthetic假腿制作过程包括3D扫描、建模和打印，整个假肢制造过程可以实现自

动化，进而提供可负担的、美观的个性化产品。

首先，需要扫描患者的残肢和剩余的完整肢体（如果有的话），以便创建高精度的 3D 虚拟模

型（精度可达一毫米）。在这个过程中，MIT开发的FitSocket 技术，会捕捉病人的腿部组织特性，

以便让假肢更适合残肢及假肢

套，进而增加舒适度。完整

腿、残腿以及假肢部分的扫描

模型会混合成一个 3D 模型，

从而制作出假肢的原始模型。

完成的模型会发送给一台

3D打印机用钛金属来打印，钛

是一种极其耐用、轻质、生物相容性的金属。钛金属粉会通过激光烧结技术融铸到一起。打印好的 

3D 外骨骼可以立即用于组装。通过使用直接 3D 打印在假肢中的定制连接装置，假肢零件可以牢靠

地通过标准金字塔连接装置插入Exo 假腿中。为了减轻重量，假肢做成了外骨骼形式。外骨骼的表

面可以定制图案和颜色，也可以套上硅胶套。和传统假肢的机械外观不同，Exo 假腿采用了截肢人

士自己的腿形，希望能在假腿和人之间建立更人性化、更亲密的联系。Exo假腿的下一个阶段是开发

具备完整功能的原型，并确定构造要求。(图片来源:美国工业设计师Willlim Root）

3D打印技术与康复辅具-定制化假肢

Exo-Prosthetic低成本的美观假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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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poke 在线3D打印假肢定制平台

Bespoke 是一个在线设计、定制3D打印假肢的平台，现已被3D Systems公司收购,并为医疗用

户提供更丰富的医学模型服务。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软件技术、先进材料的发展，并结合了3D打印技术，佩戴者在Bespoke平

台可以购买高度定制化的假肢。Bespoke的产品与用户自身肢体的尺寸高度契合。

首先，Bespoke 需要为获得佩戴者肢体的扫描数据，以及目前佩戴的假肢扫描数据。扫描数

据将通过建模软件进行建模，设计师会在计算机中将患者自身肢体数据与设计出的假肢进行叠加匹

配、对比，确保定制的假体能让患者的身体看起来非常协调。在Bespoke进行假肢的3D打印之前，

患者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

通过Bespoke在线平台，佩戴者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喜好选择假肢的风格，包括款式、图案、材

料（皮革、尼龙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Bespoke为用户带来的不仅仅是假肢，更是一个彰显个性

化的可能性。

（图片：3D Systems,文字由3D科学谷编译自'The New World of 3D Printing'）

3D打印技术与康复辅具-定制化假肢

Bespoke在线3D打印假肢定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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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助听器外壳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3D打印技术就已经被用在助听器制造领域了。目前，95%的助

听器外壳都是3D打印的，其中大部分都是用EnvisionTEC 或Stratasys公司的设备生产的。-6 

EnvisionTEC还开发了“数字外壳建模”工艺。助听器厂商斯达克、瑞声达等公司都采用了

EnvisionTEC的技术。此外，还有一些提供助听器打印解决方案的服务商，例如：iMaterialise 

与瑞士助听器制造商峰力（Phonax）开发了“快速外壳建模”工序。-7 

 传统工艺，助听器的生产工序由大约9个步骤组成，包括制作模具、把它们变成耳朵印模

和修整最终定型的外壳等等。助听器制造商聘请技工并建立手工坊来执行这个工序，这需要

一周多的时间。 

利用3D打印技术，助听器设计师会对佩戴者的耳朵印模进行3D扫描，并根据患者耳道的

数据进行建模。最终将模型3D打印出来。所有助听器元器件在助听器内部达到最佳的分布状

态，确保听障用户得到最理想的听力补偿。以EnvisionTec公司的打印机为例，可以在60到90

分钟内打印出65个助听器外壳或47个助听器模型。3D打印制作助听器外壳的速度有助于制造

商实现规模化和按需生产。在通过3D扫描产生的佩戴者数字化数据，将有助于设计师校正和

纠错。

从这些意义上来讲，3D打印技术将助听器行业由劳动密集型行业变成了自动化的行业，

使助听器的生产成本下降。（图片来源：西门子）

3D打印技术与康复辅具-助听器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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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瑞声达3D打印助听器外壳

瑞声达在2003年开始引入EnvisionTEC 的3D打印设备生产助听器外壳。EnvisionTEC的3D打印

机占地面积小，而且节省打印材料、易于操作。制造助听器通常有多个步骤。助听器行业对于实现

批量定制化有需求。 而EnvisionTEC的3D打印设备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并且产品精度可达到微米

级。 瑞声达先后购买了40台EnvisionTEC的设备。

在传统的方式下，技师需要通过患者的耳道模型做出注塑模具。然后通过紫外线得到塑料产

品。通过对塑料产品进行钻音

孔和手工处理后得到助听器最

终形状。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出

错，就需要重新制作模型。

而使用3D打印技术，可以

通过三维扫描仪获取患者耳部

数据，并进行耳部硅胶模或印模的设计。 然后使用助听器行业专用的CAD软件将扫描数据转为3D打

印机可读取的设计文件。 设计者可以通过软件修改三维图像，及创建最终的产品形状。通过CAD软

件可以同时设计50种不同型号的产品。瑞声达还使用Materialise 公司的Magics 快速成型软件来优化

三维文件。 每当3D打印机完成一批量产品的打印之后，技师就可以将产品取出并完成后处理工作。 

同一批打印出来的每一件产品都是定制化的。

使用3D打印技术不仅大大降低了人工手动处理的成本。并且增加了助听器制造的灵活性，即只

要有患者耳部的扫描数据，通过任何地点的3D打印机都可以定制助听器外壳。

（图片来源:EnvisionTEC）

3D打印技术与康复辅具-助听器外壳

丹麦瑞声达3D打印助听器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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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与口腔科

牙齿修复和治疗的成本是牙科诊所、实验室需要考虑重要因素，很多有先见之

明的牙科诊所、实验室已经引入数字化口腔技术，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近年

来，以软件设计为基础的牙科修复变得普及，很多牙科诊所、实验室或专业义齿生

产企业都引入了3D打印技术。结合了3D打印的数字化口腔技术为牙科行业带来了精

度高、成本低、效率高，以及符合规范化生产链相符的口腔数据。-16

许多牙科诊所或实验室都有利用3D打印机来制造患者牙齿模型。制作模型需要

的三维数据可以通过直接扫描口腔来收集（扫描整个口腔大约需要2分钟），或者通

过间接扫描传统的物理模型的方式来收集。-17 牙科3D模型可以用作模具并使用传统

方法辅助生产牙冠、假牙等。另一种作用与骨科、肿瘤手术3D模型类似，即用来模

拟、规划手术过程，或与患者沟通手术过程。

直接3D打印义齿也已经可以实现。EnvisionTEC公司已经有一种打印材料获得

了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的认证，这些3D材料可以直接用来打印临时牙冠。该

临时牙冠给患者佩戴的时间甚至可以长达5年之久。不少专业人士预计，到2020年

以前，大多数牙医都会逐渐开始使用3D打印的牙冠，从而不需要牙科实验室进行高

度专业的生产，同时也满足了病人对于牙冠的不同需求。-18

此外，通过3D打印技术生产的牙齿矫正器也走向应用。比起传统的牙齿矫正

器，3D打印透明矫正器不仅隐形、美观，而且尺寸更适合患者在矫正期间每个阶段

3D打印技术在口腔科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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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在口腔科的应用

的牙齿状态。相比传统方式下需要依靠牙医的经验进行调整，这种矫正技术更具优

势。在国外ClearCorrect公司已经使用Stratasys公司的3D打印设备和材料生产透明

矫正器。-19  国内也有时代天使这样的隐形矫正器品牌。

用3D打印技术制作金属材料的牙冠固定桥等修复体也成为牙科行业应用的技

术。总之，3D 打印将数字化口腔技术的效率带到生产阶段。通过结合使用口腔扫

描、CAD/CAM 设计和 3D 打印，牙科实验室可以准确、快速的生产牙冠、齿桥、

牙科模型、矫正器等一些列的牙科产品。

在牙科行业常用到的3D打印技术主要有：光敏树脂选择固化技术（SLA）

、选择性激光熔化技术（SLM）、喷墨打印技术（Polyjet)、金属激光烧结技术

（DMLS），实质上也是SLM技术。

但每种技术适合加工的牙科产品不同。SLA技术主要用于牙科手术导板、临时牙冠

和牙桥制造，以及失蜡铸造的树脂模型。牙冠固定桥等修复体所采用的材料主要有

牙科用金合金、钛合金、钴铬合金和不锈钢等，这类修复体对精度要求很高，且修

复体的形状比较复杂。SLM 技术因具有快速、可直接制造精密的、个性化的复杂

金属结构，所以在口腔修复体制造中有很大优势。-20 Polyjet技术在制作牙模、手

术导板、贴面模型、牙齿矫正器、递送和定位托盘以及各类模型的相关实验室和业

务设计方面有许多应用案例。-21 DMLS技术工艺原理出自选择性激光熔化（SLM）

，Traini T等已采用此技术直接制造功能梯度钛材料的多孔牙科植入体。-22

不论是三维口腔扫描、CAD设计软件还是用3D打印牙模、牙冠，这些数字化技术的

意义在于，使医生逐渐不必再亲自动手制作模型、义齿等牙科产品、承担牙科技师

的工作，而是将更多精力回归到口腔疾病的诊断及实施口腔手术本身。对于牙科技

师而言，虽然远在医生诊室之外，但只要获得患者的口腔数据，就可以根据医生要

求定制出精准的牙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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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印模
口腔印模

翻模

口腔扫描

扫描物理模型

3D打印

SLM技术
牙桥、牙冠、局部义齿...

SLA技术
导板、临时牙冠、牙桥、

树脂模型...

Polyjet技术
牙模、导板、矫正器...

图2-3：口腔科3D打印流程及主要应用

三维重构/CAD-STL文件

3D打印技术在口腔科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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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dental公司引进金属3D打印设备高效生产义齿

每个人的牙齿外形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牙科植入物的制造需要高度定制化。西班牙公司

Fresdental就是在这一领域比较知名的定制化牙齿制造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该公司的业务重点是与牙

医合作，为牙科病人制造牙科植入物、牙桥和牙冠等。Fresdental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知名的

西班牙品牌，该公司与数以百计的牙科专家合作，为其快速、高效地制造定制的假牙。

Fresdental公司仍然使用一些传统的生产技术，包括3轴CNC铣床来提供牙科解决方案，同时

也是同类公司中最早引入最新的3D打印技术的。其中包括Concept Laser公司的金属3D打印专利的

LaserCUSING（即SLM激光熔化技术）技术。

LaserCUSING主要根据三维CAD数据来逐层生成指定零部件。一旦数据被发送到设备中，高

能激光就会将打印材料熔化在一起，直到生成所希望的物理形状。使用LaserCUSING技术，前期

运营成本较低，可支持多种类型的材料，能够一次生产多种假牙、生产速度高，交货周期短。此

外，Fresdental公司在使用过程中还发现Concept Laser 公司的3D打印设备有低功耗、材料可再利用

从而减少浪费，以及制造工艺自动化，减少人工等特点。

使用LaserCUSING技术制造一个产品是比较简单的。当3D打印设备根据CAD数据制造完成

后，使用者只需拆除它的支撑结构，再用三氧化二铝对其表面进行喷砂抛光即可。只需不到3分钟，

成品即可进行贴面或准备运输，并在48小时内交付给在牙科诊所的病人。

目前，生产义齿的平均成本在20欧元左右。而使用Concept Laser公司金属3D打印技术则会使

该成本下降到不足10欧元，而且质量更高、交货速度更快。(图片：3ders.org）

3D打印在口腔科的应用-金属牙冠、临时牙冠、牙桥

Fresdental公司引进金属3D打印设备高效生产义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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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技术助力SSK牙科实验室实现高效生产

SSK牙科实验室位于德国，专业生产牙冠、牙桥、义齿以及牙科手术导板。SSK购买了

EnvisionTEC 公司的Perfactory DDP 和桌面级PixCera 3D打印机，用于生产其牙科产品。

Perfactory DDP 和 PixCera 3D打印设备无论是速度和精度都能够满足SSK日常生产需求。配

合使用Perfatory RP（快速原型）软件，SSK的员工操作3D打印机更加简单，在短时间内就可以使

用3D打印机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EnvisionTEC的3D打印设备在SSK牙科实验室运行平稳。由于使用EnvisionTEC打印机时，即

使更换打印材料也无需更换底板和树脂材料容器，这让SSK的牙科技师们能够便捷使用不同材料进

行生产。除了进行日常生产，SSK牙科实验室还使用EnvisionTEC 3D打印机研发包括种植牙在内的

多种新工艺。

对于Perfacotry DDP 3D打印系统，SSK牙科技师的感受是易于操作，特别是用该系统生产的精

确的钻孔导向器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此外，该系统在更换打印材料时体现出的便捷、“零浪费” 

也给SSK用户留下良好印象。使用Perfactory DDP 3D打印机，SSK在3.5小时内可以生产60个牙冠

或牙桥。在5-6小时之内可以生产5个铸模。24小时之内可以生产出300-400个牙桥或牙冠。SSK的

牙科技术预计，如果使用不同打印平台的尺寸和不同的布局，打印效率最高时每天可以生产出约500

个牙冠或牙桥，或约20个铸模。

EnvisionTEC为SSK提供周到的售后服务与支持。SSK 牙科技师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都得到了

快速响应和解决。（图文来源：EnvisionTEC）

3D打印在口腔科的应用-金属牙冠、临时牙冠、牙桥

SLA技术助力SSK牙科实验室实现高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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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jet技术牙科3D模型案例：APEX 牙科

牙科技师传统上依赖稳定的双手和专业的眼睛来准备牙冠、齿桥、嵌体、填补物、贴面和框

架。虽然他们经验丰富，但是手工过程太耗时且不够精确，并且它需要的材料可能无法提供最佳的

持久性或美观的外形。越来越多地牙科公司现在可以在牙科应用或实验室中或者通过生产中心使用 

3D 打印。这将带来巨大的优势，包括：获得新的、行业预制和受控材料；获得更高的品质和可重复

性；实现与标准化生产链相称的数据存储；改进精密计划和效率。

美国APEX 牙科铣削中心认识到自己也能够通过采用 3D 打印获得更多利益，因此开始对这一

选择进行调查。Objet Eden260V 3D 打印系统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对于 APEX 牙科铣削中心，任

何有价值的 3D 打印解决方案都必须具有一个或更多商业优势，例如产品更好，加工时间更短或更

精确。

APEX 牙科铣削中心对 Objet 

Eden260V 3D 打印系统的轻松和高速操深

有感触。员工可以很快学会如何使用该系

统，并开始有效地生产，而公司随后发现 

Objet 3D 打印机从根本上加快了其正常制

造工作流。

在 Objet Eden260V上生产的牙齿模型提供格外细致的细节和出色的表面光洁度 – 完全满足高

标准的实验室团队及其牙医客户所要求的高精确度。Objet 3D 打印机还确保 APEX 牙科铣削中心

最终产品的品质保持一致。打印的模型具有可预测性和一致性，因此可完美贴合并咬合在物理模型

上。

APEX 牙科铣削中心现在已发展成包含扫描、修复和 3D 模型打印的数字化工作流。此工作流

程充分利用 CAD/ CAM 技术以及完全数字化的工作流在很短时间内进行修复。数字牙科流程拥有独

特的属性，让 APEX 牙科铣削中心能够接收和处理来自全国主要的口腔内扫描仪的扫描结果。

APEX 牙科铣削中心的 Objet Eden260V 3D 打印系统实现卓越的业务成本，将实验室提升至全

新生产力水平，具有高速生产和超高效批量以及多案例处理能力。（图文来源：Stratasys）

3D打印在口腔科的应用-牙齿模型

Polyjet技术牙科3D模型案例：APEX 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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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烧结技术制作牙科模型

使用数字技术评估患者的口腔情况可以不用制作石膏模型。然而，在其他工序仍然需要使用数

字化生成的模型进行咬合程度测试或者其他方面的测试。通过使用EOS快速制造技术，FORMIGA P 

100在10小时可以生产48组的牙齿模型。它可以用来进行医学分析。这种高效率的生产方法能够帮

助牙科技师把时间用在义齿镶嵌，而不是浪费在石膏模型上。

优势

高精度的配合安装

色彩纹路鲜明，易于检查接合线

可以制作中空模型，并且堆叠制作提高产量，降低成本

不需要支撑结构

能够完全融入到现有的齿科工作流程

（图文来源：EOS）

3D打印在口腔科的应用-牙齿模型

激光烧结技术制作牙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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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技术帮助牙医进行牙科手术规划

病人面对手术结果需要很大的勇气，医生一直在寻求可以为病人演示手术效果的方法，减少病

人对未知的恐惧。医生曾使用插图和计算机模拟显示的方式为病人展示手术将带来的改变。他们更

多使用3D打印技术作为帮助病人了解手术后果的方法。同样，3D打印义齿也能够帮助医生进行手术

规划。医生可以多花些时间来评估牙齿，以避免给手术后给病人带来任何的不适。

Formlabs公司最近访问了Snap牙科建模服务工作室。Snap牙科在使用Form 1+ 3D打印机进行

牙齿建模， 3D打印技术是这样使用的：

首先为病人建立石膏口腔模型，然后在建立数字化模型，并用软件来进行术前规划。为了测试

结果，Snap牙科使用Form 1+3D打印机将牙齿修复手术的方案打印出来，并安装在石膏模型上进行

测试和调整。

建立好的模型将会寄送到牙科医生的手中，以便于医生向病人演示他们的手术方案。通过这样

的方式，病人对手术的结果就做到心中有数了。

用3D打印进行牙科建模的方式让蜡模成为历史。随着3D打印设备体积越来越小、价格越来越

低，用3D打印进行建模的技术会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目前Formlabs他们使用的3D打印材料-树

脂，仅限于打印模型，该材料还不能直接用于制作义齿。

（图片：3dprint.com, 文字由3D科学谷编译）

3D打印在口腔科的应用-牙齿模型

SLA技术帮助牙医进行牙科手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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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M 技术制作牙科手术导板案例：T32 牙科中心

以新加坡为基地的 T32 牙科中心是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牙科服务供货商。T32牙科中心通过

3D打印技术取得了业务的另一突破性发展。传统上，牙医和医生都要依赖平面2D图像作为引导，帮

助他们进行困难的且大多疼痛非常的牙科手术。但这种方法无法令医生确切掌握手术位置和必要植

入物的放置位置，阻碍了了手术发展空间。

3D打印的价值

T32 购买了一台Stratasys出产的 Objet Eden260V 3D 打印机，藉以提升技术配套水平。该款

3D打印机能够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文件数据，为每位患者逐层创建出专用的塑料制品。有了 

Objet Eden260V 3D 打印机，T32 的医生团队现在可以在短短数小时内在办公室里自行创建定制手

术导板。这些导板将在手术前被放到患者的牙齿上，让医生可在手术中精准确定手术角度、深度，

以及正确的植入位置。此外，医生还可以精确打印患者的下颚影像，以便在处理疑难个案前预先进

行手术“演练”。

利用 Stratasys 3D 打印机，T32 的医生团队可以预视手术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因此便能

够更早制定好全面手术方案，尽早为任何具挑战性或关键性的问题定下决策。模型和手术导板的应

用，也可以减少因猜测以及人为失误所带来的损害。从此，手术变得更快、更精确，而患者也将少

受心理压力和痛楚折磨之苦。（图文来源：Stratasys）

3D打印在口腔科的应用-牙齿模型

FDM 技术制作牙科手术导板案例：T32 牙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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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天使：数字化牙齿矫正器

时代天使可以利用3D打印技术形成矫治器的批量化大规模生产。在时代天使位于无锡2000平方

米的生产厂房内3D打印是整个产品工艺流程中重要的一环。数十台3D打印机全天24小时工作，每8

个小时“一锅”的用高伸缩复合高分子材料打印出的牙模整整齐齐地排列“出锅”，再通过热压成

型技术获得成品。每天从这里成型的模具数量以万来计算，一眼望去密密麻麻。

3D打印其实最难打印的就是牙齿，因为牙齿最不规则，且对精度的要求最高，对打印参数的调

校及设备的精度都要绝对地精确。目前3D打印

出的牙模工艺精度可以达到0.02mm。传统的常

规牙齿矫治普遍采用托槽和钢丝，医生个人的

能力水平往往决定了矫治的最终结果。现在时

代天使运用3D影像科技来设计整个疗程计划。

在从医生处获得个案的牙齿模型后，借助高精

度CT扫描技术对其模型进行数字化处理，之后

运用计算机软件来进行诊断与设计，即模拟整个矫正过程，从矫治前的原始模型到矫治后的最终状

态模型的整个过程都能在电脑上被一一呈现，个性化的矫治方案变成了一系列3D牙齿模型。将模型

3D打印出来之后，再采用高伸缩复合高分子材料为每一个矫正阶段制造出一个矫治器，这些隐形矫

治器可以通过在牙齿上施加适当的、可控制的力来使牙齿移动，借此牙齿矫治的过程就变成了通 过

换用一系列的矫治器来实现。

在欧美有大约25%的患者会佩戴隐形矫治器来矫治牙齿，但在中国现有的比例只有2%，有巨大

的发展空间。事实上，从2010年开始时代天使的收入都以每年300%的速度增长，目前的客户累计超

过3.6万人，合作的医疗机构在全国超过6000家。案例积累带来的直接好处是，时代天使现拥有亚洲

最大的东方人牙齿隐形矫治数据库，这不仅可以为后续矫治方案提供丰富的研究数据，同时在未来

有可能极大地缩短整个流程时间。

时代天使目前的响应速度是，在拿到病患案例后，24小时内可以出方案，15~20天左右患者可

以拿到成品。但随着数据的积累以及技术能力的进一步突破，未来可以直接扫描患者的口腔，将其

传到电脑后通过软件、3D打印技术快速形成矫治方案。（图片：时代天使，文字：网易科技）

3D打印在口腔科的应用-牙齿模型

时代天使：数字化牙齿矫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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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3D打印
Lipson等在'The New World of 3D Printing' 一书中将3D打印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分为“三层阶

梯”。白皮书的前面几个章节提到的使用金属、塑料等非活体组织材料3D打印的定制化假肢、牙

科、骨科植入物、助听器外壳等医疗器械都属于“初级阶梯”。而打印血管、软骨组织这类单一的

活体组织属于“中级阶梯”。3D打印的人工肝脏、心脏等人工器官则属于“顶级阶梯”。白皮书将

在本章节主要关注“中级级阶梯”和“顶级阶梯”，即以活体细胞为材料打印活体组织的生物3D打

印技术。

2011年3月3日美国再生医学领域的专家，北卡维克森林再生医学研究院的主任Anthony Alata

在著名的TED演讲中，向观众展示了科研人员在人造器官领域取得的成果。1999年，维克森林再

生医学院就通过植入人类细胞培育的支架制造出多个人类膀胱，继而将这些膀胱成功移植到病人体

内。Alata还展示了一个特殊的3D打印机，该设备可以制造出一个人体肾脏原型-28。此外，美国、欧

洲、俄罗斯、澳大利亚及中国的科学家在人工血管、软骨、肾脏组织、肝脏组织、皮肤组织3D打印

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或许在未来某一天，国际奥委会需要针对接受过仿生3D打印器官移植

的运动员制定专门的审核制度。然而，目前的3D打印器官和组织主要是实验性的，距离实现用3D打

印器官替代他人捐赠的人体器官这一目标还很远。

无论是人造血管、软骨组织，还是肝脏组织、肾脏组织，其核心是特定类型细胞的分离（或定

向诱导）及大规模扩增。而生物3D打印技术，在人工组织、器官培养过程更多承担了三维形状的构

建，即让人体细胞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形状来生长。因此人造器官、组织的发展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生

物技术的发展。

英国未来学家Christopher Barnatt, 在explainingthefuture.com 网站中公布了可以省实现"顶级阶

梯"应用的生物打印机概念图，我们可以通过下图对于未来的目标先睹为快：

生物3D打印

左图：人体器官3D打印机概念图，右图：面部修复3D打印机概念图，图片来源：explainingthefu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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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阿姆斯特丹VU医学中心将提供3D打印鼻、耳软骨

服务

荷兰阿姆斯特丹VU医学中心的医疗团队将启动3D打印软骨植入物的项目。植入物将主要针对鼻

子、耳朵有先天或后天缺陷的患者，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做耳朵、鼻子软骨组织的服务。

阿姆斯特丹VU医学中心已经对一台定制的3D生物打印机进行了测试，这台生物打印机使用的打

印材料为一种生物聚合物和患者自身细胞组成的混合材料。打印材料主要是用来生长软骨细胞的。测

试已经表明，通过该材料，有可能配合患者的

面部特征产生精确的形状。尽管这些试验结果

正在进行整理和评估，该3D打印机已经正式投

入使用。

此项目是在大量赞助机构的资金支持下进

行的，其中包括3M Fonds、Aegon, MOVE、

DCHG、Flintwave、VSBN、VEBON、ID College和荷兰烧伤受害者基金会等。如果一切按计划进

行，第一例3D打印的耳朵或鼻子软骨将很快植入病人的身体。这台生物打印机也会用于更多组织修

复方面的研究工作。

(图片：3dprint.com,文字由3D科学谷编译)

生物3D打印-血管、软骨等组织的3D打印

时代天使：数字化牙齿矫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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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科学家基于生物聚合物的3D打印软骨用于鼻子修复

3D打印的鼻子植入物可以在短短16分钟之内制造出来。植入物包括来自患者体内的软骨和能够

随着时间分解并被患者的细胞取代的生物聚合物。

植入物会明显改善那些需要进行面部重建手术的人的生活。医生们只需从这些患者身上获得正常

的细胞（比如来自膝盖、手指甚至是来自破碎的鼻子上的碎片），就可将其用于生长一个新的鼻子。

只需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生物聚合物都将被软骨细胞替换，而且患者的身体几乎不会产生排异

反应。

生物聚合物的开发也达到可以应用的阶段。材料包括海藻甚至人身体上的分子的酸萃取物，免

疫系统对其很宽容。然后将其与可3D打印的带人体细胞的水凝胶组合起来，就可以将其用于3D打印

了。

3D打印技术在相

关的方面也有应用，一

些基于生物聚合物的软

骨移植，也可用于治疗

关节损伤（比如膝盖和

脚踝）。诸如此类的试

验已经在一些年轻的运

动员身上进行过，并非都是令人满意的结果。

基于生物聚合物的3D打印软骨的成功再生医学领域的进步，但距离实现可移植的人工器官仍有

很长的探索道路。正如研究团队所描述的那样：“软骨可能是最简单身体组织，但即使如果打印的过

程并不容易。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文：ZOL新闻中心）

生物3D打印-血管、软骨等组织的3D打印

3D打印软骨用于鼻子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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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研发3D打印人工血管

在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常见外科手术中，包括冠状动脉旁路手术，医生们经常要使用血管移植

入物。血管移植物的作用是通过手术附着到阻塞或不健康的血管上，以永久地改变患者的血液流动路

线。尽管这种方法很有效，但前提是医生能够在患者身上找到可用于移植的现有血管。

上海大学快速制造工程中心的科研人员开发出一种合成的血管移植入物。他们将微压印和电纺丝

技术相结合，制造出了合成的血管，可以替代患者或捐赠者身体里的血管用在冠状动脉旁路手术中。

所谓电纺丝，其实是指用电荷引导液体输入的技术。

这种合成血管具有三层结构，是由多种分别具有机械强度或者可促进新细胞生长的材料组成的。

目前这种3D打印的血管功能还比较有限，并不能完全代替人体原生的血管。过一段时间，医生还是

要重新进行一次手术再装上新的合成血管或者合适的人体原生血管。在经过微压印的合成血管连接好

后，就具备了类似天然血管的功能，同时还允许新的细胞在其周围生长。经过一段时间后，细胞会创

造出新的血管而人造血管将被降解。（图片来源：上海大学）

生物3D打印-血管、软骨等组织的3D打印

3D打印人工血管



64

美科学家借助MakerBot3D打印机培养人工气管

美国北岸-LIJ 医疗集团（North Shore-LIJ Health System）下属Feinstein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通过MakerBot 桌面3D打印机以及该公司生产的PLA线材打印出了一个定制的气管支架，该支架

能够与活细胞结合生成活的人体气管。

人类的气管是容易因为肿瘤、气管插管等因素收到伤害，或者可能出现气管变窄等缺陷，这些缺

陷往往难以修复，而目前医学界常用的重建受损器官的两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Feinstein研究所的研

究人员与临床医生合作，

使用3D打印技术和组织工

程技术研发人工气管。研

究人员将软骨细胞与营养

成分混合在一起培养，然

后与胶原蛋白结合，使其

形成软骨。但是要将其塑

造成鼻骨或气管的形状还需要在3D打印机的帮助下打出支架，然后将软骨细胞和胶原蛋白的混合物覆

盖到支架上，使其长成软骨。

研究团队改装了一台MakerBot Replicator 2X 3D打印机，让其中的一个挤出机挤出PLA线材，而

另外一个则挤出生物材料。在几个小时内即可完成原型、检验、触摸、感受和重新设计的能力。团队

使用的PLA线材打印时挤出机热端产生的高温可以起到消毒的效果，这样普通的MakerBot PLA线材也

可以使用。

而需要保持室温的生物墨水，则使用另外一个挤出机，在打印过程中被注入PLA支架的缝隙中，

然后在MakerBot的热床上固化成凝胶。一个两英寸长的气管段只需不到两个小时就可以打印完毕。一

旦生物油墨粘附到支架上，就会被送入一个生物反应器，这样做有利于保持细胞生长所需的温度。细

胞可以在3D打印过程中存活，并能够继续分裂，并产生最终形成软骨的细胞外基质。”

该研究工作属于“概念验证”的性质，研究团队在确定将其用于气管修复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预计未来五年内研究团队能够做到收集病人的细胞，并让它在支架上生长以修复气管。(图片来

源：3dprint.com)

生物3D打印-血管、软骨等组织的3D打印

3D打印人工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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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医院成功完成可生物降解的3D打印人工骨动物实验

严重创伤、感染或肿瘤所致的大段骨缺损、骨不连一直是骨科领域的世界难题，目前尚缺乏安全

有效的治疗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通过3D打印技术构建出理化特性和外观结构仿生的人工

骨修复材料，有望为这一世界难题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

西安点云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历经5年，成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D生物打印机，并采

用无丝打印方法（Filament Free Printing, FFP），成功构建出可生物降解3D打印人工骨。经系列体

外实验验证，该人工骨具有孔隙结构仿生、机械强度好、生物相容性佳等优势。

该人工骨已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骨科成功完成动物骨缺损修复实验。西安点云先进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无丝打印法，可根据临床患者的骨缺损尺寸、形状和内部孔隙按需定制构建可生

物降解3D打印人工骨，有效提高骨传导效果，有望在不久的将来为大段骨缺损、骨不连患者带来福

音。（图片来源：3dprint.com. 文字：腾讯健康）

生物3D打印-血管、软骨等组织的3D打印

西京医院可降解3D打印人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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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匹兹堡大学在3D打印软骨领域的进展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细胞与分子工程中心3D打印软骨组织领域取得进展。研究团队利用新技术为

彻底治愈骨关节炎带来了新的希望。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是由于年龄的增长，一般的运动磨损使得关

节退化，导致软骨的丧失。软骨是一种为骨头之间的衔接提供缓冲的柔韧组织。一旦软骨丧失，骨

头会互相摩擦，从而引起难以忍受的疼痛。传统治疗方法主要是利用药物来减缓疼痛，严重着可以

更换人工关节。

研究人员将干细胞与一种细胞生长基质混合在一

起，通过3D打印挤出。这种生长基质不仅能够帮助干

细胞按照指定的形状生长，而且还是一种生物肥料，能

够提供促进那些细胞繁殖的物质。

研究人员最终的目标是用导管直接在患者病灶处

3D打印软骨的干细胞。例如，如果患者的膝盖周围有

软骨损失，外科医生可以打印一个干细胞的混合物到这

个人的腿里，使其逐渐成长为新的软骨。除了为骨关节炎患者减轻痛苦，该技术也可以用于救治战

场上受伤的士兵，或者意外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不像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的3D打印软骨研究，这种

方法在打印过程中只使用可见光，而其他人大都使用紫外线灯，这种紫外线灯往往会破坏正在打印

的细胞。

接下来研究团队计划将3D打印软骨技术与以前开发的纳米纤维纺丝技术结合起来，以创建更加

精确的软骨结构，可以与人体的软骨相媲美。这项技术将用于治疗关节疾病。

（图片来源：3dprintingindustry.com）

生物3D打印-血管、软骨等组织的3D打印

匹兹堡大学3D打印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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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科学家用于培养软骨组织的三维支架

墨尔本大学和卧龙岗大学的研究团队尝试将髌下脂肪垫脂肪干细胞与3D打印技术一起使用，以

刺激软骨在人体组织中的形成。该技术使用一种3D支架状的聚合物结构为干细胞提供一个工程框架，

诱导其形成三维组织块。研究人员说，这种三维组织块可以用于治疗软骨损伤。软骨的自我修复能力

不强。

而目前，所谓的软骨修复仅限于微创、嫁接，以及软骨细胞移植。这种方法的问题是，它们很可

能会导致纤维软骨的形成。纤维软骨是一种坚韧致密的组织，它会填补软骨撕裂周围的部分，但它并

不是正常关节表面的那种如玻璃板光滑软骨的理想替代品。 当它形成时，通常会导致患者长期的不

适。

研究人员将其称为“3D打印壳聚糖支架（3D printed chitosan scaffolds）”。此外研究人员表

示，将干细胞植入设备后，经过四个星期的生长即可形成软骨组织。具有珍珠光泽的软骨样基质会渗

入“壳聚糖支架”的顶层，在该支架的上方形成一个“上盖”。研究团队将填满3D打印支架的过程称

为“软骨再生（chondrogenesis）。

而通过将干细胞、支架材料、生化因素结合起来，科学家们说，他们即将找到最终的解决方

案：“真正的软骨再生。”

为了做到这一点，该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三维结构，旨在模仿实际的、现有的软骨环境的，他们

认为这种相似性将为软骨再生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图片来源：3dprintcom）

生物3D打印-血管、软骨等组织的3D打印

用于培养软骨组织的三维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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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活体脑组织有望治疗脑部疾病

卧龙岗大学和奥大利亚圣文森医院ACES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利用生物3D打印技术研究治疗各种脑

疾病以及修复头部损伤。研究人员用干细胞来3D打印人类大脑，希望利用这种方式了解和治疗精神分

裂、癫痫等不能够用过动物进行研究的疾病。如果一切顺利，这项可能治疗所有脑疾病。这项研究还

能帮助医生更好的了解严重的颅脑损伤的治疗，甚至提供可以大脑植入物。

研究团队使用生物3D打印技术将组织的结构控制在纳米级别，无论是微观结构还是宏观结构，

构建结构内部的细胞来模拟脑组织的功能。虽然最初3D打印组织只是用于研究某些神经系统疾病和疾

病的影响，Crook教授相信最终这些组织可以用于治疗由疾病、外伤甚至是老化造成的脑功能损伤。

对于那些可能患精神分裂症、癫痫、阿尔茨海默氏病的人，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未来，研究人员对于干细胞与特定材料的相互作用理解，可以使先用患者本人的干细胞来培育，

然后在进行3D打印植入物和生物合成神经微观组织结构成为可能。虽然这项技术有巨大潜力，但我们

必须注意的是人们还远远不能精确理解人脑的功能。然而，像干细胞生物3D打印这样的技术，可能会

帮助研究人员揭示大脑的秘密。但是这一过程可能需要经历数十年。（图片来源:3dprint.com）

生物3D打印-血管、软骨等组织的3D打印

3D打印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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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体外“养骨头”初获成功

从兔身上取出干细胞，放在3D打印出的支架上，在体外经过4周的培养，再接种至裸鼠皮下培

养，最终可以长出所需要的软骨组织。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骨科姚庆强博士介绍：“未来，我

们有可能用这种技术完成人体的组织缺损修复。”该研究由江苏省数字医学学会主任委员、南医大王

黎明教授领衔。下一阶段，研究人

员将在猪身上进行相关实验，一步

一步与人体机能组织接近。

软骨体外培养，需要以3D打

印技术制造出“脚手架”——支

架，在支架内富集骨髓血，并使用

特定的方法诱导其中的干细胞向软

骨细胞分化。并不是所有结构3D

打印支架都适合该种方法的软骨生

长。团队通过对比，最终选择了具有方形孔蜂巢状微结构的聚己内酯-羟基磷灰石(PCL-HA)支架。因

为在培养的时候，骨髓血能够更好地与此种方孔支架结合，其中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能够在支架中保

留、生长，微小的蜂巢孔洞也有利于细胞生长过程中的营养交换。

这种支架有利于特定的干细胞生长及依附，在特定的培养体系诱导下，不需要专门提炼间充质干

细胞，只需将骨髓血放进支架，能长成软骨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会很好的留下，成长为我们所需要的

软骨。同时，支架在培养过程中大小稳定性强，优于常规生物可降解支架。其在培养完成接种至体内

之后，在2年左右的时间内缓慢被人体降解。在降解过程中，细胞能够及时生长填充支架降解产生的

空间，成长完成之后稳定性强。

目前附属南京医院骨科掌握的技术已经能够做到：从自体身上取下干细胞进行体外培养，用自己

的干细胞“养成”软骨，这就避免了异体接种的免疫排斥反应、携带病毒、潜在致癌可能性等缺点。

而且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所需软骨的形状，在经过培养之后，长成的软骨大小与所需无异。（图片：

南京医科大学，文字：中国江苏网）

生物3D打印-血管、软骨等组织的3D打印

南京医科大学3D打印支架培养软骨组织



70

默沙东制药将3D打印肝脏组织用于药物研发

生物3D打印公司Organovo与默沙东制药进行合作。Organovo公司为默沙东提供3D打印肝脏

组织，并利用Organovo专有的NovoGen生物打印平台联手开发多个定制的组织模型，以用于药物

开发。

合作中涉及的肝脏组织是由Organovo公司推出的 exVive3D TM 肝脏组织。后续，Organovo

将推出3D打印全功能肾脏组织。（来源：Organovo）

生物3D打印-肝脏、肾脏等器官的3D打印

默沙东将3D打印肝组织用于药物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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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科学家在甲状腺等器官生物3D打印方面取得的进展

俄罗斯3d bio Printing Solutions科学家小组,从生物打印甲状腺开始，利用干细胞作为打印材

料，因为甲状腺的简单结构，研究人员认为打印这样的器官是完美的起点，他们希望由此开始发展

到能够制造许多不同类型的器官。

研究团队将用放射性碘关闭（实验室小鼠的）甲状腺，这将引起老鼠体内激素水平的下降。然

后，将在老鼠体内植入生物打印的器官，以期将激素水平恢复正常。俄罗斯的3D生物打印机将使用

干细胞作为材料，它们已经能够通过标准化的实验室程序生产作为生物墨水。细胞本身提取自小鼠

的脂肪组织。而且，因为它们是由小鼠自身的细胞制成的，所以在移植后不会出现排异反应。

干细胞是从脂肪组织中提取的，并可以作为任何身体组织的“原材料”。为了能够使它们进行

打印，上述干细胞会被转化为“球状”，或转化为层状细胞聚集体放置在水凝胶中。该器官将在一

种特殊的生物反应器中打印，在其中凝胶会溶解，而器官会生长成熟。（图片来源：3dprint.com）

生物3D打印-肝脏、肾脏等器官的3D打印

俄国科学家甲状腺生物3D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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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D打印肝单元

杭州捷诺飞联合研发了国内首个商品化3D打印肝单元“Regenovo 3D Liver”和下

一代生物3D打印工作站“Regenovo 3D bio-print Work Station “。3D打印肝单元

将用于药物筛选领域。

肝脏是承担药物毒性的重要器官，对人工肝的需求量也很大。成人肝脏由50到100

万个称作肝小叶的单元组成，肝小叶是肝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模仿肝小叶结构

制备肝单元，是制造人工肝脏的关键步骤。用人源细胞3D打印的组织和构建病理模

型，能准确反映化学和生物药物在人体内的药理活性，从而提高药物筛选成功率。

普通药物筛选技术的临床转化率低，想从自然界无数化合物中发现药物非常艰难。

最佳实验对象是人体，但是一来不能承担药物初步筛选工作，二来患者个体差异

大，身体结构复杂。最好的办法是将人体细胞在体外构建组织后进行药物筛选。这

也是要研发并实现具有稳定功能的3D打印肝单元批量生产的意义。

Regenovo 3D打印的肝单元被装在一个透明盒子里，六边形，每个约有成人指甲盖

那么大。人体的肝小叶高2毫米，宽1毫米，有中央静脉、肝血窦等组织，我们的产

品体型上比人体肝小叶扩大了10倍以上，但是部分功能一致，也可以产生蛋白质、

代谢。已有包括全球第五大制药公司默克制药在内的海内外公司与团队进行合作。

接下来团队还会研究如何让3D打印肝单元更精细化。

生物3D打印-肝脏、肾脏等器官的3D打印

中国3D打印肝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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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制药用于药物测试的肝脏组织

每年的新药研发当中，药物毒性测试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生物3D打印技术培养出的人体组

织，可以用测试药物对组织的副作用。

Organovo公司 一直在完善生物3D打印技术，致力于提供能够长时间存活的人体组织。早在

2013年，Organovo公司就开发出了具有功能和活力的人体肝细胞。这些细胞可以保留长达40天的关

键肝功能，并已经测试了对乙酰氨基酚药物成分对肝细胞的毒副作用。

Organovo这项技术的意义在于，一旦应用医药公司不用再依赖动物进行药物试验就能有效地模

拟人类自然的反应，可以加快药物推向市场。2014年，Organovo获得著名药企罗氏制药的认可，将

肝脏组织用于新药研发中的药物毒性测试。此外，Organovo还与强生制药建立合作关系，共同评估

3D打印的人体组织在新药研发中的应用。与医药巨头的合作，将会加速推进生物3D打印技术的提高

以及应用。（图片来源：Organovo）

生物3D打印-肝脏、肾脏等器官的3D打印

罗氏制药用于药物测试的肝脏组织



74

3D打印技术人工定向合成溶瘤（M1）病毒

Autodesk是著名的CAD软件公司。Autodesk在美国成立了生命科学实验室，研究数字生物学，

并取得一定进展。Autodesk 使用CADnano软件设计三维DNA折纸纳米结构。此外还发布了Cyborg

项目，作为一个基于云计算的平台可以提供分子建模与仿真等服务。

Autodesk希望借助3D技术将癌症治疗方案推向一个新的水平：根据每个人不同的DNA，3D打

印出个性化、一般人群可负担的溶瘤病毒，用于精确的攻击癌细胞。第一个3D打印的病毒生产成本

为1000美元，目标是将成本将为1美元。

该公司的遗传工程师Andrew Hessel表示癌症治疗与病毒工程的概念包括使用软件设计和三维

打印病毒。Autodesk的3D打印可能颠覆制药公司的方法，改变癌症的治疗方法，从而把患者从有毒

的治疗解救出来，从而变成积极的治疗。Autodesk的目标是绕过长期、艰巨的开发流程，在一个新

的系统中，从源头研究癌症治疗，而不是开发昂贵的药物。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生物医学转化领域的专家认为，“欧特克(Autodesk)这项技术的重大意义

在于，人们可以利用3D打印技术人工定向合成M1病毒，然后用该类病毒去验证是否可以用于肿瘤

靶点控制。比起在自然界中发现、鉴定、纯化此类病毒，这项技术大大缩短了寻找和发现病毒的时

间。”

（图文来源：Autodesk）

生物3D打印-病毒、细胞3D打印

Autodesk 3D打印定向合成M1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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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WFIRM的科学家3D打印出能跳动的心脏细胞

       再生医学的威克森林大学浸信会医疗中心研究所项目研究人员使用高度专业化的3D打印机制造

出具有类似功能和形状的心脏细胞。它们被称为“类器官”，它们是3D打印的、能跳动的心脏细胞，

它们让科学家和生物学家为之惊喜，同时也带来了批评者们来自伦理方面的责难。

心脏类器官跳动的原因在于它们拥有专门的心脏细胞，WFIRM的科学家给3D打印出的心脏细胞

一个特殊的介质，并使它们的温度保持在与人体相同的水平，这使它们开始跳动，还可以用电极和化

学信号来刺激这种微型器官改变跳动的模式。此外，科学家培养它们以三维的形式生长，使它们彼此

更容易交互，就像在它们在人体内做的那样。该项目十分前沿，它是取下现有的人类心脏细胞，然后

在实验室里让它们“活过来”。

WFIRM目前的研究还包括使用经过改造的喷墨打印技术为危及生命的烧伤士兵“打印”皮肤，

其中皮肤细胞连同必要的支出材料直接放入墨盒流，然后直接施加到士兵的伤口上。另外WFIRM的研

究团队还开发出了一台独特3D打印机来制造器官和组织的原型。事实上他们已经创造出了真实大小的

人体器官——包括膀胱和阴道，而且在植入多年后还能保持完整的功能，不过他并没有计划打造一个

全尺寸、全功能的人类心脏。

该研究团队还负责了“芯片上的人体系统（body-on-a-chip）”项目，这是一种小型化的模拟人

体系统，最终将被用于模拟人体在接触到致命的埃博拉病毒或化学武器时的反应。该项目的资助者来

自美国太空和海战系统中心和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图片来源：3dprint.com）

生物3D打印-病毒、细胞3D打印

3D打印心脏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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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Aprecia制药公司ZipDose 药物3D打印技术

美国Aprecia(普利西亚)制药公司计划在俄亥俄州建设一家新的工厂，该工厂将使用其粉液

（Powder-liquid）3D打印技术进行制药。

普利西亚制药公司主要通过商业化的3D打印技术来研发和生产速溶分散药品。Aprecia 在3D打

印技术的技术上研发了ZipDose技术，该技术是为了大剂量药物的缓释而设计的。通过该技术制造

的药物无需经过原材料挤压成型的过程，而是利用3D打印技术进行分层制造，即：粉状药物膜逐层

叠加，并将打印液沉积在每层粉末的选定区域。通过这种方式打印液和粉末材料能够在微观上进行

结合。 2014年12月，FDA接受了该公司使用ZipDose技术的第一个新药申请。普利西亚公司拥有超

过50项与3D打印制药应用的专利。（图片来源：Aprecia）

3D打印与制药

药物缓释

通过3D打印成形技术制备药物缓释装置，与传统压片方法相比具有独特的优

势。3D打印可以实现多种材料精确成形和局部微细控制，得到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

装置；释药特征与所设想的复杂释药行为一致。通过3D打印成形技术，将粉末材料

粘结成形，可以方便的实现医学应用中常需要的具有复杂型腔的多孔结构，对于药

物释放有着重要意义。-29

3D打印与制药

药物缓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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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与定制化药物

通过调整打印液流速、喷头移动速度、打印液液滴直径、粉末铺层厚度、喷涂

次数、喷涂角度、喷涂位置等工艺参数，可以改变药剂中含量、辅料成分和组成，

从而改变药物释放速率和释放量，使得具体的生产过程灵活而简单，通过CAD（计

算机辅助设计）为单个患者设计制造理想化的治疗方式成为可能。-30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利用3D打印技术研制针对患者需要

定制的药物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3D打印药物技术。这种3D打印药物技术在医学领域

的应用有其固有的优势。首先，量产的药物制作成本较低。其次，3D打印药物可以更具患者需要定

制药物。3D打印药物技术的关键之处在于可3D打印的药物材料。目前，来自药剂与生物医学科学院

的Mohamed Albed Alhnan团队开发出一种药物线材。

该团队表示目前正在申请相关专利，3D打印药物技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打印出药片。根据患者

的需要精确的配比药物不同成分的含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医疗。

这是医学领域的一大进步，不仅可以降低部分成本，而且可以实现私人定制。3D打印药物技术

在材料上可以解决药物作为3D打印材料的难题，同时可以作为私人药剂师，只要一台基于FDM成型

技术的3D打印机，让我们期待3D打印药物技术尽早的获得推广应用。

3D打印与制药

3D打印与定制化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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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内窥镜快速原型,缩短新品研发时间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在研发新产品时，一直以来依赖于传统方式制作原型，但这种方式花费的

时间长，无法满足不断修改产品设计的需求。3D Systems的公司ProJet® 460Plus 全彩色3D打印

机，可以大大缩短产品原型的制作时间，为学院的师生们解决了以往遇到的困难。

胶囊内窥镜的研发

 ProJet 460Plus拥有先进的3道CMY减色系统，极易使用，是世界上最实惠的彩色3D打印机，

可以完美制作逼真色彩和精确设计的展示用模型和概念原型，在胶囊内窥镜研发项目中充分展现了

其优势。

 胶囊内窥镜被设定用于传统的肠胃内窥程序，属于成本效益好的代替选择。病人吞下它以后，

胶囊会沿着消化道下行大约8小时，沿着下行轨迹拍摄图片，并将图片实时传送给记录仪。医生可以

通过胶囊内窥镜提供的数据来做诊断。在俄罗斯市场上，同样的进口内窥镜胶囊价格比本地高层3-4

倍， 增加了患者的负担。所以对于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来说，他们需要考虑到降低成本问题。

使用国产材料可以降低成本，但他们首先需要做的是优化胶囊内窥镜和接收器的优化，在优化

过程中，需要多次制作产品原型。借助Projet 460Plus 打印机，研发团队制作了内窥镜原型，包括内

窥镜的胶囊用具。在设计经过多次验证和修改之后，工程师根据最终设计制作出产品原型，并做了

手工磨削和抛光。从使用ProJet® 460Plus 开始到胶囊内窥镜投入生产，仅耗时一个月的时间，提前

完成新品研发任务。（图片来源：3D Systems）

医疗器械研发与制造

产品快速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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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mason3D打印定制化CRAP面具模具

睡眠呼吸暂停(打鼾)影响着大约1/4的男性和1/9的女性。如果任其发展有可能会损害伴侣之间的

关系，导致抑郁和慢性疲劳，还有可能会造成糖尿病的发病、危险的心脏疾病等等。这些容易造成一

天抽一包烟的吸烟者更高的死亡率。CPAP治疗已经被显示为对这种情况最有效的长期治疗方法，然

而其舒适和美观问题却导致了这种方法在众多治疗方法当中最高的流失率之一。

Metamason是

一家在美国加州的3D

打印公司，为病人提

供定制化的医疗产

品。Metamason使用

3D扫描、智能几何和

3D打印技术研制定制化的CRAP面具。这种技术被称为“Scan Fit Print”。Metamason的旗舰产

品包含Respere Secure CPAP面具和Respere Freedom CPAP适配器，适用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OSA）患者。目前,产品原型已完成，现在正准备开始监管过程了，不久后再开始临床试验。预计

在2016年中期完成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510(k)过程。

与市场上主要的CPAP面具公司相比，Metamason的产品是高度定制化的。Metamason

的Respere Freedom配件优化了CPAP气流，通过使气流沿着脸部的两侧流动，然后再绕着头

部。Metamason的设计使用的不是单一的硬管，而是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分配气流，用了“NIKE 

AIR”风格的软管捆绑增压结构。这种增压结构使面具可以使用较浅的管道，这样就可以根据颧骨和

脸衬垫。这样做管道就可以离开病人的身体，病人就不需要受到面具的纠缠和悬臂对脸的困扰。此

外，气流会从床的顶部小心地流出。

Metamason专有的Scan*Fit*Print使用3D扫描、专利的参数化设计算法，以及按需的3D打印，创

造出独立定制的人类工程学产品，可以完美地适合每一个病人。制造商Scicon Technologies使用3D 

Systems Visijet铸造蜡材料和ProJet CPX3D打印机制作模具。然后将医药级硅胶注入模具。模具超过

一半都可以保留和再次使用。得到的东西是柔软的、修身款硅胶产品，拥有复杂的几何形状。传统的

CPAP面具的价格一般是在100至300美元的范围，已经包含了保险。而Scan*Fit*Print制造的产品价格

将低于目前市场上的产品。（图片来源：3dprint.com）

医疗器械研发与制造

产品注塑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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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研发与制造

医疗器械零部件直接制造

用于医疗影像设备的3D打印纯钨针孔准直器

钨是熔点为3410 + / – 20°C的金属。在温度超过1650°C，它具有最高的拉伸强度。不纯的金

属钨很脆，很难加工。但纯钨可锯、纺、拉、锻造、挤压。医疗影像设备元件制造商Smit Röntgen

将纯钨的3D打印应用于医疗领域，Smit Röntgen能够在3422°C的高温下融化纯钨，并通过粉末床

选择性激光融化技术固化纯钨来制造自由曲面零件。

在过去的10年内，Smit Röntgen

逐步地投资3D打印技术，为医疗行业提

供定制化的创新零件，并成为世界上首

家将纯钨大量用于3D打印的公司。Smit 

Röntgen当前可以3D打印的钨产品尺寸

在230x230x200mm以内。

3D打印对于生成薄壁零件十分有效，给准直孔径角和形状带来极大地制造自由度，Smit 

Röntgen的纯钨打印技术可以用来制造医疗影像设备中的针孔准直器。由于钨材料，可以更好地用于

X射线扫描设备环境中。另外还可以通过3D打印提供波束成形的解决方案，这将钨产品的应用推向

更广的范围。纯钨是一种优良的X射线吸收材料而且环保。通过3D打印技术可以像自由设计一样大

批量的生产钨产品用于X射线扫描设备，这些钨零件富有的变化且低成本。

通过后处理，这些钨零件可以用于真空兼容环境，包括X射线管内。同时钨的高熔点使得这些

零件可以用于极端的高温度环境下，另外其低温的低膨胀率也使得钨是温度变化幅度大的环境下最

稳定的选择，从而使得其应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医疗行业。（图片来源：Smit Rönt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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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cam AB公司EBM技术

Aracam AB公司专注于医疗植入物与航空航天的增材制造技术，其专有的EBM

工艺使用功率强大的电子束逐层熔融金属粉末，建造完全致密的金属部件，其性能

要优于使用激光技术制造的部件。

在医学领域，EBM技术的高精度特性大显身手，该技术在批量制造先进的骨小梁结构上尤其具

有成本优势。骨科植入物的固体和多孔部分一次完成，避免了通过昂贵的二次加工（比如使用等离

子体喷射）来生成多孔材料。

此外，该技术将CAD与金属制造工艺直接衔接起来，医生可以使用CT扫描数据为病人设计植入

物，生成精确的CAD模型。然后通过EBM制造设备加工出来。

（图片：Aracam AB）

3D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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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Laser的SLM技术

在激光融化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Concept Laser公司，该公司拥有

LaserCUSING®技术专利。Concept Laser 主打的X系列1000R工业级3D打印平

台，在构建尺寸在在激光熔融金属加工领域中是最大的。X系列3D打印设备可以处

理各种各样的金属零部件，比如不锈钢、热作模具钢、钴-铬合金、镍基合金，活性

粉末材料如铝、钛的合金，贵金属如金或银合金等。功能的多样化使得该产品能广

泛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医疗(牙科)、珠宝设计等行业。

图片由Concept Laser合作伙伴上海康速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

3D打印机

Concept L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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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M Solutions 金属骨科植入物

SLM Solutions是一家总部位于德国吕贝克的3D打印设备制造商，专注于选择性激

光烧结(SLM)技术。公司前身是MTT技术集团德国吕贝克有限公司，2010年更名为

SLM Solutions GmbH。而MMT隶属于英国老牌上市公司MCP技术，2000年推出

SLM技术，2006年推出第一个铝、钛金属SLM 3D打印机。

SLM Solutions 3D打印的钛合金髋关节植入物

德国SLM Solutions 公司的SLM 125 HL 3D打印系统，使用选择性激光融化技术，可从3D CAD 

设计直接实现复杂金属部件。该系统适合用于产品研发以及小批量生产。生产的金属部件精度为

80µ， 为加工的金属表面质量为150µ。拉伸强度96%-99.7% 与铸造合金相当。SLM可用于生产多孔

表面的复合结构和实心结构。

3D打印机

SLM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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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Systems 医疗解决方案  

3D Systems 公司通过3D打印技术为医疗行业提供解决方案，并且始终站在手术与规划及个性

化定制医疗解决方案的前沿。3D Systems 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从医疗器械OEM用户

及医疗教学机构到临床医生。其产品和服务可以帮助医生进行培训、规划、时间、执行复杂的医疗

程序并达到更好的预后。

作为唯一一家为医疗行业3D打印技术和三维可视化技术的公司，3D Systems致力于构建一个“

从用户到用户”的数字个性化手术平台。3D Systems数字化手术工具包括精准的3D打印解剖模型、

先进的虚拟仿真系统、金属3D打印植入物和器械，及定制化的3D打印手术导板。

(图片来源：3D Systems)

3D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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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scribe 生物工程领域解决方案

NanoScribe的技术三维激光直写系统通过超短的激光脉冲曝光，预先勾勒出三维立体微纳米结

构的轮廓；再经过显影程序，最终获得可自行支撑的立体结构固着于衬底材料上。类似于光固化快

速成型技术，是一种“纳米光学”3D打印法，这种基于选择性固化液体物质的3D打印技术是双光

子聚合技术，通过实用“飞秒脉冲激光”选择性逐层固化感光性树脂，打印机分辨率达到0.0001毫

米，打印出来的东西比细菌还小。

NanoScribe在医学和生命科学种的应用领域主要包括：

微流道技术 (Micro Fluidics):生医芯片系统、物质研究开发与分析、三维基础结构 与 微流道通

路; 生命科学 (Life Sciences):细胞外数组结构、干细胞分离术、细胞成长研究、细胞迁移研究,组织

工程.

NanoScribe的技术不但可以制造游泳microbots，精确高效地将药物送至到身体的目标区域，而

且可以制作极小的手术工具成为显微外科手术所需的纳米工具。在科研上的潜力价值体现在，医生

可以精确的将癌症治疗药物送至目标位置而不再需要大范围用药。另外，由于尺寸微小，这种纳米

工具还能帮助医生完成极其复杂的眼部手术而无需担心会对眼镜造成伤害。

细胞生物学

NanoScribe技术还可以打印支架，将来或许可以帮助人体组织再生，从而促使自然组织生长.使

用NanoScribe 3D光刻系统构建三维的生物支架（左图中白色的柱状结构），能够控制直接从鸡的身

上分离出来的成纤维细胞（专业术语称之为原代成纤维细胞）的生长形状。右图中的4个红点，是一

种有机大分子的聚合物组成的基质。图中每4个红点构成一个方糖形状的单元格。成纤维细胞在粘附

在方糖形状的单元格上，即可以成长为同样的方糖结构，从而实现控制细胞形状的目的。通过控制

细胞学形状及细胞之间的连接进而实现更接近基体内的细胞学功能。右图中的绿色部分就是已经成

长为方糖形状的细胞。

3D打印机

Nano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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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规培养方式培养的细胞，其形态和功能与人体内的细胞并不完全相同。而用使用生物3D打

印技术，可以让细胞按照预先的设计的形状和细胞之间的联系生长，更贴近人体的真实情况，从而

达到模拟人体组织和器官的目的。无论是人造血管、软骨组织，还是肝脏组织、肾脏组织，其核心

是特定类型细胞的分离（或定向诱导）及大规模扩增。从这个意义上讲，3D打印人体组织和器官的

发展很大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物技术的发展。

组织工程学

双光子聚合技术在骨小梁重建组织工程学上的应用：

双光子聚合技术在三维仿生结构方面的研究探索，或将在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领域获得商业化

应用。(图片来源：Nanoscribe)

3D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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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sionTEC 牙科3D打印技术  

EnvisionTEC是全球领先的光固化成型技术（DLP）技术3D打印机生产商, EnvisionTEC采用德

国DLP光固化成型技术，其核心是选择性光调制技术，EnvisionTEC公司拥用一个由机械专家、电器

工程师和光学工程师组成的强劲开发团队，其3D打印机在欧洲的牙科市场上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除了牙科市场的近垄断地位，在助听器市场，EnvisionTEC公司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

超过60%；在珠宝行业，EnvisionTEC公司perfactory系列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50%

。EnvisionTEC公司是许多世界著名公司的优秀合作伙伴，为其在特殊市场领域提供一套完整的解

决方案。公司现已成功的将3D成形技术与助听器行业、牙科行业、珠宝行业设计软件包集成。(图片

来源：EnvisionTEC)

3D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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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S 骨科植入物金属3D打印技术

成立于1989年，专攻于SLS 3D打印技术，公司在全世界设有分支机构或办事处。

其产品在全球金属3D打印机市场占有率为30%以上。打印材料：包括各种金属粉末

以及塑料、陶瓷类粉末，公司在材料开发方面处于全球领先水平。EOS 直接金属激

光烧结技术，已经提供了最广泛的市场渗透和广泛的经验基础。市场：航空航天、

汽车、牙科、压铸、鞋类、自动化与机器人、注塑模具、珠宝、生命科学、快速原

型、专用机械、运动器材、刀具、修理工具。

医学上对颅骨植入物的要求非常严格。Novax DMA公司和德国3D打印服务商Alphaform公司

合作，使用EOS 3D打印技术帮助一名需要颅骨植入手术的病人成功定制了颅骨植入物。

挑战

植入物在植入病人颅骨之后应该有利于促进伤口愈合，并且应该与人体结构有极高的契合

度。3D打印分层制造的工艺是利用激光使钛金属材料逐层硬化，以形成和人体具有极高契合度的尺

寸和形状。由于骨骼的多孔结构，与生物学功能的整合以及脑组织中最低限度的热耗散是颅骨植入

手术中最需要考虑的因素。人体虽然能够适应人体，然而风险仍然是存在的。当人体曝露在日光下

时，钛金属植入物会产生过多热量。另一个因素是，钛植入物要防止脑脊液渗出。

对植入物的后处理，医生有着严格要求。只有最佳的后处理，特别是清洗，才能有利于在手术

中的应用，预防感染。此外，绝对无菌是人体植入物的一个核心标准。

3D打印机

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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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只有多孔结构的骨科植入物能够满足这些严格的要求。通过骨螺钉的固定，既能促进液体通过

植入物的晶格结构，又能使植入物与人体颅骨融合。这样的设计还具有隔热效果，使颅腔中的热耗

散最小化。对于多孔结构，孔的内部清洁难度很大。ALPHAFORM应用多个步骤来进行清洗，如机

械清洗、超声波清洗，使植入物达到医药级的标准。

这个量身定制的植入物完全满足临床要求。孔隙率达95%， 能够尽可能减少液体流通时产生的

阻力。此外，人体骨骼组织可以渗透植入物边缘并与它长在一起。同时，植入物的晶格结构可以维

持正常的导热水平，使病人在接受收入后也能和常人一样享受阳光。

（图片：EOS,文字由3D科学谷编译）

3D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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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尼绍-增材制造的力量

雷尼绍是一家在制造、测量和制造过程控制等领域具有关键性优势的全球化工程技

术公司。近40年来，我们的创新产品再全球工程、科学和医疗领域的众多企业中得

到广泛应用，不仅提高了制造效率，还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雷尼绍的激光熔融技术（SLM）使用高能光纤激光直接根据三维CAD生产高密度金属零件的创

新型增材制造工艺。由各种细微金属粉末在严格控制的空气环境中经过熔化后制成，熔化制造时金

属层厚度从20μm 到100μm不等。雷尼绍的激光熔融技术被应用与制造医疗植入体、轻型航空航天

和赛车零件、模具随形冷却水道的注塑成型嵌件等。其激光熔融系统均配有防辐射和粉末处理安全

系统，因此能够安全处理钛和铝等活性材料。其粉末筛选系统，超过98%的材料可以循环使用，极

大降低了耗分量，为用户带来了实惠。

在医疗行业，从特定患者整形外科植入体，到具有混合结构和纹理的医疗器械的批量生产，激

光熔融技术可充分发挥自由曲面和复杂晶格结构制造能力相结合的优势，潜能巨大。它使整形外科

中的骨整合技术得到改进，为患者带来福音。

图片来源：Renishaw (雷尼绍)

3D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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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Organovo NovoGen MMX 3D生物打印机

技术：注射器为基础的挤压式

材料：水凝胶

软件：与Autodesk合作的3D生物打印软件

美国圣迭戈的Organovo是第一个商业化的3D生物打印人体组

织的公司。2010年十二月，Organovo第一次3D打印细胞血

管，并获得了时代杂志最佳发明称号。2015年，Organovo通过

销售exvive3d肝组织给制药公司做药物毒性试验实现公司层面

的赢利。Organovo的目标是成为第一家打印出完整的功能性的

人体器官,并用于手术治疗和移植的公司。

瑞士RegenHU的BioFactory生物工厂和3DDiscovery发现系列

3D生物打印机

技术：注射器为基础的挤压式

材料：生物墨水

软件：BioCAD

RegenHU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士的3D打印技术公司，其3D生

物打印机包括两个系列：BioFactory 和 3DDiscovery。提供

RegenHU专有的bioink和osteoink打印材料，以及BioCAD建模

软件。RegenHU提供“尖端的技术解决方案，结合多种细胞外

基质材料，水凝胶，细胞和生物活性物质”来模拟天然组织和

器官创建三维蜂窝结构复杂的生物功能。

BioFactory生物工厂是RegenHU的高端系列生物打印机，使研

究者模仿生物细胞结构，通过一系列的软、硬性材料来创造逼

真的仿生组织。而3DDiscovery发现系列是比较经济的系列，

可用于创建骨骼，软骨或结构支架。

德国EnvisionTEC 3D生物打印机

技术：注射器为基础的挤压式

材料：水凝胶，硅，钛，壳聚糖

软件：PC机控制软件

EnvisionTEC使用一个简单的挤出工艺（德国弗莱堡材料研究

开发中心的发明）打印生物支架，材料包括聚乳酸，聚和硅（

可溶解到身体），胶原或海藻酸钠的水凝胶，硬陶瓷和金属。

EnvisionTEC开发者系列3D生物打印机可以使用多达三种不同

的材料墨盒来创造支架。而更高端的制造商系列有五个墨盒允

许更多的材料同时打印，并提供了一个温度控制的构建平台和

传感器端口，提供微调环境的低耐受支架。

日本Cyfuse的Regenova生物医学3D打印机

技术：Kenzan剑山方法（Cyfuse生物医学公司独家专利）

材料：细胞聚集体（球体）

软件：B3D

日本的Cyfuse的Regenova生物医学3D打印机在2015年3月募

集到1200万美金的资金。其独家专利Kenzan剑山方法可以将细

胞球体按照细针阵列培养。每个球体放置在一个特定的顺序，

无需胶原或水凝胶，这些细胞就可以自主的连接。Cyfuse还自

主研发3D生物打印软件：B3D。

Cyfuse已成功能够3D打印2-3mm直径的血管，另外还可以3D
打印神经，用于药物筛选和测试的肝组织，以及软骨和软骨下

骨。

3D打印机

全球范围20种生物3D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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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3D Bioprinting Solution公 FABION 3D生物打印机

技术：光固化，电磁，和基于挤压

材料：水凝胶，细胞器

软件：钠

俄罗斯的3D生物打印解决方案凭借全球第一家3D打印功能甲状

腺并成功地植入到小鼠甲状腺成为头条新闻。

西班牙Regemat3D 3D生物打印机

技术：IPF，IF，FDM

材料：多孔水凝胶

软件：Regemat3D

Regemat3D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设计3D生物打印机,他们直

接与制药公司和合作伙伴量身开发定制化的3D生物打印系

统，Regemat3D的机器是模块化的，可定制的。

Regemat3D V1通过优化模型设计来打印骨软骨组织，采用

单独填孔（IPF）技术，以及注射填充（IF）和熔融沉积成型

（FDM）技术来打印生物可降解支架。Regemat3D为客户提供

组织工程3D打印的个性化解决方案。

美国BioAssemblyBot 3D生物打印机

技术：六针式注射器为基础的挤压式

材料：未定义的生物墨水

软件：TSIM

BioAssemblyBot 3D生物打印机本身是一个多轴机器人，配备

多功能和自动注射器交换设备，注射器针头自动校准，一旦

获得需要打印的数字模型，自动校准的六轴机器人手臂使用激

光传感器获取位置，然后选择指定的材料通过注射器构建生物

模型。BioAssemblyBot的TSIM (Tissue Structure Information 
Modeling)组织结构信息模型是一个直观的软件工具，允许医

生和科学家们想象和设计复杂的组织结构三维模型，该软件

包括三维建模和分析，图像导入和操作，材料库存管理，是

Autodesk白金合作伙伴。

德国GeSim Bioscaffolder 2.1&3.1生物打印机

技术：气动挤压和压电纳升液技术

材料：水凝胶，胶原蛋白，生物相容性海藻酸钠骨水泥，生物

有机硅和熔融聚合物（CPL，PLA）

软件：BS3.1

顾名思义，Bioscaffolder用于多材料生物支架和活细胞的打

印。与西班牙的Regemat3D类似，德国的Bioscaffolder 3.1是
一个模块化的3D生物打印平台，提供微尺度的复杂材料打印。

它具有多达四个独立的轴，标准单元采用气动挤压机来打印高

粘/糊状材料，可选的功能配置包括一个低粘性材料的控制单

元，压电分配阀，和注射器挤出机（后者目前正在开发中）。

3D打印机

全球范围20种生物3D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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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CELLINK INKREDIBLE &INKREDIBLE＋3D生物打印机

技术：基于挤压技术

材料：CELLINK水凝胶

软件：Repetier Host

经济实惠的桌面型3D生物打印机

新加坡Bio3D的SYN^及Explorer 3D生物打印机

技术：注射器为基础的挤压式

材料：聚合物，水凝胶

Bio3D的SYN^用于打印细胞，细菌，蛋白质，生物凝胶，聚合

物，食品材料和更多。它具有模块化设计，可更换打印头，具

有10微米的分辨率，以及专为研发应用开发的其他功能。

Bio3D的Explorer探索者系列是负担得起的、入门级的生物打印

机适合初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具有90微米的分辨率，重量轻，

可折叠，可定制。

英国3Dynamic Systems的阿尔法和欧米茄3D生物打印机

技术：注射器为基础的挤压式

材料：水凝胶材料，聚己内酰胺内酯，

           磷酸钙，PLA，PGA，弹性蛋白和其他

软件：Cura

3Dynamic Systems总部是威尔士的斯旺西大学。他们已经开发

了两个独立的3D生物打印机，虽然这两个系列的打印机的定位

不通，但应用领域是一致的：满足3D骨科植入物和复杂的组织

的需求。Alpha系列是一种单螺杆挤压制造平台，用于制作骨组

织材料；Omega组织工程工作站是一种利用打印活性凝胶生成

异构组织的双重挤压生物打印机，用于打印蛋白生长因子和用

于成熟的生物组织结构生长的支架。

美国BioBot的BioBot1 3D生物打印机

技术：注射器为基础的挤压式

材料：胶原蛋白、明胶、聚乙二醇、海藻酸钠等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生所研发的3D生物打印机的Bio-
Bot1目前只提供给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宾

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并且其5000美元的价格取得了

压倒性的积极好评。

3D打印机

全球范围20种生物3D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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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杭州捷诺飞Regenovo 3D生物打印机

技术：注射器为基础的挤压式

材料：医用高分子材料、活细胞、无机和水凝胶材料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杭州先临三维旗下控股子公司杭州捷诺飞

Regenovo生物打印机有三种模式：精简版，Pro和WS，并能

够设计和打印用于医学研究和药物测试的复杂的三维支架和生

物组织模型，包括肝模型，肿瘤模型，代谢综合症模型，以及

打印骨，肝，血管的组织工程。

2015年10月，捷诺飞在杭州鉴定并发布国内首个商品化3D打

印肝单元“Regenovo 3D Liver”和下一代生物3D打印工作

站“Regenovo 3D bio-print Work Station ”

加拿大Aspect Biosystems 3D Lab生物打印机

技术：专有技术lab-on-a-printer™

材料：多孔水凝胶

加拿大Aspect Biosystems 3D Lab生物打印机源自于温哥华的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lab-on-a-printer是一个全新的3D生

物打印，专门设计和制造复杂的生理活组织。Aspect Biosys-
tems还提供三维人体气道组织测试服务。

加拿大PrintAlive 3D生物打印机

技术：基于微流体的技术（专利）

材料：生物高分子，角质形成细胞，成纤维细胞

PrintAlive可以移植的皮肤细胞，到目前为止，PrintAlive三维生

物打印机已迁至临床试验的医疗应用阶段，其打印原理并不是

像FDM 3D打印机那样一层层地堆积可移植皮肤。而是挤出一

种被称为“活绷带”的水凝胶。该凝胶是由生物聚合物、人角

质形成细胞（一种皮肤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即在伤口愈合中

起关键作用的蜂窝结构体）混合而成的。

美国Nano3D Biosciences(n3D)磁性3D生物打印机

技术：磁悬浮

材料：细胞培养

Nano3D Biosciences(n3D)磁性3D生物打印机是为高产出和药

物筛选设计的3d打印机。Nano3D使用磁性纳米粒子操纵细胞

生成3D乳腺癌组织。这种技术可快速生成组织结构，并可放

置在培养器皿中进行培养。快速复制的组织结构可用于临床研

究。科学家以及研究人员根据乳腺癌组织具体情况对症下药。

去年，他们的技术被用来复制乳腺癌肿瘤细胞的异质性，带来

乳腺癌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3D打印机

全球范围20种生物3D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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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BioCurious DIY 3D生物打印机

技术：Inket或注射器型挤压

材料：生物高分子，海藻酸钠，

           大肠杆菌细胞，植物细胞，人体细胞

软件：任何三维建模软件

BioCurious DIY 3D生物打印机顾名思义是一台可以手工组装创

客级别的生物打印机，目前还不能够打印胰岛的替代品，但是

它给了黑客和科学家们更多新的研究手段和可能性。除了在实

验室里用移液枪将培养物从一个培养皿移动到另一个，研究人

员们以后可以选择用软件设计所需要的细胞形态，然后一层一

层的将细胞打印出来用于实验。

青岛尤尼科技的Anyprint B01CS 3D生物打印机

技术：注射器为基础的挤压

材料：活细胞、高分子材料、天然生物材料

能够以活体细胞为原料，可应用于活体器官打印、器官移植和

医学实验，这台生物打印机能够在无菌恒温的环境下，将活体

细胞、高分子材料和天然生物原料进行组合排列，通过四头多

材料打印技术，将生物细胞材料与支撑材料交替打印，最终为

临床医学”打印出”可供患者使用的组织。现阶段，”Anyprint 
B01CS”生物打印机已经可以制作软骨、血管等组织。

中国四川RevoTek 蓝光英诺3D生物打印机

蓝光英诺宣称其使用含人体干细胞和生长因子等的“生物墨

汁”，结合其他材料层层打印出产品，经打印后培育处理，形

成有生理功能的组织结构。原理在于3D生物打印的核心技术就

是生物砖（Biosynsphere），即一种新型的、精准的、具有仿

生功能的干细胞培养体系。3D科学谷对这家公司的了解并不深

入，具体原理还需继续研究和关注。

韩国Rokit 3D生物打印机

韩国Rokit 3D生物打印机获得了韩国政府300万美元的支持，

其合作对象包括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合作，包国立首尔大学，

汉阳大学，以及韩国机械和材料研究所。其目标是开发原位

in-situ生物制造技术，并希望于2018年能够通过3D打印解决皮

肤烧伤和皮肤病患者的治疗目的。

3D打印机

全球范围20种生物3D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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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铂力特金属3D打印技术

西安铂力特激光成形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金属增材制造技术全套解决方案提供

商。公司创始人黄卫东教授从1995年开始进行金属增材制造技术研究，是国内最早

开展相关研究的著名学者。西安铂力特提供全方位金属增材制造与再制造技术解决方

案，包括：定制化产品、设备、原材料、软件及技术服务。铂力特的金属增材制造技

术为航空航天、国防、能源、医疗、模具、汽车行业用户。

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骨科医院骨肿瘤科郭征教授带领的团队与西安铂力特激光成形技术有限公

司合作，采用金属3D打印技术制备出与患者锁骨和肩胛骨完全一致的钛合金假体，并成功植入骨肿瘤

患者体内，成为肩胛带不定形骨重建的世界首次应用，标志着3D打印个体化金属骨骼修复技术的进一

步成熟。

锁骨和肩胛骨属于肩胛带部位的不定形骨，罹患恶性骨肿瘤时常常需要完整切除，但传统重建技

术难以获得满意的外观和功能，始终是临床的棘手问题。3D打印技术可以制备出患者原有正常形态的

金属骨骼，从而替代切除的肿瘤骨骼，恢复肢体的完整性和功能。

（图片文字来源：西安铂力特）

3D打印机

西安铂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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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材料研究所

上海材料研究所自2012年起以3D打印技术作为新材料领域技术创新的战略重

点，瞄准3D打印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及耗材，专注于3D打印领域的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与服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材料配方及自主开发的专业生产线，并引

进了相关的3D打印设备。

上海材料研究所自主研发与生产的3D打印材料及服务包括：

3D打印用金属粉末：针对3D打印航空航天中非承力件、异形件、医疗中的人体植入物修复材料

的需求，开展3D打印用金属粉末开发以及3D打印件后处理工艺研究。正在研发适用于SLM、 EBM

和LENS等3D打印技术的金属粉末材料，如钛合金、镍基高温合金、不锈钢、模具钢等，所研制的

粉末具有成分均匀稳定、粒度分布可控、氧含量低、球形度高、流动性好等一系列优点；

3D打印用丝材：产品系列包括：ABS(COPOLY)、聚乳酸（BIOBASE)、柔性丝材（FLEX)、

聚酯（PETG)、聚苯乙烯（HIPS）；

3D打印建模服务：快速原型制造、模型逆向工程、工程塑料零件应急备件制造；

3D打印检测服务：3D打印粉末检测、3D打印制品检测。

医用3D打印材料-金属材料

上海材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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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W用于3D打印的金属粉末获得ISO13485认证

LPW Technology公司成立于2007年，总部设在英国柴郡的Runcorn，是金属粉末的

开发和供应商，同时也为增材制造设备的维修提供专家级的支持。该公司已开发出

了全系列专门针对SLM、LMD和EBM工艺进行优化设计的粉末。LPW还可以根据要

求提供定制的合金材料。

LWP为汽车、航空航天和医疗行业提供3D打印的金属粉末，粉末质量是产品的基础。所以LPW

为其金属粉末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金属粉末

－粉末分析

－合金的发展

－粉管理

LPW 医疗行业提供的金属粉末达到ISO 13485认证，即：“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 。

(图片来源：LPW)

医用3D打印材料-金属材料

L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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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特维克Osprey用于增材制造的金属粉末

山特维克Osprey是气雾化金属粉末的领先制造商，产品用于高性能终端用

途。Osprey开发了一系列气雾化金属粉末，特别适用于增材制造。

气雾化粉末的球形形状提供了优良的流动性，高填料密度和低表面氧含量，适用于所有的增材

制造。将粉末层置于粉末床时，良好的流动性和高填料密度对于粉末床至关重要，可保证零件达到

均匀的一致的性能。优良的流动性保证吹粉工艺中生产出均匀的零件。

山特维克Osprey开发了一系列适用于所有增材制造的气雾化金属粉末，包括：选择性激光烧

结、熔渗、选择性激光熔融、电子束熔炼、直接金属沉积、激光工程化净成形。

山特维克Osprey现在供应的市场领域包括用于航空航天工业的镍基超合金，用于医疗行业的钴

合金、不锈钢，用于快速模具的马氏体实效钢、工具钢。山特维克Osprey气雾化粉末产品包括不锈

钢、工具钢、低合金钢、铜和青铜合金、齿科合金和医疗合金、超合金等预合金粉末。

(图片来源：MTT 集团，文字：山特维克)

医用3D打印材料-金属材料

山特维克Osp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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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承重的聚合物骨科植入物材料

美国牛津性能材料公司(OPM)有多种应用在3D打印领域的材料及产品。该公司的专利技术OsteoFab

是专门针对3D打印植入物的技术，此前已经有两款OsteoFab产品通过了FDA认证进入到临床应用阶

段。目前，又有一款3D打印聚合物植入物SpineFab获得FDA 认证，该植入物也是获得FDA认证的首

个承重的聚合物3D打印植入物。

SpineFab是一种椎体植入物，可

用于人体脊柱的中到下部。这种

椎体是椎骨的前部，许多人经常

会因为各种疾病或者损伤的原因

需要更换该骨骼。

SpineFab适合大规模定制生

产，OPM可以提供48种不同尺

寸的SpineFab植入物。植入物的

打印过程使用选择性激光烧结技

术将具有生物相容性的OXPEEK粉末材料逐层烧结。OXPEEK 可以用于打印神经和整形外科的植入

物，打印出来的植入物是透明的，机械性能接近人体骨骼，并且能够支持骨骼的生长。

OPM公司使用的OXPEEK 植入级材料的特点：

可透射

与人体骨密度、刚性相近

耐磨性优异

应力屏蔽最小化，更利于骨骼生长

最常用消毒方法的相容性

挤压强度是PEEK的两倍

医用3D打印材料-高分子材料

O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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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研发口腔高分子抗菌材料

单纯开发有抗菌性能的生物医学材料或３Ｄ打印生物活性材料已经不足为奇，但是

３Ｄ打印具有特殊抗菌性能的生物医学材料并通过严格检验而最终用于临床治疗及

保健，则是目前学界面临的瓶颈和挑战。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威廉考尔夫研

究院核心科学家（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Groningen, W.J.Kolff Institute）任艺谨

教授介绍了其所在科研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目前，该团队研发的可３Ｄ打印的抗

菌材料已经进入临床前期测试阶段，一旦材料进入产业化生产，甚至可以生产出带

颜色、气味的矫形器。

这些新的高分子材料具有非同一般的接触性杀菌性能，即只要口腔致病菌接触到材料就会被杀

灭，其有效克服了传统生物材料抗菌性能时效性差的局限。目前，材料已用于正畸治疗中的３Ｄ打

印抗菌隐形矫治器，从病人、家长、医生的反馈来看，评价都非常高。

目前该材料已经吸引了包括３Ｍ在内的数家国际大公司的关注。一旦适用于３Ｄ打印的抗菌材

料能够产业化，诸如上述的各种额外要求都可以得以实现。（图文：新华网）

医用3D打印材料-高分子材料

荷兰罗宁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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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bio 医用植入级PEEK 材料

在过去的15年，植入级PEEK（聚醚醚酮）材料已经获得广泛应用。同时，在脊柱

外科领域也逐渐成为生物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PEEK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

容性、生物稳定性和影像学特性，这种先进的热塑性聚合物提供了一系列可以匹配

脊柱植入物的力学性能。同时，这种材料具有严格的生产加工标准以及原材料的可

追塑形，这也是PEEK材料广泛使用的关键。

如今，植入级PEEK聚合物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提供，从各种分子重量的未填充级到影像对照、

碳纤维增强级。在1999年，第一个可植入级未填充的PEEK聚合物－PEEK-OPTIMA，由来自英国的

Invibio生物材料公司首先提供。2007年，Invibio提供了通过X光、CT和MRI技术可视性PEEK材料，

这种可视级材料能够提供定制化外形，以帮助外科医生和临床机构在术后更容易地明确植入物位

置。2007年，Invibio公司还提供了碳纤维增强型（CFR）PEEK材料，在与皮质骨相似的弹性模量基

础上具有更好的强度和刚性，CFR-PEEK近年来在颈椎椎间盘产品上开始应用。由于脊柱外科领域

的扩展，PEEK材料的接受度也越来越广泛。

一些临床验证和医疗器械临床豁免研究正在对PEEK材料在运动保留应用上进行评估，例如半

刚性固定棒系统以及椎间盘假体，这些研究可以帮助临床医生明确这些植入物是否可以替代融合手

术。像其它脊柱外科领域的植入物一样，PEEK材料的研究进展没有停止脚步，目前增强骨诱导的

PEEK材料也吸引了各个公司很大的兴趣。另外，抗感染特性也是临床非常感兴趣的领域，目前一些

大宗的研究报道，手术部位的感染率从2.5%-13%，这也加速了各大公司研究、开发具有抗感染特性

的PEEK材料产品。（图片：Invibio,文字：医用塑料网）

医用3D打印材料-高分子材料

Invi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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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大学研发具有生物活性的骨科3D打印陶瓷材料

金属植入物和合成材料植入物已经用来置换小的人体骨骼，但由于材料不够坚硬无法承受与人

体骨骼一样的机械强度，所以该技术在大骨骼的应用上仍存在难度。

悉尼大学的Zreiqat 教授，将目光转移到研究骨骼本身的特性上。基于对骨骼成分的分析和研

究，如胶原蛋白、钙等，Zreiqat教授的团队研发出一种新的陶瓷材料，可以复制人体骨骼的所有结

构和功能。他的强度和孔隙率都近似于人体骨骼。既足够坚硬，可承受运动压力，又充满孔隙，可

让细胞组织和血液顺利通过。这种材料还可以引导性的骨骼细胞在正确的位置再生。因为这种陶瓷

材料具有生物活性，并且包含种子细胞，所以这种陶瓷材料将可以有效替代人体骨骼。

Zreiqat 团队2014年底在上海宣布该材料，并且将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合作

用这种材料帮助病人修复骨骼。

这种能够促进骨骼再生的材料，远远优于目前正在使用的材料，而且能够降低人体排异反

应。由于该材料能用于3D打印，因此医生可以根据患者身体实际的形状、尺寸数据打印出3D支

架。Zreiqat教授的团队正在研究人体的颌面修复再生，与其他部位的修复相比这项工作更具挑战

性。此技术有望在十年内用于临床。（图片来源：3ders.org）

医用3D打印材料-陶瓷材料

悉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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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研发能更好与骨骼相容的3D打印骨骼涂层

尽管目前用在3D打印钛金属置换关节上的涂层能够更具有自然感觉的表面，使其与髋关节和膝

关节周围区域的组织衔接，但这种材料较之天然骨质仍然缺乏刚性，并且病人需要一个更长的康复

时间。

华盛顿州立大学大学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在初步研究中，

研究团队尝试使用纳米材料制作涂层，使当前的3D打印骨科植入物强度更高、具备更好的生物相容

性。下一步，研究团队将进一步开发这些纳米材料，将把一些混合离子如镁、锌和钙等用到现有的

涂料中。该团队还将尝试添加少量的抗生素和其他药物的配方，以加快愈合时间和方便手术后的护

理。

虽然这项研究重点是在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手术中使用的3D打印骨骼，但对于其他部位，如头

骨和下颌骨的3D打印骨科置换手术也会有积极意义。(图片来源：3ders.org)

医用3D打印材料-纳米材料

华盛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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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北大学研发的石墨烯3D打印材料

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团队成功地使用石墨烯3D打印（通过挤出）出任意形状和大小、具备导电

性、机械弹性和生物相容性的支架。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测试已经表明，3D打印的石墨烯脚手架是非

常灵活，可以制造的直径范围为100微米到1000微米。

研究团队使用的3D打印线材的主要含量就是石墨烯（含量高达60%）。虽然石墨烯本身是硬而

脆的，通过一种特别的生物相容弹性粘接剂——PLG，非常适合3D打印而且有弹性。石墨烯的制造

过程，是将弹性体溶液与石墨烯粉体分散混合。该溶液随后被增稠和浓缩。这个工艺过程在理论上

无论多大的规模都可以做，可以保证常规的医疗应用。

这些石墨烯油墨特别适合医疗应用，它们很容易用在手术中，可以制成任何尺寸，并能够缝合

到人体组织中。这种3D打印的石墨烯结构可以用在准备变成神经细胞的干细胞中。这一革命性的全

新3D打印油墨可能会由此打开更多的机会之门，比如促进受损或无功能的组织如神经、骨骼、甚

至心脏肌肉的再生。除了这些医疗应用之外，这种石墨烯油墨也可以用来开发可植入的生物传感器

和各种电子装置。（图片：“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of High-Content Graphene Scaffolds for 

Electronic and Biomedical Applications”，《ACS Nano》杂志在线版）

医用3D打印材料-纳米材料

美国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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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DNA水凝胶”生物3D打印材料

刘冬生课题组与英国瓦特大学舒文淼等合作的DNA水凝胶材料成功地应用于活细胞的3D打印，

该论文在《德国应用化学》发表。该项成果被2015年2月26日出版的《自然》（Nature）的研究亮点

报道关注，Nature评价该材料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打印三维组织和人工器官的材料”。

3D打印的不同尺寸的DNA水凝胶粒子（其中加入蓝色染料以增加可视性），经多次打印，最大

尺寸可以达到厘米级并且可以自支撑，有足够好的强度维持其形状、不塌缩也不溶涨，但可以被（

特定的）DNA内切酶迅速解离”，“共同打印的活细胞可以保持活性”。

水凝胶因其高含水量和类似于细胞外基质的特点，是三维组织打印和人工器官制备的首选基

材，也因此成为化学、材料和生命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但直到DNA水凝胶研发之前，还没有一种

水凝胶材料能够同时满足活细胞三维打印所要求的细胞相容性、力学强度、通透性、快速成型等苛

刻条件。

此项成果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备一类新的水凝胶材料，能够同时满足多项活细胞3D打印的需

求：速度快，可以达到秒级成型；条件温和，过程完全在生理条件下完成，不涉及化学反应以及能

够对细胞造成伤害的外界刺激；强度、通透性好，打印出来的产品最终尺寸可以达到厘米级别以上

的尺度，不变形和软化，还能够保证细胞生长所需营养物质的输送；此材料还具有非常好的触变性

和自修复性能，在细胞生长的同时可以不断改变自身的结构，能够在保证对细胞提供足够支撑的情

况下不限制其扩增；更重要的是，此凝胶材料可以根据需要迅速分解不残留，为将来3D打印器官的

活体移植创造了条件。”（图文来源：生物谷）

医用3D打印材料-生物3D打印材料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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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超硬3D打印水凝胶可以修复受损的膝盖

运动或者疾病导致的软骨损伤不能自行愈合，如果持续恶化将导致更严重的关节疾病。一些患者甚

至需要更换人工关节。由于材料的相容性容易导致关节移植的失败。配合生物3D打印技术使用的水

凝胶材料或将改变目前的治疗方法，为软骨修复找到一条新出路。

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研究人永远研发的新3D打印水凝胶材料，并非是用于为细胞打印做支撑材料，

而是可以达到类似于人体自然组织的生物材料性能，可用于替代损伤的软骨、减少关节置换的需

要。但人类自然状软骨组织工程的一个主要挑战是产生临床所需要的完整的结构、形状和结构，而

3D生物打印可以将其实现。

水凝胶是一种亲水性聚合物，是优良的生物相容性材料。因为凝胶的高含水量给了细胞一个类似于

自然的环境。然而，水凝胶通常强度不够，容易变形，也很难支持如膝这样的承重关节。由于凝胶

的低粘度和胶凝温度范围大，之前琼脂凝胶实现精确的3D打印挑战很大。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研究人

员通过添加海藻酸钠将超硬琼脂双网络水凝胶被精确地打印成型。此外，海藻酸钠不仅增加油墨的

粘度，同时也提高了其流变特性以及对加工精度的控制。

海藻酸钠凝胶是粘性胶状聚合物，3D打印成凝胶网络，使其更精确、更耐磨，并能保持精确给定的

形状。这些离子形成的交联键，由此产生的钙和海藻酸钠水凝胶的抗拉强度高于任何其他水凝胶生

物材料，并更符合人类自然状软骨。（图片来源：3ders.org）

医用3D打印材料-生物3D打印材料

修复受损膝盖的超硬水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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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3D打印创新中心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3D打印研发服务平台设有徐汇创新基地（3D打印技术创新中

心）和金桥创新基地（3D打印研发中心）。

3D打印技术创新中心：主要定位为服务与推动上海3D打印装备与材料的开发与应用，是上海

3D打印研发与服务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提供3D打印服务，通过3D打印服务拓展3D打印

在新工艺，新创意的应用；营造集服务、研发、产品设计于一体的3D打印产业化环境。

中心共引进了相关的3D打印设备8台：SLA：激光光固化；SLS：选择性激光烧结（2台）

；FDM：熔融沉积成型；SLM：选择性激光熔融；POLYJET：高精度树脂打印；CPX：蜡型高精

度打印；彩色三维打印

金桥创新基地（3D打印研发中心）：通过3D打印装备、打印材料研制的建设，构建上海3D打

印研发创新体系，提供核心部件、打印材料等试验平台，使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3D打印研发服务机

构。

　　

当前重点围绕金属、医用3D打印设备、喷墨打印设备及材料研发，带动相关材料、软件、零部

件等环节的协同创新。

医疗3D打印服务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112

3D打印技术临床转化研发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3D打印技术临床转化研发中心隶属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及数字

医学临床转化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研发中心致力于研究和推广3D打印技术在医学

临床领域的应用，同时为医院、科研单位以及相关企业提供计算机辅助设计、3D打

印制造、培训和技术咨询服务。

研发中心在戴尅戎院士的带领下，已建成拥有多位资深医学专家以及具有博士、硕士学历的专

职工程研发技术人员组成的高效务实团队，并配有先进的医用金属、高分子和生物3D打印设备，

可打印医用钛合金、纯钛、生物可降解高分子、生物陶瓷、生物活性凝胶以及光敏树脂等材料。中

心秉承数字化、个体化、精准化和网络化的医疗理念和宗旨，基本建成由医学图像三维重建、个体

化治疗手术规划、个体化植入物设计和制造组成的技术体系，并已在手术模型、导板、个体化植入

体、多孔修复材料、药物缓释材料的3D打印制造方面，进行了积极研发，涉及关节、脊柱、创伤、

口腔、整形、康复、组织工程等多个医学领域，部分成果已通过转化应用于临床，造福病患。

来源：3D打印技术临床转化研发中心

医疗3D打印服务

3D打印技术临床转化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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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3D打印服务

创生骨科完整解决方案-从设计到3D打印

创生骨科完整解决方案-从设计到3D打印

创生医疗通过骨科数字化设计平台和3D打印服务，将骨科产品的设计与增材制造进

行了无缝衔接。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也让患者、医生和医疗器械厂家三者之间

实现顺畅的沟通。

TOMA虚拟骨科数据库

3D骨科数字化设计平台的核心是人体虚拟骨数据库，TOMA是创生自主研发的一款虚拟骨数据

库，TOMA全称Trauson Orthopedic Modeling & Analytics：主要实现以下功能（1）获取CT或者MRI

影像数据，包含四个基本步骤：CT/MRI扫描，导入图像，图像分割，建模；（2）对骨骼模型进行

自动测量和统计分析，通过骨骼标准模板与目标骨骼进行特征点配对，定义目标骨骼上的解剖标记

点，然后通过这些标记点自动计算骨骼上的参数，包括长度、角度等信息；（3）在患者虚拟骨骼上

模拟假体的安装，进行术前评估；（4）基于骨骼数据库，开发模块化的程序，设计不同的实体及骨

小梁结构，自动生成符合设计的孔隙位置、尺寸、孔隙率和孔隙形态。

TOMA的数字化设计平台首次实现了“厂家<-->患者<-->医生<-->厂家”的直接对话，使得医生参与

产品研发，厂家为患者打造更好的产品，医生和患者得到厂家更多的手术技术支持。该平台不仅紧

密结合产品研发，结合3D打印技术，还能够为医生提供更多更精细的研究数据，支持医生的科研，

让中国的医生走出国门，用数据和高端技术展示研究成果。

骨科3D打印服务

创生使用选择性激光烧结3D打印技术制造骨科产品。凭借在3D打印领域多年的资金投入和技术积

累，已经在3D打印的机器选型，材料控制，软件设计和精度控制等多个方面，牢牢占据了同行业中

的领先地位。尤其在3D打印金属骨小梁技术上，创生可谓独树一帜，通过自行开发软件和工艺，实

现了骨小梁结构，密度，分布，杨氏模量，强度等多个变量的可控化制造，这一系列独有技术为3D

打印骨科植入物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来源：创生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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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韵达数字医疗

上海光韵达数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利用3D打印技术为境内外医院和科研机构提

供医学3D打印服务的高科技企业。公司由以上海交通大学王成焘教授的技术团队为核

心，利用先进的专业医学软件和3D打印设备，将医学与工程学相结合，通过“医学

+3D打印+云服务平台”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为医方、科研机构等提供灵敏、快速

的个性化医学3D打印服务，将传统医疗器械产品带入个性化、网络化发展的时代，将

公司打造成为理念创新、技术精湛的高端医疗器械产业的领航者。

本公司业务流程依靠云平台，主要经营业务有：

-医学影像数据（CT及 MRI）处理，软、硬组织三维重建及其3D打印；

-医学教学、手术模拟仿真模型的设计及3D打印；

-个体化手术导板设计及其3D打印；

-个体化接骨板、骨修复体和人工关节的设计、制造与规范化服务；

-组织工程支架的建模与3D打印；

-个体化整形外科赝复体建模与3D打印。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科研合作。

曾多次根据韶关粤北人民医院的手术要求，设计

打印了颈椎手术用导板，为医生施行精准手术提

供了现代化的数字医学手段。

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合作。在病人骨质较差的情
况下，建模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进行脊柱手术
导板的设计并3D打印完成，保证了手术顺利进
行。

来源：光韵达数字医疗

医疗3D打印服务

光韵达数字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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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规划软件Orthoview

Orthoview二维数字化术前计划模板的软件用于外科手术如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

术，Orthoview的骨科创伤计划在世界上有约11,000的整形外科医生在使用，用于截

骨和脊柱的评估以及小儿畸形。医生依靠他们的精密软件，详细的规划手术。该公

司2014年被Materialise公司正式收购。

随着Orthoview二维规划软件与Materialise的三维软件相结合，实现术前规划、三维扫描和三维

打印的医疗解决方案一体化，Orthoview在术前规划享有世界上的杰出声誉，互补的产品组合和强大

的销售将为业界带来更多顶级的服务。Materialise可以获得Orthoview基于X射线的术前规划软件在世

界上2,000家医院的渠道以及连接到图像存档通信系统（PACS）的数据信息，从而实现更好的医疗

创新，为患者提供定制化医疗方案。

Materialise专注的3D建模和打印领域包括：

－生物医学工程软件和服务

－骨科手术方案

－颅颌面外科的解决方案     

－创伤智能模板

图片来源：Orthoview

医疗3D打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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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ise X射线3D 建模技术

Materialise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增材制造（AM）软件和解决方案用于复杂的三维

打印服务，范围包括各种行业，例如医疗，汽车，航空航天，艺术和消费产品设

计。Materialise的软件在现实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在工业和医疗领域的投入

以及在生物医学和临床的解决方案，Materialise在医学图像处理和手术模拟和开发

独特的解决方案方面处于独特的优势地位，为大量的客户解决了制造、生产、和医

疗需求。Materialise 通过收购Orthoview 加强了X射线3D建模解决方案。

比利时的Roger Jaeken医生使用Materialise 公司X射线3D建模技术进行高效的术前规划，并取

得了全膝关节更换手术的成功。

通过X射线图像的数据建模使手术前规划过程更有效。在许多情况下，患者将不再接受耗时的

CT或MRI扫描，合格的术前规划有效缩短治疗时间。医生通过X光片从不同角度拍摄患者的膝关节，

并生成3D模型，最终针对患者自身的身体结构，实施定制化的手术治疗。与传统的CT 或核磁共振扫

描建模的方式比起来，X 射线的方式更加节约时间和成本。

(图片来源：www.3dprint.com)

医疗3D打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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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ise 3-matic：CAD 软件的完美补充

3-matic 软件能够将CAD工具与预处理能力（建网）结合在一起。3-matic在根本/自由模式中的

3D数据，就如同在医疗图像分割所得的解剖数据中工作（从 Mimics中所得)。因此，3-matic 可以被

称之为解剖CAD。用户可将解剖数据输入到3-matic中，体验真正的解剖工程。使用3-matic，您可以

进行彻底的3D测量与分析，设计嵌入物或手术指南，及为有限元素准备网格图。由于3-matic将输入

CAD数据，并可实现由完成解剖的数据到CAD数据的逆向工程，该软件是用户使用的CAD软件的完

美补充。

使用 3-matic 来:

执行3D测量与工程分析；

设计特定患者手术的植入物与手术指南；

为有限元素模拟准备解剖数据与/或植入物。

主要特征：

从Mimics 中复制/粘贴解剖数据；

输入任何的CAD文档；

IGES的逆向工程；

（来源：Materialise）

医疗3D打印软件

Materialise 3-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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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ise-Mimics 医疗图像分割软件

Mimics是Materialise生产的，专门用于处理医疗图像的软件。使用Mimics

分割 医疗图像 (由CT, MRI, 微CT, CBCT, 超声波, 共聚焦显微镜而得) 。病患的

骨骼结果会以高度精确的3D模型显示出来。然后，您就可以直接在Mimics或

3-matic中使用这些特定患者模型以应用于一系列的工程，或将这些3D模型与

解剖标志输出到第三方软件上，如统计，CAD,或FEA软件包上。

使用Mimics来:

从图像资料中简单、迅速地创建精确的3D模型；

以2D 与3D精确测量；

以STL格式输出3D模型用于增材制造；

输出3D模型到3-matic中来优化用于FEA或CFD的网格图；

主要特征:

输入DICOM, JPEG, TIFF, BMP, 或原始图像数据

(来源：Materialise)

医疗3D打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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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hape Implant Studio植入物设计软件

3Shape 是一家位于哥本哈根的公司专注于开发3D扫描仪和CAD/CAM 软件，为牙

科行业提供高科技含量的解决方案。3Shape Implant Studio(植入物工作室)软件提

供为牙医提供整体的平台， 在该平台中牙医可以精确的设计牙科植入物和手术导

板。手术导板作用是精确的引导牙医钻孔过程，让手术过程按照可预见的方式进

行。

每位需要接受牙科手术的患者，都希望在手术前了解牙科医生为手术做了哪些规划和准备，以

保证手术的效果完全符合预期。而在术前设计出精准的种植牙手术导板是，是保证牙科手术效果的

最佳办法。

得益于3D打印技术，牙科医生现在能够更加快速的得到精确的手术导板。3Shape 公司

已经和3D打印厂商EnvisionTEC联手，通过为牙科用户提供专业级的导向器3D打印解决方

案。EnvistionTEC 专用3D打印机Perfactory Micro DGP，可以直接生产用3Shape Implant Studio(植

入物工作室) 软件设计的牙科种植牙手术导板。（图片来源：3Shape）

医疗3D打印软件

3Shape Implant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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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agic Freeform 软件推动颅面复原技术

颅面部修复手术虽然由来已久，但至今仍是医学难题。手术过程的难度以及术后并

发症都对医生形成巨大挑战。Geomagic Freeform 建模软件非常适于植入物定制。

只需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完成定制矫正器或植入物的设计，可以辅助医生取得颅面

部复原手术的成功。

美国外科应用重建技术中心（CARTIS）成立于2006年，注重将先进技术、技能和最佳实践
相结合，致力于研究和创新简化颅面复原手术的方法，减轻患者所面临的压力，达到改善治疗的效
果。

该团队为一位车祸毁容患者，进行设计的面部复原手术，有一项特别的项目得到了国际媒体的
广泛关注，该项目主要是对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惨遭毁容的患者进行精心的面部复原手术。他们正
在为此类项目设计手术导板，创建手术环境，以及3D打印骨骼原型和实际植入物。

工程师会与外科医生和修复学家面对面讨论，并使用Geomagic Freeform 共同浏览患者的3D 
CT扫描数据。Geomagic Freeform是一款3D设计软件。Freeform从预处理的CT扫描数据模型中读取
数据，提供包含设计器官以及无法利用CAD软件创建异型物体的工具。该软件还配备移除砍口和其
它制备功能的工具，以便快速生产植入物。

CARTIS团队与外科医生合作，通过Freeform软件对3D数据进行评估和分析，规划出为修复颅
骨需要切割和移动的骨头，并规划应该如何设计和放入植入物。此外，CARTIS团队还开始了手术导
板的设计。这些导板可以在手术过程中精准的引导医生在何处安放螺丝、在哪个位置钻孔，以及切
开组织等。手术完成后，医生会将手术导板移除，植入物和骨头会精准的留在预订位置。

 CARTIS 团队利用3D Systems的软件及3D打印技术，在几个小时内就能完成校正器原型的制
造和骨骼模型的打印工作。如果外科医生需要进行手术模拟，可以使用3D Systems公司的ProJet全
彩色打印机将Freeform软件中用不同颜色显示的骨头彩色打印出来，供医生模拟手术。当外科医生
感觉设计方案能够获得非常成功的疗效时，便可发送植入物和手术导板制作的数据进行制作。

经过对颅面部修复手术流程的探索，现在他们通过Freeform软件及3D打印设备只需七天，就能
完成从收集CT数据到打印成品植入物、原型、手术练习模型和手术导板的过程。

(来源：3D Systems)

医疗3D打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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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医疗器械在走向市场之前需要获得相关食品药品监督部门的审批。通常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将医疗器械（CFDA）进行分类管理。第一类是非接触器

械，即不直接或间接接触患者的器械；第二类是表面接触器械，包括与皮肤、粘

膜、损伤表面接触的器械；   第三类是：外科侵入器械，即借助外科手术，器械全

部或部分通过体表侵入体内。植入物就属于此类器械。其中3D打印定制骨科植入物

属于需要进行临床试验审批的第三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器械对人体具有潜在危险，

因此对其安全性、有效性必须严格控制，其管理也最为严格。因此，随着3D打印技

术在医疗器械制造中的逐渐普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对于该技术制造的医疗器械进

行的监管也需要随之完善。

FDA关于3D打印医疗器械的思考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在2014年10月举办了“医疗器械的增材制造专题研讨会”，在研

讨会中FDA邀请了3D打印设备商厂商、医疗器械生产商、医生、软件公司、清洁后处理公司相关专

家，开放式的讨论了在使用增材制造技术进行医疗器械制造时应该注意的热点问题。FDA在研讨会

中提出的对3D打印医疗器械的讨论包括：3D打印医疗器械的设计、3D打印过程以及后处理环节中需

要注意的问题。

临床医生和医疗器械生产商合作通过3D打印技术制造定制化的医疗器械越来约普遍，3D打印

技术可以让定制化器械变得更便宜。确认3D打印定制化医疗器械的安全性，是FDA审批工作的重

点。FDA表示对3D打印器械标准将与其他制造技术生产的医疗器械保持同样标准，但在审批中FDA

会额外针对打印过程对产品性能产生的影响提出相关问题。在进行定制化器械3D打印时，原则上产

品的设计、生产不应超出经过FDA测试过的安全范围。如遇到特殊情况需要超出安全范围，通常需

要取得紧急使用授权。

//3D打印医疗器械设计阶段需要思考的问题

FDA 关节和内固定器械部门的官员以骨科手术中的定制化手术导板为例，说明了FDA对于医用

软件管理的要求。手术导板并非是独立的，而是与植入物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导板应与植入

FDA&CFDA关于3D打印医疗器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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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按照同一标准进行规范。 在使用软件设计手术导板的过程中，FDA要求保存医学影像导入、图像

质量控制和分割、建模、手术预演、手术导板设计、匹配和调整等各步骤中产生的软件文档。FDA

已有相关申请定制化手术导板设计软件的说明，其中部分内容与软件生效过程、人体实际因素的考

虑和网络安全问题有关；另一部分内容则提出了软件商需要对导板设计软件进行黑盒测试（从用户

的角度针对软件界面、功能及外部结构进行测试，而不考虑程序内部逻辑结构），及软件风险分析

等要求。

//医疗器械3D打印过程需要注意的问题

3D打印设备厂商在研讨会中提出了医疗器械3D打印材料、设备以及打印样件监测中需要注意

的问题。以EOS 公司为例，该公司对材料、打印设备、打印过程、打印样件进行失效模式分析。 材

料是否满足医疗器械生产的要求至关重要。EOS 在已获得ISO 13485（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的分公司进行医疗器械的材料内部测试。通过测试的材料将用来打印样件。打印样件会经过内部

测试以及第三方机构的机械性能和化学性能等检测。每个医疗器械打印样件的打印都会按照GMP和

GLP规定进行（GMP是一套适用于制药、食品等行业的强制性作业规范; GLP: 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

管理规范）。3D Systems公司指出金属3D打印材料可以按照已经建立的ASTM 标准执行。对于高分

子材料，则需要对其机械性能、尺寸公差及生物相容性进行检测。

Renovis Surgical Technologies 是一家生产骨科植入物的医疗器械公司，使用3D打印技术制造

标准化的植入物是该公司的一项重要业务。目前该公司已有12款3D打印医疗植入物产品通过了FDA 

510(K) 规定的审批。在研讨会中，该公司分享使用3D打印技术生产标准化植入物的经验。

总体来说，3D打印植入物的标准和要求与传统方式生产的植入物并无差异，但也存在一些特殊

的要求。使用传统加工方式，需要对钛合金棒材进行锻造、涂层、清洁及包装。如果使用增材制造

技术来生产植入物，流程则是熔融金属粉末以及进行后处理（例如，热等静压后处理方法），并进

行机械/化学检测、清洁和包装。 从医疗器械生产商的角度来看，3D打印技术制造植入物的优势是省

去了锻造、多孔涂层处理等环节，缩短了产品交期、降低了库存量。从植入物设计的角度看，3D打

印技术可以实现更复杂的植入物设计，并可以直接打印出植入物表面的多孔结构，孔的尺寸和结构

是可控的。

FDA&CFDA关于3D打印医疗器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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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ovis Surgical Technologies公司目前仅生产标准化产品。该公司与3D打印机供应商共同针

对特定的打印材料调试打印参数。由于材料和对应参数都是固定的，所以打印出植入物质量也是相

对稳定的。植入物打印完成之后将进行去除支撑材料的处理，并进行清洁。每件完成后处理的植入

物都会经过严格的机械和化学测试。 

3D打印粉末材料循环回收使用时需要维持环境的干燥，并严格做好产品的可追朔性。对于粉

末材料的回收使用，应将全新的粉末材料以一定比例混入回收材料中，在完成打印之后进行化学分

析，并将测试合格的打印样件所使用的材料混合比例记录下来，作为后续使用的标准。

//3D打印医疗器械后处理需要思考的问题

FDA 的官员Di Prima 博士指出， 3D打印医疗器械的后处理不仅需要考虑到产品的机械属性、

物理属性，还要考虑到产品的清洁和无菌。特别是一些具有多孔表面结构的植入物，避免结构对产

品机械性能可能产生的影响是需要医疗器械生产商需要注意的问题。

医疗器械的清洁问题，特别是多孔部位的清洁非常重要。使用化学方法去除支撑时，化学材料

也需要清洁干净；打印后的植入物如果进行机加工，在机加工过程使用的冷却液也需要彻底清洁。

3D打印医疗器械的清洁有以下挑战:

不同的材料的3D打印器械，最佳清洁方法有所不同。例如，gamma射线和蒸汽适合清洁金属

产品，但有高分子聚合物涂层的植入物需要注意，并非所有聚合物都适合这两种清洁方法。 在使用

化学方法进行清洁时，需要注意可能引起产品表面的化学反应。

产品的设计。由于3D打印技术可实现非常复杂的设计，所以采用的清洁方法能否清洁到产品的

每个空间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例如，蒸汽或过乙酸能否渗透到产品的每处缝隙。产品设计能否承受

真空的清洁环境也应重视。植入物的多孔表面设计使清洁方法的灭菌难度提高，通常医疗器械需要

至少达到80%的灭菌率。

//生物3D打印需要思考的问题

生物3D打印技术应用于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修复，是再生医学领域非常重要的技术。常见的生物

FDA&CFDA关于3D打印医疗器械的思考

FDA关于3D打印医疗器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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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3D打印植入物分为标准化植入物和个性化植入物。标准化植入物经过CFDA注册后将应用

于临床，并且目前中国已有通过CFDA审批的标准植入物；个性化植入物进注册后将应用于临床研

究。已经进入临床研究应用3D打印植入物包括：脊柱、关节、髋部、额面部、肩部、头颅植入物等

通用项目，以及包括：口腔科、假肢和矫形外科等定制项目。

用于临床研究的个性化定制3D打印植入物主要由临床医生提需求，经过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后，

需要在相关部门的监管下进实施。目前我国个性化3D打印植入物的临床研究数量在快速攀升，已形

成了专门的临床研究机构，例如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的3D打印技术临床转化研发中心。

但是个性化3D打印植入物实现临床的应用仍需制定相关的法规及监管体系。需要纳入体系的问题包

括，产品的安全有效性；风险、用户权益和身份合法问题；行业的发展问题；个性化3D打印植入物

怎样商品化，以及能否纳入医疗保险。

出于对定制化医疗器械的高度重视，CFDA已经成立了定制医疗器械注册管理模式讨调研工作

组。CFDA对于定制化医疗器械的监管，主要包括医疗器械的监管方式和思路。监管方式包括纳入质

量体系管理以及纳入CFDA注册管理体系。个性化定制医疗器械需要制定专项法律法规、准入机制、

专项质量管理体系以及医疗器械上市后的专项要求。

个性化定制医疗器械注册专项法规预期将以注册管理办法附件或专项要求的形式出台，注册证

书将体现个性化定制植入医疗器械工艺内容。

医疗器械准入机制，除了常规要求，还需要有相同工艺的规模化标准化产品上市，并有此类产

CFDA关于金属3D打印植入物的思考

FDA&CFDA关于3D打印医疗器械的思考

CFDA关于金属3D打印植入物的思考

3D打印的材料是有活性的细胞以及包裹细胞的凝胶等支撑材料。 生物3D打印技术需要确保不同的

细胞放在了正确的位置上，但是被打印在支架中的细胞是否存活，并且在三维支架中进行扩增是生

物3D打印成功与否的关键。然而培养复杂的、功能性的人体组织不仅面临工程学的挑战，还有制定

相关法律规范方面的挑战。(资料整理自：FDA Addictive Manufacturing of Medical Devices Public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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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上市后临床应用数据或相同工艺定制产品临床研究数据。

有关个性化医疗器械的质量监管体系，需要从打印平台，设计软件和临床试验三个环节来考

虑：

+生产企业打印平台纳入该体系的监管范围，而医院、第三方打印服务平台是否纳入该体系的监

管是相关部门仍在考虑的问题；

+医疗设计软件以及验证是纳入质量监管体系的范围，并且软件需按照医疗器械进行注册管理；

+个性化定制医疗器械的临床试验环节，低风险的产品可以临床豁免；中等风险的产品但已有相

同工艺的标准品上市，能够提供相应支持资料的产品，可以申请临床豁免；较高风险的产品，可以

根据位点理论允许进行小样本量的临床验证；对于高风险的产品需要按照严格意义上统计学原则进

行临床试验。

个性化定制植入医疗器械上市后专项要求包括建立每个定制化产品使用的报告制度，以及每个

定制化产品上市之后的随访制度。

（资料整理自：第7届上海国际骨科前沿技术与临床转化学术会议演讲资料，演讲题目：《金属

3D打印植入物制造和临床应用的思考》，演讲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评审二处，刘斌）

FDA&CFDA关于3D打印医疗器械的思考

CFDA关于金属3D打印植入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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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FDA审批的4WEB Medical 3D打印植入物桁架

4WEB Medical是首家获FDA批准生产增材制造的脊椎植入物公司，在全球3D打印医疗技术领

域处于领先的地位。4WEB Medical的3D打印技术创新地采用工程学原理，如结构力学和材料相邻

反应，制造脊柱植入物。该植入物能积极参与促进愈合过程。

颈椎桁架系统

桁架植入物的设计具有独特的开放式结构，其植入物高达75％的部分允许用移植材料进行填

充，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骨融合程度。4WEBMedical的ALIF装置具有双凸状的表面，使得植入物和移

植物材料在整个终板（endplate）处更靠近相邻的骨骼，而不是仅仅沿着外周缘。这一特点加上其

独特的植入物表面纹理结构能够显著改善初始固定状况和降低迁移的几率。

4WEB Medical提供以下FDA批准的植入物：

－ALIF前路脊柱桁架系统

－颈椎桁架系统

－截骨术的桁架系统

FDA&CFDA关于3D打印医疗器械的思考

通过FDA审批的3D打印植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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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Shape3D打印钛合金骨科植入物获得FDA许可

MedShape是专门提供运动医学、关节融合以及肌肉骨骼创伤产品方面的手术方案和技术

的医疗机械公司。2015年2月2日,MedShape宣布已经收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对

其FastForward骨栓板（Bone Tether Plate）发放的510（k）许可。该骨栓板是MedShape公司

FastForward脚趾囊肿校正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MedShape使用医疗级钛合金（TI-6AL-

4V）3D打印而成。3D打印技术的应用使得MedShape能够设计出结构复杂、近似现有人体骨骼的产

品。

对于MedShape的FastForward脚趾囊肿校正系统来说，那些拇外翻畸形的患者将可以通过3D

打印钛板植入手术更好地保护他们现有的骨结构。考虑到拇外翻畸形的患者在成人中发病率很高，

这就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很快就会装上“3D打印钛骨头”四处走动。传统的手术方法主要采用

切割、钻孔、并重新调整和熔断第一跖骨或跖楔关节，并接合到第二跖骨处。虽然此种手术能够缓

解一些症状，但是往往伴随着较长的恢复期和出现包括骨不连、缺血性坏死、肢体短缩等相关并发

症。

FastForward骨栓板上面的缝合带能够安全、牢固地缠住第二跖骨而无需钻孔。结合为特定患

者进行的定制，该板可以与现有的骨结构达到解剖学意义上的匹配，而不需要过度的和破坏性的钻

孔。

除了获得3D打印钛板的许可之外，MedShape还获得了对于其FastForward PEEK螺钉系统的

510（k）许可——该PEEK螺钉系统是用来与骨系绳板一起使用的，它能够快速可靠地固定住在第一

跖骨的缝合带。(图片：3dprint.com)

FDA&CFDA关于3D打印医疗器械的思考

通过FDA审批的3D打印植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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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个3D打印人体植入物获CFDA注册批准

我国首个3D打印人体植入物--3D ACT 系列人工髋关节产品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注

册批准。该产品也是国际上首个通过临床验证后获得注册的3D打印人工髋关节假体，标志着我国3D

打印植入物已迈进产品化阶段。

本次获得注册的人工髋关节产品属于三类骨科植入物，是我国监管等级最高的医疗器械产品，

是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和北京爱康宜诚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研制的。在7年前，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骨科关节组团队将3D打印技术引入骨科，历经3年，研制出我国首个3D打印人工髋关节产

品。该产品的临床观察工作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牵头，联合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和武汉普爱医院共同完成。2012年6月2015年7月，共有32位患者接受了3D打印

人工髋关节手术，临床观察效果良好。

一直以来国产髋关节的最大问题就是在骨界面问题上，不论在喷涂或者烧结的工艺都与进口产

品有很大的差距，无法保证假体的长期生存率。这也是即使进口产品价格昂贵，但是也无法像患者

推荐使用国产产品的最主要原因。但是，3D ACT 系列产品凭借着优秀的表面高摩擦度、自由构建

的骨小梁微孔结构、完整的产品系列等优势，迅速获得了全国专家的肯定。

该产品国产化后将打破国外产品对高端市场的垄断，大大降低价格，为患者节约大笔医疗支

出；对推动整个3D打印产业链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图文来源：爱康宜诚）

FDA&CFDA关于3D打印医疗器械的思考

通过CFDA审批的3D打印骨科植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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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企业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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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3D打印企业市场格局（所列品牌仅供参考，资料来源：TRANPHAM )

针对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包括消费、工业需求，3D打印行业分布着各具技术优势的

品牌。针对医疗器械制造的需求，国际公认的品牌包括：

打印机品牌：3D Systems, Stratasys, objet (属于stratasys), eos, Concept 

Laser,EnvisionTEC等；

医疗软件品牌：Materialise公司的术前规划软件、三维医疗建模软件； 3D Systems

的Geomagics等。

3D打印企业

品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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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金属类3D打印企业（资料来源：3D科学谷 )

金属类3D打印机正在步入成长期。 其中德国EOS 3D打印机在欧洲市场占有率超过40%，其

金属3D打印机代表机型有EOSINT M280。EOSINT M280采用EOS公司研发的DMLS技术（DI-

RECT METAL LASER-SINTERING）进行金属件制作。 德国CONCEPT LASER公司，代表机

型 X 系列1000R，该系列机器最大的输出重量可达惊人的1000公斤。 德国的DMGMORI，代表机

型：DMG LASERTEC 65，技术为5轴加工与增材制造二合一，LASERTEC 65通过粉末喷嘴进行

激光堆焊与铣削加工共同构成的独特复合技术，为用户提供全新应用和几何形状可能。

3D打印企业

金属3D打印品牌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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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机－工业类

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http://www.china-rpm.com 

陕西恒通为用户提供各种型号的激光快速成型设
备、快速模具设备及三维反求设备，同时从事快速
原型制作、快速模具制造以及逆向工程服务。

金华市闪铸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sz3dp.com 

闪铸科技主要从事3D打印设备及耗材的研发生产，
以商业级、民用级及准工业级3D打印机、打印耗材
系列产品为主要销售产品。

上海联泰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union-tek.com 

联泰科技大规格的SLA设备、逆向工程、快速模具
和快速铸造等扩展技术，应用于在汽车、航空、工
业设计、医学、军事工业等行业。

武汉滨湖机电技术产业有限公司 

http://www.binhurp.com 

武汉滨湖生产LOM、SLA、SLS、SLM系列产品并
进行技术服务和咨询，是目前国内生产快速制造装
备品种最多的单位。 

湖南华曙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farsoon.com 华曙高科从事选择性激光
烧结3D打印（SLS）设备制造、材料生产和加工服
务三项主营业务，服务于汽车、航空航天、机械制
造、医疗器械、建筑、动漫等行业。

上海富奇凡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fochif.com 上海富奇凡为用户提供包
括三维设计、反求工程、快速成形、快速模具的相
关设备与技术及培训。

北京隆源自动成型系统有限公司 

http://www.lyafs.com.cn 

隆源公司生产AFS系列选区粉末烧结激光快速成型机被
广泛应用于科研院校、航空航天、船舶兵器、汽车摩
托车、家电玩具和医学模型等行业的设计试制部门。

武汉华科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huake3d.com 

华科三维是华中地区投资规模最大的专业3D打印装备
研发制造平台

Blueprinter 

http://www.blueprinter.dk 

丹麦的3D打印机品牌，涉及领域为工业原型、建筑、
教育以及建筑。

太尔时代 

http://www.tiertime.com 

太尔时代熔融挤压技术在工业制造、航空航天、医
疗、建筑、尤其是教育领域都已有很多的应用。

Lithoz 

http://www.lithoz.com 

Lithoz快速制造陶瓷材料的新技术称为光刻- 陶瓷制造
（LCM），这是一家陶瓷制造3D打印机为主的企业。

Realizer 

http://www.realizer.com 

Realizer拥有注册专利为选择性激光熔融（SLM™）专
利技术，并为用户提供SLM打印机及相关材料。

Rapidshape 

http://rapidshape.de 

是一家位于德国的快速原型和快速制造系统公司，公
司股东有着深厚的热处理和铸造技术背景。

3D打印企业名录



135

Voxeljet 

http://www.voxeljet.de 

Voxeljet拥有专属的3DP技术，在欧洲设有超大规
模的服务中心用以提供即时的金属铸造模型服务。

envisionTEC  

http://www.envisiontec.com 

envisionTEC 为用户提供3D打印机，包括软件和材
料。应用在珠宝、制造业、生命医疗、消费品等多
个行业。

German RepRap 

https://www.germanreprap.com 

Feldkirchen RepRap公司开发组件和低成本的3D打
印系统以及DIY打印机。此外，还提供专业的产品
和快速原型服务。

SLM Solutions 

http://www.slm-solutions.com 

SLM Solutin提供SLM（选择性激光熔融）3D金属
打印机。打印材料：主要为金属粉末材料，部分陶
瓷粉末材料。产品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和生命科
学领域。”

EOS 

http://www.eos.info 

EOS 是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SLS）的领导者。其
产品和技术几乎可以应用于制造业、消费品等所有
行业。

Concept Laser 

http://www.concept-laser.de  

Concept Laser专利熔融金属粉末技术，使用高能
光纤激光器将金属粉完全熔融固化。应用行业包括
航空航天, 汽车, 牙科, 珠宝, 生命科学, 模具。

DWS 

http://dwssystems.com/ 

DWS公司专注于研发和生产专业级的快速成型设备，
应用于珠宝、牙科、设计制造等行业特殊行业。

Arolo

http://www.arolo.it 

Arolo为用户提供产品设计、逆向工程、模具设计等服
务。

Matsuura 

http://www.matsuura.co.jp 

松浦的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行业、汽车、电机、
体育行业、精密机器、通信业、医疗研究等多个行
业。

Prodways 

http://www.prodways.com 

Prodways的movinglight专利技术保证了3D打印的速
度、精度和生产效率，尤其适合生命科学行业。

Mcor Technology 

http://www. mcortechnologies.com

Mcor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最负担得起的，全彩色和环境
友好的3D打印机还提供软件和CAD / CAM。

Arcam 

http://www.arcam.com 

Arcam生产用于3D打印的设备和部件，材料以金属粉
末为主，.采用EBM (电子束熔炼)技术，服务于生命医
疗和航空航天客户。

DM3D Technology, LLC 

http://www.dm3dtech.com 

DM3D凭借获得 DMD（直接金属沉积）专利技术，服
务于航空航天、石油天然气、汽车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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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P 

http://3dpunlimited.com 

3DP提供x1000大型3D打印机。带直线驱动的运动
部件，执行器和马达使得产品极具技术竞争力，而
开源代码软件使得打印机具有升级的灵活性。

Fusion3 Design 

http://www.fusion3design.com 

买得起的高可靠性、高速、高质量的工业级3D打
印机。

Helix 

http://helix-3d.com 

Helix 3D专注于3D打印和增材制造，客户包括工程
师、建筑师、制造商和学校，以及许多做增材制造
的创业企业。

Sciaky 

http://www.sciaky.com 

Sciaky 是增材制造（AM）的先驱，在航空航天、
国防、汽车和医疗保健行业提供广泛的创新产品和
服务。

Stratasys  

http://www.stratasys.com 

Stratasys 制造 3D 打印设备以及可直接根据数字数
据创建物理对象的材料，其产品从经济的桌面打印
机到工业级打印机，可应用于几乎所有行业。

inDimension3 

http://www.indimension3.com/ 

inDimension3设计、制造、销售大体积的3D打印机
平台及广泛的热塑性纤维满足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
的需求。

Makerbot 

http://www.makerbot.com/ 

Makerbot属于个人桌面级别的高水准3D打印机,是
教学演示与设计爱好者的入门首选。

ExOne 

http://www.exone.com 

Exone提供打印砂粉和金属粉末的大型打印机，以及打
印金属和玻璃材质的小型3D打印机。其产品和技术应
用于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汽车、能源行业。

3D Systems 

http://www.3dsystems.com 

3D Systems的产品和服务包括3D打印机、打印材料公
司的产品还包括建模软件和检测工具以及个体化手术
治疗相关的3D设备。

Threedy 

http://threedyprinters.com 

为家庭、办公室、创业者提供的3D打印机。

Renishaw 

http://www.renishaw.com 

Renishaw的金属3D打印使用激光熔融，用于零部件的
快速成型制造；真空和金属铸造3D打印系统，应用于
工业零部件、消费品、透镜、及小批量生产。

Carima 

http://carima.co.kr 

韩国的3D打印机，提供快速原型服务。

Fabrisonic 

http://fabrisonic.com 

Fabrisonic公司是一家以“超声波增材制造（UAM）”
工艺为核心的工业金属3D打印机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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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服务
中山世达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http://www.star-prototype.cn 

三维打印网 

http://www.3damall.com 

上海复翔 

www.shfusiontech.com 

云创3D 

www.yc3d.com 

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工大） 

http://web.nwpu.edu.cn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http://siti.sh.cn 

成都三鼎日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3dchange.com.cn

杭州先临三维 

http://www.shining3d.cn/zh-cn

杭州铭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magicfirm.com

上海悦瑞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ureal.com

Anubis 3D  

https://www.anubis3d.com

Axis Prototypes  

https://www.axisproto.com

Javelin  

http://www.javelin-tech.com  

The Casting Haus  

http://www.thecastinghaus.com 

3D Product Development  

http://www.3dpd.net 

Marco Polo Products 

http://www.marcopolo.co.in

Protosys Technologies Private Limited  

http://www.protosystech.com

RapiTech 

http://www.rapitech.co.in 

3D-LABS  

http://www.3d-labs.de

4D Solution 

http://www.4d-solution.com

Bertrandt  

http://www.bertrandt.com

FIT 

http://www.pro-fit.de

microTEC  

http://www.microtec-d.com

Schneider Prototyping  

http://www.schneider-international.net

Spring Srl  

http://www.springitalia.comJavelin  

Aspect 

http://www.a3d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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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ze 

https://www.solize-group.com

LayerWise  

http://www.layerwise.com

Helix 

http://helix-3d.com 

Materialise 

http://www.materialise.com

3BIGGG  

http://www.3biggg.com

Sculpteo  

http://www.sculpteo.com

Advanced Manufacturing Services  

http://www.advancedmanufacturing.com.au

Arptech  

http://www.arptech.com.au

Digital Mechanics AB  

http://www.digitalmechanics.com

3D Creation Systems  

http://www.3dcreationsystems.com

3D Innovations  

http://www.3d-innovations.com

3D-CAM  

http://www.3d-cam.com

3rd Dimension Industrial 3D Printing

http://www.print3d4u.com 

Aerosport  

http://www.aerosportmodeling.com

Alpha Prototypes  

http://www.alphaprototypes.com

American Precision Prototyping  

http://www.approto.com

Applied Rapid Technologies Corp  

http://www.artcorp.com

Aristo-Cast 

http://www.aristo-cast.com

ARRK Product Development  

http://www.arrk.com

Automated 3D Modeling  

http://www.a3dm.com

Bastech  

http://www.bastech.com

C.ideas  

http://www.prototype3d.com

CAM-LEM 

http://www.camlem.com

CY3D Printing 

http://www.cyclopital3d.com

df3d 

http://www.dfthreed.com

Dinsmore and Associates 

http://www.dinsmoreinc.com

Eagle Design & Technology  

http://www.eagledesign.com

Engineering & Manufacturing Services  

http://www.ems-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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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Analysis & Design Technologies Design 

http://www.padtinc.com

Proto Technologies  

http://prototech.com

ProtoCAM 

http://www.protocam.com

Protomold 

http://www.protolabs.com

rapid prototype + manufacturing 

http://www.rpplusm.com

Realize  

http://www.realizeinc.com

RedEye 

http://www.redeyeondemand.com

Schmit Prototypes 

http://schmitprototypes.com

Sherpa Design 

http://www.sherpa-design.com

SICAM 

http://www.sicam.com

Solid Concepts 

https://www.solidconcepts.com

Synergeering Group  

http://www.rapidnylon.com

The Outside 

http://www.paramountind.com

The Technology House 

http://www.tth.com

EoPlex  

http://www.eoplex.com

Figulo  

http://www.figulo.com

FineLine Prototyping  

http://www.finelineprototyping.com

GPI Prototype & Manufacturing Services  

http://gpiprototype.com

Harvest Technologies 

http://www.harvest-tech.com

InterPRO  

http://www.interpromodels.com

Ionic Models 

http://www.ionicmodels.com

Laser Reproductions  

http://www.laserrepro.com

LGM  

http://www.lgmmodel.com

Make-Parts 

http://make-parts.com

NE3DP  

http://ne3dp.com

Paramount Industries  

http://www.3dmetaltec.com

PartSnap 

http://www.partsnap.com

PERIDOT 

http://www.peridot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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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ega Plastics 

http://www.omega-plastics.co.uk

Pentagon Plastics 

http://www.pentagonplastics.co.uk

Shapeways  

http://www.shapeways.com

Autodesk     

http://spark.autodesk.com

Realize  

http://www.realizeinc.com 

RedEye 

http://www.redeyeondemand.com

Schmit Prototypes 

http://schmitprototypes.com

Sherpa Design 

http://www.sherpa-design.com

SICAM 

http://www.sicam.com

Solid Concepts 

https://www.solidconcepts.com

Synergeering Group  

http://www.rapidnylon.com

The Outside 

http://www.paramountind.com

The Technology House 

http://www.tth.com

RPC Technologies 

http://www.rpctec.com

3D Creation Lab  

http://www.3dcreationlab.co.uk

3T RPD  

http://www.3trpd.co.uk

CA Models  

http://www.camodels.co.uk

Laser Prototypes Europe  

http://www.laserpro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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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机－扫描及逆行工程

Lmi Technologies 

http://www.lmi3d.com 

gocator三维智能传感器, HDI三维扫描仪,色度+专
业的3D传感器扫描,kscan3d 3D扫描软件

Creaform 

http://www.creaform3d.com 

产品开发服务，数值模拟（有限元/ CFD）服务，
先进的堆焊服务，逆向工程服务，交钥匙工程和人
员培训服务外包

Steinbichler 

http://www.steinbichler.de 

Steinbichler 公司是德国一家高科技技术公司，专
注在全息干涉测量、光学测量、激光扫描、材料非
接触无损检测等领域。广泛应用于汽车设计/制造、
模具设计/制造、轮胎无损检测、航空航天等领域。

Breuckmann 

www.breuckmann.com 

Breuckmann公司一直是3D扫描领域的技术革新者
和市场领导者。其产品基于微结构光投影技术专
利，是高精度、高可靠性的3D检测工具， 主要用
于汽车制造、模具、航空航天、发动机叶轮、叶片
检测和 医疗等领域。

Solutionix

http://solutionix.com.cn

Solutionix公司提供简单易用的高品质三维扫描解决
方案，其系统采用高精度白光测量技术，可提供细
腻图像的高分辨率双摄像头系统以及快速简单自动
化处理流程。

Nikon Metrology 

http://www.nikonmetrology.com 

三维激光扫描三维产品，质量控制，逆向工程

Kreon 

http://www.kreon.fr 

非接触式三维数字化扫描仪

Tomo Adour 

http://www.tomoadour.com 

以工业计算机断层扫描（CT）X射线扫描服务

3Deling 

http://www.3deling.com 

三维激光扫描服务

3D Digital Corp 

http://www.3ddigitalcorp.com 

激光扫描系统

3dscanco 

http://www.3dscanco.com 

三维扫描服务，逆向工程，质量检验，和自定义的三维扫描
系统

Absolute Geometries 

http://absolutegeometries.com 

计算机辅助检测，逆向工程，及成型设备优化

Advanced Simulation Technologies Ltd. 

http://www.advancedsimtech.com 

工程咨询服务，长和短距离的激光扫描

Applications 3d 

http://www.applications3d.com/ 

逆向工程，三维白光扫描，检查，三维印刷，产品开发，模
具，系统和软件

3D打印企业名录



142

Arius3D 

http://www.arius3d.com 

三维影像服务

Artec3d 

http://www.artec3d.com

人体扫描，医学，工业应用，媒体与设计艺术，文
化遗产保护，其他应用程序

Innovmetric  

http://www.innovmetric.com 

软件工具

Capture 3D 

http://www.capture3d.com

快速原型制造，逆向工程，计算机辅助检测David 
Laserscanner 

Cavlab 

http://www.cavlab.com

数字化的形状复杂，准确的表面数据，验证零件的
几何形状，概念到生产

Cyber F/X 

http://www.cyberfx.com 

激光扫描服务的物和人的数字化，包括全身扫描

Cyberware 

http://cyberware.com 

激光扫描系统

Direct Dimensions

http://www.directdimensions.com 

在几何量测量技术应用的权威

Faro Technologies 

http://www.faro.com 

法如科技，世界领先的便携式计算机辅助三维测量设备系统
及软件供应商。法如专业从事设计、开发、推广和销售便携
式在线计算机辅助三坐标测量设备，以及用来创建虚拟模型
或对现有模型进行评估的专业软件。

Gaspardo 

http://www.gaspardo.com 

逆向工程服务

Geomagic 

http://www.geomagic.com 

Geomagic Studio软件

Konica Minolta 

http://sensing.konicaminolta.us 

非接触式三维数字化扫描仪

Laser Design 

http://www.laserdesign.com

激光扫描系统

Neomek 

http://www.neomek.com 

三维扫描技术，产品开发，工程，制造，和小批量生产

NeoMetrix 

http://www.3dscanningservices.net

激光扫描，逆向工程，增材制造

NextEngine 

http://www.nextengine.com

激光扫描系统

Nvision 

http://www.nvision3d.com 

数字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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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机－素材及APP

123D Gallery  

http://www.123dapp.com 

Autodesk免费应用软件及素材

180 free shapes 

http://www.cs.duke.edu 

杜克大学的免费STL素材

3D Compression Technologies  

http://www.3DCompress.com 

3D文件压缩工具

3D Content Central 

www.3dcontentcentral.com 

免费分享2D和3D素材，包括工程类和影视类，用户也可以根
据自己的要求索取想要的素材

3D Warehouse  

http://sketchup.google.com/3dwarehouse 

不仅仅是个素材库，更是个免费上传、下载的平台

Actify  

http://www.actify.com 

三维浏览产品

Artist 3D 

Artist-3d.com 

生活与艺术的专业素材网站，免费！

CADspan  

http://www.cadspan.com 

从现有的不可打印的三维CAD数据生成三维打印文件的工具和
服务

Innovmetric  

http://www.innovmetric.com 

软件工具

4D solution 

http://www.4d-solution.com 

三维扫描，逆向工程，质量检测

David Laserscanner 

http://www.david-3d.com

激光扫描系统

GOM 

http://www.gom.com 

ATOS光学扫描系统 

Perceptron 

http://www.perceptron.com

便携式三维激光扫描系统

Revware 

http://www.revworks.com 

逆向工程解决方案，包括图片扫描探针为基础的数
字化仪

Roland DGA 

http://www.rolanddga.com/products/scanners/ 

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扫描系统

Viewpoint 

http://viewpoint.com 

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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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Trader  

http://www.cgtrader.com 

游戏和电影的3D模型，3D打印和其他应用

DeskArtes  

http://www.deskartes.com 

STL查看和修复工具

df3d 

http://www.dfthreed.com 

基于云的平台，允许你创建自己的零售或在线3D打印业务

Digimation 

Digimation.com/3d-libraries/the-archive 

大量的动物、飞机、建筑、运动品等高精度带图案的素材，
大部分收费，偶尔平台为了吸引人气也会有免费的素材

Geomagic  

http://www.geomagic.com 

三维扫描和逆向工程软件

GrabCAB 

Grabcad.com/library 

这是一个开发者的炫技平台，收录了大量的精彩免费素材

Manufacturing and Polymer Portal  

http://manufacturingportal.org 

仿真和制造商软件建模

Materialise 

http://www.materialise.com 

Magics, Mimics, 3-matic和其他三维软件产品

MeshLab 

http://meshlab.sourceforge.net 

非结构化3D网格的处理和编辑开放系统

My Mini Factory 

www.myminifactory.com 

所有的素材都经过实际打印测试，高可靠性的免费素材网站

Netfabb  

http://www.netfabb.com 

网格编辑软件和结构构造

OpenRP 

http://www.openrp.com 

数据交换，保持与STL文件格式的兼容性

ShareCG 

Sharecg.com 

点击页面上的3dmodules,这里有大量的新颖别致的素材，包括
航空航天，建筑类

Sketchfab  

https://sketchfab.com

实时发布和浏览三维模型，无插件

Solid Concepts 

http://www.solidview.com 

Solidview

Thingiverse 

www.thingiverse.com 

包括需要购买的和免费的素材社区，素材被RepRap项目，3D
打印机以及MakerBot操作者广泛应用

Trace Parts Online 

www.tracepartsonline.net 

是世界上最大的素材库之一，提供超过1个多亿的免费2维、3
维CAD素材，包括航空航天、生命科学、汽车、电子、能源、
化工、农业等技术型素材

TurboSquid 

http://www.turbosquid.com

网站收录了免费和收费的大量素材，用户需要在搜索栏键
入.stl, 或者.sldprt来查找下载的素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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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 PLM
Autodesk 

http://www.autodesk.com 

AutoCAD, Inventor, Mechanical Desktop, 3D Studio，和其
他产品

Cimatron 

http://www.cimatron.com 

CimatronE 及 GibbsCAM

Dassault 

http://www.3ds.com 

CATIA

Delcam 

http://www.delcam.com 

DUCT, PowerMill

IronCAD LLC 

http://www.ironcad.com 

ironcad实体建模软件

MasterCAM 

http://www.mastercam.com 

MasterCAM

Okino Computer Graphics 

http://www.okino.com 

绘制，可视化，和模型转换的软件

PTC  

http://www.ptc.com 

Creo, Windchill, 及其他

Siemens 

http://www.plm.automation.siemens.com/en_us/products/
nx/for-design/ 

NX, Solid Edge

Solidworks 

http://www.solidworks.com

Spatial 

http://www.spatial.com 

ACIS

Visio 

http://office.microsoft.com/en-us/vi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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