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综述

良好的透气性：这种踝关节/足部矫形器上有很多透气孔，环状封闭系统几乎覆盖整个脚面，从而防止出汗过多。

（来源：plus medica OT）

最大程度地提高矫形器生产中的灵活性 

和设计自由度

面临的挑战	  

设计根据患者需求优化定制

的、兼具多项功能的矫形器并

进行 CAD 设计和生产

解决方案

使用 EOS P 396 进行工业 3D 打

印，为患者打造量身定制的矫

形器

成果

•  功能：可以完全自由地设计

结构、功能和材料厚度 

•  舒适：重量轻、透气性好，

可提高佩戴者的舒适度 

•  可再现：开发成功后，可以

随时以相同的结构再次生产

任何特定的矫形器 

•  标准化：始终如一的和可重

复的生产质量，不依赖于任

何人工生产质量因素、人员

资质和技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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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结构与定制设计 - 增材制造对于推进矫形技术重大变

革所发挥的作用

简介	  

plus medica OT 是一家 3D 打印

医疗辅助用品供应商。该公

司将传统的矫形技术工艺与

增材制造带来的各种可能性

相结合，基于全新的设计方

案为患者量身定制质量卓越

的矫形器。

更多信息

www.plusmedicaot.com 

在涉及到支撑型矫形器时，矫形外科技术人员通常受到个性化结构的束缚，因为形态、功能和材料厚

度配置必须适合每位患者的需求。当需要采用复杂结构时，传统工艺通常已达到自身极限。此外，由

于其生产成本较高而且非常耗时，因此没有现货可用。为解决这些问题，plus medica OT 采用了工业 

3D 打印技术。借助 EOS GmbH 的生产系统和咨询服务，该公司可根据每个患者需求来量身定制矫形

器，而传统工艺几乎无法实现这一点。

面临的挑战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在

矫形外科领域尤为如此，矫形

外科的目标就是根据个性化需

求来支撑或恢复人体活动能

力。为使治疗圆满成功，矫形

器的设计必须与患者的解剖结

构和治疗需求精确匹配。这也

解释了矫形器需按定制结构生

产或进行小批量定制生产的原

因，因为直到如今，矫形外科

技术人员一直根据各种可行的

传统生产方法（例如铸造、成

型、建模和铣削等）来构建矫

形器。但是，复杂的结构和不同

的材料厚度要求已达到了现有传

统加工工艺的极限。如果需要在

同一款产品中融合多种功能，必

须以手动方式将多个单独的零部

件组合形成矫形器成品，而这是

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同时，对

于存在神经系统疾病（例如瘫

痪、中风或多发性硬化症等）发

病风险的患者，还必须尽快使用

矫形器来支持他们的灵活移动

性。对儿童进行治疗时，需要进

一步考虑的因素是他们生长速度

很快，这意味着辅助用品必须频

繁更换。plus medica OT 已经意识到

了这些挑战，并为自身确立了采

用工业 3D 打印提升患者护理水

平的目标。“我们将矫形外科手

工工艺与增材制造的优势相结

合，”plus medica OT 首席运营官 

Alexander Hülk 表示。

解决方案

自 2015 年起，plus medica OT 致

力于开发、构建、生产和销售采

用增材制造技术制造的矫形器。

该公司的关键重点是利用该项技

术的潜力来提升患者护理水平，

并为矫形外科技术人员提供这项

技术。为此，该公司致力于从经

济和技术层面优化这类组件，并

且尤为关注矫形器的形态和功

能。这就是全球首家矫形外科技

术的 3D 打印供应商 plus medica 

OT 能与当地整形外科技术人员密

切合作的原因所在。只有根据矫

形外科技术的要求协调设计和增

材制造的所有工艺，才有可能取

得最佳的效果。 

全方位理念：集成式小腿（上部）

用魔术贴固定件、整体式关节系

统、带徽标的运动止动装置、便于

保持稳定性的集成跟骨板以及通过

突片锁连接内部足部组件 (DAFO) 

（从左至右）。

（来源：plus medica OT）



为此，该公司与 3D 打印领域的

技术领导者 EOS 开展合作。EOS 

不仅提供所需的系统和材料，还

能在开发和生产过程中为用户提

供各种支持。“我们从 EOS 提供

的实力极强且基于合作伙伴的咨

询服务中受益良多，例如，就选

择最适合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大

力支持，”Alexander Hülk 解释

道。经验丰富的医学工程应用专

家帮助他积累专业知识，并为其

展示如何全面挖掘该技术的潜

能。而且直到现在，当遇到设计

优化和功能集成相关问题时，他

们仍能随时提供帮助。plus medica 

OT 在制造矫形器时，首先会由矫

形外科技术人员为患者制作石膏

模型。然后，直接在石膏模型上

设计矫形器。之后，矫形外科技

术人员将石膏模型和订货单一并

送到 plus medica OT。随后，使

用 3D 扫描仪对石膏模型进行数

字化。接下来，plus medica OT 采

用 CAD 程序设计出矫形器，并将

构建数据传输到生产系统 EOS P 

396。利用激光束将精细的粉末

材料逐层烧结叠加，最终制造出

零部件。这样，无需任何特殊工

具，即可制造出所能想象的任意

形状的矫形器。采用的材料是尼

龙聚合物，具有出色的硬度和耐

冲击度，在重负荷下既不会碎裂

也不会断裂，降低了患者受伤的

风险。 

成果

增材制造助力 plus medica OT 采用

新方法生产出质量卓越的辅助用

品，即使是复杂的结构也能轻松

制造。此外，在同一个矫形器中

可以变换不同的材料厚度，从而

达到增强特定部位的灵活性或硬

度。关节和封闭系统或魔术贴固

定件等标准零部件可集成在矫形

器的任意位置。同样也可应用到

透气口上来改善其透气性。“在

同一矫形器中融合多种几何形状

并使其具有较薄的壁厚和集成功

能，这是采用传统生产工艺无法

轻松实现的。”Alexander Hülk 明

显十分满意，如此解释道。与以

往相比，采用新工艺制成的矫形

器能够更好地契合患者需求。而

且，显然定制这种辅助用品也相

对容易且经济实惠。如果患者有

定制需求，可以在工件表面重新

制作样式，而无需扩展生产过

程。后续的染色和上漆工艺可形

成丰富多彩的颜色。对于 Alexander 

Hülk 而言，重量和集成功能优

化、良好的透气性和极具吸引力

的设计都是治疗取得成功的决定

性因素：“没有人喜欢佩戴矫形

器。不过，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几

乎可以忽略它的存在，甚至还充

满美感，则可大幅延长佩戴时

间，从而使矫形器达到满意的治

疗效果。” 

EOS 技术的另一大优势是零部件

可轻松再现：开发成功后，可随

时生产质量相同的矫形器。例

如，对于儿童矫形器，由于需要

不断更换尺寸，但功能和结构却

要保持不变。因此，这也相当重

要。如果矫形外科技术人员还采

用其专用的 3D 扫描仪，则还会

缩短设计过程。

EOS 系统能够制造医疗器械。但是，EOS 不保证这些器械满足所有相关法规。

“患者佩戴增材制造工艺制成

的矫形器后，通常都会继续使

用。这种矫形器的贴合度、

佩戴舒适度和外观明显优于

传统工艺制造的矫形器。”

Alexander Hülk， 

plus medica OT 首席运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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