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力企业增材制造转型 
人才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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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企业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
唯有不断创新才能战胜对手。即
便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因为缺
少专业知识，他们采用增材制造 
(AM) 的进程非常迟缓。

增材思维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通
过为您提供超越竞争对手所需的
知识，帮助您的企业充分发挥 AM 
的全部潜能。我们的使命是随时
随地向客户快速传授必要的专业
知识。

Thomas Weitlaner  
Additive Minds 主管，同时负责 EOS 
业务拓展

超过 300 个
成功的客户项
目，遍及 25 
个国家/地区

100  位 AM 
专家组成的全
球最强大的行
业专家团队

27 项培训和 
17 种咨询 
服务

7 个全球技术
和创新中心

AM 市场最大
的咨询部门

Additive Minds 
（增材思维）
优秀的 AM 国
际专家团队

客户至上的理念

我们运用增材制造技术助推各类
企业实施各项创新举措以打破发
展瓶颈。Additive Minds（增材思
维）已成功实施超过 300 个客户
项目，因此我们有能力使您的企
业迈上更高的台阶。



找到适合的
应用
第 8-13 页

开发您的应用
第 14-23 页

提高产量
第 24-32 页

认证和调整生产规模
第 34-41 页

建立数字化制造工厂
第 42-56 页

您的主要收益
 → 促进您的员工快速成为下一代行业高手

 → 看清您的组织在增材制造方面的短板

 → 通过增材制造获得竞争优势

 → 将经济压力转化为快速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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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始？
 → 哪个应用可以在 AM 中带来
价值？

 → AM 的机遇与局限有哪些？

 → AM 对我的企业有哪些影响？

目标群体：

管理层，工程师，项目经理

我的未来应用是怎 
样的？

 → 我将如何实现颠覆性创新？

 → 有哪些设计准则？

 → 如何改进工艺？

 → AM 在财务上是否可行？

 → 如何充分发挥 AM 的潜力？

目标群体： 

设计工程师，工艺工程师，
产品工程师

您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们的解决方案！
如何开始生产？

 → 恰到好处的工厂什么样？

 → 我需要哪些设备？

 → 如何培训员工？

 → 如何优化生产？

目标群体： 

生产工程师，操作员， 
质量工程师

如何扩大企业 
规模？

 → 如何进行验证？

 → 如何转变工艺？

 → 如何提升效率？

 → 如何调整生产规模？

目标群体： 

质量工程师，工艺工程师，
管理层

如果在 AM 领域赢
得先机？

 → 哪些因素影响效率？

 → 哪些因素影响成本？

 → 如何优化生产？

目标群体： 

生产工程师，管理层



认证和调整
生产规模

建立数字化 
制造工厂

提高产量开发您的应用找到适合的
应用

有关预约和报价事宜，请
联系我们进行单独报价。

amc@eo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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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思维 
产品组合

咨询

创新中心

合作

培训

针对您面临的具体挑战提供工业化项目
支持，第 11 页

借助 EOS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建立您的 
AM 技术中心，第 66 页

以较短的时间实现标准化的知识转化过
程，第 10 页

快速启动并节省进入 AM 生产的时间，
第 58 页

为您的工程师提供广泛的实践教育课程，
第 64 页

联合开发您的数字化工厂，以提高您的
生产效率，第 47 页

套餐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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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Bus GmbH 隶属于 Daimler Buses 
分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公共汽车
制造商，同时也是全球行业领导
者之一。

项目

为了高效进入增材制造领
域，提供全方位的咨询，
目的在于建立可持续的备
件管理系统。

起点
CSP 3DD – Daimler Buses 是 Daimler 
Group 的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公
共汽车制造商之一。为了在竞争
激烈的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CSP 
3DD – Daimler Buses 致力于实现两
大战略目标：利润的可持续增长
和强大的创新能力。 

增材思维的咨询服务
→→ 零部件筛选

→→ 敏捷设计开发

成果
→→ 从 300,000 多个有效备件中确
定 2600 个合适的零部件

→→ 在项目的初始阶段，制造了 
35 个金属和聚合物零部件

→→ 开发不易燃的聚合物材料，以
符合汽车行业的严格法规

Daimler Buses – CSP 3DD
案例研究

找到适合的应用 EvoBus

→→ 利用典型结构表面的特殊工艺
参数，重新生产原来通过注塑
成型制造的内饰零部件

→→ 仅在一年之后，在 2017 年 7 月
制造出第一批零件，比预期快
很多  

项目研讨会：	
Ralf Anderhofstadt（CSP 
3DD – Daimler Buses 项目
经理）和增材思维专家

专为 Daimler Buses 重新
设计的备件

增材制造 传统工艺

找到适合的应用培训与咨询

找到适合的应用

培训

3D 打印与创新
快速了解增材制造及其机遇与→
局限。

咨询

零部件筛选
了解哪些零部件适合通过增材制
造技术生产，进而为企业创造更
多价值。

实际案例开发
对生产零部件的所有工艺进行详
细分析。最终，客户获得实际案
例以及设备总工时、价值流程图
和成本构成的生产规划依据。

动态战略发展
了解增材制造对企业的影响，并
通过模拟特定的市场环境来规划
企业战略。



零部件 
筛选 

强大的工具和方法，使我们以
高效有序的方式从产品组合中
挑选出适合的应用。

目标

帮助客户按以下方式找到合适的 AM 应用：

→→ 提供零部件筛选的方法

→→ 积累零部件优先级与分类的专业技术

→→ 了解 AM 对客户零部件与业务发展带来的益处

→→ 使用计分卡的方式整理筛选结果

→→ 按技术与经济目标对所选零部件进行评定

→→ 制定客户 AM 实施蓝图

模块 1 

增材制造简介
→→ 主要影响因素 

→→ 增材制造的机遇与局限

模块 2  

零部件筛选方法
→→ 零部件筛选方法简介

→→ 单位成本计算 

→→ 技术展望

模块 3  

价值链分析
→→ 确定客户具体关注焦点

→→ 挖掘增值潜力

模块 4  

零部件筛选
→→ 接合零部件筛选

→→ 在 EcoTec（技术性与经济性）
矩阵中对应用领域进行评估
与分类

模块 5  

所选零部件的评估
→→ 所选应用领域价值链的详细
研究

了解哪些零部件适合通过 
增材制造技术生产，进而 
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模块

模块 6  

增材制造设计原理
→→ 将传统工程设计转换到增材制
造的基本原理

模块 7  

总结与展望
→→ 研讨会总结

→→ 下一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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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与
创新 目标

→→ 认识并了解 AM 的主要优势

→→ 成为公司内的 AM 思想领袖并激励他人

→→ 学习全球实际案例，了解 AM 生产工艺的优化方法

→→ 发挥您的创造力，探索创新性 AM 应用

→→ 分析您的企业价值链，了解 AM 能对其产生的正面影响

→→ 了解从现有产品组合中筛选出适合用增材制造生产零部件的方法

第 1 部分 

增材制造简介
→→ 体验 3D 打印

→→ 了解不同材料、设备与技术

第 2 部分 

AM 开发与生产
→→ 自由设计与生产

→→ 了解 AM 的优势与潜力

→→ 探讨行业应用案例

第 3 部分 

价值链分析
 → AM 对参与人员所在行业及其
企业与竞争者的影响

第 4 部分 

生产工艺基础
 → AM 工艺流程的详细研究

→→ 技术工作原理

第 5 部分 

增材制造设计
 → AM 设计准则简介

→→ 设计思维方法

第 6 部分 

零部件筛选
→→ 零部件筛选方法简介

→→ 单位成本计算

→→ 评估潜力

→→ 技术趋势与发展

第 7 部分 

技术实施蓝图
→→ 从方案制定到实施制造的整个
生产规划

→→ 组织与团队设置

→→ 员工培训

→→ 变革管理

→→ 技术开发

快速了解增材制造 (AM)  
及其机遇与局限。

课程信息

学时： 1–3 天

培训等级： 初级与高级

课程人数： 最多 10 人

地点： EOS 总部或您的指定
地点

知识点

找到适合的应用培训 找到适合的应用咨询



实际案例 
开发 目标

分析所选零部件的 3 步方法：

→→ 比较不同的生产方案

→→ 批量 AM 零部件生产的计划标准

→→ 所选应用的实际案例

 → 以价值流程图、总生产时间和成本的形式展现零部件生产的全部 
工艺。

模块 1  

AM 数据准备
→→ 特定 AM 成型作业的数据准备
和定位

模块 2  

评估特定的成型方案
→→ 在所选 AM 设备上评估不同的
成型方案（单个零部件/批量/
装配件）

对生产零部件的所有工艺
进行详细分析。最终，客
户获得实际案例以及设备
总工时、价值流程图和成
本构成的生产规划依据。

模块

模块 3  

生产设置
→→ 生产设置的配置和选择以及灵
敏度分析

模块 4  

实际案例分析
→→ 总体价值分析

→→ 投资回报率计算

动态战略 
发展 目标

帮助客户了解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中实施 AM。

→→ 了解增材制造为您的业务带来的颠覆性潜力

→→ 为战略决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 关注未来的市场发展，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 构建创新型商业模式，在众多竞争企业中脱颖而出

模块 1  

增材制造的影响
→→ 产品创新与供应链改进

模块 2  

颠覆性案例研究
→→ 体验 AM 的颠覆性潜力 

模块 3  

战略性竞争博弈
→→ 定制竞争博弈技术，颠覆企业
价值链 

模块 4  

提炼学习要点
→→ 提炼关键战略要素并确定优
先顺序

了解增材制造对企业的
影响，并通过模拟特定
的市场环境来规划企业

战略。

模块

模块 5  

战略实施报告
→→ 对竞争博弈的结果进行修正，
为您的 AM 实施路径提供有针
对性的建议

13找到适合的应用咨询 找到适合的应用咨询



15

开发您的应用林德公司

林德集团是工业气体、工艺气体
和特种气体的全球领先供应商，
也是盈利能力最强的工程公司→
之一。

项目 

林德公司面临激烈的市场
竞争，传统的制造方式在
价值链的性能和成本构成
方面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起点
林德公司需要在短时间内建立工
业 3D 打印的设计和制造能力。他
们希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并
进行概念验证。而且，新获得的
专业知识必须在林德公司内部长
期发挥作用。

增材思维的咨询服务
 → AM 零部件筛选研讨会与技术
转移

→→ 概念验证：现有产品（燃气燃
烧器）的全面优化

→→ 林德公司 AM 研发中心

成果
自身竞争力显著提升：

 → Hydropox 燃烧器具有更好的
性能

→→ 能够批量定制

→→ 控制成本

→→ 受保护的知识产权 

林德公司
案例研究

竞争策略
→→ 林德公司在增材制造和设计领
域积累了大量专业知识

→→ 能够在企业内部将增材制造知
识传播到其他业务部门和产品

重新设计的 Hydropox 燃
烧器：一体化制造

燃气燃烧器具有均匀
的火焰锋，制造时间
短，紧凑的设计更具吸
引力，零部件的数量
从 15 减少到 1，后处理
更省力

培训 

面向增材制造的设计
在实践教学中学习如何使用金属
或聚合物实现面向增材制造的→
设计。

拓扑优化 
在实践教学中学习面向增材制造
的设计中如何组合拓扑优化。 

参数编辑
通过曝光策略定制充分发挥增材
制造的潜力，使产品愈加完善。 

晶格结构
通过晶格结构制造下一代医疗植
入体、仿生轻量化零部件等

高级支撑方案
了解零件摆放角度对支撑的影
响，以实现最佳的零件质量和工
艺稳定性。

开发您的应用

咨询 

应用探索
获得 AM 设计专家的支持，挖掘 
AM“设计自由度”的潜能，实现
应用的重新设计或开发颠覆性新
部件。

应用工艺优化
传递参数或创建独有的金属材料
参数集，以满足特定的零部件或
材料要求。

应用快速开发
调动 AM 全部潜能在短时间内开发
创新和颠覆性应用。

开发您的应用培训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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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优化
目标
→→ 了解 AM 的机遇与局限

→→ 学习适用于 AM 技术的创新设计方法和流程

→→ 学习如何应用模拟技术来设计轻量化结构

→→ 了解设计优化的背景和理论

→→ 了解设计工作流程

→→ 学习和应用仿生设计方法来生产仿生结构

→→ 学习技术与设计准则

→→ 在实践练习中应用 AM 设计

在实践教学中学习面向增
材制造的设计中如何 
组合拓扑优化。

课程信息

学时： 2 天

培训等级： 初级与高级

课程人数： 最多 8 人

地点： EOS 总部

知识点

课程信息

学时： 2 天

培训等级： 高级

课程人数： 最多 8 人

地点： EOS 总部 

知识点

面向增材 
制造的设计 目标

→→ 了解 AM 的机遇与局限

→→ 了解如何成功设计、优化、构建并应用 AM

→→ 学习 AM 设计思维 (Design Thinking) 的方法

→→ 体验 AM 工艺流程实践操作

→→ 了解设计工作流程

→→ 学习技术与设计准则

→→ 学习仿生、轻量化等创新设计

→→ 在实践练习中应用 AM 设计

在实践教学中学习如何使
用金属或聚合物实现面向

增材制造的设计。 

开发您的应用培训

第 1 部分 

AM 的机遇与局限
→→ 功能集成

→→ 批量定制

→→ 复杂性没有限制

第 2 部分 

工作流程
→→ 设计与数据处理

→→ 任务准备与打印

→→ 后处理

第 3 部分 

材料、设备和工艺基础 

→→ 材料属性

→→ 设备安装

→→ 热工艺

→→ 逐层成型

→→ 收缩和变形

→→ 激光和粉末相互作用

第 4 部分 

设计准则
→→ 壁厚

→→ 间隙尺寸

→→ 清除粉末

第 5 部分 

AM 设计思维 

→→ 方法

→→ 思维方式

→→ 案例

第 6 部分 

零部件优化
→→ 零部件与打印分析

→→ 仿生和拓扑优化的重新设计
潜力

第 7 部分 

最佳实践与应用真知灼见
→→ 优化数据处理

→→ 零部件质量

→→ 通过设计降低成本

第 1 部分 

了解阶段
 → AM 的设计挑战和机遇

→→ 优化驱动型设计和用户案例

第 2 部分 

应力分析简介
→→ 理论背景

→→ 设置线性静态应力分析和实
践练习

第 3 部分 

优化简介
→→ 计算优化的理论背景

→→ 优化类型

→→ 拓扑应用

第 4 部分 

AM 拓扑优化 1/2

→→ 常用策略

→→ 提出方案

→→ 实践练习

第 5 部分 

AM 拓扑优化 2/2

→→ 评估方案

→→ 方向定义和制造工艺设计

第 6 部分 

重建拓扑简介
→→ 仿生设计

→→ 仿生设计方法

→→ 软件

→→ 实践练习优化

第 7 部分 

仿生设计的实践阶段
→→ 应用仿生设计方法的相关概念

第 8 部分 

开放实验室和结论
→→ 公开讨论

→→ 问答环节



开发您的应用培训 开发您的应用培训 19

晶格结构

目标
→→ 分析客户应用目标

→→ 明确优化潜力

→→ 选择测试范围的关键参数

→→ 根据多次改进与测试实施情况指定测试范围

→→ 记录结果并跟进

第 1 部分 

晶格结构的机遇与局限
→→ 晶格设计

→→ 清洁方法

→→ 软件

第 2 部分 

分析客户应用目标 

→→ 了解具体需求

→→ 重点展示标准参数的局限性

第 3 部分 

重点展示晶格曝光策略 

→→ 修改参数的原因与影响

→→ 局限性和优化可能性

→→ 可制造性

→→ 激光驱动型设计

第 4 部分   

明确与所选应用相关的优化
潜力
→→ 成型速率

→→ 力学性能

→→ 表面粗糙度

第 5 部分 

选择测试范围的关键参数 

→→ 晶格设计

→→ 曝光策略

→→ 后处理

→→ 力学性能

→→ 可制造性

第 6 部分   

根据多次改进与测试实施情
况指定测试范围
→→ 晶格孔隙度

→→ 晶格粗糙度

→→ 可制造性

→→ 力学性能

通过晶格结构制造下一代医疗植入
体、仿生轻量化零部件等

课程信息

学时： 2–4 天

培训等级： 高级，已安装 EOS 
金属系统，已完成
参数编辑培训

课程人数： 最多 5 人

地点： EOS 总部或您的指定
地点

知识点

参数编辑
目标
→→ 学习使用参数编辑器并了解修改参数的原因与影响

→→ 学习如何针对棘手产品制定工艺解决方案

第 1 部分 

参数编辑入门
→→ 使用参数编辑功能进行优化，
以达成客户应用目标（表面粗
糙度/材料强度/应力管理要→
求等）

第 2 部分   

利用参数编辑解决棘手产品
问题
→→ 利用参数编辑功能帮助客户针
对其棘手产品自主制定工艺问
题解决方案

通过曝光策略定制充分发
挥增材制造的潜力， 
使产品愈加完善。 

课程信息

学时： 2 天

培训等级： 初级与高级

课程人数： 最多 4 人

地点： EOS 总部或您的指定
地点

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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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探索
目标
→→ 在您的应用中实现 AM 的全部设计潜能

→→ 在设计过程中考虑整个供应链，从而实现 AM 价值链优化

→→ 使用设备参数作为设计元素，全面超越传统设计方法

→→ 全面支持您的特定应用开发

模块 1  

激光驱动型设计
→→ 实现极高的分辨率

→→ 开发新零部件属性

→→ 减轻零部件重量，减少材料
损耗

模块 2  

快速应用开发
→→ 体验快速创新方法

→→ 增材思维

模块 3  

拓扑优化
→→ 重新思考您的系统

→→ 体验功能驱动型设计

→→ 针对全新的颠覆性设计理念应
用 AM 设计准则

模块 4  

仿生学
→→ 从自然界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寻
找灵感

→→ 将创意转化为可操作的设计
方法

模块 5  

晶格结构
→→ 不同的晶格结构应用于任何
零部件

→→ 减轻零部件重量，减少材料
损耗

模块

模块 6  

纹理
→→ 将任何纹理应用于复杂表面

→→ 提升零部件的视觉和触觉效果

→→ 降低制造复杂性

模块 7  

功能集成
→→ 观察微观和宏观零部件环境，
集成零部件

→→ 提升零部件性能

→→ 降低制造复杂性

开发您的应用培训

高级支撑
方案 目标

→→ 了解 Magics 中的各种支撑类型

→→ 了解各种支撑的用途

→→ 了解如何避免任务失败

→→ 使用工作流处理复杂零件

→→ 大量实践案例

→→ 利用夜间时间自动执行成型作业，进行人工后处理并进行评估

第 1 部分 

理论背景
→→ 支撑的各种用途

第 2 部分  

找到最佳方向
→→ 实现最少的时间和粉末消耗

→→ 保证工艺稳定性

→→ 保证表面质量

→→ 方便后处理

第 3 部分 

准备支架
→→ 在 Magics 中执行数据修复

→→ 实践阶段

第 4 部分 

基本支架结构
→→ 椎体支撑

→→ 实体支撑

→→ 底部圆角

→→ 编辑支撑面

 → 2D 编辑

→→ 角度支撑

第 5 部分  

高级支撑结构
→→ 块状支撑

→→ 组合支架

→→ 肋状支撑

→→ 多重块状支撑

 → CAD 支撑

第 6 部分 

工作流程
→→ 处理复杂零件

→→ 选择正确的支架

第 7 部分  

故障排除
→→ 识别常见错误

→→ 技巧和窍门

第 8 部分  

实践阶段
→→ 作业准备

→→ 利用夜间时间自动执行成型
作业

→→ 移除支撑

→→ 评估支撑

了解零件摆放角度对支撑
的影响，以实现最佳的零
件质量和工艺稳定性。

获得 AM 设计专家的支
持，挖掘 AM“设计自 
由度”的潜能，实现应
用的重新设计或开发颠

覆性新部件。

课程信息

学时： 3 天

培训等级： 面向初级与高级用
户，并且已具有使
用 Magics 进行基
本数据准备工作的 
经验

课程人数： 最多 4 人

地点： EOS 公司或您的指定
地点 

*（如果 EOS M 机器可用）

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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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快速 
开发 目标

通过以下方式帮助客户开发颠覆性 AM 应用：

→→ 提供独特的方法来完全重新思考您的应用

→→ 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发以客户和用户为中心的创新型应用

→→ 传授 AM 技术的专业知识，并确定 AM 在应用和业务方面的优势

→→ 多次在短时间内迭代以获得原型

→→ 制定 AM 蓝图，使用新的应用概念取得成功

模块 1  

了解应用相关问题
→→ 明确相关要求

→→ 促使各利益相关者领会真实需
求并获得专家意见

模块 2  

方案制定
→→ 方案制定方法简介

→→ 提出新设计的第一个概念

模块 3  

决策
→→ 确定评估标准

→→ 评估各种概念

→→ 最终决策

模块 4  

原型
→→ 制定具体的设计要求

→→ 构建原型

挖掘 AM 全部潜能在 
短时间内开发创新和 

颠覆性应用。

模块

模块 5  

反馈
→→ 采访利益相关者

→→ 分析要求执行情况

→→ 评估反馈

模块 6  

总结与展望
→→ 研讨会总结

→→ 定义后续步骤或重复使用应
用快速开发的零部件（如果
需要）

开发您的应用咨询

应用工艺 
优化 目标

允许客户应用参数编辑策略：

→→ 了解如何在不同型号的设备之间传输参数集

→→ 学习为现有材料创建新的参数集或创建新应用的策略

→→ 了解修改参数的原因与影响

→→ 创建可靠的过程

→→ 验证自己的材料

模块 1  

定义开发目标
→→ 明确参数开发的目标和范围

→→ 整个项目的初始计划

模块 2  

参数传递方法
→→ 显示如何在不同型号的设备之
间传递工艺

模块 3  

参数开发方法
→→ 介绍如何创建新的参数集以
满足客户特定的目标，如提高
生产效率或特殊表面特性、机
械性能等

模块 4  

材料开发方法
→→ 对新材料开发过程的技巧进
行培训

模块 5  

实践示例和测试工作
→→ 将专有技术应用于各种测试
工作，从而显示修改不同参数
的原因和影响

模块 6  

定义发展蓝图
→→ 含测试工作在内的整个开发周
期计划

→→ 评估程序和验证工艺

开发独有的金属材料 
参数集，以满足特定 

生产要求。   

模块

模块 7  

确定适合批量生产
→→ 显示优化参数或自有材料的验
证方法

→→ 过程优化后重新验证的范围

模块 8  

质量关联矩阵
→→ 参数变化的相关性和对不同特
征的影响

模块 9  

简化的测试方法
→→ 优化测试工作的方法

现在我对参数以及如何将它们应用
于我的工艺有了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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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产量 ArianeGroup 提高产量培训与咨询

ArianeGroup，前身为 Airbus Safran 
Launchers，负责开发与生产欧洲全
新运载火箭 Ariane 6。

项目 

以尽可能少的组件及更低
的单位成本生产火箭发动
机助推器。面临的挑战是
要认证火箭发射的关键任
务零部件。

起点
喷嘴头是助推器的核心组件之
一。在传统设计中，该组件由 
248 个零部件构成，而这些零部
件通过铸造、铜焊、焊接与钻孔
等制造步骤生产、装配而成。生
产如此多的零部件也是一个十分
耗时的复杂过程。ArianeGroup 完
成了一项新设计，将 122 个喷嘴
集成为单个零部件。面临的挑战
是确定从正确的 EOS 系统和工厂
布局到零部件定位和后处理的一
整套最佳生产配置。

成果

→→ 成本效益超过 60%

 → AM 生产配置考虑到多个因素，
成本非常低 

→→ 与铸造和焊接相比，质量更高

→→ 交货时间减少约 80%

→→ 生产内包

ArianeGroup
案例研究

Ariane 6 可能是第一个
采用  EOS M 400-4 构建
的新喷嘴头助推的火箭

全新设计的喷嘴头，仅
由一个零部件构成

增材思维的咨询服务
实际案例开发

→→ 风险分析

→→ 单个零件成本优化

→→ 方案分析和总成本计算

→→ 生产布局图

→→ 生产流程规划与优化

提高产量

培训 

高级用户培训等级 1
与我们的专家一道多方检验您的
第一次 AM 体验，帮助您加深对
系统、材料和工艺的了解。

高级用户培训等级 2
通过选择您最感兴趣的模块，
扩展您的技能来构建成功的 AM  
零件。

EOSTATE MeltPool 熔池 
监测
在质量保证环节应用  EOSTATE 
MeltPool 熔池监测，使其真正实
现增值效益。

EOSTATE Exposure OT 
（光学断层扫描）
在质量保证环节应用光学断层扫
描，使其真正实现增值效益。

咨询 

制造设施规划
针对特定工艺流程和生产场所定
义工厂布局。

EOSTATE Exposure OT 和 
MeltPool 工艺现象
在现有 QA/QC 框架内执行工艺监
测工具，并提供 DMLS 工艺及其
对缺陷影响的深入分析。

具体科目模块

参考点校准
使用 PSW/EOSPRINT 中的 EOS 参考
点校准功能，使客户能够精确定
位零件。

EOS 技术培训
新的设备操作员需要在 EOS 聚合
物或金属系统安全高效运行方面
接受严格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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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用户 
培训等级 1 目标

→→ 强化您的设备设置技能

→→ 评估成型任务的因果关系

→→ 通过我们的 AM 专家获得应用知识的本质特征

→→ 拓宽您的零件取向、零件定位和支撑的知识

→→ 回顾到目前为止的 AM 成型经验，并获得实用的技巧和技术

→→ 通过一次夜间自动执行的成型作业，体验实践教学

第 1 部分 

系统操作高级课程 

→→ 重复机器设置

→→ 高效操作 EOS 激光烧结系统及
其外围组件 

→→ 通过微调提高尺寸精度 

→→ 粉末处理

→→ 仅金属：了解剂量系数以及如
何正确调整剂量

第 2 部分  

数据准备高级课程 

→→ 使方向符合技术要求 

→→ 高效且高产的零件定位 

→→ 选择正确的参数/最符合零件
要求

 → EOSPRINT 工艺软件的高级操作 

→→ 仅金属：掌握支架结构生成的
技能，例如椎体、柱体和带角
度支架

第 3 部分 

故障排除基础知识
→→ 了解如何找到应用问题的根
本原因

→→ 打印客户校准件或客户零件

→→ 测量话题 – 依赖工艺和数据
准备

→→ 到目前为止，对您在零件构
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答
疑解惑

与我们的专家一道多方检
验您的第一次 AM 体验，
帮助您加深对系统、材料

和工艺的了解。

课程信息

学时： 1.5 天

培训等级： 初级与高级，EOS 金
属系统已经在 4-6 
周前完成安装，基
本培训已完成

课程人数： 最多 4 人

地点： 您的指定地点

知识点

高级用户 
培训等级 2 目标

→→ 更高效地使用您的系统

→→ 使您的最新零件快速投入运转 

→→ 与我们的 AM 专家交流您的 AM 经验并获得直接反馈

→→ 了解最常见的错误，以及如何避免它们

→→ 体验实践教学

第 1 部分 

评估现有零件
→→ 针对您的现有零件，与我们的 

AM 专家共同讨论其优点和可
改进之处

→→ 专注于设备和数据准备（不包
括参数）

第 2 部分  

故障排除
→→ 了解设备操作中最常见的错误
以及如何避免它们

→→ 获得帮助来构建高复杂性零件

第 3 部分   

适用于客户特定应用的支撑
和方向
→→ 了解  Magics  中的高级数据→
准备

→→ 了解如何根据您的要求获得更
好的结果

→→ 轻松移除支撑

→→ 减少粉末消耗

第 4 部分 

熔池 EOS 软件
→→ 从 EOSPRINT 1.0 升级到 

EOSPRINT 2.0，了解新功能

→→ 能够在您的应用中使用 
EOSPRINT 2.0

→→ 了解 EOSTATE

第 5 部分 

AM 的后处理
→→ 了解特定于 AM 的后处理可
能性

→→ 了解它对构建零件的影响

→→ 讨论适用于您的应用的后处理
流程的选项

通过选择您最感兴趣的模
块，扩展您的技能来构 
建成功的 AM 零件。

课程信息

学时： 取决于所选模块

培训级别： 高级，已安装 EOS 
金属系统

课程人数： 最多 4 人

地点： EOS 总部或您的指定
地点

知识点



提高产量培训 提高产量培训 29

EOSTATE  
MeltPool  
熔池监测

目标
→→ 了解 EOSTATE MeltPool 熔池监测及其工作原理

→→ 熔池的物理性质、信号理论与算法简介

→→ 了解零部件质量、工艺与 MeltPool 数据之间的关联复杂性

→→ 了解评估任务几何形状、实验设计以及潜在陷阱

→→ 巩固分析和关联基础知识。专业技术，包括有损与无损检测方法

第 1 部分 

第一步
→→ 软件设置和校准

 → EOSTATE MeltPool 在线软件
简介

第 2 部分   

分析工具箱专业级培训第  

1 天
→→ 简介，修订版

→→ 算法、理论 

→→ 第一步

→→ 常规参数与设置

第 3 部分   

分析工具箱专业级培训第  

2 天
→→ 可视化

→→ 分析参数

→→ 指示

 → 3D 可视化

→→ 其他功能

在质量保证环节应用 
EOSTATE MeltPool 熔池 
监测，使其真正实现 

增值效益。

课程信息

学时： 2–3 天

培训等级： 高级，已安装 EOS 
金属系统，已完成
参数编辑培训

课程人数： 最多 4 人

地点： EOS 总部或您的指定
地点

知识点

EOSTATE  
Exposure OT 目标

→→ 了解 EOSTATE Exposure OT 及其工作原理

→→ 工艺物理性质、检测机制和分析方法简介

→→ 全面了解 OT 客户端使用

→→ 了解评估作业几何形状、实验设计以及潜在陷阱

→→ 巩固分析和关联的基础知识。专业技术，包括有损与无损检测方法
简介

第 1 部分 

第一步
→→ 软件设置和校准

 → EOSTATE Exposure OT 简介

第 2 部分   

分析工具箱专业级培训第  

1 天
→→ 简介，修订版

→→ 工艺基础知识，测量设置

→→ 算法

第 3 部分   

分析工具箱专业级培训第  

2 天
→→ 可视化

→→ 分析参数

→→ 指示

 → 3D 可视化

→→ 其他功能

在质量保证环节应用光学
断层扫描，使其真正实现

增值效益。

课程信息

学时： 2–3 天

培训等级： 高级，已安装 EOS 
金属系统，已完成
参数编辑培训

课程人数： 最多 4 人

地点： EOS 总部或您的指定
地点

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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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设施
规划 目标

定义厂房时的注意事项：

 → 2D 和 3D (VR) 工厂布局

→→ 由增材思维专家进行项目协调

→→ 定制 AM 系统相关的生产设置

 → AM 生产和 AM 相关工厂布局

→→ 健康和安全风险评估

模块 1 

工厂规划
 → 2D、3D (VR) 布局规划

→→ 项目协调

→→ 氩气、氮气设置

→→ 散热器设置

→→ 消防措施

→→ 交通运输

→→ 疏散路线

模块 2  

厂房规划
→→ 门、房间大小等

→→ 聚合物和金属区分离

→→ 防止污染

→→ 室内地面

→→ 回收和废气处理

模块 3  

AM 相关设施
→→ 显微镜

→→ 金相学

→→ 写字楼

→→ 粉末仓库

→→ 粉末处理

→→ 热处理

针对特定工艺流程和生 
产场所定义制造设施。

模块

模块 4 

辅助服务
→→ 空调

→→ 电源

→→ 压缩空气

→→ 网络技术

模块 5  

健康和安全
→→ 风险评估

→→ 操作说明

→→ 工作安全

EOSTATE Exposure OT 和 MeltPool 
工艺现象 

目标
→→ 识别关键的过程变量及其对于零部件质量的影响

→→ 深入研究工艺物理性质、测量设备和分析算法

→→ 对不同行业需求的解决方案的深度分析

→→ 高级 DOE 设置 

→→ 替代分析和可视化策略

在现有 QA/QC 框架内执
行工艺监测工具，并提
供 DMLS 工艺及其对缺
陷影响的深入分析。 

模块

模块 1   

修改 MPM/OT 硬件/软件 
设置

模块 2  

过程变量及其影响

模块 3  

关联方法

模块 4  

熔池工艺现象

模块 5  

NDT/DT 方法、规范和标准

模块 6  

应用特定的过程优化

过程监控将改变质量保证的
游戏规则，可以降低总体成
本，适合于监管严格的行业
中复杂零件的生产。



提高产量具体科目模块

参考点校准
目标
→→ 介绍参考点校准功能，包括实践练习

→→ 最佳实践案例概述

→→ 客户生产设置分析
→+ 基础设施（机器设备，测量设备）
→+ 资源，工作流程 
→+ 数据准备工作流的状态（客户使用的 AM 相关 + 周边技术）

→→ 具体客户应用案例分析

→→ 客户生产组织中的专有技术现状分析

→→ 关于如何将 AM 解决方案集成到现有生产流程中的建议

我们还提供所有金属和聚合物系统的机器培训。

使用 PSW/EOSPRINT 中的 EOS  
参考点校准功能，使客户 
能够精确定位零件。

EOS 技术培训
目标
→→ 工作安全说明

→→ 激光烧结工艺基础知识

→→ 数据准备工作

→→ 设备和外围组件的操作

→→ 日常系统维护

 → EOS 激光烧结材料的处置和重复利用

→→ 检查和调整机器设置

新的设备操作员需要在 EOS  
聚合物或金属系统安全高效 
运行方面接受严格培训。 



认证和调整生产规模咨询

咨询 

操作验证支持 (OQ)
根据法律要求实施并验证可靠的
过程，确保生产稳定。

性能验证支持 (PQ)
设备和工艺在定义的范围内运转
正常并且特定零部件在量产条件
下工作正常的充分证明。

增材制造质量计划 (AMQ)
AMQ 计划将帮助您在现有的质量
管理体系之上采用适合于增材制
造的最佳实践，以满足更高的质
量预期。

认证和调整生产规模

供应商提升
供应商提升计划为 OEM 提供了一
套整体方案，在选择和提升各自
的 AM 供应商时充分利用增材思
维的丰富经验。

增材思维认证培训师项目
凭借增材思维认证培训师项目，
您可以向客户提供增材制造领域
最佳的培训。在短时间内获得必
要的知识，获取所有必要的资
料，以及访问我们的在线网站。

全方位评估
分析整个 AM 工艺流程，从粉末
处理到零部件制造、后处理和质
量测试。请注意，此项全方位评
估可以优化工艺流程各个部分，
我们还可以利用最佳实践解决方
案为整个流程设定基准。

认证和调整生产规模 Perme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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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edica S.p.A. 成立于 1986 年，
最初是医疗用品分销商，如今已
成为矫形外科手术产品的领先供
应商

项目

快速开发具有多孔钛结构
的全新髋臼杯系统，促进
新骨骼形成和快速结合。
在此项目中，增材思维从
第一步开始到批量生产全
程为团队提供指导，重点
关注质量以及生产设置和
验证过程。

起点
该意大利的植入式医疗设备制造
商希望采用增材制造技术，并在
企业内积累相关知识。任务是开
发先进的髋臼杯系统，指导该企
业完成设备和工艺的验证。从初
始阶段，项目的目标就是获取关
于工业金属 3D 打印的知识。 

增材思维的咨询服务
→→ 实际案例开发

→→ 面向增材制造的设计

→→ 晶格结构咨询

→→ 应用工艺咨询

→→ 全方位评估

→→ 组织验证 (OQ)

→→ 性能验证 (PQ)

Permedica
案例研究

成果
→→ 在企业内传授新技术专业知识

→→ 快速验证设备和工艺

→→ 增加市场份额 

→→ 成功将知识运用到其他可植入
产品（肩部替换件和自定义植
入体）

含不同内衬的 Jump 
System Traser® 髋臼杯。
通过铣削和抛光，对内
部表面进行后处理

通过互相连接的不规则
毛孔构成多孔横隔网
络，促进骨骼快速向内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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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验证
支持 目标

在生产验证过程帮助客户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 确定 AM 生产流程

→→ 初级 PFMEA

→→ 初级工作说明和检查清单

→→ 定义关键工艺变量，包括文档记录以及深入理解挑战策略

→→ 安全区定义以及质量控制目标

模块 1  

初始评估和项目规划
→→ 分析现场情况

→→ 差距报告

→→ 项目定义和项目规划

模块 2  

风险管理
→→ 验证主规划

→→ 风险评价

→→ 风险评估和降低

→→ 创建控制规划

模块 3  

记录实施
→→ 创建文档

→→ 定制文档

→→ 实施风险降低行动

根据法律要求实施并 
验证可靠的过程， 
确保生产稳定。

模块

模块 4  

工艺验证
→→ 操作验证 (OQ) 测试

→→ 工艺能力分析

 → OQ 测试报告

模块 5  

验证和项目关闭
→→ 验证主报告

→→ 项目关闭

操作验证咨询服务的水平令人印
象深刻，展现了 EOS 的高超水准。
不愧是 AM 市场的领导者。

性能验证
支持 目标

在生产验证过程帮助客户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 在 OQ 中建立实际产品与工艺参数和程序

→→ 产品的可接受性

→→ 开发具有实际功能的测试试样

→→ 保证 OQ 中建立的工艺能力

→→ 工艺可重复性，长期工艺稳定性

模块 1  

建立生产过程
→→ 零部件方向

→→ 零部件位置

→→ 定义成型作业的范围和生产
过程

模块 2  

测试试样、策略和 SPC

→→ 开发测试试样

→→ 开发测试策略

→→ 开发 SPC

设备和工艺在定义的范
围内运转正常并且特定
零部件在量产条件下工
作正常的充分证明。

模块

模块 3  

性能验证 (PQ) 测试
 → PQ 测试计划

→→ 执行 PQ 测试

 → PQ 测试报告

EOS 满足我们的所有预期。从安
装到验证，EOS 全程提供指导。
使用这些设备进行生产，我感到
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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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 
质量计划

AMQ 项目帮助我们设置了总体的质量管理和业
务流程体系，其符合 AMQ 标准。我的公司将继
续向工业 3D 打印专家的方向努力。

目标

支持客户认证其增材制造工艺：

→→ 确定匹配的规范

→→ 分析 AM 流程

→→ 确定与匹配规范之间的差异

→→ 与最佳实践解决方案对比

→→ 创建实施计划 

AMQ 计划将帮助您在
现有的质量管理体系之
上采用适合于增材制造
的最佳实践，以满足更

高的质量预期。

模块

供应商 
提升 目标

→→ 获得您个人的“执行清单”，可以轻松从多个供应商进行采购，确
保质量水平和交付内容符合您的功能规范和 URS。

→→ 通过全程参与，决定内包生产后可领先对手一步

→→ 在产品开发、工艺开发和确认/验证过程中利用 EOS 知识

→→ 帮助您以及您的服务供应商不断取得成功

模块 1  

初始评估
→→ 通过全面的评估，明确客户需
求和专业知识的差距

→→ 利用 AM 专业知识，创建供应
商 URS 文档

模块 1  

规划 AMQ/AMQ+ 评估
→→ 客户方举办的启动会议 

→→ 确认认证类型

模块 2  

项目执行
→→ 通过重新设计和流程开发，进
行应用开发

→→ 生成供应商需要实现的供应商
执行清单

模块 2  

执行 AMQ/AMQ+ 评估
→→ 评估客户的 AM 工艺

→→ 评估 AM 工艺与规范之间的
差异

供应商提升计划为 OEM 
提供了一套整体方案，
在选择和提升各自的 

AM 供应商时充分利用
增材思维的丰富经验。

模块

模块 3 

供应商执行清单
→→ 生成 AM 应用规范，最大限度
消除歧义

→→ 生成质量控制要求 

→→ 生成建议的工艺流

模块 3  

实施 AMQ/AMQ+ 

→→ 确定消除差距的可能性

→→ 创建最终报告

可获得的认证类型

AMQ：   ISO 9001 行业标准
AMQ+ 航空航天： ISO 9001+ ISO 9100 行业标准
AMQ+ 医疗：  ISO 9001+ SAE 13485 行业标准
AMQ+ 汽车：  ISO 9001+ IATF 16949 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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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增材思维认证培训师
项目
目标
→→ 为您的客户提供来自市场领导者的一流 AM 培训

→→ 成为认证的“增材思维认证培训师”

→→ 通过经典的培训师培训课程，提升您的 AM 知识

→→ 有机会接触一流的培训材料，并获得更新内容

→→ 将增材思维企业标识用于市场营销

凭借增材思维认证培训 
师项目，您可以向客户提

供增材制造 
领域最佳的培训。在短 
时间内获得必要的知 
识，获取所有必要的 
资料，以及访问我们 

的在线网站。 

模块 1   

AM 介绍（3D 打印与创新） 

 → AM 的主要优势

→→ 成为 AM 思想领袖

→→ 优化 AM 生产

→→ 释放您的创造力

模块 2   

面向增材制造的设计（金
属/聚合物）
→→ 了解设计工作流程

→→ 学习技术与设计准则

→→ 学习仿生、轻量化等创新设计

→→ 在实践练习中应用 AM 设计

模块 3  

应用快速开发
 → AM 设计思维

→→ 深入理解关于零部件的 AM 设
计概念

→→ 开发适合于 AM 转型的方案

→→ 全面的设计评估

→→ 未来设计的规范

模块 4  

方向和支撑结构
→→ 生成和操作支撑的高级课程

→→ 理解和编辑支撑参数

→→ 零部件定向的最佳实践

全方位改进计划提高了公司的整体
生产效率和零部件质量，帮助我吸
引了更多客户，并降低生产成本。

全方位评估
目标

帮助客户优化生产

→→ 确定生产目标

→→ 理解整个价值流

→→ 定义 KPI

→→ 与最佳实践解决方案对比

→→ 确定改进目标

→→ 创建实施计划

模块 1  

整个工艺流程的全方位评估
→→ 客户方举办的启动会议，包括
目标定义

→→ 定义与目标相关的关键绩效指
标 (KPI)

→→ 评估客户的整个工艺流程 

模块 2   

分析客户工艺流程的优点和
缺点，与最佳实践对比
→→ 评估客户定义的 KPI

→→ 比较整个工艺流程和 KPI 

→→ 识别需要改进的地方

分析整个 AM 工艺流程，
从粉末处理到零部件制
造、后处理和质量测试。
请注意，此项全方位评估
可以优化工艺流程各个 
部分，我们还可以利用 
最佳实践解决方案为整 
个流程设定基准。

模块

模块 3   

定义主要改进行动，与团队
共同确定优先级和责任
→→ 最终确定实施规划，包括时间
节点、优先级和责任

→→ 与团队协作快速实现目标

→→ 向管理层汇报最终结果

模块 5  

曝光策略
→→ 初步了解曝光策略原则

→→ 关于不同曝光策略和参数的
概览

→→ 计算能量输入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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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数字化制造工厂 NextGenAM 建立数字化制造工厂培训与咨询

NextGenAM 是一个由  Premium 
AEROTEC、Daimler 和 EOS 合作开发
的增材制造量产项目。在德国瓦
雷尔的 Premium AEROTEC 试点工厂
已经投入运行。

项目 

在绿色区域中优化 EOS 机
器的布局规划，以最大程
度地提高每平方米占地面
积的零件数。

起点
为了满足生产需求，P r em i um 
AEROTEC 决定购买 21 台 EOS M 
400-4 设备和 EOS 共享模块概念，
以提高利用率。该概念有助于实
现整个工艺流程的自动化，因为
工作步骤可同步执行，并确保 AM 
机器的最长正常运行时间。面临
的挑战是在安排尽可能多的机器
投入运行时既要做到与安装、日
常操作、服务和维护相关的成本
降至最低，还需要保证操作尽可
能高效、平稳。请牢记我们的总
体目标是减少非生产时间，并实
现最低的单个零件成本。除此之
外，还需要考虑材料流、零部件
流、操作员的移动、当地健康和
安全要求、其他客户特定需求等
标准。

NextGenAM
案例研究

最佳的厂房布局可最大化每平方的零件数 

增材思维的咨询服务
AM 布局规划

→→ 价值流程图和分析

→→ 区域可行性计算

→→ 场景评估与决策

→→ 工厂的详细 2D 布局和 3D 环境

建立数字化制造工厂

培训

EOSCONNECT 培训
了解如何使用 EOSCONNECT 及其
接口，以便将 EOS 系统 集成到您
的工厂。

AM IIoT 培训
学习面向每个用户角色如何使用 
EOS IIoT 仪表板在效率、成本和质
量方面优化 AM 生产。

AM Analytics 培训
学习如何使用 EOS Analytics 应用程
序在效率、成本和质量方面优化 
AM 生产。这是对 IIoT 仪表板背后
的数据和算法的更深入讲解。

咨询

数字化 AM 工厂转型

AM 生产工艺优化

AM 生产布局优化

工厂集成 AM 工作流程

EOS 软件集成咨询

IT 与软件集成咨询

AM 数字化工厂优化咨询 

IIoT 仪表板优化

Analytics 快速开发

智能零件快速开发

成果

 → EOS 机器的最佳输出

→→ 快速扩大产能 

→→ 安装、服务、维护和日常操作
的最佳条件

→→ 最大面积利用率

→→ 降低生产成本和非生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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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IIoT 
培训 目标

→→ 使用 IIoT 平台优化基于 AM 的生产

→→ 培训 IIoT 安装人员、用户和维护人员

→→ 了解如何将 EOS IIoT 集成到您自己的硬件和软件基础架构

学习面向每个用户角色如
何使用 EOS IIoT 仪表板在
效率、成本和质量方面优

化 AM 生产。

知识点

第 1 部分 

EOS IIoT 简介
 → IIoT 平台介绍

 → IIoT 硬件和软件架构

第 2 部分  

EOS IIoT 用户角色和仪表板
→→ 学习每个用户角色

→→ 按用户角色学习仪表板

→→ 学习每个仪表板的功能

第 3 部分   

在自己的基础架构中实施 

IIoT

→→ 学员在自己公司范围内执行 
EOS IIoT 任务

→→ 回顾执行计划

学时：3 天

EOSCONNECT  
培训 目标

→→ 培训 EOSCONNECT 安装人员和用户

→→ 了解如何使用 EOSCONNECT 接口

→→ 了解如何将 EOSCONNECT 集成到您自己的 IT 和软件基础架构

了解如何使用 
EOSCONNECT 及其接
口，以便将 EOS 系统 
集成 到您的工厂。

知识点

第 1 部分 

EOSCONNECT 功能
→→ 硬件和软件架构 

→→ 用户界面 

 → EOSCONNECT Core 

 → EOSCONNECT 服务器 

→→ 旧版系统 

第 2 部分  

EOSCONNECT 接口
 → OPC UA

→→ 网络 API

 → MachinePark 模块

第 3 部分   

在您自己的 IT 和软件基础
架构中实施 EOSCONNECT

→→ 学员在自己公司范围内执行 
EOSCONNECT 任务

→→ 回顾执行计划

学时：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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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Analytics 
培训

目标
→→ 使用 IIoT Analytics 应用程序优化基于 AM 的生产

→→ 培训 Analytics 应用程序安装人员、用户和维护人员

→→ 了解如何将 EOS Analytics 应用程序集成到自己的硬件和软件基础架构

学习如何使用 EOS Analytics 应用程序在
效率、成本和质量方面优化 AM 生产。
这是对 IIoT 仪表板背后的数据和算法的
更深入讲解。

知识点

第 1 部分 

EOS Analytics 应用程序简介
 → Analytics 应用程序简介

 → Analytics 数据源、算法和结果

第 2 部分  

EOS Analytics 应用程序
→→ 整体设备效率应用程序

→→ 基于条件的维护应用程序

→→ 成本优化应用程序

→→ 质量优化应用程序

第 3 部分 

实施自己的 Analytics 

→→ 学员执行任务以定义要解决的
问题或改进的机会

→→ 学员定义可能的根本原因以
及监测根本原因征兆所需的
传感器

→→ 学员确定算法开发所需的 
Analytics 工具

→→ 学员在自己公司范围内执行新
的 Analytics 工具

→→ 回顾执行计划

学时：3 天

数字化 AM 工厂转型
目标
→→ 尝试定义数字化 AM 策略和执行计划

→→ 需要 AM、IIoT 和工业 4.0 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建议

模块 1 

数字化 AM 工厂评估
→→ 从硬件设施、数字化和工艺的
角度评估工厂的数字化转型难
度。将评估结果与目标最终状
态结合以定义要弥补的差距

模块 2  

硬件设施 AM 转型
→→ 根据当前状态和所需的最终状
态，详细描述设备、传感器、
控制和其他硬件中所需的更改

模块 3  

数字化 AM 转型
→→ 根据当前状态和所需的最终状
态，详细描述 IT、软件和平台
中所需的更改

模块 4  

AM 工艺转型
→→ 根据当前状态和所需的最终状
态，详细说明工作流、维护、
供应链和质量控制环节所需的
更改

完成完整的转型套餐，从
当前状态评估开始，然后
为数字化转型开发硬件设
施、数字化和工艺计划。

模块

学时：6 天

模块 5  

AM 变革计划
→→ 将所有调研结果汇总为一个数
字化 AM 转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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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AM 生产 
工艺优化

目标
→→ 形成超越快速成型的 AM 生产能力

→→ 提高 AM 生产设施的经济效益

→→ 扩大 AM 生产能力（棕色区域或绿色区域）

分析生产需求和 KPI，创建执行这些需
求的工艺概念，根据 KPI 评估这些概
念，以选择首选工艺并优化首选工艺。

模块 1 

生产要求和 KPI

→→ 确定 AM 生产要求

→→ 筛选工厂 KPI

→→ 开发价值流程图

→→ 执行生产方案分析

模块 2  

开发生产工艺概念
→→ 执行生产成本方案比较，作为
概念开发的输入

→→ 开发生产工艺概念

→→ 使用工艺模拟工具评估每个概
念的工艺可行性

模块 3 

评估生产工艺概念
→→ 根据 KPI 评估生产工艺概念

模块 4 

优化首选工艺概念
→→ 确定首选的生产工艺概念

→→ 使用工艺模拟工具优化首选
概念

学时：3 天

AM 生产布局优化
目标
→→ 形成 AM 生产能力

→→ 提高 AM 生产设施的经济效益

→→ 扩大 AM 生产能力

模块 1 

生产要求和 KPI

→→ 确定 AM 生产要求

→→ 筛选工厂 KPI

→→ 开发价值流程图

→→ 执行生产方案分析

模块 2  

开发布局概念
→→ 执行生产成本方案比较，作为
概念开发的输入

→→ 开发工厂布局概念

→→ 根据概念评估占地面积的可
行性

→→ 根据概念开发 2D 和 3D 布局

分析生产需求和 KPI，创
建布局概念以执行这些需
求，根据 KPI 评估这些概
念，以选择首选布局并优

化最佳布局。

模块

学时：3 天

模块 3  

评估布局概念
→→ 根据 KPI 评估概念

模块 4  

优化首选布局概念
→→ 确定首选概念

→→ 优化首选概念并生成 2D 和 3D 
布局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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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工厂集成 
AM 工作
流程

目标
→→ 工厂工艺流程及其之间的衔接非常复杂，需要紧密集成

→→ 工厂操作员通过运营集成实现更高的效率

→→ 必须充分发掘当前管理系统的潜力，并尽可能实现自动化

工厂操作员通过运营集成实现更高的效率。这可
以通过三个步骤来实现：EOS 软件培训，将 EOS 
软件集成到工厂的咨询以及优化集成的生态系统
的咨询。

模块 1 

EOS 软件培训
→→ 参见独立的套餐 

模块 2  

EOS 软件集成咨询
→→ 参见独立的套餐  

模块 3 

IT 与软件集成咨询
→→ 参见独立的套餐

模块 4 

AM 变革计划
→→ 将所有调研结果汇总为一个集
成的工厂 AM 工作流程计划

学时：2-10 天

EOS 软件集成咨询
目标

 → EOS 客户希望将 EOS 软件连接到他们的软件，尤其是将 EOSCONNECT 
接口至客户的软件

模块 1 

EOS 软件集成规划
→→ 深刻理解客户软件和 IT 生态
系统

→→ 制定 EOS 软件集成计划

模块 2  

EOS 软件集成执行咨询
→→ 支持客户使用客户专家或承包
商执行 EOS 软件集成计划，而 
EOS 仅提供咨询支持

在接受 EOS 软件培训之
后，可以提供咨询以使 
EOS 软件有效集成到现 
有工厂生态系统中。

模块

学时：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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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IT 与软件 
集成咨询

目标
 → EOS 客户希望通过优化 AM 工厂来优化其 IT 和软件生态
系统，从而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

在对 EOS 软件进行培训并将 EOS 软件集成到
客户工厂后，我们可以提供咨询服务，以使
用 ISO95 金字塔确定改进的工厂生态系统，
并加入更多的功能、优化第三方解决方案。

模块 1 

IT 和软件优化计划
→→ 深刻理解与 AM 工厂相关的客
户软件和 IT 生态系统

→→ 使用 ISO95 金字塔以 AM 工厂
为基础制定 IT 和软件优化计划

→→ 深刻理解其他功能、优化可能
性和第三方解决方案的使用

模块 2  

IT 和软件优化执行咨询
→→ 支持客户使用客户专家或承包
商执行 IT 和软件优化计划，而 
EOS 仅提供咨询支持  

学时：3 天

模块

AM 数字化 
工厂优化 
咨询

目标
→→ 制造商尝试优化的工厂运营

→→ 制造商通过创新和智能产品尝试取得竞争优势

制造商尝试优化的工厂运营。这可以
通过以下步骤实现：针对 EOS IIoT 和 
Analytics 软件的培训，针对特定操作
的 IIoT 面板优化，使用工厂数据来开
发新的 Analytics 工具，通过集成传感
器以及与其他应用程序关联联合开发
智能 AM 零件。

模块 1 

AM IIoT 培训 

→→ 参见独立的套餐 

模块 2  

AM Analytics 培训
→→ 参见独立的套餐  

模块 3 

AM IIoT 面板优化
→→ 参见独立的套餐

模块 4 

AM Analytics 快速开发
→→ 参见独立的套餐

模块 5 

智能零件快速开发
→→ 参见独立的套餐

模块 6 

AM 数字化工厂优化 

→→ 将所有调研结果汇总为一个数
字化工厂优化计划中，以供将
来执行

学时：3-2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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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Analytics 快速开发
目标
→→ 制造商尝试优化的工厂运营

→→ 管理层寻求针对其特定应用和形势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通用
解决方案

使用工厂自身的数据来
解决当前可用 Analytics 
无法解决的独有或特定

的优化问题。

模块 1 

机遇或问题定义
→→ 深刻理解客户机会或问题 

→→ 确定根本原因

→→ 确定根本原因的征兆和合适的
反馈机制

→→ 制定分析发展计划

模块 2  

解析解决方案并执行
→→ 支持客户使用客户专家或承包
商来执行新分析，而 EOS 仅提
供咨询支持，包括：

*→ 反馈执行

*→ 数据收集与处理

*→ 分析发展

*→ 分析部署

学时：5 天

IIoT 面板优化
目标
→→ 制造商尝试优化的工厂运营 

→→ 管理层寻求针对其特定应用和形势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通用
解决方案

模块 1 

客户 AM 生产要求
→→ 掌握 AM IIoT 系统在客户运营
中的优势和劣势

→→ 深刻理解客户 KPI 

→→ 制定计划以填补空白并根据 
KPI 权衡改进的优先级

模块 2  

IIoT 改进
→→ 支持客户使用客户专家或承
包商来执行 IIoT 改进计划，而 
EOS 仅提供咨询支持

AM IIoT 面板可以在面
板、用户角色和嵌入的 

Analytics 方面进行改进，
以优化特定工厂的运营。

模块

学时：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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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零件快速开发
目标
→→ 智能 AM 零件可发挥独特而重要的经济优势

模块 1 

定义客户问题
→→ 深刻理解客户（最终用户）的
问题陈述（使用设计思路）

→→ 大胆尝试以实现成功（使用精
益启动）方法

模块 2  

概念开发
→→ 制定最低限度的可行产品概念
（使用灵活的方法）

→→ 测试最低限度的可行产品（可
以是书面研究或实际硬件）

联合开发一个包含集成
传感器和应用程序关联
的智能 AM 零件。智能
零件必须结合 AM、数
字化产品、数字化消费
行业和数字化制造的优
势，才能发挥独特而重

要的经济优势。

模块

学时：5-15 天

模块 3 

智能零件开发
→→ 将成功的最低限度可行产品开
发成最终产品（针对客户主导
过程的 AM 特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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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入门套餐
快速概念验证套餐

您的要求
→→ 检查组织的 AM 潜力

→→ 支持您开发第一个 AM 应用
概念

→→ 在购买机器之前降低投资风险

咨询套餐

选择我们的众多套餐，以快速开
启您的 AM 实施路径，并发挥我
们的专业知识，而放弃传统的→
“试错”系统（结合培训和咨询
产品）：

我们的产品
→→ 转移 AM 专业知识

→→ 零部件筛选：确定合适的应用

→→ 开发应用概念

→→ 设计支持

→→ 准备您的实际案例，包括成本
计算与增值评估

 + 在 EOS 技术中心的 EOS 机器上
构建您的第一个应用

优势
 → 处于“开发就绪”状态

 → 通过技术与经济概念验证，有效降低风险

 → 特价优惠套餐

节省时间：3 个月*

*与传统“试错”开发相比

AM 入门套餐

AM 简化套餐

AM 完整套餐 

AM 顶级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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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完整套餐AM 简化套餐
提供直至最终零部件生产的全面支持在客户的机器中构建应用

您的要求
→→ 快速实现确定的应用

→→ 获得竞争优势

→→ 确认并提高您的 AM 产量

您的要求
→→ 通过第一次机器购买，加速 

AM 实现进程

→→ 增加 AM 专业知识

→→ 在自己的系统中加速第一个应
用的生产

我们的产品
→→ 转移 AM 专业知识

→→ 零部件筛选：确定合适的应用

→→ 开发应用概念

→→ 设计支持

→→ 准备您的实际案例，包括成本
计算与增值评估

我们的产品
→→ 转移 AM 专业知识

→→ 零部件筛选：确定合适的应用

→→ 开发应用概念

→→ 设计支持

→→ 准备您的实际案例，包括成本
计算与增值评估

 + EOS 支持构建应用

 + 在客户自己的 EOS 机器中构建
的第一个应用

优势
 → 处于“生产就绪”状态

 → 优化最终应用

 → 直至零部件最终交付的全方位支持

 → 采购 EOS 系统给与特殊条件

节省时间：10 个月*

收益
 → 处于“打印就绪”状态

 → 加速 AM 入门

 → 采购 EOS 系统给与特殊条件

节省时间：6 个月*

*与传统“试错”开发相比

*与传统“试错”开发相比

 + 在客户系统中构建和开发应用
时提供全面支持

 + 打印作业和参数的优化

 + 特定行业的验证支持：针对
零部件交付设置和验证工艺
流程，降低生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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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 您已经“做好数字化优化准备”

 → 集成数字化 AM 工厂

 → 全程支持，直到数字化工厂投入运营

节省时间：12 个月*

*相对于非集成、非优化的数字化工厂

AM 顶级套餐
套餐，全程支持，直到数字化工厂投入运营

您的要求
→→ 优化的批量生产

→→ 优化 AM 单元并将其集成到工
厂中

→→ 最低单件成本和运营成本

→→ 达到所需质量的最大零件生
产量

我们的产品
→→ 数字化工厂的规划、实施和→
优化

→→ 实现 AM 与工厂的最佳集成

→→ 支持数字化双胞胎、数字化主
线、数字化市场平台和其他面
向未来的数字化概念

 + 在规划、实施和优化 AM 单元
和工厂方面提供全面支持

 + 优化硬件设施、数字化和管
理系统

 + 计划、优化和跟踪 AM 性能、
成本和质量的各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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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材思维学院面世之前，大多
数工程师都是通过传统的方法来
学习 AM，即试验和错误。这种
方法代价非常大，十分耗时，并
且也不再是必要的方法。 

AM 学院 
速成班

我们的三个培训计划 - AM 工程
师，AM 开发专家和 AM 经理 - 
以高效的结构化授课方式帮助客
户构建专门的技术和经济技能。
它们也可以随意组合以满足个性
化需要和不同的员工角色。

位于慕尼黑附近的 EOS 总部 Krailling

 → 来自操作一线的 200 多名工业 
3D 打印专家

 → 课程由经验丰富的应用专家和
顾问讲解

 → 专用的系统库，可保证学员接
受大量的实践培训

 → AM 设计与技术推动者

柏林 SRH 应用技术大学

 → 位于柏林，接纳来自 60 余个
国家或地区的学生

 → 重点专业包括：国际工商管理
与国际管理

 → 是一所顶尖的国际化大学

 → 同世界各地 60 余所大学建立
了伙伴关系

 → AM 实施推动者

伍尔弗汉普顿大学

 → 通过其 18 所学校和研究所提
供 500 多种课程

 → 与 EOS 之间超过 14 年的合作
伙伴关系，在 AM 技术和研究
方面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

 → 专注于面向广泛客户群的工业
应用研究（例如一级方程式 
车队）

 → 毕业生就业率超过 95%

 → AM 技术推动者

工程师， 
质量/测量 
工程师

团队经理，  
变革推动者  
销售

AM 工程师
主要学习步骤

 + AM 工艺

 + 增材思维

 + AM 的优势和机会

 + 面向增材制造的设计

 + 支撑和方向

 + DMLS 激光扫描策略

 + 零部件筛选

AM 经理
主要学习步骤

 + 跨职能实施

 + 实际案例模型

 + 内部价值链

AM 开发专家
主要学习步骤

 + 冶金

 + 参数

 + 材料属性

 + 质量屋

 + 高级 AM 设计

 + 后处理

2 周
 授课地点在伍尔弗 
汉普顿大学

2 周
 授课地点在 EOS 公司

2 周
 授课地点在柏林 SRH  

应用技术大学

工程师、技工、 
销售、团队经理、 
质量工程师



访问您所在区域的 EOS 创
新中心并获取灵感：

amc@eos.info

EOS 北美
密歇根州诺维

EOS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EOS Shanghai Co., Ltd

中国上海

EOS 总部
德国 Krailling

EOS 北美
德克萨斯州普弗拉热
维尔

EOS GmbH

德国杜塞尔多夫

EOS Electro 
Optical Systems 
Japan K.K.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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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OS 创新中心，我们帮
助您应对面临的挑战
→→ 您的员工在理解增材制造技
术、工艺、机遇与局限方面
存在困难

→→ 您现有的 AM 专业知识有限，
应用工程师的学习曲线难以
预测

将您的所有 AM 项目 
汇聚到一个地方

借助 7 个全球 EOS 创新
中心，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为您提供支持

得益于通过增材制造技术大力
开发和生产量产零件。在 7 个 
EOS 创新中心，我们可以在整个
项目过程中为您提供第一手专业
知识。您可以培训您的员工并使
企业做好准备，以通过增材制造
快速取得成功。

→→ 在新应用的最初几年，由于未
知的生产率曲线，您察觉到潜
在的投资风险

→→ 在开发 AM 应用和优化整个 
AM 工艺流程时缺少知识和方
法论

→→ 您的 AM 资源仅投入到研发环
节，并未完全面向生产链和
供应链



将便利条件引入您自己的 
AM 创新中心：

amc@eo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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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以下方面为您提供
支持

→→ 为您的创新实验室开发实际
案例

→→ 在一组预定义的模块中进行挑
选，以规划实验室配置

→→ 调整必要的辅助安装和设备，
并优化工厂布局

→→ 确定客户最有潜质的应用

→→ 开发创新产品和应用改进计划

位于杜塞尔多夫的 EOS 创新中心
提供专门的客户区域和共享空间

 → EOS 展示厅 M 
（使用 EOS M 290）

 → EOS 展示厅 P 
（使用 EOS P 396）

→→ 特定客户区域，存放您自己的
系统

您是否希望建立自
己的创新实验室？

→→ 设计客户特定的工艺，推动整
个工艺流程的优化

→→ 在定制的课程和研讨会中将专
有技术传授给您自己和客户的
工程师

→→ 使您的培训师有资格传授经过 
Additive Minds 认证的培训课程

→→ 特定的粉末处理区域

→→ 加工车间和质量实验室

→→ 培训室和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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