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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际数字医学与医学 3D 打印大会在宁成功举办

近年来，数字医学与医学 ３Ｄ 打印技术发展得如
火如荼，并在基础科研及临床转化中不断深入。数字
医学与医学 ３Ｄ 打印技术的快速性、精确性、可设计
性及擅长制作复杂形状实体的特性，使它在医学领域
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数字医学与临床医学的结合已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疾病诊断、术前规划；并逐步走
向了个性化植入物、３Ｄ 打印细胞与组织器官的设计与
构建。
中华医学会第六次全国数字医学学术年会暨第一
届国际数字医学与医学 ３Ｄ 打印大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１９ 日在中国南京成功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华医学
会、中华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主办、江苏省医学会数
字医学分会、南京医科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
医院承办。
因此，中华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召开本次会议，
将针对数字医学与医学 ３Ｄ 打印的各项科学研究及临
床应用展开学术讨论，并将建立国际性的学术组织，
这将极大推进数字医学与医学 ３Ｄ 打印事业的发展，
为推动全人类的健康与发展做出贡献。

江苏首届 3D 打印技术深度应用课开班 百名研究人员“边学边用”
黄金首饰、飞机模型、人体器官、婴儿用品……
３Ｄ 打印已融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６ 月 ２４ 日上午，
江苏首届增材制造 （３Ｄ 打印 ） 技术深度应用省级高级
研修班在南京开班，来自全省高校和企业的 １００ 名学
员参与其中。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江苏省人社厅主办、江苏省
工程师学会承办、南京弘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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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参加高级研修班的 １００ 名学员正是来自航空航
天、机械、建筑、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的中高级工
程师和研究人员，地域覆盖全省 １１ 个直辖市。中国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周功耀在会上与学员分
享 ３Ｄ 打印的广泛应用。“目前，３Ｄ 打印不再是简单
模型的打印，在考古、医疗、艺术等领域应用广泛。
材料的多样化可以实现个性化定制的需求。”周功耀
告诉记者。
中国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周功耀、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田宗军教授、江苏时间环三维科技有
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赵卫
军、西安交通大学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总工程
师何仲云等行业专家均作了精彩的演讲教学。

院疼痛科在 ＣＴ 室成功完成了 ３Ｄ 打印导航模版引导下
经圆孔上颌神经射频热凝术。射频后患者即感疼痛消
失，仅余局部麻木感，手术共耗时 ３０ 分钟并获得成功。
陆丽娟说：“颅内卵圆孔的位置比较深，微创治疗时
需要精准的判断位置，在没有 ３Ｄ 打印设备前，通过
ＣＴ 数据分析得到二维图像，而现在通过立体的个人定
制模板，可以精准诊疗，减少病人的辐射和痛苦。”
在陆丽娟看来，一次穿刺成功，大大降低了反复穿刺
带来的风险，极大的提高了手术效率的同时减少了患
者的痛苦。

据悉，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特别提出要在 ３Ｄ 打印这
样的新兴交叉学科和市场需求空白领域开展技术标准
３Ｄ 打印在医疗方面的应用早在两年前就已“走进”
研制试点工作。因此，推动 ３Ｄ 打印技术发展也是中
医院。２０１４ 年，鼓楼医院便购买了 ３Ｄ 打印设备制作
国科协及所属学会重要工作之一。
导航系统，用于治疗三叉神经痛。近日，南京鼓楼医

央视《走遍中国》栏目组“走”进南京 3D 打印研究院
《走遍中国》栏目是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３Ｄ 打印甚至可以帮助实现癌症的精准靶向治疗，对人
（ＣＣＴＶ－４）的一档大型专题报道栏目，节目主要展现 类的健康造福无极限
当代中国的创新活力和国际视野。近日，《走遍中国》
卢院士向摄制组展示了研究院的各类 ３Ｄ 打印医
栏目将走遍祖国大江南北的脚步“走”进了南京 ３Ｄ
疗展品，为大家详细地介绍了 ３Ｄ 打印技术在医疗领
打印研究院。
域的应用优势，栏目组也用镜头一一拍下了展厅内医
在南京 ３Ｄ 打印研究院，《走遍中国》栏目的记 疗、工业应用、文化创意、航空航天等领域新奇特的
者采访了 ３Ｄ 打印界的领军人物卢秉恒院士，参观拍 作品。拍摄完毕后，央视的美女记者还在研究院工作
摄了南京 ３Ｄ 研究院的 ３Ｄ 打印作品成果。
人员的热情邀请下，进入 ｂｏｄｙｓｃａｎ 设备间，亲身体验
了“打印”另一个自己的快速扫描过程。
此次《走遍中国》栏目将节目主题聚焦于 ３Ｄ 打
印技术在医疗领域内的应用，节目力图展现我国 ３Ｄ
打印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现阶段 ３Ｄ 打印技术与医
疗行业跨领域融合发展的现状，而此期栏目在全国范
围内首先便选取了南京 ３Ｄ 打印研究院作为首个采访
对象，将研究院的发展状况作为当前国内 ３Ｄ 打印技
术水平的典型代表和缩影呈现在广大电视观众朋友面
前。
研究院院长卢秉恒院士首先介绍了 ３Ｄ 打印技术
与医疗行业的结合发展情况，并结合研究院与相关医
疗机构的成功合作案例（例如此前研究院与南京儿童
医院合作的打印病患心脏，解救 ４ 个月儿童的案例），
深入浅出地阐释了 ３Ｄ 打印技术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
据卢院士介绍，３Ｄ 打印技术在医疗领域有着非常
广泛的应用前景，且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例如
关节修复、牙齿修复，采用手术导航模板辅助手术等，

2

第四届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大会在沪开幕

６ 月 １ 日，第四届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大会在上
海喜来登由由酒店二楼宴会厅正式拉开帷幕，以“３Ｄ
打印 ＋ 构建 ３Ｄ 打印生态链”为大会主题。来自全球
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３Ｄ 打印企业和专家出席本次大
会 ，１０００ 多位企业、专家、政府机构等相关人士就 ３Ｄ
打印在材料领域、文创领域、产业发展若干问题、工
业应用领域、生物医学领域、金属领域、商业模式等
专题展开深入研讨。
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协会首席执行官、中国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执行理事长罗军在接受 ３Ｄ 打印在
线采访时表示，经过最近几年两大联盟和众多行业同
仁的不懈努力，３Ｄ 打印已经开始从概念阶段向应用阶
段转变，在众多行业领域均取得了长足发展，越来越

多的企业、学校、医疗机构开始主动尝试接受 ３Ｄ 打印，
应用面正在逐步被打开，３Ｄ 打印生态链初现雏形。
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协会主席 Ｇｒａｈａｍ Ｔｒｏｍａｎｓ
认为，３Ｄ 打印在更高层面得到接受，正在被各个国家
高度重视。帝国理工学院教授杨光中和世界 ３Ｄ 打印
技术产业协会副主席 Ｂｉｌｌ 教授分别作出了重要讲话。
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大会有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
业协会和中国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亚洲制造业协
会联袂打造的全球 ３Ｄ 打印行业规模最大、影响力最
大的行业盛会，是引领 ３Ｄ 打印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和“助推器”。目前，已经分别在北京、青岛、成都、
旧金山等城市举办了三届世界 ３Ｄ 打印技术产业大会
和世界 ３Ｄ 打印大会美洲峰会。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为日本大发 Ｃｏｐｅｎ 跑车 ３Ｄ 打印个性化部件

作为 ３Ｄ 打印巨头，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公司一直以来都与
全球的知名企业有着密切的合作。最近，他们又与日
本著名汽车品牌大发达成了合作协议，将利用自己的
先进 ３Ｄ 打印技术为后者的轻量级跑车 Ｃｏｐｅｎ 打造包
括前后保险杠和挡泥板等部件在内的“皮肤”，从而
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大发是日本知名的老牌汽车制造商，成立于 １９０７
年（不久之后即将成为丰田的全资子公司），百年来
始终致力于小型车领域，在发动机、空间、车辆安全
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拥有先进的技术，是全球领先的
小型车制造企业，被誉为“小型车专家”。现在，意
识到了汽车个性化的重要性，他们也开始积极寻求进
步，于是便找到了实力强大的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目前，Ｃｏｐｅｎ 的个性化“皮肤”已经有了 １５ 款，
共 １０ 种颜色，客户可以任意挑选。他们全部是大发
委托 ３Ｄ 设计师 Ｓｕｎ Ｊｕｎｊｉｅ 设计，然后通过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的旗舰 ３Ｄ 打印机 Ｆｏｒｔｕｓ 使用 ＡＳＡ 塑料制造的，不但
坚固耐用，而且外观上很漂亮。
“３Ｄ 打印技术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其中最
明显的就是产品开发时间从原先的几个月大幅缩短
到了现在的 ２ 周。”大发的企业计划部总经理 Ｏｓａｍｕ
Ｆｕｊｉｓｈｉｔａ 表示，“我们将继续与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 合作，借
助这种个性化的塑料汽车部件扩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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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tey 公司完成美国首次 3D 打印无人机船 - 岸送货
Ｆｌｉｒｔｅｙ 是美国首家得到联邦航空管理局（ＦＡＡ）
批准使用无人机送货的公司，几个月之前就实现了美
国市区的首次无人机送货，不久之前又宣布将首次尝
试使用 ３Ｄ 打印无人机进行药物的船到岸送货服务。
南极熊对此也进行了深入报道。两天前，也就是 ６ 月
２３ 日，他们这项筹备已久的计划终于成功了。
这次 Ｆｌｉｒｔｅｙ 公司的 ３Ｄ 打印无人机成功完成了两
次送货服务 — 第一次，它成功将由合作方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准备的粪便、血液和尿液样本从美国新泽
西海岸上的医疗营地送到了距海岸约 １ 公里的一艘船
上。第二次，它首先降落到了一艘在风浪中漂浮的驳
船上，在那里被装上了水净化药片、胰岛素、急救药
箱等医疗用品，然后将它们送到了岸上联合国和美国
红十字会代表手中。
Ｆｌｉｒｔｅｙ 公司表示，此举主要是为了通过无人机应
对自然灾害，也就是利用无人机的便捷性快速将紧急
医疗用品、食物和水等送到受灾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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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操作系统 3DPrinterOS 将与微软 Azure 云平台合作

２０１５ 年年初，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ｒＯＳ 推出了全球首个同名
的云基础 ３Ｄ 打印操作系统。该系统可让用户通过任
何具有网络功能的设备管理、编辑、修正、切片、
共享和打印 ３Ｄ 对象。现在，为实现进一步扩张，最
终将目前全球分散的 ３Ｄ 打印软件世界整合到一起，
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ｒＯＳ 正 式 宣 布 将 与 微 软 的 云 计 算 操 作 系 统
Ａｚｕｒｅ 合作。
这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 ３Ｄ 打印产业来说无疑是一
个重大的好消息。因为从此以后，用户对 ３Ｄ 打印任务
进行管理，以及优化 ３Ｄ 设计到 ３ｄ 打印机的流程都将
更加方便 — 使用任意的浏览器就能直接进行。同时，
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ｒＯＳ 还能帮助对整个过程实现完全的数据跟踪
和分析。
虽 然 诞 生 才 不 过 １ 年 多 时 间， 但 目 前，
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ｒＯＳ 的全球存在感已经相当强烈了：其用户
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福特和卡西欧这样的大公
司，以及杜克、耶鲁、加州理工这样的顶级高校。同
时仅仅在过去的 ８ 个月中，全球就有 １００ 多个国家的
６２０００ 件 ３Ｄ 打印任务是通过 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ｒＯＳ 完成的。
不过很显然，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ｒＯＳ 并不满足于此，还希望
能继续扩张，所以才有了此次他们与微软的合作。相
信凭借微软 Ａｚｕｒｅ 云平台的强大力量，他们的计划必
定能够实现，而整个 ３Ｄ 打印产业或许也会因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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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首次低重力人体组织结构 ３Ｄ 打印成功！
近日，作为美国宇航局（ＮＡＳＡ）的长期技术供应
商，美国 Ｔｅｃｈｓｈｏｔ 公司实现了生物 ３Ｄ 打印的又一项
突破 — 他们在墨西哥湾 ３ 万英尺高空上一架由零重
力公司（目前美国唯一的失重飞行供应商）提供的飞
机上，成功使用自行研制的“零重力”３Ｄ 打印机原型
机在失重（实际上是微重力）状态下使用人类干细胞
打印出了全球首个可用的心脏与血管结构。
除了 Ｔｅｃｈｓｈｏｔ 公司，这项壮举还有其它 ２ 位同
样 重 要 的 参 与 者， 分 别 是 工 业 级 ３Ｄ 打 印 机 制 造 商
ｎＳｃｒｙｐｔ 和生物墨水供应商 Ｂｉｏｆ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此次负
责执行任务的科学家团队就是由后者组建的。
那 么， 这 项 实 验 的 意 义 是 什 么 呢？ 对 此，
Ｂｉｏｆ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 的 ＣＥＯ 兼 董 事 长 Ｓｔｕａｒ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是
这样解释的：“在地球上进行生物 ３Ｄ 打印必需要有
支撑结构，所以我们通常都会使用含有支撑成分的粘
稠型生物墨水。但在太空，支撑就不再必须了，因为
那里的重力很小。因此，我们不但可以改用只含有制
造器官所需的生物材料的低粘度墨水，而且能使用精
度更高的打印头，而这对于开拓生物 ３Ｄ 打印产业非
常重要。”
据南极熊了解，Ｔｅｃｈｓｈｏｔ 及它的两位合作伙伴将
会利用此次试验所得的数据再开发一款更小更坚固的
生物 ３Ｄ 打印机，而且这台机器很可能会在明年一月
份搭乘 Ｂｌｕｅ Ｏｒｉｇｉｎ 公司的亚轨道飞船再次进行太空
打印实验。同时，他们还希望能在 ２０１８ 年造出一台
能打印更复杂组织的生物打印机并将其送上国际空间
站。
实际上在 ２０１５ 年年底，Ｔｅｃｈｓｈｏｔ 就曾宣布开发
出了一种技术，能使用患者自己的干细胞来制造大尺
寸血管。不过现在他们表示，，此次在失重测试中的
打印精度实现了质的飞跃 — 成功打印的细胞层厚度
比人类头发丝还要小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生物 ３Ｄ 打印，此次的测试
还涉及到了 ３Ｄ 电子打印。Ｔｅｃｈｓｈｏｔ 表示，他们的原
型机还成功打印了导电以及绝缘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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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个 ３Ｄ 打印定制人工椎体植入术在北医三院完成
方内固定结构之间的连接，这种前后连成一体的装置
使稳定性大大增强，在力学性能上达到了质的飞越。
近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功为一名骨科脊索瘤
有了这样的固定方式，术后患者很快便可以下床活动，
患者切除五节段脊椎肿瘤，并利用世界首个 ３Ｄ 打印
而人工椎体更大的优势是被制成微孔结构后，形状可
多节段胸腰椎植入物完成长达 １９ 厘米大跨度椎体重
像海绵一样，类似骨头中有了‘骨小梁’ ，这种‘骨
建手术。
小梁’可帮助相邻正常椎体的骨细胞长入其中，最终
据悉，袁先生所患为脊索瘤，这是一种恶性肿瘤， 二者融为一体，从而实现骨整合。”
侵犯范围非常广，其胸椎和腰椎共五节脊柱都受到了
据悉，自 ２００９ 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将 ３Ｄ 打印技
侵蚀。从医学上讲，这种情况，只有通过手术把五节
术引入骨科领域以来，经过跨学科、跨领域合作，历
椎体上的肿瘤全部切干净。但五节脊椎拿掉后，如何
经多年的研制及临床观察，今年 ５ 月 ６ 日，全球首发
支撑？
金属 ３Ｄ 打印人体植入物——人工椎体诞生并获 ＣＦＤＡ
“这种情况，过去常常使用钛网内填入自体或异 注册批准，标志着在 ３Ｄ 打印植入物领域，我国已居
体碎骨作为椎体间支撑器材，但钛网一旦移位，压迫 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制造将造福更多患者。而产品国
脊髓，患者就会瘫痪 。再有，钛网呈笔直的圆柱状， 产化后也将打破国外产品对高端市场的垄断，大幅降
与脊柱‘Ｓ’形的生理曲线并不匹配。”患者主刀医 低价格，为患者节约大笔医疗支出，对推动整个 ３Ｄ
生、获得 ＣＦＤＡ 注册认证 ３Ｄ 打印人工椎体研究团队负 打印产业链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责人刘忠军教授表示：“如今有了金属 ３Ｄ 打印技术，
“利用 ３Ｄ 打印技术生产出来的人工椎体是按照
就可以依照患者的解剖结构，制造出一枚与五节椎体
患者的解剖结构完成脊椎结构重建及固定的。装上这
形态与长度相仿的人工椎体。人工椎体优势显著，首
样一枚从形状到功能都与人体原本解剖结构相近的人
先，将其放到切除病变后的相邻椎体之间，能起到可
造脊椎，患者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和工作。”
靠的连接和支撑功能。同时利用金属 ３Ｄ 打印人工椎
刘忠军说。
体在结构上可以任意设计的便利，专门设计出其与后
国内 ３Ｄ 打印在医疗领域又有了全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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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ise 发布新版 Mimics 医疗 3D 图像软件

３Ｄ 打印服务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ｅ 推出的医疗 ３Ｄ 图像软
件 Ｍｉｍｉｃ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ｕｉｔｅ 能通过 ＣＴ、ＭＲＩ 扫描或其
它图像数据生成精确的 ３Ｄ 模型，因此已经获得了全
球许多医疗结构的青睐，被广泛用于各类外科手术。
现在，这家比利时公司又推出了该软件的最新版本
Ｍｉｍｉｃ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ｕｉｔｅ １９。
此次的新版 Ｍｉｍｉｃｓ 进行了许多升级，所以能为用
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比如全新的分割面工具可令
分割骨骼脏器等人体部位更容易；单独的编辑面功可
实现 ２Ｄ 和 ３Ｄ 间更自由的切换；直观轮廓编辑功能可
实现对 ３Ｄ 模型更细微调整；升级的 ＣＴ 心脏工具可更
快速地实现心脏模型分割；３Ｄ 预览功能可在最终创建
３Ｄ 模型之前再回顾整个操作过程。有了它，用户就能

科研动态

8

实时看到模型的变化，而不必像从前那样多花时间重
新建模了。
新版本还采用了更强大的算法，能构建出独特的
网格和非流形集合。再配以全新的有限元求解器链接
和更简洁的用户界面，整个工作流程便可以更加流畅。
另外还有独特的均匀网格工具和简约的菜单等。所有
这些都将令原本复杂的有限元网格划分变得更加容
易。
最后，新版本的总体使用性也提高了许多。用户
现在可对 ３Ｄ ＰＤＦ 文件添加测量数据、注释，以及分析
语句。同时，研究用户现在还可以使用 ＧＥ 的超声波
系统。

人工智能程序创作出 3D 打印艺术品
日 前， 哥 本 哈 根 ＩＴ 大 学（Ｉ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和 怀 俄 明 大 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ｙｏｍｉｎｇ）的计算机科学家们开发出了一种能够“创
作”３Ｄ 打印艺术品的“人工智能艺术”，它实际上是
一款人工智能软件，能够在无人干涉的情况下使用深
度学习和创新引擎来创建 ３Ｄ 对象。
据悉，这个有趣的人工智能项目是由来自哥本哈
根 ＩＴ 大 学 的 Ｊｏｅｌ Ｌｅｈｍａｎ、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Ｒｉｓｉ 与 怀 俄 明
大学的 Ｊｅｆｆ Ｃｌｕｎｅ 合作完成的，这三位科学家在项目
过程中一直在教一台计算机制作 ３Ｄ（或者 ３Ｄ 打印的）
艺术，最终获得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据科学家们介绍，为了创造出一位虚拟的艺术
家，他们使用了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技术，该技
术属于基于算法的机器学习领域，可以用于高级别
数据抽象的建模。研究团队假设，如果将深神经网
络（ＤＮＮ）—— 一种深度学习体系结构——与一种进
化算法相结合，可以在不投入人力的情况下用于创
建虚拟的 ３Ｄ 艺术品。最终，他们开发出来的这款人
工智能程序——科学家们称之为“创造力对象的一代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可能创作出不
出大师级的杰作，但是其作品已经让人感到惊讶。
这位“人工智能艺术家”是通过以下方式创作其
独特的作品的：它的进化算法首先生成一个随机的蓝
图，然后再将其转化成虚拟的 ３Ｄ 图像，这个 ３Ｄ 图像
随后被发送到深度神经网络（ＤＮＮ），由后者判断这
个 ３Ｄ 图像是否类似于我们所熟悉的景观、人、动物
或任何实际存在的东西。该深部神经网络会反馈给算
法一个关于相似度的报告，即“这看起来像一匹马，
相似度 ０．１％”，从这个时候起就转入了一个试错的过
程：每—次，深度神经网络会返回关于 ３Ｄ 图像的相

似度报告，然后由算法对它对进行更改，再将其发送
回去。深部神经网络然后判断出该 ３Ｄ 图像是否变得
更可辨识还是更不可辨识。这个过程会反复重复达到
数百万次，直到程序“创作”出令人满意的作品。
科学家们说，他们认为这种来回创造的过程与自
然进化有一定的相似度——这两者都展现了简单的对
象（或者生物）通向复杂的过程。“对我来说这是非
常迷人的——进化，没有有意识的思维，却能够创造
出具有巨大复杂性的对象，这种对象迄今依然超出了
我们工程师的能力。”Ｌｅｈｍａｎ 说。
科学家们让这个人工智能程序连续运行了两个星
期，在这段时间里，上述的来回过程发生了超过 ２５０
万次。在两个星期结束时，深度神经网络给算法提供
了 ９５％ 准确度报告。南极熊 ３Ｄ 打印网发现，这位”
虚拟艺术家”创作的很多东西都是有点奇怪、超现实
的，然而最终还是能够辨认的——就像很多人创作的
艺术。Ｌｅｈｍａｎ 谦虚地说，这些 ３Ｄ 作品“有点漂亮”。
据称，最后，深度神经网络会根据（１）可以打印、
（２）是彩色的、（３）能够突出有趣的特性等这几条
标准挑选出几件 ３Ｄ 作品然后将其送到在线 ３Ｄ 打印平
台 Ｓｈａｐｅｗａｙｓ 上用彩色砂岩材料进行 ３Ｄ 打印。这些
３Ｄ 打印后的对象（如下图所示）图片然后反馈回深度
神经网络，而后者通常能够正确识别出这些艺术品是
它们预期的对象。
科 学 家 们 关 于 此 项 目 的 论 文：《 用 深 入 学 习
与 创 新 引 擎 完 成 的 创 造 性 一 代 ３Ｄ 对 象（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ｓ），该论文还将被提交到 ６ 月 ２７ 日—
７ 月 １ 日在巴黎举行的关于创新计算的国际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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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三维打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 主办
江苏省三维打印装备与制造重点实验室 南京三维打印学会 承办
２０１６ 年６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