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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数字化精准诊疗的3D技术

3D数字医疗增材制造云平台





客户痛点

市场需求及学术应用



病情评估

临床决策

手术规划手术作业

围术期管理

可视化软件的局限

术中辅助用具的缺少

术后病情研判工具的不足



极推动智慧医疗体系建设，加强人工智能、传
感技术在医疗行业的探索实践，推广“互联网+”

医疗服务新模式，争取在手术机器人、3D打印、
新医学材料应用、计算机智能辅助诊疗、远程
医疗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国卫医发（2021）31号 2021-10-18

一：推进新技术融合
支持医疗装备与电子信息、通信网络、互联网等跨
领域合作，推进传统医疗装备与5G、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云计算、3D打印等新技术融合嵌入升级。
推进5G在远程会诊、远程手术、医疗辅助等医疗健
康中的应用。

《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
2021-02-09







首例新冠肺炎肺部3D打印模型: 便于专家、医生对病例实体分析或分析过程的理解。

3D打印技术可以极速协助突发医疗领域的实体模型演进情况的分析与实体模型交付，对此次疫

情的一些医学病例研究，提供帮助。





董家鸿院士-3D打印技术

完成胆道癌根治精准手术

国际肝胆胰主席刘允怡院

士3D重构授课案例分析

戴尅戎院士-3D打印吸引

了我的后半生

院士、教授、专家等在医学3D重构与3D打印方向开展相关研究和应用，带动了国内临床、
科研在该方向发展，论文及成果产出量巨大，技术热门程度高



序号 省份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价单位 批复日期 说明

1 广东
300000012X 个体化3D可视手术模型

次 2018/3

使用各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全
息影像手段实现术中实时导航
300000008X-个体化3D模型重建
300000009X-个体化3D模型制备
300000010X-个体化3D手术导板制备

300000013X 外科手术可视化诊断、评估与
计划系统（3D辅助手术系统）

2 山东

210500004
三维医学影像手术计划

（纳入医保：800/次） 920 /部位
2017/5

2021/9/1

表列项目价格由医疗机构自主制定试行价格，
试行期两年，试用期满后，对已纳入医保支付
范围的，由同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卫生计生部
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社会平均成本、
市场供求情况、医保基金和社会承受能力等，
通过成本监审，制定正式价格；未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的，实行市场调节价。自主定价，

210500006 医用3D打印成形术 次 2018/10

以数字模型数据为基础，运用可粘合材料，通
过逐层打印的方式制造物体模型，通过术前建
立患者损伤部位的模型，体外进行手术预演、
模拟，制定更精确的手术方案及手术流程。自
主定价

3 安徽

FQT07103
复杂手术可视化诊疗计划、器
官与血供系统的三维可视化评
估及模拟手术

1300元/部位 2017/1

计价说明：每部位是指脏器部位、与脏器病变
相关的血供系统等。含脑部，胸部心肺器官可
视化诊疗；腹部解剖关系的肝、胆、脾、胰外
科手术可视化诊疗；盆腔复杂的肿瘤可视化诊
疗；腹部大血管病变手术可视化诊疗。提供相
关部位的三维可视化诊疗图文报告，便于临床
医生精准诊疗疾病。目前收费3900/次

HX943702 3D打印成形术 4620/次 2017/10

以数字模型数据为基础，运用可粘合材料，通
过逐层打印的方式制造物体模型，通过术前建
立患者损伤部位的模型，体外进行手术预演、
模拟，进而制定更精确的手术方案及手术流程。



商业模式

数字化平台



肝胆胰 泌尿 心胸





3D打印在复杂骨折的分型、脊柱侧弯的分型、骨肿瘤的鉴
别、关节损伤的严重程度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分析参考作用



原始CT影像 3D重构 3D打印













3D打印定制化钛合金髋臼假体



3D打印定制化钽合金、PEEK椎间融合器



3D建模及3D打印辅助精准穿刺治疗脑出血

脑出血快速精准定位一体化解决方案



原始CT影像 3D重构 3D打印



不必铁齿钢牙 也能改“斜”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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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S 系统 

 
CT/MR/US 等 

 
边缘服务器 

 
重明云 

 
大众版 

 
医师版 

 
科研版 

患者 

医疗机构 

科研机构 

影像云管理 

影像三维重建 

影像全量化分析 

数据安全备份 

人工智能数据分析 

云端分布式存储 

大众版： 

 云上阅片；3D 影像数据及线上文字报告；专码专用，保护患

者隐私 

医师版： 

提供影像数据多模态功能；搭载人工智能辅助的 3D 可视化诊

疗系统；区域性影像存储方便多机构会诊 

科研版： 

医工级一站式医学影像研究平台，提供数据存储、图像分析、

三维重构、全量化分析并提供多种专业分析软件数据接口 



3D重构 3D打印模型交付
大数据、AI为学术、

科研赋能

协同合作

互利共赢

提供整个围术期间术前规划、术中定位导航、术后康复跟踪反馈的3D重构及3D打印技术服务



2020年，骨科手术量近580万台，580万台× 4500（每例模型、导板收费）=260亿/年



行业竞争

机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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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昕健
（九院）

中健三维
（达晨创投）

光韵达
（上市公司）

艾科赛龙
（中科院）

云仟佰
（九院）

英泰帝克
（光机所）

康德莱
（上市公司）

上海黑焰
（九院）

......

爱康宜诚
（上市公司）



2300，三级医
疗机构
11000，二级
医疗机构

自主研发

满足深度需求

医工融合



关于我们

团队介绍



安徽普锐霆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于2019年注册于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同时作为中国声谷平台及中科

院深圳先研院旗下企业，是一家集医学三维软件研发

及数据处理服务、医学3D打印技术服务及科研项目

申报等于一体的3D精准医疗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

团队服务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东南大学生物

医学工程学院、301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华中科技

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二附院、中山

大学附属八院、深圳三院、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皖南

医学院附属医院等。

定位：提供细分赛道影像数据三维建模及后期

个性化需求处理服务、3D打印技术服务、学术

论文辅助及大数据疾病分型等定制化服务。



中山大学教授，生物力学分析
博 士 ， 美 国 伍 斯 特 理 工 学 院
（WPI）访问学者，中山大学
国家卫健委辅助循环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秘书；主持广东
省自然科学基金、军委科技委
项目子课题、军委总后勤项目
子 课 题 等 ； 在 MCB 、
CARDIOL RES PRACT 、
BIOMED ENG ONLINE 、
JACC、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
论文30余篇

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英国巴
斯大学博士后，深圳市孔雀C人才
计划，中山大学心内科博士后，
近 年 来 在 Journal of Non-
Newtonian Fluid Mechanic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等国际著名学术杂志上发
表论文10多篇。

三级研究员，博导，深圳市孔
雀计划B类人才。师从著名骨科
专家戴尅戎院士，广东省医用
生物活性材料工程中心主任；
深圳市医用活性材料工程实验
室主任；深圳市地方级领军人
才。至今已发表及接受各类SCI
文章3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市
级项目12项。

http://www.baidu.com/link?url=XiGQm79MlUq2rZwjPOw-D9kAcf3TAEYj_vbJi7ZWgwo0m_cySFhpBJBsHpqlhfy9gTw7Gx7xr_j1-JPSYFBCrA7ug5aBVo7K5mj70gEwy1UrQPm17Hd3x8TBJGVYfsLS
http://www.baidu.com/link?url=hEZ0HzYbi3HucsejUADgqf5dtE-IkYQQg7JmrREctlwiI4JXK7VcH7PCX7Ocx3ZkbuXTy0AX1R6sQSyNSFy0Wa


中北大学生物工程专
业，丰富的医学建模
及工程逆向建模服务
经验，有参与国自然、
有限元分析经验，普
锐霆医疗技术联合创
始人

创业导师

中科大82年少年班，美籍
华人，VERSL Inc.总裁，
曾任华为北美市场总监，
5G技术领域专家。

MBA，国内头部企业
该项目高管运营经验，
丰富市场从业经验及
医疗行业资源，普锐
霆医疗技术创始人

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教授，
国际著名的生物医学工程及
心血管生物力学领域专家，
发表超过200篇的学术论文
（(h-index 2019: 33, Web 
of Science)），领导一系列
工程技术与临床交叉的研究
项目，与飞利浦公司合作开
发多个医学装置及系统





发展计划

融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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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0% 25% 15%



普 锐 霆
PRINTING

助力数字化精准诊疗的 技术

www.3d-prt.cn 让手术更简单！ 13505513444（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