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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4月27日讯（记者
任志方） “五一”小长假马

上就到了，不少人想必已经规
划好了出游的目的地。无论远
近，走出家门，走进景区，我们
的身份就是游客。关于游客文
明出游的话题再次成了社会关
注的话题。欢迎通过“随手拍”

或者讲述自己经历的方式，说
说您在过往旅途中看到的对您
有所触动的文明人文明事。如
果您愿意分享自制的旅游攻略
和日记，也欢迎来稿。此外，有
哪些旅游方式不随大流，避免
挤油油，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向
大家推荐。

您知道吗？日前，我国《游
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
办法》开始施行，游客不文明
行为将进入黑名单。在搜集旅
游路线、住宿、餐饮攻略之余，
您 想 过 出 游 文 明 礼 仪有哪些
注意事项？怎样在国内外行走
时做一个“谦谦君子”？还没准

备的话没关系，随我们内修素
质，外树形象，做一名文明有
礼 的 出 游 人 。作 为 旅 行 社 员
工，您是如何引导随行游客文
明出游的？而作为一名游客，
您在外旅行时又是如何约束
自己行为的？欢迎把这段经历
写下来，或者把拍下的照片或

者 视 频 发 送 给 我 们 ，稿 酬 从
优。

在过往的旅行途中，有哪
些人哪些事哪些风景给你留下
了深刻印象，如果在闲暇之余
您记录下了这些点滴，也可以
投 稿 给 我 们 。投 稿 邮 箱 :
woxinwen@126 .com。

““五五一一””出出游游，，做做个个谦谦谦谦君君子子吧吧
旅途中的有趣见闻，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用用33DD打打印印技技术术
孩孩子子也也能能成成糖糖画画大大师师
奶茶店咖啡厅摆一台，想吃啥形状糖果你做主

这台3D糖果打印机属于
全国首创，但它并不是门广龙
申报的第一个专利产品。早在
高中时期，他便为自己发明的
旋转除尘黑板申请到了专利。

“当时因为自己个子矮坐在第
一排，一擦黑板便深受粉笔末
之苦。于是我就开动脑筋，设计
了在除尘时可以旋转的黑板。”

喜欢发明创造的门广龙一
有新点子便记录下来。从高中
到现在，他已经累积了四本发
明创造日记，每一个发明都包
含了时间、原理、设计图，优点
缺点和特点，从改进宿舍高低
床、提升自行车运动性能、制造
电动清洁器……一直到如今的
3D糖果打印机。

虽说大学读的是经济学专
业，但门广龙一直没放弃对发
明创造的追求，有整整两个学
期，他都骑着自行车到别的大
学去蹭一门叫创造学的课。毕
业之后，在济南专利技术发展
中心获得的第一份工作，也让
门广龙研究起了电路电焊等方
面的操作技术，为后来的研发
打下了基础。

门广龙介绍，2010年拍婚
纱照时，他由好莱坞的人像制
作联想到能否将传统的结婚照
变为立体的纪念人像。经过一
番考察，他发现这种叫做“3D
打印”的技术可以有更广阔的
应用空间。门广龙发现，工业应
用的3D打印机太贵，而且耗材
成本也高，并不适合个人创业。

“民用领域的3D打印机基
本是用塑料做耗材，打印出各
种立体模型。而带孩子去逛庙
会，让我想到了另一个消费市
场。”门广龙说，创造来源于生
活，逛庙会时看到了糖画师傅
用糖汁在石板上能浇出各种动
物图案。“这种手艺用3D打印
也可以实现呀，而且还能层叠
形成立体感。”门广龙眼前一
亮，开始了对3D糖果打印机的
研发。

陪孩子逛庙会

获得创业灵感1

微波炉大小的框架
机器里传出“嗡嗡嗡”的
声音，不断喷出糖丝的熔
糖器，按照程序指定的路
线做着稳定位移，几分钟
后，一个粉黄绿三色铺叠
的“福”字就清晰呈现出
来了。这台3D糖果打印机
的发明人门广龙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机器运转，一
个估值可达上千万元的
市场前景，正在他头脑中
变得越发清晰。

门广龙和他研发的3D糖果打印机

文/片 本报记者 张頔 实习生 邵群

把3D打印机的耗材由塑
料换成糖果，不就能打印出糖
画来了吗？

随着对这个领域的了解越
多，门广龙却发现挑战越大。
3D打印技术的特点就是“一机
一用”，要根据材料的熔点、延
展度等性能来确定机器的整体
架构和技术细节，其中涉及材
料、机械、电子、设计、软件等多
学科综合知识和实践能力。

2013年，门广龙购进了一
台3D打印机，在家中的地下室
里开始了研究。“那时正值年
底，地下室里比较冷，而且空间
也很有限，一共才9平方米。穿

着羽绒服走来走去实在不方
便，于是我便换上单衣，整个晚
上都在想，在写，在画，常常是
不知不觉就到了后半夜。”

2014年初，门广龙的研发
进入一个瓶颈期，在几套方案
中难以取舍。也就在这时，一位
和他一样热爱发明创造的高中
好友，给了他不少启发，两人一
起对方案又进行了改进。“选择
耗材时，对糖果的熔点一开始
也把握不准，一不小心就要被
烫手。”前前后后，门广龙共购
进5台3D打印机来拆分研究，
此外还联系了一家糖果厂订购
了专门的糖果耗材。

“一开始我还是利用业余
时间搞研发，但越做越有信心，
于是干脆把工作也辞掉了。”门
广龙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

2014年7月，门广龙研发的
3D打印机已经初步成型，他也
提交了专利申请。可以说，3D
糖果打印技术开创了中国3D
打印的新品类，门广龙研发
的不单是一台机器，更填补
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门
广龙注册成立了山东福盟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并因为项
目的创新性入驻了山东同科
天地这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基地。

回想起最初创业的艰辛，
门广龙感念最深的是家人的支
持。“无论试验成功还是失败，
无论有无收入来源，我就一句
话，只要是他认定的，我就会支
持他干出个样子来。”门广龙的
妻子说，从2013年7月到现在，
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门广龙
的研发工作只有开销没有进
账，但她并没有什么怨言，而且
在门广龙注册公司时拿出了家
里全部的存款。

年初，门广龙对3D打印机

做了最后的改进之后，机器的
打印速度更快了，也更加方便
操作，只需要建模、加料、成型
三个步骤即可完成糖果打印，
比较利于市场推广。“目前机器
的售价大约定位在2万元，各大
商场里的奶茶店、咖啡厅都可
以摆上一台，现场就能定制不
同图案的糖果。即使保守估计
一年卖出500台，那也是个一千
万元的市场。”出于市场考虑，
目前的打印模板大多是快速成
型的平面图案，不过根据客户

需求，日后也可以增设更多立
体模板。

为了让糖果3D打印更加
便于操作，门广龙正在开发相
关的手机应用。“打开这个应
用，在手机屏幕上画出一个
图案后，程序会自动生产路
线模板，然后通过蓝牙或无
线网络传输到打印机上，直接
按照自己画的图案打印出糖
果。”门广龙说，这样一来，每个
孩子都能“掌握”糖画师傅的手
艺了。

地下室里搞研发，手经常被烫

一年卖500台，就能赢得千万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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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3D打印在材
料、设备和应用上仍有难题，
成本较高，多用于实验，而门
广龙将该技术从工业设计推
广到了消费市场，也得到了
业界的认可。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卢秉恒是全国3D打印领
域唯一院士，他来济南开讲座
时曾与门广龙做过深入交流。
卢秉恒认为，以糖果为原材料
的3D打印技术虽然科技含量
没有那么高，但它面对的却是
前景不可限量的消费市场。

同科天地科技企业孵化
器的项目咨询师王建英说:“我
们之所以把他的项目引入创
业基地，就是看中了高端科技
与消费市场的结合点。”王建
英说，创业项目的初创阶段，
需要创业者闷头搞研发。不过
要想量产，必须抬起头来做好
推广。”王建英说，除了积极与
风投资金对接外，门广龙还可
以开设体验店吸引连锁加盟
商，这台机器也适合科普机构
采购，用它来给青少年演示3D

打印技术，绝对有吸引力。
本报记者 张頔

闷头搞研发

抬头做推广

创业点评

3D打印出的“福”字。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为充分展现我省经济的新
变化、新局面，激发全社会
宝贵的创业情怀，本报推出

“总理喊你来创业”年度系
列报道，您和朋友如果有好
的创业故事和线索，可与本
报联系。电话：96706；邮箱：
476939748@qq.com。也可下载
齐鲁壹点app，注册登录后
到情报站提交创业故事。请
记得一定要注册登录哦，否
则小编联系不到您，创业项
目可能就错失伯乐了。

报名方式：电话：96706；邮箱：476939748@qq.com。
也可下载齐鲁壹点app，注册登录后到情报站提交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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