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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hoz 为客户提供了多种高性能陶瓷和可吸收生物陶瓷增材制造材料。
每种原材料都经过专门研发，可与 Lithoz 技术完美融合，帮助实现高
品质的零部件生产。请参阅以下页面以了解 Lithoz 标准材料的更多
信息：

      氧化铝
  氧化锆
  氮化硅
  磷酸三钙 

  硅基材料
  羟基磷灰石

LCM 技术适用材料



Lithoz 依托 LCM 技术所打造的开放式系统可处理多种不同的陶瓷材
料。客户无需任何系统改装工作即可处理其特定的粉末材料，也就是
说，我们的 LCM 技术适用于加工可烧结粉料。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
经使用 LCM 技术成功处理了大量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氧化铝增韧氧化锆陶瓷 

氧化锆增韧氧化铝陶瓷

金属陶瓷

堇青石

氧化镁

瓷

玻璃陶瓷

透明陶瓷

生物玻璃

压电陶瓷

充分利用我们的 
开放式系统

www.lithoz.cn
hyang@lithoz.com



LithaLox  
HP 500 和 350

氧化铝 (Al2O3) 是最重要的氧化物陶瓷材料之一，其特点是硬度高、耐
腐蚀和耐高温。由氧化铝制成的部件具有电绝缘性和防刺穿性，因此
适用于广泛的应用领域，例如电子行业中的器件制造、纺织工程中的
导丝器制造、热工过程中的防护器材制造等众多领域。

LithaLox HP 500 是一种具有出色材料性能的高纯度氧化铝 (99.99 %)。
其特点是密度大（相对密度达 99.4%）、四点弯曲强度高 (430 Mpa) 以
及表面光洁度出色 (Ra ≈ 0.4 μm)。
LithaLox 350 是一种具有出色材料性能的高纯度氧化铝 (99.8 %)，经研发
用于制造具有小通道和小孔的结构十分复杂的部件。
由于高度的生物相容性，这两种材料不仅可以用于工业应用，还可以
用于医学工程领域，用来制造永久性植入物或医疗设备。

1000 μm



1 该值是在 20 °C 温度下以恒定剪切速率 50 s-1 测得。
2 指烧结后不做任何处理直接测试。
 3  此类陶瓷的典型值。LithaLox 350 的这些值尚未确定。

粉末 HP 500 350
纯度 [%] 99.99 99.8

浆料
固体含量 [vol%] 49

动力粘度1 [Pa . s] 12 8.5

烧结陶瓷
理论密度 [g/cm³] 3.985
相对密度 [%] 99.4 98.4
孔隙率 [%] 0.6 1.6
四点弯曲强度 [MPa] 430
三点弯曲强度 [MPa]2 395
表面粗糙度 Ra [μm] 0.4 0.9
相对介电常数 9.8 - 10.0 9.0 - 9.8
介质损耗因数 tanδ 1 x 10-6

典型特性 3
弹性模量 [GPa] 300
抗压强度 [MPa] 2000 - 2600
泊松比 0.27
断裂韧性 [MPa . m1/2] 4 - 5
硬度 HV10 1450
最高工作温度 [°C] 1650
热膨胀系数 [ppm/K] 7 - 8
导热系数 [W/(m . K)] 37
电阻率 [Ω . cm] ≈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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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锆材料用于对材料具有极高要求的应用。诸如高端金属成型、阀
门、轴承和切削工具等应用便得益于氧化锆材料的出色机械特性。氧
化锆材料的生物相容性高，因此在医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在牙
科应用中制造永久性植入体。

LithaCon 3Y 为 3 mol% 氧化钇稳定氧化锆。这种材料的机械特性亮点包
括其出色的抗弯强度、断裂韧性、耐磨性和抗热震性。这些优秀的机
械特性，再加上即使在高温下也同样出色的耐化学性，使氧化锆成为
制造结构元件的理想材料。LithaCon 3Y 悬浮液粘度低，因此适合使用 

CeraFab 打印机进行处理，并且易于清洁。LithaCon 3Y 210 专为制造精
密而复杂的零部件量身打造。LithaCon 3Y 230 专为制造大型零部件而
量身打造，降低了烧结过程中的收缩问题。

LithaCon  
3Y 210 和 3Y 230

1 μm



浆料 3Y 210 3Y 230

固体含量 [vol%] 39 45

动力粘度1 [Pa . s] 15 21

烧结陶瓷
理论密度 [g/cm³] 6.088

相对密度 [%] 99.4

孔隙率 [%] 0.6

四点弯曲强度 [MPa] 930 890

典型特性 2

弹性模量 [GPa] 205

抗压强度 [MPa] 2300

泊松比 0.3

断裂韧性 [MPa . m1/2] 10

硬度 HV10 1500

最高工作温度 [°C] 1500

热膨胀系数 [ppm/K] 10

导热系数 [W/(m . K)] 2.5 - 3.0

电阻率 [Ω . cm] > 1010

相对介电常数 29

介质损耗因数 tanδ 0.001

1 该值是在 20 °C 温度下以恒定剪切速率 50 s-1 测得。 
2  此类陶瓷的典型值。LithaCon 3Y 210 和 3Y 230 的这些值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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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化硅是 β-SiAlON 型陶瓷。其具有卓越的材料特性，例如高强度、高
韧性、抗热震性以及可抵御多种酸碱的出色的耐化学腐蚀性能。 

LithaNit 770 应用广泛，包括绝缘体、弹簧、叶轮等器件的制造。此外，
因其在骨整合方面的潜力以及抗感染的特性，该材料可在医学工程领
域用于制造永久性植入体。此外，LithaNit 770 制成的零部件可在高达 

1200 °C 的温度下使用。

LithaNit 
770

10 μm



1 该值是在 20 °C 温度下以恒定剪切速率 50 s-1 测得。
2  此类陶瓷的典型值。LithaNit 770 的这些值尚未确定。

浆料
固体含量 [vol%] 40

动力粘度1 [Pa . s] 5

烧结陶瓷
理论密度 [g/cm³] 3.23

相对密度 [%] 99.8

孔隙率 [%] 0.2

四点弯曲强度 [MPa] 760

硬度 HV10 1500

表面粗糙度 Ra [μm] 0.6

细胞毒性 根据 ISO 10993-5 标准，无细胞毒性 

皮肤刺激性 根据 ISO 10993-10 标准，无皮肤刺
激性

典型特性2

弹性模量 [GPa] 290 - 300

抗压强度 [MPa] > 3500

泊松比 0.23

断裂韧性 [MPa . m1/2] 7.1

最高工作温度 [°C] 1200

热膨胀系数 [ppm/K] 3

导热系数 [W/(m . K)] 28

电阻率 [Ω . cm] 1010

相对介电常数 8.1

介质损耗因数 tanδ 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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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三钙 (TCP) 具有出色的生物相容性、生物吸收性和骨传导性，因此是再
生医学领域广受认可的骨替代材料。由于出色的特性，这种材料可用于制
造具有特定孔结构和几何形状的患者专用可吸收植入体。在愈合阶段，这
些植入体将被人体吸收并被天然骨组织替代，这意味着患者无需进行二次
手术来取出植入体。

LithaBone TCP 300 材料基于陶瓷 β-磷酸三钙 (β-TCP)，在某些烧结条件下，
密度可达到 98%。

Lithoz 旨在以最有效的方式为您的医疗产品验证过程提供支持，因此在 

LithaBone TCP 300 材料中仅使用经 ASTM F1088 - 04a 认证（适用于人体植入
物）的 TCP 粉末。根据 ISO 10993 - 5:2009 标准，由 LithaBone TCP 300 材料
制成的烧结零部件经验证无细胞毒性。

LithaBone 
TCP 300

20 μm



1 该值是在 20 °C 温度下以恒定剪切速率 50 s-1 测得。

粉末
符合 β-磷酸三钙作为植入体材料使用的规格 
(ASTM F1088 - 04a) 是

纯度 [%] ≥ 95

重金属含量 [ppm] 最大 50

浆料
固体含量 [vol%] 47

动力粘度1 [Pa . s] < 12

烧结陶瓷
理论密度 [g/cm³] 3.065

相对密度 [%] 98.0

孔隙率 [%] 2.0

细胞毒性 根据 ISO 10993-5 标准，无细
胞毒性

皮肤刺激性 根据 ISO 10993-10 标准，无皮
肤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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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基磷灰石 (HA) 是构成骨骼主要成分的天然矿物质。由于与骨骼的无机成
分相似，HA 具有出色的生物相容性和骨传导性，作为骨替代材料可用于
许多潜在应用当中。与磷酸三钙相比，羟基磷灰石被人体吸收所需时间更
长，因此给患者的骨骼愈合提供了更长的时间。使用 HA 可制造具有特定孔
结构和几何形状的患者专用可吸收植入体。这些植入体将被人体吸收并被
天然骨组织替代，这意味着患者愈合过程完成后，无需手术取出植入体。

LithaBone HA 400 是一种基于羟基磷灰石的陶瓷材料。    
其相对密度为 85%，相应的孔隙率为 15%，因此 LithaBone HA 400 特别适
用于可吸收生物应用领域。

为了在整个医疗设备验证过程中为您提供最好的支持，LithaBone HA 400 材
料中仅使用经 ASTM 标准 F1085-03 认证（适用于人体植入物）的 HA 粉末。
根据 ISO 10993-5:2009 标准，由 LithaBone HA 400 制成的烧结零部件无细胞
毒性。

10 μm

LithaBone 
HA 400



1 该值是在 20 °C 温度下以恒定剪切速率 50 s-1 测得。

粉末
纯度 [%] ≥ 95

重金属含量 [ppm] 最大 50

符合羟基磷灰石作为植入体材料使用的规格 
(ASTM F1085 - 03)

是

浆料
固体含量 [vol%] 46

动力粘度1 [Pa . s] 6.0  - 12.0

烧结陶瓷
理论密度 [g/cm3] 3.16

相对密度 [%] 85.0

孔隙率 [%] 15.0

细胞毒性 根据 ISO 10993-5 标准，无细
胞毒性

技术数据

www.lithoz.cn
hyang@lithoz.com



LithaCore 450 材料主要基于二氧化硅，并添加了氧化铝和锆石。该材
料用于生产熔模铸造用型芯。典型的应用包括铸造单晶涡轮叶片。 

LithaCore 450 材料研发用于精密陶瓷型芯的增材制造，可实现丰富的
细节和出色的精度。 

由 LithaCore 450 材料制成的烧结陶瓷型芯在高达 1500 °C 的温度下具有
非常低的热膨胀率，并具有孔隙率高、表面质量出色和洗滤性优异的
特点。

LithaCore 
450



浆料
固体含量 [vol%] 63

动力粘度1 [Pa . s] 45

烧结陶瓷

理论密度 [g/cm³] 2.44

相对密度 [%] 72.0

孔隙率 [%] 28.0

三点弯曲强度 [MPa] 10

三点弯曲强度（浸渍）[MPa] 18

表面粗糙度 Ra [μm] <3

最大烧结粒度 [μm] 100

方石英含量 [wt%] 20 - 40

洗滤性 优异
最高工作温度 [°C] 1575

1000 °C 条件下的热膨胀率 [%] < 0.2

1500 °C 条件下的热膨胀率 [%] < 0.5

1 该值是在 20 °C 温度下以恒定剪切速率 50 s-1 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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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找到您所需的材料？ 

那么，欢迎您使用我们的客户特定材料研发服务！

Lithoz 提供客户特定的材料研发服务！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与我们
的客户特定材料研发服务和可行性研究有关的信息，敬请致函至  

hyang@lithoz.com 或致电 +86 180 1720 3044 联系 Yang Hongyi 先生，
其将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客户特定材料研发 
可行性研究 

Lithoz China
EOS Electro Optical Systems (Shanghai) Co., Ltd
上海市闵行区漕河泾光华园光华路248号5号
楼1楼

电话: +86 180 1720 3044
电子邮件: hyang@litho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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