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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的时代即将到来。让我们来为您讲述:

金属粉末有怎样千变万化的用途以及 3D 打印的未来之路。

长大后，
我要成为
一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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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热情永存

工程学名誉博士 Christian Schmitz
激光技术部首席执行官

TRUMPF GmbH + Co. KG 执行董事

Berthold Leibinger 先生 
在本期杂志

出版前不久

与世长辞。

我们将

带领大家回顾

他在激光技术领域

的职业生涯，一览他

享誉业界的各项伟大发明。

Berthold Leibinger 先生是我们激光技术的开拓者，我们将永远缅怀他。

 

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Berthold Leibinger 先生在美国有幸见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一束光线竟然穿透了坚硬的钢

铁。他深受触动并且在这一震撼现象的启发下，他创办了如今我们所熟知的高科技公司 — 通快。作为一名工程师兼企业家，

他在看到那束光的瞬间就意识到：它将是一个潜能无限的终极工具！自那天起，他就全身心投入到了激光的世界中，深入

了解并掌控激光技术，致力于开发它的工业用途，他的付出最终开花结果。在1980 年，通快推出了世界首台激光机床。

终其一生，Berthold Leibinger 先生对激光技术的热情都从未减退。作为研究者，他一直都坚持不懈地追寻着激光技术

的真谛；激光为他打开了一个迷人的新世界，他给予激光事业的热情远超一名激光机床制造商所拥有的。我们随手就能举出

许多彰显他热情的实例。也许其中最了不起的当属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创新奖项，该奖项今年已是第十届了。

今年我再次有幸参加了这项盛事，前来参奖的都是全球激光界数一数二的人物。在目睹激光在医学、科研技术等多个

领域的应用之后，我激动地不能自已。人们不仅使用激光来观察活的神经元，还用它来构建光学计算机，并开发出能够快

速识别抗药性细菌的检测等。当然 Leibinger 先生并未亲身参与这些研究，但他是意识到激光重要性和潜力的先知之一。在

他辉煌的一生中，他将自己对激光的热情和迷恋传递给了我们以及无数的后继者们。

2018 年 10 月，Berthold Leibinger 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激光的热情将永远与我们、与全世界

同在。我们本期的主题 — 3D 打印，就是他热情永存的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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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

3D 打印

引力波

闪烁的管子
我们来自西雅图的摄影师 Stuart Isett 总是身临各种险

境执行拍摄任务，不管是菲律宾毒品战争，还是柬埔寨内

战，他都无所畏惧。所幸的是，这次华盛顿汉佛激光干涉

引力波观测站的摄影任务并没有那么危险。对他而言，唯

一的挑战就是高温；准确的说，是 43℃ 的高温。在本期

杂志第 30 页我们将为您呈现他的辉煌成果。

深海惊魂
一头深海巨怪拽着一艘轮船向漆黑的海底游去，海员们

陷入一片惊悚和绝望之中……这简直就是经典恐怖片的

场景。但深海真正令人恐怖的是，甲壳类和软体类动物爬

满整艘船，它们把船只带向无可挽回的悲惨境地。来自

德国什未林的插画家 Jürgen Willbarth 用铅笔描绘出

深海景象，带您领会潜伏于深海的恐惧。准备好挑战自

我的恐惧了吗？那就翻到 第 28 页开启一个深海世界。

哎呀！
我们上一期好像缺了不少光子元素。我们在第 20 页介绍

了Yinggang Huang 关于使用飞秒激光创建 3D 微结构

的博士论文，但是我们却放了 Rico Cayhadi 的照片。我

们将在本期首次介绍 Rico Cayhadi 的论文内容！我们谨

在此向 Yinggang Huang 致以诚挚的歉意。这里才是上

期我们应该使用的作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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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6 力量
利用激光拆除炸弹

 7 荣耀
美国激光学会诞生 50 周年

 8 领先
适用于工业用途、极为耐用的超疏水表面

 10 改变英国核废料的命运
英国工程师们正在为核废料容器寻找

最为可靠的激光焊缝技术

20   最新研究
新发现

 21 将激光束调至最大输出！
电能与光能的自由转换： 
这才是未来能量转换的正确打开方式

 22 一种工具 万能应用
日本公司大隈株式会社制造出了一台集成各种不同工艺的机

器。接下来我们将为您介绍激光金属熔覆技术

26      i 4 .0
揭露生产减缓的真正原因

28    深海怪兽
生物附着物每年给航运业造成高达 2 千亿美元的损失。

但是别担心，激光表面改良技术将为您排忧解难

30 “我们的发现有没有可能超越
所有人的想象？”
Aidan Brooks 博士认为，她的引力波测量也许能为人们带

来惊喜的宇宙发现

 34 流行
3D 打印为保留曲目新增强力和弦

 35 激光运用在哪里？
就在票槽里

   主题

 14  完美打印
金属 3D 打印正在车间生产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通过本期专题，您将了解该领

域目前已取得的成果和今后发展的方向，以及哪些行业将带动该技术飞速发展。

核废料 生物附着物10 22 28多任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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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每落下十枚炸弹，
就有一枚哑弹 — 
而这些哑弹至今还
被埋在地下等待
被挖掘。 

Laser Zentrum 
Hannover e.V. 公司
增材制造主管 
Christian Hoff 负责
激光爆燃项目。这个
方法也能提高战争地
区拆弹工作的安全性。 

哑弹困境
德国经常有人发现二战后遗留下的哑弹。

要拆除这些哑弹是一项难度极大的任务，

有时甚至会危及生命。因此专家们希望未

来能够存在一种自动的激光系统来使这项

任务变得更加安全和轻松。 
哐当！挖掘机铲到了某种金属 — 这东西乍看像是个

生锈的锅炉，其实它却是个未引爆的哑弹。此时只要走错

一步，就有可能使整个公寓楼坍塌。玻璃窗会被炸成碎片，

飞出数千米，形成致命的弹片。政府部门立即采取了行动。

警方首先疏散了方圆十二公里内的所有人员，医院、养老

院、监狱和火车站一一被清空，之后拆弹小组将抵达现场，

尽全力清除爆炸隐患。这样的事件德国每年要发生好几起。

原因是二战期间英国和美国军队在德国城市投下了接近 

160 万吨的炸药。差不多有 6 万吨未爆炸的弹药被埋在

了人口密集区域，因此这些地区经常会挖掘出旧炸弹。

而拆除这些炸弹的难度正在日益增大。这些旧炸弹被

埋在地下八十多年，里面的炸药和雷管都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损坏，这使得它们变得极其不稳定。不过目前，Laser 

Zentrum Hannover e.V.(LZH) 公司的项目经理 Christian 

Hoff 领导的研发小组正在开发一套使哑弹变得安全的新方

法。他们的方法是：放着雷管不动，转而尝试削弱炸弹外

壳。然后通过定点引爆来切断点火链。专家表示，炸弹外

壳厚度是决定最大爆炸压力的主要因素。如果炸弹外壳瞬

间就被炸开，那么爆炸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无害，而不会造

成一次巨大的爆炸。

然而，没有任何一种机械能够万无一失地拆除炸弹外

壳。首先把机器运到现场就非常困难，就算运到了，它们

在打开外壳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过量的热能和震动。但是如

果使用激光，就能在不接触主体的情况下在 10-25 mm 厚

的炸弹外壳上烧出“凹口”来。只要熔融材料远离炸药，

该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就是可控的。这样拆弹小组就能利用

激光预先制造出的断裂点，以亚音速进行引爆。在这个过

程中，只有部分炸药会被引爆，尽管压力波会比较低，但

是也足够向后“弹出”雷管，从而保证炸弹安全。

LZH 的工程师们已经成功地在实验室中使用激光系统

显著削弱了炸弹外壳的威力。他们的目标是在 2019 年前

完成该项目，并推出一套移动自动化系统。该项目的成功

能让拆弹这份危险的工作在将来变得更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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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
回顾过往，展望未来！今年美国激光学 

会（LIA）即将迎来  50 周年庆典。那么，
激光学会将面临怎样的未来？

当我们问及美国激光学会会长 Milan Brandt 教授，为

什么激光学会的名字中仍然带着“美国”两字时。他是这

样回答的：“我在美国激光学会工作了近 30 年，你提的

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了 30 年，大家都认为学会的名字

该换换了。”如今的美国激光学会是一所拥有 2,000 多名

成员的专业研究中心，其中包括激光终端用户、专业医

疗人士、专家、研究员和企业家等。接近半数的成员不

是美国人，他们主要来自欧洲和东亚，最近几年最多的

是中国人。“我觉得现在终于到了改名字的时候了，我们

不久就会把名字中的美国去掉，改成全球或者国际。这

两个词更适合我们的现状，也更能代表我们的愿景。”

美国激光学会创建于 1968 年，旨在联合激光界的一

切力量，鼓励成员之间进行更有成效地交流和沟通。实现

这一目标的主要方法是召开国际性大会，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激光与光电学应用大会（ICALEO）。

激光学会的第二大目标是，确定和认证激光的安全性，并

提高全球对这一关键问题的意识。“尽管我们过去取得了

许多成就，但激光安全性仍然是我们工作中极其重要的

一部分。我们目前的工作重心是将我们的培训项目扩展到

南美和中国。”Brandt 表示。“在美国，我们则倡导制定政

策，使激光技术成为学校的固有课程。”

美国激光学会在迎来 50 周年之际，回顾了成立以来

的一系列成就。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 Arthur L. Schawlow 

大奖；自 1982 年起，激光学会每年都会将大奖颁发给在

激光领域值得特别激励的人士。那么，激光学会的将面

临怎样的未来？Brandt认为美国激光学会的主要目标应

是：增加激光学会的成员、合作伙伴和与会人数。“我们想

要成为激光技术国际网络中的催化剂。我们的一大关键

目标就是：聘用年轻的学生，这些新鲜血液将成为塑造激

光学会未来 50 年的骨干力量。” 

激光安全性
仍然是
美国激光学会的
首要议题之一。

7激光界 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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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疏水表面这个话题并不是一个全

新的话题，但是由于材质太过脆弱，

一直限制着它们投入工业应用之中。

但是按照钟敏霖教授的说法，这一

状态也不会持续太久了，他相信超

疏水技术马上将迎来巨大的突破。

疏水性表面（或防水表面），理论上来讲，应十分易于在
工业上应用。但是事实上，它们在工业中的应用却非常有
限。这是为什么呢，钟教授？

这里主要有两大难题。今天，大部分的超疏水表面都

缺乏足够的耐久性，因为它们的纳米结构很容易因接

触固体颗粒而磨损或损坏。目前，市场上没有任何一

款超疏水表面能够满足工业应用的要求，它们需要具有

严格的耐磨损、抗冲击和粘合强度标准。

那另一个难题是什么？

另一个就是生产流程。即使开发出了足够坚固的超疏水

表面，我们仍然需要规模化的生产流程来实现工业应

用。众所周知，在工业生产中，速度决定一切。因此大

规模生产超疏水表面必须要有一套快速且经济高效的

解决方案。但只要生产流程中涉及化学腐蚀或等离子

涂层等工艺，就很难实现快速高效。

您是否打算一举解决这两个难题？如何实现呢？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积累了大量将激光应用于表面处

理的经验。毫无疑问，我对激光这个神奇的工具可谓了

如指掌。因此，我坚信超短脉冲激光是最适合生产纳米

结构的方法。得益于冷加工技术，激光能在不形成热影

响区的同时提供所需的高能量，否则就会适得其反。这

个方法适用于各种工业用途的材料。所以在和我的团队

商量之后，我们最终选择了通快 TruMicro 5000 飞秒

激光器。它能产生 40W 的平均功率，满足我们的研究

需求。

用激光制造纳米结构与其他技术有什么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技术并不是只针对纳米级。为

了确保我们的技术能满足所有表面的要求，我们制作了

一个两层的层级结构，它包含微米层和纳米层。 

“我们的超疏水表面
将成为首款持久耐用，
适用于工业用途的表面。”

超疏水表面没有你想象
的那么光滑。它们实际
就是具有特定用途的纳
米结构，这种表面能够
把液滴与表面接触的角
度至少增加到 120 度。
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水与表面的接触，使
水滴以水珠的形态从表
面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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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微米层面创建了微小锥体，这些锥体具有我们

想要的高度和间距。纳米结构位于这些微米锥体的外

侧以形成第二层。这种方法不会损坏表面的超疏水性，

其实它的效果恰恰相反。现在我们的接触角度增加到了 

163 度。太惊人了！

增加到 163 度能让表面更耐久吗？

是的。准确地说，因为微米结构保护了纳米结构，微

米锥体的尖端能集中拦截各种物体和颗粒，防止它们

与超疏水表面接触。这使得有害物质从一开始就无法抵

达纳米结构。在进行了涵盖了所有可能场景的严格测

试后，我们得到了一致的结果。我们的层级结构将成

为用于现实世界的第一款超疏水表面。

那你们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我们目前正在寻找行业合作伙伴，也就是可以跟我们

合作，将我们的方法大规模地投入实际使用的公司。

我觉得这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现有的工具和方法，

如多边形扫描仪或多光束扫描，能让我们的加工速度

和表面达到所需的水平。给我们两年时间，届时我们

的技术一定准备到位。 

“我们的超疏水表面
将成为首款持久耐用，
适用于工业用途的表面。”

钟教授在清华大学材料
学院担任教授，同时也
担任激光材料加工研究
中心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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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英国 
核废料的命运

英国每年都会产生大量核废料。

由于缺少合适的金属容器，这些废料的临时储存正面临困境。

幸运的是，出现了新的帮手：核先进制造研究中心已经想到解决这个难题的妙计。

核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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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艺管用吗？
Björn Krämer（左）和他的
团队在小部件上进行了一系
列测试。测试结果证实了工
艺的有效性，但是他们还需
要进行更多焊接测试来说
服潜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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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我们的网站查看
激光器的运行情况:  
www.trumpf.com 
/s/tv3f5e

“我们在这里做的一切规模都很庞大，”Björn Krämer 

表示。“无论是材料的厚度，还是机器和零件的尺寸，都

是超大规模的！”他就职于罗瑟勒姆的核先进制造研究中

心（Nuclear AMRC），就在英国谢菲尔德镇的郊区，也

隶属于谢菲尔德大学。他是激光焊接部的技术主管，负

责开发新的激光工艺。他的工作就是帮助英国的供应商

顺利签下核领域的合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为他们提供

可用于临时储存核电站中等放射性废料的金属容器。现

在的问题是，这些容器供不应求。尽管它们形状各异，

但是都是通过手工焊接，非常耗时。使用传统的电弧焊

方法完成一个容器的焊接可能要花长达一周的时间。焊

缝的完整性和弹性至关重要，因为容器必须不发生任何

泄漏，保证放射性废料的封装安全。

市场对这种容器的需求非常大。Krämer 表示：“英

国市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需要数千个这样的容器。”

为了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英国正积极实现能源转型，

减少煤炭用量；而天然气和核能被认为是最合适的替代

能源。目前英国有 15 个运行中的核反应堆，还有一个

在建。这说明未来还将源源不断地产生放射性废料，因

此提供合适的临时储存容器就变得迫在眉睫。

有些国家（比如德国）已经有供应商利用激光生产

合适的容器，但 Krämer 的客户仍对是否采用这种领先技

术而犹豫不决。“英国该行业的公司在激光技术领域要落

后别人一截。”他这么说道，“他们觉得既然能用其他方

法成功地焊接容器，为什么还要对激光进行投资？”他一

般会向他们这样解释，自动激光工艺速度更快，也更经

济高效，它产生的焊缝质量也更高。他给出的例子也非

常有说服力：最熟练的焊工也要进行多次焊接才能在不

锈钢或双层钢中焊出 6 到 15mm 的气密焊缝。但是激光

只需要焊接一次就能做到，焊接速度更是高达 2 m/min。

激光焊接对金属产生的热量也比手工焊接要低。这

可以降低热应力，从而减少变形。 

要往大处着眼！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目前找不到一个能容纳 

1.3×1.6×1.6m 大小容器的激光焊接单元，而将来市场

需要的容器体积甚至更大，体积会达到 2.5×2.5×2.5m。

这样的尺寸显然超过了传统系统的能力范围。事实

上，没有一个商用系统能容纳下这种尺寸的部件。所以 

Krämer 需要帮手，而且他也找到了，那就是 CyanTee 

Systems。他与这家系统集成商合作，开发设计能应

对超大尺寸的激光器。这听起来是个庞大的任务，但

按 Krämer 的说法，到目前为止都“简单得不可思议”。

截至今年年初，他已经在核先进制造研究中心实验室里

制造并试验运行了一个远超以往所有尺寸的巨大系统。

他制造的激光器工作单元宽 7m、长 10m、高 8m，并

且工作单元的激光安全等级是 1 级。不止外观，单元内

部也令人印象深刻。六轴龙门架带动激光头在两轴工作

台上方移动，而工作台可以支撑总重达 15 公吨的部件。

碟片激光器发挥创造性

选择激光源就简单多了。由于光束传输过于复杂，

所以 CO2 激光器不在选择之列。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

碟片激光器或光纤激光器。Krämer 选择了碟片激光器：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做研究，要尝试各种各样不同的产

品。这总免不了发生各种问题，一点差错就会产生因为

背反射损坏激光器。但是碟片激光器就不会有这样的问

题。”所以工作单元里装备的是 16KW 的通快 TruDisk 

激光器，Krämer 说它是目前全英国功率最高的碟片激

光器。“其实测试初期用 12KW 的激光器就足够了，但

是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材料这么厚，功率高一点，也能为

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好充分准备。现在我们

有底气说，只要我们想，我们就能焊接任何东西。”在

寻找适用于极厚接缝的焊接方法时，研究人员从造船业

中获得了灵感。引起焊接专家们最大兴趣的方法是复合

焊接。因此他们决定在核先进制造研究中心的研究设备

中增加一个 MIG 焊接头，来处理厚度超过 15mm 的材

料。与 MIG 焊接相比，这个工艺由于产热较低，因此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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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变形和翘曲更少，使得整个焊接工艺更加灵活。稳

定的激光功率输出是实现核工业所规定的高接缝质量的

另一个先决条件。TruDisk 16002 激光器能提供误差仅在

百分之一以内的稳定输出。“这非常好，而且也能向终

端用户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事实上，核先进制造研

究中心有计划在所有项目的早期就让这些终端用户参与

进来。Krämer 表示：“如果这些终端用户，也就是运行

核电站的公司最终不批准这一制造工艺，那么即使我们

找到了完美适用于这一工艺的激光，我们也无法说服供

应商使用它。”

所以它到底管用吗？

焊接单元肯定会检查很多合适的盒子，但  Krämer  提

醒我们，即使是最有经验的专家也会对绝对功率的处理感

到棘手。“因为这是一个原型系统，我们有太多方向可供

选择。现在我们主要集中精力研究如何为它正确编程，查

看它实际的运行情况，并测试它的极限。”

我们在不同焊接位置均对较小零件进行了测试，已

证明了该工艺的有效性。接下来就是逐渐加大零件的

尺寸和材料的厚度。但是 Krämer 强调他们要走的路还

很长。后续会使用这个工艺的合同制造商，以及他们在

核工业的终端用户仍在等待决定性证据的出现。Krämer 

知道，要说服他们，需要进行数量惊人的焊接实验才

行。“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向他们证实我们方法的可行性，

那就是建立一个尽可能大的工艺参数数据库。”在核工

业中，一项制造工艺需要花费极长的时间才能获得认可。

毕竟，没人敢拿放射性废料安全储存来冒险。

尺寸至关重要。 

为了帮助供应链中的厂家顺利转换至激光加工，研

究团队首先要彻底了解如何将机器产能发挥到极限，之

后才能将方法传授给他们。但是一套 16KW 的激光器系

统和如此巨大的尺寸，不会超过大多数厂家的承受能力

吗？

“当然会，”Kramer 答道。“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建

议你不需要一台 16KW 的激光器，也不需要一个 5 x 7 

龙门架来移动激光头。可能的话，你需要的只是换一台

激光器，再配一台机器人。之所以这么配置是因为我们

看得更长远，接下来的时间内我们还要用这个设备进行

各种研究。”

事实上 Krämer 已经在考虑未来他的激光器能用于

哪些领域了：“到了某一时候，储存容器总要被打开，

以便把放射性废料转移到低安全性的设施中去。但是由

于容器已经被废料污染了，所以在切开作业时必然要采

取特殊的措施。我们把这叫做‘退役切割’。”只要换

上一个特殊的切割激光头，TruDisk 就能进行这个任务。

使用机器人拆除核电站的移动性应用也可能是未来的一

个研究方向。Krämer 和他的团队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这项

工艺了。 

联系方式: 核先进制造研究中心 
电话: +44 (0)114 222 9900, enquiries@namrc.co.uk

“客户实际上是不需要一台工作区体积达 560m³ 的 
激光工作单元的。但是我们必须往大处着眼。”
Björn Krämer，核先进制造研究中心激光焊接部技术主管

输出能量翻倍：除了用于复合
焊接的碟片激光器以外，研究
设备还装有 MIG 焊接头，能
够进行超厚焊缝焊接 

核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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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
3D 打印
如果 3D 打印是个活生生的人，那么他现在即将长大成人。

大的框架已经成型，但未来也许仍会有惊喜等着我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3D 打印的主要趋势。 

3 D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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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
3D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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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是个人人都挂在嘴边的词，但是如今这个术语对于不同的人，

含义却千差万别。不，也许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如此特别。以金属 3D 打

印来说，几乎每年都会有新的技术生根发芽。在粉床中逐层构建零件的

想法激发起了众多工程师和开发人员的兴趣。现已成熟的方法有三种：

激光金属熔化（LMF）、电子束熔化和粘合剂喷射。它们与基于喷嘴的

激光金属熔覆方法（另一种增材制造工艺）和基于丝材的方法共同成为

业界关注的焦点。从市场份额上来看，激光金属熔化和激光金属熔覆是

主要的金属部件增材制造方法。但是如果你问“哪种方法最适合？”，

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因为两个方法各有千秋。举例来说，如果想要制

造具有精细结构的部件，激光金属熔化技术可以制造出最高质量的部

件，但粘合剂喷射却可以使制造速度提高十到一百倍。

如果把 3D 打印比喻成人类，那么他现在也许是个天资聪颖的 17 

岁少年。我们已经能看出他的个性和才能。父母因此可以推测孩子将来

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但无论这个少年如何才华横溢，他要学的东西还有

很多。当然现在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孩子已经学会了走路、说话、

阅读和做算术。他们已经打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并拿到了报酬，现在

他们要忙着完成高中学业。但他们已经嗅到了自由和独立的气味，新的

生活即将开始。

3D                打印正处于这样的阶段。工程师和各大高校仍在继续试探和开发

使用该技术的新方法。同时，3D         打印机多年来在工业用途上已经完全成 

熟，特别是在航空航天等先驱行业。在早期阶段备受困扰的初期问

题，尤其是工艺的可重复性和稳健性，已经被机器制造商的技能所解

决。3D 打印技术在车间生产中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正在开始准备

投入到工业应用中去。越来越多的商业人士见证了这项技术进入了他们

的行业，也在认真思考是否要赶在竞争对手之前，先下手为强。但是哪

些技术是他们下决定前必须了解的主要趋势呢？

多激光器的优缺点 

首先要考虑的是成型仓。原则上来说，3D 打印机里的激光器越

多，制造部件的速度也就越快。这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催生了具有两

个、三个甚至更多激光器的打印机的商业化。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

有这么简单，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着 3D 打印。其中提高 3D 打

印效率的一大关键因素是：实现工作区中扫描区域、扫描速度、温度调

节、温度场、构建速度和气体流量的最佳组合。激光器的数量和能量输

出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但毫无疑问也是其中最昂贵的一个。有些情

况下，增加第四个激光器会把系统的成本提高 25%，但打印效率却只

能增加 2%。也许从机器的一些不太起眼的部件开始升级会更有利可图，

如成型仓加热系统等。一套智能加热概念绝对值得投资，因为它能提高

打印过程的稳定性并增加整体打印效率。

一些具有大型成型仓的多激光器打印机声称可提高大型部件的制造

速度，其依据是两个激光器可以构建部件的后部，同时其他激光器则负

责前部。这个说法乍一听没什么问题，但是关键是要怎么妥善处理前后

部的交界部分。如果激光器扫描区域相隔太远（也就是说它们工作区域

的重叠区域不够多），那么零件末端会变得十分不均匀，焊缝也会很难

看。等投入实际使用后，这些地方最终会变成令人苦恼的断裂点。所以

结论就是：不能只靠其装备的激光器数量就判断一台 3D 打印机是否

高效，而是要看它的整体设计。

主要趋势的另一个方面是将 3D 打印和其他机械加工方法集成到一

台机器上去，比如铣削和钻孔。不幸的是，这种尝试的最终结果通常

是：无比优异的 3D 打印反而成了拖累其他内置工艺的绊脚石。因为实

际使用时，昂贵的集成式铣刀每天都要花费半天时间空转，以等待 3D 

打印机打印到一定程度。然后铣刀运行两分钟，之后将再次进入待机状

态。任何有经验的生产计划员都不会在明知高端铣床不怎么被使用时还

坚持安装。目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考虑到 3D 打印和传统方

法之间天差地别的加工速度，任何将它们结合在一台机器上的想法都是

不切实际的。但是对于其他增材制造方法来说，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比

如激光金属熔覆（详见第 22 页的报道）。

  
更广阔的视野

论“制造这个零件需要几部激光器”这个问题有多重要会让我们关

注的视野非常狭窄。近年来，人们都把视线转向了成型仓，它也同样显

示出工程师们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控制好工艺，并提高它的速度，而且他

们也成功了。在过去 5 年中，他们成功地将激光金属熔化工艺的生产率

提高了三倍 —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取得这般成就的确令人瞩目，而这

种趋势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现在是时候该放宽我们的视野了，开始关注流程的上下游阶段。

这包括打开粉末包装、重新填充机器、筛选粉末、检查粉末是否正确混

合、吹掉或抖掉多余的粉末、从构建基板上移除零件、移除它们可能包

含的任何支撑、对表面进行精加工等。在这些阶段中，我们将很有可能

提高单个步骤的速度，并实现自动化，如粉末管理等。采用自动独立的

粉末处理系统也是合理解决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的方法，它能比以往更

好地改善工业环境。因为金属粉末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它会对健康造成

危害，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吸入体内。然而，目前只有最大的公司会选

择最完整的生产集成自动化解决方案。相比之下，传统的加工车间通常

更喜欢单独操作 3D 打印机，而不是直接将其整合到其他生产过程中。

但无论业务的大小，所有钟爱 3D 打印的人都期待一款优秀软件

的问世。独立的软件模块化系统将采用新概念，摒弃令人费神的界面，

贯穿 CAD 数据建模到表面精加工的全过程。说到这些后期加工阶段，

越来越多的商业人士见证了
这项技术进入了他们的行业， 
也在认真思考是否要赶在竞 
争对手之前，先下手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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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 3D 零件所需的软件支持一度是进入这个新兴技术领域的桥梁。

它们至今仍然有用，但是大规模部署暴露出了它们在后加工期间的缺

点：致使成本和工作量不断增加。这恰好阐释了当今工业的真正需求：

为 3D 量身定制的新创意。

3D 思维 

3D 打印的远大前景主要来自于它提供的设计自由度。打印零件

时只需要考虑它的功能，无需受其他所限。然而，3D 打印目前最大的

优势也是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设计工程师所面临的一大艰巨任务是：

如何抛开固有思维，重新思考现有零件。大多数零件开发人员已经习惯

根据预期的加工过程来进行设计，并且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他们总结出

了许多所谓的业界“黄金法则”，如“不能在拐角处钻孔”，或“不能

铸造空腔”等。特别是在 3D 革命早期，设计工程师们想尽办法摆脱这

种传统思维模式。许多 3D 打印零件都与相应的传统零件非常相似。但

是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学徒培训系统教育新手设计

师要开创自由形式，生产过程也已没有了任何限制。而新一代设计师正

逐渐走上社会。同时，一些 3D 打印技术供应商也迅速对该领域巨大的

需求做出了响应，开始为他们的客户提供自由形式的培训课程。自由设

计正逐渐成为培训课程的核心，尤其是在德国和瑞士，这一潮流势不可

挡。中国也看出了市场风向，开始为他们的工程师开设相应的课程。新

一代设计师们很有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未来零件的形状和形式。与此同

时，在软件方面，设计和仿真程序在持续改进，能够自动建议 3D 特色

的设计选项。所有这些都将为工业 3D 打印产生更多的推动力，也会再

次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激光就只能用来熔化金属呢？ 

不仅仅适用于金属材质

材料多样性这个议题在 3D 打印的讨论中一直被低估，但如今它终

于成为了 3D 打印最具决定性的优势之一。激光金属熔化技术和粘合剂

喷射可适用材料的范围之广远超其他方法。现在市场上有大量不同种类

的金属粉末。世界各地的用户都能轻松购得，然后根据特定要求混合不

同的金属粉末。其中有一类被称为镍基合金，该合金可以轻松承受涡轮

叶片中超过 1000℃ 的高温。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另一种特殊合金，

它使零件能够承受极端折弯，而该合金只能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造生产。

3D 打印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能够处理超越金属的新功能材料，因

为激光光束完全有能力熔化金属以外的其他材料。非晶态合金就是其

中一例，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 3D 打印制造的高级光学元

件和镜面。同时开发商目前正致力于将陶瓷粉末用于 3D 打印，这是另

一种引人注目的材料。

你能做到！

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计划将 3D 打印应用于其特殊行业，这势必会

涌现更多样化的机器和生产概念。比如对于模具制造商来说，他们需要

的产品完全没必要按照航空航天行业的严格要求来制造。随着可用材料

种类的不断增加，差异也会越来越大。虽然 3D 打印前景可见，但路上

一定还有不少惊喜。

他就是一名天赋异禀的 17 岁少年，正昂首阔步地走进工业世界。

而它的父母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休息，将一切都交给他们栽培的少年

神童了。

联系方式: Thomas Fehn 教授，增材制造事业部总经理 

电话: +49 (0) 7156 303-31823, thomas.fehn@trumpf.com

你不能只凭借其装备的激光器 
数量就判断一台 3D 打印机 
是否高效。 

3 D打印

17激光界 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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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是第一个对 3D 打印张开

怀抱的行业，现在 3D 打印几乎成了它的

标配。理由非常明确：和汽车不同，飞机基

本都飞在天上，停在地面上的时间非常短。

这也就是说，各个独立部件的造价并不具

有很大影响。其决定性因素是它能在多大

程度上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这里轻量化

设计才是王道。如果你能通过调整设计使

某个飞机部件减重1公斤，那么在飞机退役

之前，就相当于省下了数十万欧元的燃油

费用。航空航天业需要的正是小批量高质

量的部件，而这正是激光金属熔化技术的

强项。这个行业中最常使用 3D 打印的是

涡轮机部件。 

接下来介绍的几项也是应用于 3D 打

印的先锋行业，由于 3D 打印尤其适合制

造诸如假牙、镶嵌物和其他植入物之类的

小物件，因此在这些行业中大受欢迎。由于

每个人的髋部和假牙都大不相同，因此在实

际操作中，通常都会有标准产品和定制产品

两种。定制植入物通常更容易植入，能帮助

病人以更快的速度康复。将来可能的发展

方向是，利用成像方法先对患者的膝盖或下

颌进行测量，然后将所需植入物的 CAD 蓝

图直接发送到 3D 打印机，打印机接收到

蓝图后直接开始制造。 

航空航天业

医疗设备和
牙科医术

目前有五个行业正在经历

1

2

像这样的

颅骨植入物

将在未来帮助

许多癌症患者。

航空航天业需要的是兼具高
硬度和超轻量化的部件。卫
星零件只是其中一例。

3D 打印是什么？
18 激光界 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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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机器制造商而言，有一

件无比熟悉却又令人苦恼的差

事，那就是：由于几个小零件没

有完成而导致整个生产过程不

得不暂停，明明还差一步就能交

付却不得不在此时去安抚客户。

为此，行业正通过安装自己的 

3D 打印机，来应对供应商供

货不及时的情况。3D 打印机可

以生产出高质量的零件，如夹

具等。第一波企业已开始

自己打印耗材，例如铣

削工具和钻头，这样也

可以保证他们在这一领

域的独立性。越来越多

的机器制造商正在通

过  3D 打印发现新的

功能，例如只需简单地

修改通道形状就能大大

改进喷嘴。 

注塑模具制造商最 近也发现了 

3D 打印的冷却效果，现在他们正在采

用前所未见的流道设计来打印新的模

具。例如，钻孔或铣削之类的传统方法

无法确保始终到达需要回火工具的所

有区域，因此对于确保注射成型

零件以最佳方式冷却是至关

重要的。否则就会造成一系

列问题，如制造问题、零件

使用寿命期间质量下降以及

废品率高等问题。3D 打印

为全新的冷却设计打开了大

门，不仅可以轻松将废品率

降低  30%，还能同时提高

整体质量。 

由于汽

车行业一直关

注于降低价格，设

计理念也相对保守，所

以激光金属熔化技术为了能在

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费尽了心思。汽车行业

使用的所有部件都有专门设计的固定方

法，如铸造和车削 — 这种情况不太

可能改变。激光金属熔化技术仅

用于高级车辆部件中的可见零

件、过滤器以及经过流量优化

的排气支管。该行业也对高速

粘合剂喷射工艺寄予厚望。采用

这种工艺，就不再需要生产模

具，这将有助于公司削减

之前用于铸造零件的

成本，并减少生产数量

少于100,000件的零件

成本。 

机械工程

汽车

目前有五个行业正在经历 3D 打印革命

3

4

5
工具制造

自己打印热交换器能
在开发阶段节省时间
和金钱。

激光金属熔化技术已成为汽
车行业的标准技术，特别是
对于涡轮增压器和热交换器。

这种模芯就是
一个例子，能很
好地解释内部结

构如何更好
冷却。 

19激光界 02:2018



激光光束对奶粉的影响
Sami Abdalla（33岁）在苏丹科学技术大学就读期间撰写 

的硕士论文中，研究了激光光束如何影响奶粉的水分含

量、pH 值和灰分含量 - 这三个因素决定了它的味道、保

质期和健康特性。氦氖激光器产生的红光降低了奶粉的水

分含量。此外，灰分和 pH 值均有所下降。使用半导体激

光器产生的绿光，可以使水分含量不变，pH 值下降，灰分

含量增加。这些发现将有助于公司生产更好更便宜的奶粉。 

了解更多他的研究：

http://repository.sustech.edu/
handle/123456789/16091

半导体材料表面微结构激光改性
超快激光可用于加工规则的亚微米表面结构。 

Rico Cahyadi（27岁）在其密歇根大学的博士论文中，研

究了在半导体材料和金属表面加工此类结构所涉及的机构

学和动力学。为此，他在多种激光参数下进行了基于不同

材料体系的实验。最后使用分析模型和有限元计算对实验

系统进行了模拟，并结合显微镜和化学分析技术对随后的

材料性质改变进行了说明。 

了解更多信息：
 
https://deepblue.lib.umich.
edu/handle/2027.42/138571 

应用于桥梁的波纹夹芯板
激光焊接的波纹夹芯板比传统的正交异性钢桥面板更轻巧。

使用它们作为桥面板，可以大大减轻钢桥的重量。同时也更

耐用，生产成本更低。Peter Nilsson（35岁）在哥德堡查尔

姆斯理工大学就读期间的硕士论文中，研究了相关工艺参数

对面板疲劳性的影响，并开发了简化的结构分析方法。

全文可在线阅览。

https://research.chalmers.se/
publication/253342

激光消融工艺应用于燃料电池的液态材料
氢燃料电池借助催化剂将氢和氧的化学能转换成电能。然而，

常规催化剂含有如铂一类的贵金属，因此非常昂贵。Galina 

M a r z u n （ 3 2 岁）在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就读期间撰 

写的博士论文中，研究了使用激光消融在液体中制备纳米

颗粒的方法，并在随后的加工步骤中获得了非贵金属催化

剂。这种方法可以在未来大大降低制造氢燃料电池的成本。 

了解更多信息：

 
http://duepublico.uni-duisburg-
essen.de/servlets/Deriva-
teServlet/Derivate-44352/
Diss_Marzun.pdf2

最新
研究 

光作为一种工具它的未来发展是怎样的呢？四位

年轻学者的研究也许能让我们了解一些未来的可

能性。 

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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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电梯  

这个想法主要涉及一部进入太空

的电梯，以及连在它背后的电缆。

但是供电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基

本上不可能靠电缆输电。向太空

延伸 36,000 公里，这个距离需要

数百个发电站和变电站才能为吊

舱供电。这也是为什 么专家们更

倾向于使用散焦激光来供电。地

面上的激光器能够向太空电梯底

部的高效光伏电池发射激光，然

后电池再将光线转换回电能。

≈≈≈ 状态 ≈≈≈
尽管各种太空电梯之间的竞争
就为一个概念提供了证据，
但它仍有待发展和验证。

手机充电板  

自从我们开始将手机变成主

要的通讯方式，我们就一直

担心智能手机的充电问题。

如果只需要简单地把手机

正面朝下放在面前的会议桌

或吧台上就能充电，那岂不是

非常方便吗？激光电池的

控制软件将检测我们的智能

手机，然后将激光聚焦在内置

于屏幕背面的光伏模块上，

直到设备完全充电为止。 

≈≈≈ 状态 ≈≈≈

随着软件和激光技术的发展，
这一想法已经蓄势待发。

这同样适用于智能手机外壳。
唯一需要稍微提高的是光伏组

件的效率。 
 

微型无人机
微型无人机需要诸如微型机械

零件、电子元件、摄像头和传感

器等微型部件，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微型电池则是例外。化学法

则否定了微型化电池，因为微

型化后，电池的续航时间只有几

分钟。针对这一点，专家们提出了

一个颇具前景的想法：当无人机

在空中飞行时，可以通过激光

光束为其供电。 

≈≈≈ 状态 ≈≈≈
这一想法已经进入了实验室试
验阶段。面临的挑战包括视觉
接触，以及最大的难题：如何
为四处飞行的飞行器供电。

来自太空的太阳能 
光伏组件到了大气层外，

其产生的能量几乎可以翻倍。

在太空轨道上运行的太阳能电

池可以利用它们收集的能量产

生激光束并将其射向地球上的

太阳能农场。即使去掉能量转

换以及激光穿透大气层时的损

失，也仍然比相同表面积的纯

地面光伏电站提供更多的能量。 

≈≈≈ 状态 ≈≈≈
尽管有各种证据证明了

这个概念，但它仍有待发展和验
证。比如，太空
的巨大建筑需求

取决于我们第一个示例
提到的部署太空电梯的能力。

≈≈≈ 示例  ≈≈≈

01
≈≈≈ 示例  ≈≈≈

04
≈≈≈ 示例  ≈≈≈

03
≈≈≈ 示例  ≈≈≈

02

将电能转换成光之后再由光转换回电能：
通过激光无线传输电力的想法也许可以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充电是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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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ei Yamamoto 
在无意中发现激光金属
熔覆技术，所以他只是
补充了他所需的
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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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具就能完成

所有任务会是什么感觉？

一台可以包揽切割、研磨、

激光金属熔覆和激光淬火

的全能机床？

日本大隈株式会社的 

Seiei Yamamoto 始终在

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他拿起了电话……

多功能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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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日本爱知县大口町的大隈株式会社，是世

界领先的计算机数控机床制造商之一。这家公司与众不

同的是，它专注于多功能机床，致力于将车削、铣削

和磨削等多种生产方法集成在同一台机器上。这些都

是减材生产方法，而在 Yamamoto 打电话时，他们也只

能提供这一类功能。“但如果我们把增材方法集成进去会 

怎样？”Yamamoto 继续说，“那就是前所未有的一流多功

能机床了。”

Yamamoto 需要考虑航空航天和汽车领域的客户，

以及铸件和冲压零件的供应商。对于小批量零件而言，

工艺可靠性和卓越的生产质量是关键因素，因此大隈认

为这些零件才是激光应用的理想选择。“铣削或车削等

工艺总是需要大量的后期加工，这不仅耗时耗资，还需

要一名专业人员。将增材工艺整合进去后，就可以生产

出很多无需后期加工的零件。”他说道。激光可以快速

准确地执行各种不同的任务，包括 3D 成型（由耐热和

耐磨合金制成的保护涂层）以及用于修复涡轮机、叶片

和压铸件零件的材料熔覆技术。就形式而言，大隈和它

的多功能专家们更进一步表示，如果他们要把激光集成

进去，那最好选择一个多用途的激光。“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决定为机床增加激光淬火的功能，这能省去后期

加工中的步骤。”

寻求完美的合作伙伴  

       Yamamoto 强调大隈并不打算重走老路：“我们

要找的是具有增材技术经验的合作伙伴，并且他们能

够将其专业知识与我们久经考验的机器部件和内部开发

控制系统相结合。”Yamamoto对质量的要求很高，而

且想要快速启动项目，并不打算在测试阶段花太长的时

间。“在和通快的 Antonio Candel-Ruiz 通话之后，我

就知道我找到了合适的合作伙伴。” 

 
共同决定者 

通快的熔覆技术专家           Antonio          Candel-Ruiz         整装待发。 

“这个项目令人兴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免让人心生

怯意。加工过程非常快，所以我们不确定增加激光金

属熔覆技术是否可行，也不知道要怎么满足大隈广泛

的需求。他们想要全面的熔覆覆盖范围，从薄结构到

更大表面都必须覆盖到，而且必须保证质量。不仅如

此，更重要的是，还要考虑激光淬火。这样就只剩下一

种激光类型可选了，也就是碟片激光。”他说道。最

后，Candel-Ruiz 选择了功率相对较大、具有极高光束

质量的 4 KW 碟片激光器。它比要求的性能高出两倍，

超出了大隈的期待。他们已经清除了第一道障碍。“下

一步是光学。”Candel-Ruiz 继续说道，“灵活性在这

里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大隈肯定不想改变他们的光

学系统。”所幸关于这一点，他成竹在胸。他选择了一

种激光光斑直径可变的光学系统，可调节范围在 0.4 

到 8.5 mm 之间。

YAMAMOTO 回忆道：

“我们数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着增材制

造技术的发展。同所有工程师一样，

我们为大隈的新技术而着迷。我们

对激光金属熔覆或者激光金属涂覆

技术特别感兴趣，因为它具有很高

的加工速度和熔覆速率。”

LASER EX 系列的多功
能机床结合了增材和减
材制造方法，还可以对工
件毛坯进行淬火和涂层。 

“我们认为自

己也能使用

激光进行淬

火。” 

多功能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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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金属熔覆技术速成班 

Yamamoto             讲述了他的感受：“激光金属熔覆技术对我 

们来说是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找

到这么符合我们要求的激光设备。通快带来的增材制

造专业知识也同样重要。我们一起合作，在很短的时间

内建立起了庞大的知识库。”第一步是让两家公司的专

家坐在一起，研究大隈的产品组合，确定能够适用激 

光金属熔覆加工的零件。Candel-Ruiz 接着从他的角度

回忆起他们的合作：“大隈制造了几台原型机，让我

们在现场为它们开发了测试应用程序。我们的重点是确

定合适的材料和最有利的几何形状，解释专业知识是关

键。比如，我们向他们展示了不同粉末所适用的不同激

光功率和气体量等参数，并解释了如何制定合适的曝光

策略。”

一种工具 万能应用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大隈目前已经把加强版的

多功能概念应用到了两台新机床上。它们可以进行铣削、

车削、磨削和激光金属熔覆，也可以对各种形状和尺寸

的工件进行热处理。大隈对取得的成果非常满意。“用

机床来进行淬火快多了，变形也更少。而且不用进行后

期加工真是帮了大忙。生产周期减少了 90%，这样能 

让我们客户将生产率提高十倍。”

越来越多的设计工程师意识到了复合制造方法的优

越性，因此他们一开始就把这项技术纳入了生产计划

中。Yamamoto 表示：“我们提供的是最合适的机床，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看到多功能机床生产和加工出

来的专用零件。” 

联系方式: 大隈株式会社 

Seiei Yamamoto, 高级加工开发部 

电话: +81 (0) 587 95 7801, se-yamamoto@okuma.co.jp 

另一个成功因素源自通快的
Antonio Candel-Ruiz 

Antonio Candel-Ruiz 
是通快激光金属熔覆技术专家。

“免除了后期加工的步骤，

我们客户的生产率可以提高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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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生产速度？” 这是许多公司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思考的结果通常都会

指向他们的机器和产品本身。那么，怎样才能让机器运转得更快？产品要怎么设计才

能让生产步骤减少到最低？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机器制造产品所花费的时间只占整

个制造流程的 20%。剩下 80% 的时间都花在其他间接流程上，比如下订单、储存

和运输等。而随着生产批量越来越小，这些非增值过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对整个业务流程实现智能化，也就是数字化。从起草报价起

就要纳入数字化。客户通常需要几天才能收到报价，然而现在这个步骤通过网上商店

就可以实现自动化处理。客户先注册一个账户，通过这个账户上传客户的具体产品技

术要求，几秒之后就能收到一份报价。等他们点击确认后，订单数据立刻就会进行处

理。搜索信息所浪费的时间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了解订单生产所在阶段、

下一个要进行激光焊接的零件的当前位置等。通过为工件增加一个代码，就可以使用

追踪器全程追踪零件所在位置，而工作人员只要扫描一下条码，瞬间即可调出某个具

体订单生产情况的所有细节。数字化解决方案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甚至彻底消除

停机时间。比如，如果一台机器停止生产了，机器可以通过向技术人员的智能手机发

送消息来引起对自身的注意。如果在停机前机器就能向技术员发出提醒信息，则效率

会更高。通快的许多机器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们通过统计数据，能够告知部件发

生故障的时间，还能预测故障发生的方式。这样，工人们就能掌握新部件下单和更换

的时间。我们正努力让所有通快机器都能做到这一点。内部物流，也就是公司内部货

物的流通也可以进行互联管理。采用合适的软件就能对库存水平、物料预定进行自动

化管理，从而确保板料始终在恰当的时间抵达合适的机器。

2017 年，通快智能工厂在芝加哥开张，向客户展示互联制造的潜力。经验表明，

在一些案例中，互联整个流程链可以节省 50% 的生产时间。 

有些人认为机器就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更快地作业 — 其实远非如此。
任何问题都有可能影响速度，要想提高生产线速度，就必须实现整个流程的数字化。 

彻底消灭
时间浪费

Tobias Reuther  
通快智能工厂主
管（美国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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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

激光血液检测

能帮助战胜癌症吗？

阿秒脉冲也许就是答案所在。

登录通快在线杂志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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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水体的船只表面几乎瞬间就被细菌定植。这种细菌层为单细胞

藻类、真菌和其他微生物提供了完美的繁殖条件，它们会聚集形成生物

膜。紧接着是诸如鹅藤壶的无柄甲壳类动物，它们与藻类、海葵和软珊

瑚类一起牢牢地附着在生物膜上。这种生物的稳定增殖被称为生物附着

物，它会产生巨大的摩擦阻力，使船舶不得不燃烧更多的燃料。更糟糕

的是，微生物的附着会引起生物腐蚀，这会削弱船体的强度，甚至可能

导致船体出现裂缝，而不得不花大价钱进行维修。生物附着物不仅仅对

船舶造成问题，它还会影响所有其他永久位于水中的结构，如桥墩、码

头、浮标和海上钻井平台等。专家表示，仅以航运业为例，因生物附着

物引起的停机时间而造成的损失，以及提高的维修成本能达到每年  2  千

亿美元。

无毒图案 

我们旨在找到一种有效防止生物附着物的环保方法。目前，航运业

的首选解决方案是使用生物杀灭剂，如氧化亚铜和吡啶硫酮锌等，但这

些物质很难生物降解，会对海洋生物构成严重威胁。无毒防污涂层则会

逐渐磨损掉落，也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另一种污染。这两种方法现已被美

国环境保护署（EPA）禁止。

我们的方法与上面都有所不同。我们主要是在微米和纳米水平上改

变表面结构，使微生物从一开始就无法附着在表面上。这个方法基于自

然界两个知名的例子：鲨鱼皮和荷叶。众所周知，荷叶具有自洁属性。

它们拥有超疏水表面，水滴落在叶面上，会变成水珠后滚落表面，顺便

带走上面的污染物。这个机制为防污表面的开发起了个好头。鲨鱼皮通

常因其流体动力学特质而引起研究人员的注意，但是我们关注的却是另    

一种特性，即防止微生物附着的表面形态。

藤壶（BALANDIAE）
是属于甲壳动物亚门的

节肢动物。这些无柄动物主要生活在沿海水域，

但有几种藤壶则生活在深海地区。它们用羽毛状的附

肢来捕捉微生物和浮游生物。

船蛆（TEREDO NAVALIS）
是一种双壳类软体动物。这种软体动物会在木材中

钻出一条带有钙质内衬的深遂穴道。它更喜欢温热

的水域，通过将木质纤维素转化为糖分来滋养自身。

鹅藤壶（PEDUNCULATA） 
是无柄生物的一种。

它们主要生活在岩石和漂浮物上。鹅藤壶具有

支撑壳形头部的肌肉柄。它们以浮游生物为食，

利用它们的卷云状触手来过滤水中的微生物。

藤壶、鸭嘴蛤和船蛆才是海洋中真正的恐怖生物。
Swagatika Patra 向我们解释了船舶摆脱这些“跟屁虫”的可行性方法。

图 A 图 B 图 C

深海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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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水滴

有了明确的目标和两个可供参考的自然界范例，我们便开始着手

研究。我们首先研究的是微观地形如何影响表面的疏水性。为此，我

们采用皮秒激光微加工构建了微观表面图案。我们想通过比较不同图

案的结果来预测表面结构的防污功效。我们基于两个主要概念来对微

生物粘附度进行分类：工程粗糙度指数（ERI）和接触角度。工程粗糙

度指数旨在说明微生物附着与微图案表面形貌润湿性之间的相关性。工

程粗糙度指数是个无量纲量，是 Wenzel 粗糙度因子（r）和图案自由

度（df）占凹陷表面积分率（fD）的比率。

另一个主要概念是接触角度。在我们的应用中，它指的是某表面

上水滴与该表面之间的角度。该角度可以显示表面的疏水性或亲水性。

疏水性越高，微生物粘附率则越低。物体表面的接触角度在 90 和 180 

度之间，则其表面具有疏水性，这种表面上的水滴不是平坦状态，而

更像是升起来的气球。角度大到 150 度以上，我们则称之为超疏水性

表面，比如之前提到的荷叶。

防污形貌 

我们先用激光脉冲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也称为 PMMA）材质的

表面上制造图案。然后，我们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研究了图案，检查切口

的宽度和相邻表面特征之间的间距。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创建具有两个 

“开口水平”的 100-200μm 大小的圆形图案（微尺度方柱和互连凹陷），

即可实现所需的特性。这种拓扑结构能显著改变表面的疏水性。它大大

增加了 5ml 水滴的接触角度，其在光滑表面的角度是 70 度，而在拓扑

改良表面角度增加到了 113 度。同时，表面的工程粗糙度指数从 0 增加

到了 1.13。这也就是说，微生物附着率也会显著下降，进一步证实了我

们的解决方案可以有效防止附着。

SWAGATIKA PATRA 在德克萨斯州拉马尔大学和她的

同事 Raghabendra Rout 一起，在刘新宇教授的指导下

进行该项研究。他们致力于使用超短脉冲激光来制造无

毒的抗生物附着方法。

仅在航运业，

每年因生物

附着所造成的

损失就高达 2 
千亿美元。 

它会造成怎样的破坏  
生物附着物会增加船只的重量和摩擦阻力，从而导致更高的

燃料消耗。为防止进一步损坏，必须定期在干的船坞中进行生

物附着物的清除。

传统解决方案  
有毒涂层会持续向水中释放生物杀灭剂，杀死水中的幼虫。

硅基涂层使生物体更难黏附。

生物附着的开端  
生物附着首先形成的是糖和蛋白质薄膜。

接下来是细菌，然后是如藻类和真菌这类的微生物，

再接下来小型海洋生物，如藤壶和鹅藤壶等。

最容易出现 
生物附着的地方（虽然通常它们会遍布整个船体）是船舵、螺旋桨、海水阀箱、舭龙骨和船首推进器。

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在不同材料表面上测试新图案和工程特征，从

中找到最适合现实世界应用的图案。最佳选择最终取决于能否找到一种

经济有效的方法，以在船身整个区域内构建这些微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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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波

“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现什么

Aidan Brooks 漫
步在华盛顿汉佛
激光干涉引力波观
测站的一个四公里
长的混凝土管之前。
这些管包裹着世界
上最灵敏的激光干
涉仪。 

30

S
tu

ar
t I

se
tt

激光界 02:2018



超越所有人的想象？”“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现什么

Aidan Brooks 从事的是测量引力波的工作。
他希望发现一个足以颠覆我们对宇宙认识的巨大惊喜 

但前提是我们相信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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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探测引力波都是件耗费巨大精力
和财力的事情。这些付出到底值得吗？

我的答案是值得，绝对值得！2015 年

首次探测到引力波就是个可喜的信号，我有一

个朋友甚至把那个信号纹在了手臂上。关键的

是，一个全新的天文学领域正在我们眼前展

开，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所见的世

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宏大的

天文项目相比，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站（简

称 LIGO）的投入成本非常合理。例如，国际 

热核实验反应堆（ITER）和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的投入成本都超过了 100 亿美元。而 

LIGO 的成本只有 12 亿美元，使用寿命长达 

30 多年。

那么这 12 亿美元的投入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使用引力波探测以前从未

接触过的高能物理系统，例如黑洞的合并和 

中子星等。当你把引力波和宇宙电磁观测 

相结合，就诞生了多方面先驱的天文学，进 

 一步扩大了科学的边界。

您希望从这项研究中学到什么？

通过研究中子星碰撞，能获取很多科学

信息。这些天文现象的压力和密度都不是地

球实验可比的。

引力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物理的实验室，

很多在地球上无法实现的事情都成为了可能。

当然，我们还想探索二元黑洞系统及其在宇

宙中的分布。同时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所发现的引力波信号中是否暗藏着暗物

质？我们是否会有意外之喜？这是否会完全

超乎我们的想象？

您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吗？

当一个全新技术诞生，它总是会带来天

文学上令人惊喜的新发现，这一点仿佛已经

成了科学界的共识。我觉得基本可以肯定，

引力波会为我们揭示宇宙带来各种大大小小

的惊喜发现。我们现在只不过了解了一点皮

毛而已。

2017 年您观测到了 1.3 亿光年外的两个中子星
系统合并发出的引力波。您能向我们描述 一下，
在那天抵达办公室就突然收到这种爆炸性信息
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就是“很突然”，说来就来了，没有任

何征兆。你以为今天也会是平常的一天，然

后就“轰”！突然就收到了信号。那一天，

我才刚到办公室，和往常一样，我给自己泡

了杯咖啡，然后打算开始检查天文事件数据

库，通常数据库里都是些干扰信号。但是突

然间，我的同事就冲了进来，告诉我发现了

新东西。

当您看到监测器上的波纹时，您如何确定所看到
的究竟是什么？引力波观测是一门非常间接的科
学，这不会让您紧张不安吗？

作为一个有情绪的普通人来说，当然会啊。

但是作为一名科学家，我们接受的教育让我

们对自己的计算，对数学坚信不疑。相信数

学是我们做一切研究最重要的前提，尤其是

涉及远超人类认识能力的研究。

那除了数学，还有什么是观测引力波不可或缺
的要求？ 

那可就太多了，但稳定性永远都是决定性因

素。举例来说，当探测器，也就是激光干涉

仪处于全功率运行状态时，内部会有近一百

万瓦能量在循环。尽管我们的镜子吸收率极

低（每百万不到一个光子），镜子吸收功率

仍然能达到几百毫瓦。光子产生的压力和玻

璃的热膨胀使我们光学系统产生非常弱的透

镜效应。我说的弱从数值上来讲并不小，焦

距有数十公里，但是仍然会对我们的探测器

造成重大的影响！ 

那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将 CO2 激光器的光束投射到光学系统  

上。它的形状被精准确定以产生负透镜，从

而消除学系统中这种随时间变化的失真情况。

所以 CO2 激光器保持绝对稳定对我们来说极

其重要。你知道吗，如果 CO2 激光器功率波

动过大，它就会成为主要的位移噪声源，

“七十台望远镜集体转向去观察那个物体，
这多亏了我们发现的信号！
这太让人欣喜若狂了。” 

引力波

当您看到监测器上的波纹时，您如何确定所看
到的究竟是什么？引力波观测是一门非常间接
的科学，这不会让您紧张不安吗？

作为一个有情绪的普通人来说，当然会

啊。但是作为一名科学家，我们接受的教育

让我们对自己的计算，对数学坚信不疑。相

信数学是我们做一切研究最重要的前提，尤

其是涉及远超人类认识能力的研究。

那除了数学，还有什么是观测引力波不可或缺
的要求？ 

那可就太多了，但稳定性永远都是决定

性因素。举例来说，当探测器，也就是激光

干涉仪处于全功率运行状态时，内部会有近

一百万瓦能量在循环。尽管我们的镜子吸收

率极低（每百万不到一个光子），镜子吸收

功率仍然能达到几百毫瓦。光子产生的压力

和玻璃的热膨胀使我们光学系统产生非常弱

的透镜效应。我说的弱从数值上来讲并不

小，焦距有数十公里，但是仍然会对我们的

探测器造成重大的影响！ 

那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将 CO2 激光器的光束投射到光学

系统上。它的形状被精准确定以产生负透

镜，从而消除光学系统中这种随时间变化的

失真情况。所以 CO2 激光器保持绝对稳定

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你知道吗，如果 CO2 

激光器功率波动过大，它就会成为主要的位

移噪声源，尽管数量级只有大约十亿又十亿

分之一米！ 

一直以来，探测引力波都是件耗费巨大精力和财
力的事情。这些付出到底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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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O 项目接下来要开展哪些内容？

我们首要的目标是提高探测器的灵敏度。

如果我们能把灵敏度提高一倍，观测到的天

文事件数量会提高八倍。现在，我们的工作

重心是尽量减少量子真空波动。我们也一直

在探测宇宙噪音。我们还提议在 2024 年左右

上线一个名为 A+ 的项目，它将涉及一些更先

进的新减少波动技术和一流的镜子涂层。如

果设备一切正常，我们每天都能观测到一个

或更多的引力波信号。

您在 LIGO 工作了十多年,2015 年之前，您
很清楚观测到引力波的可能性极其微小，在实现
目标的希望如此渺茫的情况下，坚持这么多年是
什么感受？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尤其是在  2 0 1 5 

年，LIGO 灵敏度大幅升级，成为“高级 

L I G O”后，我更加信心满满。我承认这

个项目非常大胆和充满野心，但这不是一场

纯粹的赌博，它有着扎实的科学基础。凭借“

高级 LIGO”，我们观测到引力波的可能性就

更大了。如果我们没能观测到引力波，那我

们就要回过头去质疑广义相对论了。还是那

句话，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的计算。我们的赞助

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早有远见，知道如果项

目成功，就有可能彻底改变物理和天文学。幸

运的是，在我们的第一次升级后不久，我们就

发现了信号。幸福来得这么快，我们几乎都没

时间去担心如果没看到信号要怎么办。

引力波
引力波不是通过空间传播的振动，而

是空间本身的振动。它会挤压和压缩

空间，在时空结构中引起涟漪。引

力波是由加速穿越宇宙的物质产生

的。1916 年爱因斯坦首次预测了引力

波的存在。一百年后，科学家首次直

接探测到了引力波。

LIGO 项目
激光干涉仪引力波观测台（LIGO）拥

有美国的两个引力波探测设施。全球

数百名研究人员参与了该项目。2015 

年，LIGO 使用极敏的数公里焦距的

激光干涉仪首次探测到了两个黑洞碰

撞产生的引力波。因为这次重大突破，

三位 LIGO 研究人员获得了 2017 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

大通激光
通快集团位于西雅图的子公司生产用

于工业和科学应用的高科技 CO2 激光

光源。公司为 LIGO 项目开发了极其

稳定的 CO2 激光器。

每天，研究人员都要为高灵敏度的激光干涉仪滤除数
千个干扰信号，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的脚步声。 

“激光干涉仪处于全功率运行状态时，
内部会有近一百万瓦能量在循环。”

Aidan Brooks 是加州理工学院 LIGO 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

您会在夜晚仰望星空吗？

我住在洛杉矶，这里抬头也看不到星

星。所以当我在使用探测器时，我偶尔会趁

机盯着星星看。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可能

需要天文学应用程序的帮助，才能指出我们

的引力波来自哪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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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制造的吉他能弹奏出比传统方法制造的吉他更悦耳的音色吗？

你是怎么看的？请写信至：athanassios.kaliudis@de.trumpf.com

当他的电音吉他弹出 F 小调和弦时，音色完美得毫

无失真。当鼓手加入进来，他再次重复相同的和弦，但是

这次每一个音仿佛都发生了扭曲。当开始合奏时，他像是

被一种激动的情绪所带动，那是一种对全新开端的向往。

表演中注入了青春的魔力，仿佛一切皆有可能。

1992 年 1 月，摇滚涅槃乐队（Nirvana）和乐队主

唱科特•柯本（Kurt Cobain）的单曲《Nevermind》将迈

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Dangerous》从美

国主流音乐榜单的第一位上踢了下来。这种势力上的转

换几乎象征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音乐产业的转型。

3D 打印正处于类似的阶段。行业正在顺势转型，并

且洋溢着乐观情绪。这项技术虽然还非常年轻，但已经引

发了车间革命。你完全可以说，3D 打印也为今天的工程

师带去了相似的兴奋感。一切皆有可能：带有空腔和仿

生结构的金属零件，独一无二的珠宝、植入物和轻量化结

构，唯一限制你的只有想象力。

对于像我这种永远都拖到最后一刻才买礼物的拖延

症患者来说，这是个福音。再过不久我就能在自家的地

下室里安置一个 3D 打印机，让生活从此变得更轻松。不

管是孩子过生日要送玩具车，还是要给喜欢的人送耳

环，3D 打印机都能帮我打印出来。

过程非常简单，加入材料并点击开始，打印机就会

逐层制造我的礼物，它每造一层我的压力就减轻一分。

在科幻小说中，技术发展得就更快了。它能够打印

出整个生物，比如票房大获成功的《第五元素》，这也

是九十年代另一个怀旧作品，略晚于涅槃乐队。在电影

中，3D 打印机只用了主角莉露（Leeloo）的一段 DNA，

就把她完美复制了出来，复制品和真人如此相似，以致于

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扮演的男主角都爱上了她。

莉露的复活自然是科学和 S 资本创造的奇迹，但这已

经不纯粹属于科幻领域了。比如亚琛的 Fraunhofer ILT 激

光技术研究所目前正致力于开发一个器官打印机。总有一

天，这台机器可以打印肉类，为烧伤患者打印新皮肤，甚

至可以为在事故中失去四肢的人打印整个肢体，当然现在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人们已经开始在车间进行各种尝试。如果引领

潮流的 3D 打印也会演奏音乐，它们一定会用电音和弦

弹奏出涅槃乐队的热门单曲《少年心气》：“就是现在，

让我们恣意享受！” 

当 3D 打印长大成人

3D 打印 
少年心气

《激光界》主编 

Athanassios 

Kaliudis 以激光为一
种流行文化元素，撰写
了一片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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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票槽里: 多看几部动作片就会

知道逃跑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只

需要跑进一个挤满了人的地铁站，

在地铁关门前跳上去，你就安

全逃脱了。但是在动作片男主

角顺利逃脱前，他首先要狂奔着冲

进车站，然后纵身一跃跳过检票口。大部分的

检票口是由法国 Ricupero 公司制造的，该公

司用一个 TruLaser 机器人将金属板外壳牢固

地焊接在一起。所以，至少你不用担心当你

奋力奔向自由时，手掌撑着的检票口会被撑

坏。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逃之夭夭啦！ 

激光运用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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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可见度的50米安全距离：

浓雾甚至会妨碍自动驾驶车辆中的车载计算机，阻止它们使用激光脉冲直接读取障碍物的位置。

但是与人类驾驶员不同的是，车载计算机还有王牌在手。如果采用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流程， 

计算机每隔几皮秒就记录一次入射光子，并对这些读数进行统计评估， 就可以估算50米外物体的形状和距离。

这也就是说，即使乘客视野有限，汽车也能继续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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