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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通过利用共享经济的轻资产模式，Airbnb 和 Uber 实现了以简单、用户友好的

方式把空闲生产力与现存市场相结合，这种商业模式在工业领域中也同样通

用。 

不过，工业 4.0 并非像共享经济一样只有一个维度，而是纵横交错。从纵

向来看，工业 4.0 是一个无缝数字连接，从加工过程中的传感器，通过生产设

备、车间和工厂，最终接入云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从传感器上读取、

收集海量的数据，并对其进行整合和分析。这提升了生产设备和设施的实用性

和使用率。不过，归根结底，其实这都是我们早知道的线性提高生产率的方式。 

以客户为中心 
从横向来看，工业 4.0 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模式，能够飞速提升生产率和

增长率。它无缝贯穿了整条数字化的产业链。通过使用数字孪生模型，使整个

生产流程，从计划、管理到运输直接简化为订单到付款这两个操作。 

工业 4.0 具有极大的潜力开拓新的方法来连接客户和空余的生产力，并将

例如 Uber 和 Airbnb 的商业模式作为媒介运用在货物或商品生产者和客户之

间。  

价值将产生于这一环节，而不是产品制造地。原始设备制造商将仅仅是生产车

间。概念大致如此。 

这一构想的实际可行性还需仰赖至关重要的客户关系。换言之，以客户为

中心在工业数字化时代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PETER LEIBINGER, D.ENG.H.C 

董事会副主席 

激光技术/电子部门主管 

peter.leibinger@de.trumpf.com 



 

荣耀 

G
e
rn

o
t 
W

a
lt
e
r,

 F
. 
K

a
m

p
h
u
e
s
/T

N
O

/E
S

O
, 

U
rb

a
n
A

lp
s
, 
J
e
n
s
 O

s
w

a
ld

 

力量 

核心技术 

工业 4.0 

力量： 

钎焊的新发展 
第 6 页 

荣耀： 

人造导引星 
第 7 页 

  了解更多信息： 

最新研究 
第 23 页 

数据、激光和 

未来工厂 
工厂正变得更加智能、更加数字化且更加灵活。 

本期主要专题文章阐释了为何激光是工业 4.0 的完美工具。

第 10 页 

聚焦颗粒 
Yousub Lee 研究增材制造的各个方面。 

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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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界 技术 



 

3D 打印 微创治疗 

激光与数据 微加工 数据存储 

见解 

“无可复制” 
一家瑞士初创公司打印出了世界

上最安全的钥匙，并对为什么之

前没人想到这个点子表示不可思

议。第 8 页 

永远的特洛伊 
是时候做些重大决定了： 

我们已经找到可以让数据存储数十

亿年的方法，那么该选择哪些重要的

数据进行存储呢？第 34 页 

应用 

保持通信！ 

智能制造需要数据，而激光恰好可以传输。第 16 页 

形式追随功能 

3D 打印需要深思熟虑。Grindaix 与 Bionic Production 提供了

卓越的范例。第 22 页 

微创手术 

Ingeneric 的小盒子为人体内部的激光治疗铺平了道路。 

第 28 页 

小组织，大能量 

总部位于东京的 LPS Works 在微加工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 

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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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快汽车行业管理， 

负责带领钎焊实验。 

热浸镀锌板材的激光钎焊 

热浸镀锌板材拥有极高的市场需求，至少是在汽车行业。相比目前

车身制造所使用的电镀锌钢板，其拥有诸多优势，包括耐腐蚀、价

格更低、以及更好的全球易得性。然而，它也有一个很大的劣势，

即在激光加工过程中容易产生更多飞溅物、气孔和不均匀的焊缝。

问题是，全世界的汽车制造商都越来越依赖激光钎焊来接合板材，

以实现完美的焊缝。该方法是使用激光填丝将两个部件接合在一起。

填丝一般使用铜基合金制成，因为该材料拥有卓越的加工特性，并

且能够打造平滑、精确的焊缝。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焊缝可见的车身

外板，如车顶侧边和行李箱盖，传统上都是用钎焊而非熔焊。但如

果您打算使用的钎焊材料不支持激光操作怎么办？汽车行业管理主

管及通快项目团队对这一问题开展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使用六

千瓦的碟片式激光器及一个内置焊缝跟踪的自适应激光光学镜头进

行了试验。 

所采用的方法是调整激光光束的形状。该团队将激光光束分成

三个独立的光束，各自有不同的直径和输出功率。小小的焦点在这

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去除镀锌层并预热基底材料，为板材

的下一步处理做好准备。这确保了后续钎焊过程的顺利进行，在不

产生飞溅物或气孔的情况下，实现对热浸镀锌板材的接合操作。而

且，目前钎焊速度可达到 4.5 米/分钟。 

 

激光钎焊入门请访问 www.laser-community.com/en/6641 了解所有信息 

联系方式：Yvonne Gürtler，电话：+49 7156 303–31284，Yvonne.Guertler@de.trumpf.com 

截面：良好的抗拉强度和美观的 

表面加工——通快最终找到了利 

用激光钎焊接合热浸镀锌板材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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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激光导引星，望远镜可以

最终实现其全部分辨率潜能。 

可靠的激光导引星正给天文学带来一场变

革 。 由 Wilhelm Kaenders 、 Wallace 

Clement 和 Domenico Bonaccini Calia 领

导的“导引星联盟”荣获 Berthold Leibinger

创新奖。 

星体本身其实不是一闪一闪的，这只

是大气层造成的假象。空气中的光线折射

异常、温度梯度和湍流都会让我们所看到

的景象发生畸变，阻碍天文学家通过望远

镜清晰地眺望外太空。即使是天空看起来

非常晴朗时，这一干扰也会使得来自星体

的光线看起来更明亮，以致于遮蔽了其附

近的所有较小天体。让望远镜原本可以轻

松解析的昏暗天体消失不见，也让行星的

表面特征模糊成灰蒙蒙的一团。 

应对这些干扰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像

哈勃望远镜那样进入太空，还有一种就是

放置一颗已知亮度的导引星。后一种方法

是通过计算机消除导引星畸变现象，即星

体的闪烁，并通过实时控制可变反射镜的

形变来获取所需的信息，以补偿大气畸变。

同时，这也能消除望远镜视场范围内其他

星体的闪烁。 

 

但是，如果您想要观察的那部分太空中没有合适的导引

星怎么办？这时，您可以使用激光光束自己创建导引星。这

个想法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即将激光与望远镜轴相平行。

激光会激发约 90 公里高空的钠原子层，使其吸收和重新发

光，形成一个宛若明亮、清晰的“星体”。要想成功进行此

操作，激光波长必须为精准的 589.2 纳米，只能通过染料

激光器实现。由于要求将输出控制在低至两位数瓦特范围

内，染料激光器的技术和维护要求的水准可以说非常严格。 

而现在，Wilhelm Kaenders、Wallace Clements、

Domenico Bonaccini Calia 率领激光导引星联盟的其他同事

发明了新型大型望远镜用激光导引星系统。该激光器能够提

供精确的功率输出，类似一只激光笔 ——至少在运行大型

天文台看来是如此。安装在智利帕瑞纳天文台的首个系统自 

2016 年 4 月起开始为欧洲大型望远镜阵列提供导引服务。 

这标志着天文学迎来了新时代，为配备大型镜片的地面

望远镜最终实现其全部分辨率潜能提供所需的技术。人类很

快便可以看到太空的更深处。 

 

了解更多信息：www.eso.org 

星体大炮准备就绪！ 

激光刺激大气层中的

纳原子，以便于波前传

感器分析大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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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价值：成就这

把钥匙安全性的

元素是无法从外

面看到的。 

“无可 

复制” 

一家瑞士初创公司打印出了世界上最安全

的钥匙：Stealth Key。UrbanAlps 的联合创

始人 Alejandro Ojeda 对为什么之前没人想

到这个点子表示不可思议。 

Ojeda 先生，您家曾被盗过吗？ 

不，很幸运没有。 

那么，是什么驱使您想要设计更安全钥匙

的？2013 年 8 月，我在《福布斯》杂志上

读到一篇文章，介绍两位麻省理工学生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了高度安全的钥匙。他

们宣称 3D 打印将终结机械钥匙。今天，邻

居家的小孩可以偷偷地 3D 扫描你家的钥

匙，然后，在 3D 打印机上把它打出来。我

立刻想到“他们完全没掌握 3D 打印的潜

能！”其实，只需要使用 3D 打印制作钥匙就

可以。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 

但怎么做呢？ 

通过选择性激光熔化技术，您 

可以一层一层地构建零件。这可 

以让你创建复杂的内部结构，把它们塑

造成任何您想要的形状，这也正是我们所做

的：我们所制造的钥匙孔和凹槽是独一无二

的。而且，不仅仅是外面，内部也是如此！

我们的钥匙是中空的，在前端有个开口。我

们所制造的锁可以机械地读取隐藏在钥匙

内的安全功能结构。这些从外面是看不到

的，3D 扫描仪也无法读取。其实，想法非

常简单，我很奇怪竟然在这之前都没人想到

这一点。 

这种钥匙是永远无法复制的吗？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应当承认，从理论上来

说具备特殊工具和技能的专业窃贼是可以

复制的，这些人总是能够复制钥匙。大多数

人所担心的是非专业人士，比如以前的租

客、前任伴侣或保姆。有了我们的钥匙，您

再也无需担心这些人。我们的 Stealth Key 

系统能够给大家重新带来安全感。 

你们的钥匙一定很贵吧…… 

不见得。使用增材制造生产钥匙的成本几乎

和传统高安全性钥匙相当。而且，与在板材

上钻孔不同，这个工艺非常新颖，成本还会

逐年下降。如今，使用单粉末床系统，我们 

10 小时可以打印 800 把钥匙。您只需一台

机器，完全不需要钥匙坯，也几乎不会有任

何材料浪费。此外，每把钥匙都可以完全不

同，而无需额外花费，例如，可以印上公司

标志。 

这个想法肯定会大受业界欢迎！ 

我们正是这么想的。但目前为止，反

应并不如我们预期的那样热烈。我们

的目标是说服行业重新思考所使用的

方法，以及向其展示 3D 打印的潜能。

我们坚信高安全系数的钥匙未来就在

于增材制造：这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很多人认为电子钥匙是发展的方向。

当然，用智能手机打开大门、保险箱

或汽车这个想法有一定的吸引力。对

于酒店和办公室而言这是个不错的解

决方案。但是，由于错过了更新或电

池没电，当您在倾盆大雨中拎着大袋

大袋的日用品站在自家门口，却发现

无法开门时，电子钥匙能带来便利，

机械钥匙则能确保安全。我们旨在服

务于那些关心安全的客户。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买到你们生产的锁
系统？ 

明年上市，但是用于银行业相关的小

众应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耐久性测

试，确保锁的机械寿命能够可靠地使

用 20～30 年。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

利。 

为什么不先从家庭的门锁市场开始？ 

打入住宅市场的挑战性很大，我们或

许只会和成熟的合作伙伴一起拓展这

个市场。 

联系方式：

alejandro.ojeda@urbanal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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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jandro Ojeda 展示 

UrbanAlps 生产的增材制造钥

匙。3D 打印工艺让这位年轻的工

程师可以对传统钥匙进行重新设

计：其设计的新型钥匙为中空结

构，内部隐藏着安全功能结构。 



 

数据、激光

和未来工厂 



 

工业 4.0 时代下的数字化制造能够

带来速度、效率和灵活性——因此，

他们需要相配的工具。幸运的是，这

款工具已经恭候多时，那就是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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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如果你问一个人制造业的未来在哪里，谈话一定会很快转

到诸如数据分析、程序算法、智能超灵活工件流和互联机

械上。“然而，人们却常常忽略了一个问题：在所有这些

高度互联和灵活的操作中，我们将使用什么工具进行实际

加工呢？”亚琛应用技术大学教授兼增材制造和工业 4.0

先行者 Andreas Gebhardt 说道。问题是数据是无形的，

但在一些点上，我们必须将其转化为可以感触到的产品。

“数字化迫切需要一款能够跟其一样，提供快速、灵活和

物理上优势不受约束的工具。而激光正符合这些要求。”

毕竟，当涉及激光加工时，数据和成形产品之间的距离就

只是一束聚焦光束。然而，这束光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

从烧蚀和材料沉积到钻孔、切割、连接、改变金相加工、

诱导玻璃内在张力以及表面粗糙化、光滑化和清洗。激

光可以用于各个领域。 

Gebhardt 表示：“而且，这还并非它的全部优势。激

光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处理各类材料，从金属到玻璃，再

到塑料，甚至是皮肤。激光能够给您带来充分的自由。” 

变革中的四大举措 早在互联制造或工业 4.0 概念出现之

前，激光系统就已经存在了。“激光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数

字性的，因为它只能采用数控方式，几乎可以说数据制造

是印刻在它 DNA 中的。”如今，很多生产计划员开始发现

他们已经有了一些经验该如何跟一款高度成熟工业工具

打交道，并且，对于其所面临的新要求而言，这款工具可

谓完美的选择。“当激光专家听说工业 4.0 时，表现都非

常淡然。”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感觉就像一场革命。而且，

这场革命同时释出了四大关键举措： 

1. 激光制造链正悄然登场，而机械工具制造链正悄然退

场。 

2. 工件本身正在转变成具备通信能力的数据载体。 

3. 零件可根据不同的数据库改变形状。 

4. 完全使用数据库制造零件。 

举措 1：实现更多多样性 市场部总是希望给潜在客户提

供符合其需求的产品，并通过特殊版本为其带来惊喜。与

此同时，您也经常能听到生产计划员在应付一个接一个的

新品类和小批量生产要求时咬牙切齿地抱怨。在那些依旧

严重依赖诸如铣、冲、锯、钻等机械工艺的工厂尤其如此。

工具制作的成本飞涨，工具设置的时间也长得离谱。 

设置时间越来越比生产过程本身

的时间还要长。这正是总部位于

索林根的德国刀具制造商双立人

公司所面临的情况。在锻造工艺

后，公司希望使用冲床移除刀坯

中的最终刀体几何尺寸。然而，

双立人产品组合的刀体几何尺寸

并非只是区区的三、四种，而是

数百种。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

断上升，包括为了纪念公司成立

285 周年，采用德国最高铁路桥

的钢铁制成的特殊高端主厨刀系

列。负责双立人预制部门的

Ulrich Nieweg 回忆了局面是如

何的不易：“每次开发出新产品或

对几何尺寸做了变更，我们都要

打造一个新的冲切工具。这样做

不仅代价高昂，而且耗费时间，

还需要不断地工具重复复位。”为

了应对这一问题，公司选择使用

激光单元，由两个机器人负责上

载和下载操作，这一解决方案灵

活且可编程。现在，对工具制造

和设置时间的担心已经成为历

史：“如今，我们只需要发送一个

新的数据库即可”。那么，激光比

冲床更便宜吗？这一问题完全偏

离了主题。对于像双立人这样选

择重新思考生产过程和制造链的

公司而言，其很清楚激光能够提

供机械过程无法比拟的自由度。

这是因为，从定义上来说，后者

的机械本质就意味着其需要一个

事物影响另一个事物。 

这样的思维转变在各类应用中都可以看到。瑞士机械工程

公司 THE Machines 使用同一套激光光学装置和同样的激光光

束加工不同材料制成的不同尺寸线圈。其首先进行精密切割，

然后再将它们焊接起来。“切割”和“连接”能够在眨眼之间自

动切换。与此同时，剪切机和 TIG 焊接机也悄然退场，也没有

人再想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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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指机器自己知道需要做什么。要实现这一点， 

生产线需配备高度灵活且易于控制的工具。 

几十年来，大型汽车制造商从冲压成形开始，并一直在

逐步简化机械生产步骤，并将其替换成激光工作站。车

门便是其中一例：汽车制造商目前使用的设计能够让其

从金属压板中切割出最多数量的不同模型。 

毕竟，对于激光而言，无论是 A 车门的一个角度需要压平锤，

还是 B 车门上的一个孔更大些都没什么区别。激光只是以数据

包的形式接受指令，然后立即付诸行动。智能扫描仪光学装置

所需的只是来自 3D 仿真软件程序的数据，它们便可以对工件

进行焊接，无需示范。甚至是“设置”这个词也成为历史，因

为机器本身会根据每个零件进行必要的调整。 

举措 2：会说话的零件！ 当零件本身可与工具通信，告知它

应该如何处理，一切的互联程度就会更高。在德国液压和过滤

系统制造商 Argo-Hytos 公司，激光头便会询问每个零件“今

天需要我做什么？”负责公司制造工艺技术的 Joachim 

Fischer 解释道：“我们根据零设置时间的策略生产了很多短期

批次产品。”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塑料过滤器和水槽的激光透射

焊接。激光工作区的扫描振镜安装在机器人上，激光源为半导

体激光器。该扫描振镜可以自由围绕工件旋转，在正确的位置

形成焊缝。每个进入激光工作区的部件都贴有一个条形码。 

这个条形码可以告诉机器

如何操作，便于机器从数据库

调取相关参数并开始工作。

Argo-Hytos 生产过程中需使用

众多不同的塑料。“很多情况

下，甚至是半成品供应商对其

激光透明性也没有精确的信

息。”这正是集成在光学加工头

上的高温测试仪派上用场的地

方，其能够实时监测熔化时的

温度，并为激光机器人提供实

时数据。机器人和激光光束能

够在工作时调整输出功率，提

供最佳焊接效果。Fischer 表示

“它能够提升我们制造过程的

效率，即使是最小批量的生产

也能打造出和大规模生产毫无

二致的质量水平。” 

除了作为零件传达信息的

完美接收者，激光系统也能首

先让工件之间开始通信。总部

位于德国南部的机床制造商巨

浪  (Chiron) 就在其激光单元

中集成了一个激光打标机，负

责为每个成品零件标记数据二 

维码。巨浪自动化主管解释称：“通常，生产数据会包括诸如

零件制造时间、加工工位、供应商编号和订单编号等信息。

但显然您也可以向打标系统中添加更多代码。”例如，这些代

码可以告诉运输系统零件需要运送至哪里，以及向下一个加

工工位的控制系统说明需要加载什么程序。这将工件变成自

身蓝图的一个载体，也标志着真正智能工厂的开始。 

举措 3： 数据改变零件 能够构建几何尺寸的现代数据正驱

动生产进入下一阶段。亚琛应用技术大学的 Andreas 

Gebhardt 表示：“增材制造正在改变诸多部件的制造过程。”

这正是意大利南部高科技制造商 Elfim 正在从事的工作，他

们从不起眼的铣床开始，使用激光金属沉积技术为各类叶轮

构建复杂的叶片。 



 

技术 

产品多样性和 

小批量生产 

零件搭载 

自身数据 

制造链正逐渐告别机械工具。激光为按需定制提供

了更快速、更简单也更为灵活的方法。 

激光打标机将数据写在零件上。激光器读取每个零

件上的数据，确定加工方法，然后立即执行指令。 

数字化构建 

激光金属沉积系统能够在基板上

构建复杂的几何结构。增材制造正

改变着生产过程。 

将数据转化成部件 

粉末床熔融能够将一个想法直接转变成诸如仿生

脊椎植入体等物体。其提供了新的设计自由水平，

是纯粹数据制造的化身。 

激光是工厂数字革命的关键组成 



 

公司联合创始人 Michele D’ Alonso 说：“我们一度需要把一个

金属块铣削掉 70%多的材料，才能得到合适的叶轮几何结构，

真的非常疯狂。现在我们只需加入所需的材料，而无需切掉不

需要的材料。”这个过程不仅更快、更具资源友好性，而且最

终生产出来的叶轮也更好。“通过激光材料沉积技术，我们可

以构建其他更精密的叶片几何结构。因此，我们的一款汽轮机

性能提升了 50%！” 

虽然 Elfim 现在使用不同的方法制作叶轮片，但叶片看起

来基本上仍和之前的一样。Gebhardt 说道：“然而，世界各地

的设计师越来越发现增材制造能够提供完全改变零件设计的

思维方式。”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调整众多部件的设计，以减

轻车身重量。目前，每个制造商的所有车辆型号都使用相同的

批量生产铸件，以实现经济性，包括底盘和车身零件、发动机

部件和制动盘。这意味着零件的承载能力取决于最重的型号。

换言之，小型城市汽车一般包含的零件重量和稳定性都超出了

其需要的水平。专家希望根据汽车必须承受的最轻载荷设计零

件并在未来改变这一情况。让汽车变得更轻、更便宜。对于较

重的型号，这些零件届时会使用焊缝部分加固，实现定制与轻

量设计的融合。将来，汽车设计师也希望使用这一方法改善采

用高强度钢材制作的碰撞相关零件：通过巧妙地应用焊缝，这

一类零件可以吸收发生事故时的撞击力，而实际基件则更薄、

更轻。车身板件基本上都有预定点，发生碰撞时，板件的移动

不会超过这个点。结合使用激光退火技术设置的预定折弯点，

工程师可以精确确定零件在发生碰撞时的起皱方式。利用激光

金属沉积技术实现零件的有针对性加固正即将进入全面生产。 

举措 4 想法  激光  产品 增材制造将使用粉末床熔融这

一工艺发挥到了逻辑上的极限水平。装载金属粉末的机器，只

需一声令下，便可以按要求制造出任何产品，立刻将设计师的

想法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产品。Gebhardt 表示：“3D 打印是纯

粹数据制造的化身”。有了如此巨大的几何结构选择自由，设

计师可以创造出新型零件和改进零件。而这就发生在德国冷却

剂供应系统制造商 Grindaix 公司的身上，决定使用 3D 打印改

善其冷却剂喷嘴。这些喷嘴用于在内圆磨削过程中为零件供应

润滑冷却剂。现在，他们根据仿生原理设计出了解决方案，而

且新方法的优势非常显著。Grindaix 公司所有者兼 CEO Dirk 

Friedrich 称：“我们设计的弯道喷嘴能够实现最佳的流动性能。

其能够将准确的冷却剂剂量分配到零件的正确位置，而且压力

损耗更低。我们的客户也受益于更快的磨削过程和更好的产品

质量。”（参见第 26 页）。 

Gebhardt 强调道：“当前，我们正见证着批量生产零件的

大规模生产向个性化零件的过渡。”制造商也注意到了这一变

化，其中一些正在努力抓住机遇。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 

C.F.K.Kriftel GmbH 公司从 2004 年起就开始使用 3D 打印技

术。他们从快速原型开发开始取得了飞速进步。总经理

Christoph Over 称：“我们的很多工作都需要使用激光金属熔

覆机器”。C.F.K.Kriftel 的产品包括以促进组织生长的带格子状

结构的脊骨植入物，。“装载一次金属粉末可以同时生产 120～

180 件 20 种植入体。这距离大规模生产又近了一步。”其他客

户联系 Over 是因为他们想要最终生产出整体式部件。“我们常

看到工业自动化用的特殊喷嘴和连接板包括多个独立部件，全

部都需要采用不同的制造方法，然后接合起来。我们却可以将

整个零件作为单个工件打印出来，而且，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

做得更好或更紧凑。”客户越来越多地注意到 3D 打印提供的设

计灵活性，配备合适机械加工的制造商正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同时，具备专门为 3D 打印设计零件技能的工程师数量

也日益增加。例如，汉诺威激光中心便从今年开始为 3D 打印

专业人员提供培训课程。Over 表示：“设计专业知识是 3D 打

印的关键，而我们在这条路上才刚启程。”他还提到了未来其

他两个关键任务：“我们还需要对核心过程进行更多的研究，

并探究激光和金属粉末到底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更重要的是实

现机器自动化并将其整合到制造链中。” 

数字化制造是激光技术的基因。 

数据社会的工具 Gebhardt 对于制造链需要怎样的工具有强

烈的预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互联制造领域会出现什么其他

要求，但在我个人看来，激光系统是为未来做好准备的极佳方

式。在无数案例中，激光都是唯一可以完成任务的工具！” 

20 世纪 60 年代，当激光刚问世时，有人说这个工具还需

要为自己寻找用武之地。现在看来，它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目

标，即成为数据社会的工具。 

联系方式：Klaus LÖffler，电话：+49 (0) 7156 303–30962，

klaus.loeffler@de.trumpf.com 



 

保持通信 
激光是工业 4.0 工具的最佳典范。除了能将数据直接

转变为有形的产品，还能够为智能工厂的数字处理链

提供广泛多样的测量和操作数据。 

激光器可以记录其操作

各方面的数据，除此之

外，还有很多功能。可

以在智能工厂内传输数

据，方便各类任务的执

行，包括监控生产、确

保过程质量控制、比较

大型制造网络中相似机

器的参数、提供可能故

障的提前预警以及评估

生产计划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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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 

激光器分配的部件 ID 和加工
数据能够实现自动备份以及
对质量数据的无缝跟踪。并且
能够在不良零件偏离定义的
参数过程中，实时将其识别出
来，然后通过其 ID 对其进行
跟踪及剔除。分析偏差报告能
够帮助系统识别错误并优化
过程参数。 

 
 
 
 

 

透明 

通过简单易懂的仪表板，操作
员能够对整个池中每个机器
的状态一览无余。事件和状态
的变更会自动发送至相应的
接收方。例如，基于状态的维
护信息会只发送至维护人员，
而手动编程程序则只对应用
管理人员可见。 

 
 

 
 
 

预警 

除了可视化当前状态，还可以
使用算法分析状态数据。识别
趋势和模式能够帮助提早识
别故障，并在故障发生前通知
相关人员。使用经计算的预测
时间，维保人员可以根据生产
计划协调维修措施。 
 

脉冲能量：20l 

能量公差：0.3l 

名义激光程序编号：3 

实际激光程序编号：3 

节能模式开启：3 

名义振镜程序编号：14 

实际振镜程序编号：14 

名义光路：1 
 

实际光路：1 

测量通道：1 

名义脉冲数：347 

能量最大偏差比：0.009 

能量最小偏差比：0.0085 

 

 

程序行号：14 

挂起报告：无 

挂起扰断：无 

脉冲计数：124 

实际脉冲持续时间：5ms 

首脉冲能量：101J 

实际脉冲能量：10.1J 

实际平均脉冲能量：10.05J 

平均产生脉冲能量：492 

实际最大脉冲能量：10.2J 

实际最小脉冲能量：200Hz 

实际脉冲频率：200Hz 

放大率：-1.5 

名义脉冲频率：Rep. 

名义脉冲波形：矩形 

名义平均脉冲波形输出功率：1000W 

名义脉冲波形持续时长：5ms 

名义方形脉冲持续时长：3ms 

 

工作中心数量：7 

输入电压：400V 

功率频率：60Hz 

电流：20A 

名义激光输出功率：2500W 

实际激光输出功率值：2502W 

冷却水给水温度：19.3℃ 

冷却水填充水位：0.95 

外部冷却水压力：4.5 吧 

冷却水温度：25.1℃ 

工作小时数：37452 

自测试：OK 

 

安全回路 PCB 软件版本：1.05 

波长：1.030nm 

引出行数：3 

型号：LLK-D 

长度：20m 

最大长度：50m 

直径：0.2mm 

波长：900-1070nm 

规格：适用于机器人 

保护玻璃的脏污程度：3% 

冷却水给水速度：65l/h 

冷却水连接： 

功能 

冷却水电导率：30s 

泵速：55Hz 

波长：900-1070nm 

冷却水给水温度：28.4℃ 

振镜温度：35℃ 

照明：打开 

x 轴偏移量：+5m 

y 轴偏移量：+2m 

z 轴偏移量：-20m 

z 轴 位置：+5mm 

x 轴最大校正值：50m 

y 轴警示临界校正值：40m 

温度：40℃ 

最大激光功率校正：+/-100W 

最终参数：3956W 

部件是否 OK：OK 

疏散系统：打开 

照明：打开 

名义进给速率：20m/min 

延时：2ms 

旋转校正：-2° 

透镜焦距：450nm 

离焦：-5mm 

透镜：2 类 

序列号：4855 

光径：2 

z 轴焦点位置：0mm 

存储部件的相机图像：是 

部件 ID：36 

缝宽：600m 

类型：15D.12 

距离：4.5mm 

材料：14.301 

过程是否成功：是 

温度：467℃ 

位置：91° 

方向：垂直 

 



  

Yousub Lee 博士 
 

聚焦颗粒 
 

激光金属沉积和激光金属熔化到底是如何作用的？ 

两个模拟实验能够帮助说明所涉及的物理过程。 

目的是什么？提升两种方法中的再生产能力和表面处理质量。 

3D 打印时熔池

中形成独立的

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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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在使用昂贵的金属材料时，激

光增材制造 (LAM) 可谓理想

的制造工艺，因为其可以直接

根据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数据创造出复杂 3D 零件。与此

相反，传统的方法则要求完成

的零件使用工具进行表面加

工。除了这个独特的优势，由

于增材制造仍面临着诸如气孔

和球化等缺陷，仍需要表面加

工。因此，LAM 的广泛应用仍

受影响。此外，难以预测成品

零件尺寸的容差和非均质材料

的属性也阻碍了 LAM 的大规

模工业应用。克服这些问题需

要对过程参数、传热、熔融金

属流、熔池形状和凝固微结构

之间的关系拥有定量理解。然

而，由于 LAM 熔池固有的局限

性和瞬态性，很难对物理现象

进行实验观察。此外，使用光

学相机和红外相机进行现场热

变量和流体变量测定一般只能

在熔池的表面进行。然而，数

值模拟方法却可以随时随地提

供 3D 温度分布、流体速度、 

 

通过模拟，我们终于

了解了所有相关过程

参数。 

熔池形状和凝固状况（温度梯度 G

和凝固速率 R）的信息。遗憾的是，

之前很多聚焦于激光焊接或熔焊过

程的数值模拟并没有详细考察 

LAM 过程的性能特点。 

熔池内   

激光金属沉积 (LMD) 和金属激光

熔化 (LMF) 都使用粉末颗粒和激

光光束形成沉积层。激光、粉末和

基底的相互作用必须纳入 LAM 模

拟中。在 LMD 系统中，粉末颗粒

在飞入熔池时会与激光光束相互作

用。这一作用通过反射、吸收和辐

射减弱激光光束的能量。此外，由

于进入熔池的粉末颗粒只是用于形

成沉积层，因此，LMD 模拟中也应

包含粉末利用率（= 熔池与粉末喷

射的面积之比）。在 LMF 系统中，

激光光束的吸收取决于粉末床上的

粉末配置。局部颗粒布置对熔池形

状以及温度梯度和流体速度有着重

大的影响。因此，LMF 模拟中应研

究粉末床配置对热力条件、表面质

量和微结构的影响。模拟旨在过程

参数、热力条件、流体速度、熔池

形状和所得到微结构之间的关系提

供定量理解。进行 LMD 模拟是为

了显示流体对流对熔池形状、凝固

微结构和沉积坯尺寸的影响。 

LMF 中的尺度模型旨在显示粉末

颗粒和过程参数（即激光功率和扫

描速度）对熔池特性，尤其是温度

分布、熔池流体流速、熔池表面轮

廓和相关表面缺陷的影响。然后，

利用模拟所得凝固条件对凝固微

结构进行定量评估。 

LMD 的冷却   

对于带粉末注射的 LMD，我们使

用了一个瞬态 3D 运输模拟，充分

考虑到了传热、流体流速、外加粉

末颗粒和激光、粉末与基底的相互

作用，以研究流体对流对单道单层

IN718 沉积熔池成形的影响。 

开
氏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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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LMF：随着激光束向右移动，照射到粉末
床的顶层…… 
 

LMD 能够混合热熔
和冷熔，带来令人振
奋的结果。 

模型显示，在邻近熔池尾部但位于

激光焦斑后面的中间区域形成了

渗透程度最深的熔池。熔池深度的

增加是由于沿着X轴从正到负的表

面张力梯度过渡导致了两个相对

的表面流体流动。预测的熔池形状

在宽度、高度和渗透深度上可与 

350W、450W 和 550W 激光功率

下的试验测量相比较。为了评估流

体对流在凝固微结构的作用，在模

型中我们沿着熔池边界测量温度

梯度 G 和凝固速率 R。另外，还使

用 Kurz-Fisher 和 Trivedi 的理论模

型沿着熔池边界计算冷却速率 (G 

xR)和预测一次枝晶间距 (PDAS) 

的尺寸。预测结果表明中间区域的

冷却速率值不仅随着深度的降低

而下降，而且从熔池中间到熔池边

界也呈现这一趋势。 

换言之，常规模式表明冷却速率随

着横向宽度和深度的增加而增加。

模拟结果表明中间区域两个相向

流体导致了热熔（从熔池前端向尾

端移动）和冷熔（从熔池尾端向前

端移动）的混合。因此，这一区域

的冷却速率会下降，与 PDAS 的预

测尺寸非常一致。同样，PDAS 的

预测尺寸在邻近该区域熔池侧边

呈上升趋势。PDAS 的预测值与 

9.9 μm 平均测量值非常吻合。 

 

蘑菇状凸起   

上文所述的 3D 模型研究了单道多

层的 LMD 过程，以确定流体对流

对熔池形成和沉积构建尺寸的影

响。与在平面基材上的单层沉积不

同，在这个模型中，由于层层堆积，

激光光束和粉末颗粒被投射到一

个 自 由 凸 起 表 面 上 。 由 于

Marangoni 剪应力和外加颗粒，在

凸面熔池内发生流体循环。模拟显

示随着堆积高度增加，熔池底部的

形状从平面变为凸面状。对熔池底

部进行的分析表明熔池底部的凸

面形状部分是由于前层是自由凸

起表面。 

此外，无量纲数（Peclet、Prandtl 和

Marangoni）和流体流动模式研究

表明在外边缘处，Marangoni 驱动

流体渗透进前层的深度呈增加趋

势因此，进一步加剧了熔池底部的

凸面形状。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利

用三种不同表面张力梯度（正、负、

混合）引起的三种不同流体流动模

式进行了另一研究，以显示其对最

终构建几何形状的影响。表面张力

梯度为正或负的材料，在沉积成型

的初始阶段可以观察到相同的蘑

菇状凸起。然而，当材料为混合表

面梯度张力时，相比负梯度材料的

凸起宽度，其凸起的横向宽度减少

了约 56%。流体流动模式分析表明

混合梯度引起的两个相向流体的

碰撞能有效减少沉积侧壁的凸起。

因此，控制表面张力梯度可以成为

提升沉积侧壁尺寸精度和表面加

工质量的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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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池内的温度分布导致粉末形成一个个

小丘。 

这些被看作起球现象的凸起，形成了凹凸

不平的表面。 

模型提供的参数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LMF 中颗
粒的密度细
度越高，出
现起球缺陷
的可能性就
越低。 

粉末床中的液体对流    

在 LMD 中，由于激光光束直径约

为 2 mm，可以熔掉成百上千个粉

末颗粒，因此，可以通过进入熔池

的总质量算出单个颗粒的近似注

入值。与 LMD 相反，在 LMF 中，

激光束直径 (100μm)与颗粒直径

(20 μm – 40 μm) 之比相对较小。

在既定的时间内只能熔掉有限数

量的颗粒。因此，为了达到更好的

模拟精度，每个粉末颗粒的分辨率

需更高。 

我们开发了一个中尺度分辨

率的 LMF 计算框架。首先，使用

离散元(DEM)模型计算粉末床配

置。DEM 是每个颗粒的单独格网，

因此，该模型能够考虑到颗粒和墙

壁之间的相互物理作用。然后，计

算所得的粉末填充信息（即单个颗

粒的位置和半径）作为初始几何输

入至一个 3D 瞬态传热和流体流动

模型中。这个 3D 输运熔池模型能

够捕捉激光光束和粉末颗粒之间

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自由表面演

化、表面张力和蒸发。因此，通过

3D 模型，可以对颗粒尺寸分布 

(PSD)、粉末填充密度、焊道 

 

尺寸的关键工艺参数、起球和凝固

微结构进行定量研究。 

 

LMF 中的凝固形态学   

模拟结果表明包含更多精细颗粒

的颗粒分布打造出了更光滑的熔

池轮廓。另外，其还发现更高的扫

描速度和更低的激光功率会增加

起球的可能性。起球缺陷始于熔池

中心处的一个孔隙。随着孔隙的增

大，雷利不稳定性导致熔池破碎成

一个个独立的小丘。由于新孔隙的

增强质量填充，更高的装填密度能

够减少孔隙的形成。换言之，增加

粉末装填密度能够降低起球的可

能性。此外，还使用模拟所得凝固

条件（G 和 R）对凝固微结构进行

评估。 

预测的形态主要为柱状，且预估 

PDAS 的范围为 1.32～1.87μm。

计算所得凝固微结构与实验观察到

的形态和尺寸一致。 

 

优化的基础 

鉴于计算成本高昂，上文中使用的 

3D 瞬态运输模拟仅限于简单通道。

然而，模型却根据传热、流体流动、

熔池的自由表面和 LAM 工艺的凝

固微结构的计算，有效捕捉到了 

LMD 和 LMF 的基本特征。根据实

验，我们预计这些模拟获得的定量

物理见解能够实现工艺参数的空间

上的编程，以在制造 LAM 零件的过

程中，弱化或突出局部微结构和非

均质材料的属性。 

Yousub Lee 目前是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博士后
研究员。持有俄亥俄州立大学焊接工程的博士学位，师从 Dave 

Farson 教授和 Wei Zhang。他的博士学位项目通过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产学合作中心和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获得了劳斯莱斯
集团的资助。电子邮箱：leey@ornl.gov 



  

一体式零件：经过
Bionic 
Production 的重
新设计，这款 3D
打印的喷嘴具有
温和的曲线以及
优化的流体流动
性。 

Grindaix 开发的 3D 设计已
经有了显著的改变，但受不必
要弯折结构的影响，流体流动
仍较慢。 

外
形

 

追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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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功

能
 

 

旧喷嘴的制造包括为四个步骤：
铣、拧、钻、接。使用这些传统制
造技巧生产的喷嘴相对更棱角分
明。 

从“头”开始的

3D打印： 
对于如何打开这一相对新兴制造技术提供的巨大

机遇，设计师需要重新思考。Grindaix公司的冷却

剂系统专家正是这么做的。 
 

内圆磨削最大的挑战就是零件和工具之间的空间

有限。对使用传统方法生产的冷却剂喷嘴进行调

整并需要符合所有要求，这并非易事。而且，如

果是孔非常小的情况下，这通常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实际操作中，制造商倾向于小

心地从外面注入磨削所需的润滑冷却剂。这使得

内圆磨削过程非常慢，而且还可能面临着加工点

可能没有足够润滑冷却剂的风险。这导致生产周

期更长，生产率降低，并由于零件遭受热损伤而

带来高报废率。这样的解决方案远远不能让 

Grindaix公司老板兼 CEO 的Dirk Friedrich感到

满意。 

Grindaix 公司总部位于德国克尔彭，专业从事机

床冷却剂供应系统的优化和改造，以及为减少磨

削烧蚀和冷却剂浪费开发最佳的解决方案。对于

能够帮助他们达成这些目标的新制造方法，

Grindaix 公司的专家始终抱以开放的态度。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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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hias 

Schmidt-Lehr，

Bionic Production 

的销售总监（图右）

及其同事 Eric 

Wycisk 了解 3D 打

印的方方面面：设计

师首先需要忘却自

己之前所学的一切，

打开思维，拥抱新的

技术。 

Friedrich 称：“我们已经关注 3D 打印很长一段时间
了。在市场上，我们极少看到有为内圆磨削具体应
用提供高效定制化喷嘴的供应商。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新的制造技术是打造这类喷嘴的很好选择。” 

 

一切皆有可能   
在 3D 打印的世界中，一切皆有可能。从理论上来
说，确实如此。但在制造零件前，需要丰富的工程
专业知识，以确保 3D 打印机一层一层打印出来的
产品能够符合其实际用途。正如 Grindaix 公司工程
师们所发现的那样，将这样的专业知识投入 3D 打
印兼容设计中并不容易。Friedrich 强调道：“我们习
惯于按照传统的方式去设计东西，即不停执着于制
造工艺。我并不是说 3D 设计是点金术，但它却是
需要思维上的转变。 

因此，Grindaix 公司决定寻求总部位于汉堡的
Bionic Production GmbH 公司的协助。Bionic 

Production 的创始人原来任职于 Laser Zentrum 

Nord 公司，他旨在实现 3D 打印在工业上的规模应
用。除了制造零件，Bionic Production 提供包括咨
询、培训、部件优化、工艺和材料开发等在内的服
务。Friedrich 解释道：“Bionic Production 的专家
团队对我们最初的设计进行了修改和优化，使其更
适于 3D 打印。他们向我们展示了需要关注的方面。
从他们这里，我们学到了很多。现在，我们可以自
己设计 3D 零件了。”Bionic Production 的销售总监
Matthias Schmidt-Lehr 了解 3D 打印的方方面面。
“设计师首先需要忘却自己之前所学的一切，打开思
维，拥抱新的技术。 

Dirk Friedrich 表示：“新型喷嘴能够优化冷却剂流动，减少多达 20% 的

压力损失。弯道设计和射流轨迹则能够将润滑冷却剂准确送达所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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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嘴的内表面使用研
磨液进行了磨光。为了
确保连接螺纹具有合
适的密封性，还需要采
取进一步措施。Dirk 

Friedrich 表示这款成
品对所采用的高灵活
性3D打印技术可谓物
有所值。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需要直线和矩形结构。3D 

打印为您提供了打造自由曲面的机遇，其许多设计是

传统 CAD 工具难以或无法生产的。” 

与此同时，认识到 3D 打印工艺的局限并适当规避

也同样重用。Schmidt-Lehr 称：“在 3D 打印过程中，

我们使用支撑结构将零件固定在 3D 打印机的基板上，

一旦打印完成，就必须移除该支撑。但很多情况下，

您可以通过零件特定的设计方式，完全无需使用支撑

机构。” 

为了设计 3D 打印的零件，首先需要制作所有重要

部分的模型。在本例中则是所定义的润滑冷却剂进出

口，以及避免与运动的机器零件碰撞的空间。然后，

设计师在此基础上增加为实现目的而绝对必须的材

料。Schmidt-Lehr 表示：“每分钟成本仍然是 3D 打印

的关键成本驱动因素。零件的梯级越小，成型所需加

工时间也就越短。但通过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材料，制

造出来的产品更轻，通常对其本身而言，也是一个重

大优势。不过，即使零件的重量无关紧要，减少其体

积仍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 

不同于传统方法，在这一新技术中，设计师可以

专注于如何改进零件的性能。就 Grindaix 公司冷却剂

喷嘴来说，弯曲的通道减少了流体损失，因而能够减

小压降。这减少了所需的泵功率。受益于此，终端客

户可以使用更小的泵或使用更高的制冷剂喷出速度。 

提前思考是关键 

利用 Grindaix 公司提供的规格和一台通快 TruPrint 

1000，Bionic Production 一步一步打造出了新喷嘴的

完美模型。Schmidt-Lehr：“通过软件，您可以完美模

拟设计诸多方面，如冷却剂射流的方向。3D 打印的优

势是它可以让原型创建变得更简单，您可以打出原型，

然后根据需要进行修改。”这使得团队可以在合理的时

间规划和预算内进行所有可能的优化。方案改进非常

明显：除了能够装在最小空间内，新喷嘴还可以根据

每个客户的应用进行量身定制。来自 Grindaix 公司的

Dirk Friedrich 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生产了大量不

同的产品变体。通过 3D 制造技术，我们几乎可以为

每一个客户提供完美的喷嘴。” 

新型喷嘴在多个方面都表现出高效性。冷却液的

流动得到了优化，压力损失减少达 20%。这意味着达

到指定的冷却剂喷出速度，所需要的压力更低，消耗

的能源也更少。弯道设计和优化的射流轨迹能够将润

滑冷却剂精确送至所需位置，输出量正好能够实现最

佳加工性能，而不会对零件造成热损伤。作为用于输

送润滑冷却剂可靠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消除了以往产

品中可能会造成制造过程中液流积存的因素。 

 

瑕不掩瑜 

虽然对 3D 打印怀有有限的热情，Friedrich 基本上仅

将这一制造方法视作锦上添花。真正成就这款喷嘴独

特卖点的是确保其精确几何设计的简洁工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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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Friedrich 称：“Grindaix 公司的喷嘴冷却剂线

路上游的润滑冷却剂压力和其喷嘴出口处的速

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对于每个定制的喷嘴

形状，我们都会计算出精确的数字。而且，在水

或油的喷出速度与磨削速度之间也存在着一定

的相关性。如果知道磨削速度，就可以通过 

Grindaix 公司的喷嘴流速图实现对压力的自适应

控制。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准确地告诉客户在磨

削过程中应该在喷嘴的上游使用多大的压力，以

达到特定的冷却剂喷出速度。这是我们在内圆磨

削用喷嘴应用方面达到的最精准水平。” 

即使 Friedrich 对新喷嘴很满意，他也从未

试图向客户隐瞒这一工艺的不足。“烧结零件的表

面要比传统金属材料制成的粗糙些。由于外观也

是我们注重的一方面，所以，我们通过磨光解决

了这个问题。粗糙的内表面仍会导致流速损失，

因此，我们高压泵入研磨液到冷却剂喷嘴内。” 

粗糙的连接螺纹也需要另外加工处理，以实

现牢牢地密封。从积极方面来看，原喷嘴的生产

需要四个步骤，而新喷嘴只需要两步，因此，能

够抵消这些明显的不足。Friedrich 表示总的来

说，该工艺的高度灵活性大大超过了其缺点。“如

果没有 3D 打印，就不可能生产出这样的喷嘴。

如果在意其局限性，可以采取相应的弥补措

施。”Bionic Production 的 Matthias Schmidt- 

Lehr 对此表示赞同：“很多情况下，其实并不需

要光滑的表面，这只是钻或铣工艺的副作用。但

如果表面是否光滑对发挥部件的功能影响很大

的话，则采用 3D 打印时，必须要做一些额外工

作。” 

最后，他还澄清了一个普遍的谬见：“很多公

司似乎都认为使用 3D 打印可以制作任何部件，

所以，肯定能节省费用。其实，适合这个方法的

零件数量并不多。不过，如果碰到合适的零件，

优势就会非常大。” 

 

同时打印 50 个喷嘴 

虽然一些客户已经开始使用新款 Grindaix 公司的

喷嘴，并且，Friedrich 对未来的销售前景也很看

好，但目前仍然属于开发项目。 

 

“我们已经远远超出了原型阶段。通过与通快和 

Bionic Production 的合作，我们已经研究出进一步的

概念，即未来使用大型打印机的打印工艺，我们可以

同时打印 50 个不同的喷嘴。这显然会给制造成本带

来积极影响。”他对 3D 打印提供的灵活性明显非常欣

赏。“利用我们在这个联合项目中积累的专业知识，我

们肯定会考虑在未来自己生产 3D 打印零件。” 
 
联系方式：Dirk Friedrich，电话：+49 (0) 2273 95373–0，
d.friedrich@grindaix.de 

 

“如果没有 3D 打印，

就不可能生产出 

这样的喷嘴。” 

只适用于制作原型？绝对不是！Grindaix、Bionic 

Production 和通快已经联手开发在大型 3D 打印机上同时

打印多个不同喷嘴的概念。 



  

利用氧化石墨烯可饱和吸收体制造调 Q 光纤激光器 
由于可饱和吸收体的化学特性，采用氧化石墨烯制造调 Q 光纤激光器比采用石墨烯和碳纳米管更加简单

且便宜。在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大学进行博士研究工作的 Ahmad Zarif Zulkifli (32) 通过两种不同的方

法利用氧化石墨烯制造可饱和吸收体，阐明了该可替代材料的优势。 

如欲获取论文，请联系：zarifz41@gmail.com 

增材制造使用短脉冲激光进行激光金属丝材沉积熔覆 
在增材制造中使用丝材生产微小零件正快速达到其极限。在米兰理工大学硕士研究工作期间，Martina 

Riccio (24) 将一台通快 PowerWeld 改装成一个用于短脉冲激光金属丝材沉积熔覆的全自动系统。然后，

她使用该改装后的系统生产不锈钢制薄壁部件，达到 700 微米的壁厚以及近 99 %的材料使用率。 

如欲获取论文，请联系：martina.riccio91@gmail.com 

阅读更多信息 
那么把激光作为工具的话，接下来会有什么发展？五位年轻的研究人员所从事的工作
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发。 

激光消融制作氧化锌纳米结构 

目前为止，垂直排列氧化锌核壳纳米棒一直采取的都是多阶段生长制程，通常都需要金属触媒微粒或金属

触媒层。在都柏林城市大学进行博士研究工作中的 Saikumar Inguva (29) 博士通过开发出利用激光消融

生成结晶氧化锌核和非结晶氧化锌壳的两阶段生长制程，着手简化这一过程，而无需金属触媒，也无需单

独的壳区生长步骤。这些纳米结构可以应用于能源存储、太阳能电池和纳米激光。 

点击以下链接查看论文全文：doras.dcu.ie/21004 

选择性激光熔化中的残留应力 
选择性激光熔化所产生的热残留应力可能引起部件变形或开裂。在鲁汶大学博士研究项目的部分论文中，

Bey Vrancken (27) 研究了各类工艺参数对残留应力的影响，以及使用九种不同材料带来的相互作用。他

的研究还导致形成了一套用于减少选择性激光熔化过程中残留应力的指南。 

点击以下链接查看论文全文：lirias.kuleuven.be/handle/123456789/542751 

提升结构钢焊接的效率 
在芬兰的拉彭兰塔理工大学进行博士研究工作中，Mikhail Sokolo (29) 研究了提升结构钢的厚钢板激光焊

接效率的方法。他的研究包括考察焊接过程中边缘表面的粗糙度以及气隙对接合板材的影响。 

点击以下链接查看论文全文：doria.fi/handle/10024/113525 

保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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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微创手术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体内使用激光治疗都是非常

冒险的事。如果操作过程中光纤出现故障，可能

会带来严重的伤害。现在，激光光束路径上的一

个小盒子给这类应用带来了一线希望。 



  

激光已经在医疗领域发挥很多作用，如：用作外科的

光学手术刀、视力矫正工具以及治疗皮肤问题。牙医

也会用到激光，如定位和移除龋齿以及清洁牙周袋。

所有这些都属于激光的体外应用，因此，所需的安全

预 防 措 施 只 是 防 止 灼 伤 和 眼 部 损 伤 。 Stefan 

Hambucker 表示：“一旦涉及体内，激光使用的风险

就会变得很高。”在微创治疗中，一部分负责引导光

波的光线需要进入患者体内，而这正是该操作之所以

危险的原因。如果光纤因为破损或过热出现故障，光

纤燃烧或“光纤熔断”可能会导致栓塞。最坏的情况

下，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因此，过去进行这类手

术的风险总是很高。而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

案。” Hambucker 称。 

 

精密传感器 

Hambucker 是 Ingeneric 公司的执行合伙人，该公司位

于德国亚琛，专门生产超高精度的微光学系统。“要

想消除光纤熔断或故障的结构性风险是不可能的。所

以，我们决定寻找一种预警系统，它能在检测到任何

即将出现的故障时，在数毫秒内禁用激光。”最明显

的光纤熔断或故障提醒实际上来自激光本身。光纤内

总会有一定量的背向反射，但当光纤开始失效时，激

光的发射光谱就会出现变化。这一变化很小，但仍可

以测量。因此，工程师决定将开发一款高灵敏度，且

具有光谱选择性的传感器作为解决方案的核心。结果

便是一款带有两个连接端口的小黑盒，乍看上去，并

没什么特别。 

“该传感器置于近端光纤，即近体侧的供应光纤，以

及连接光源的远端光纤之间。”其能够测量激光光束

的入射光以及近端光纤的出射光，并持续将结果传输

至控制软件。该软件也会将这些值与背向反射进行核

对。如果发现有偏离，便会在 3 毫秒内关闭激光。 

 

指示性背向反射 

Hambucker 解释说最常见的光纤故障时间是开启时，

随着激光穿过光纤，一个既有的微小受损区突然失效。

“因此，我们添加了一个绿色导向射束形式的额外安

全功能，由控制系统先将其发送穿过光纤。这个射束

很弱，不会导致光纤故障，但却足以在某一区域受损

或光纤未妥善连接时生成指示性背向反射，并能防止

工作激光的启用。” 

原则上来说，这一安全功能可集成在任何医疗激光系

统中。然而，为了确保对过程的完全可靠控制，

Ingeneric 还为这类应用开发了整套激光系统。其所依

据的理念就是开发者对激光光束和光径（包括相关参

数）的理解和控制越好，其便越能精准地校准安全系

统。合适激光光束的例子之一便是温差电致冷高功率

半导体激光器。为了确保激光束不会损坏导管光纤，

功率会缓慢上升，直至达到工作水平。该系统结合传

感器，也适用于其他医疗应用。其可以用于一系列波

长，因此，即使是使用聚合物包层光纤也没有风险。

Hambucker 言简意赅地说道：“微创激光治疗的大门

终于打开了！” 

 

联系方式：Stefan Hambücker 博士， 

电话：+49 (0) 241 963–1341，

hambuecker@ingeneric.com 

 

Stefan 

Hambücker 博士

是微光学系统和非
球面透镜领先制造
商 ——Ingeneric 
的执行合伙人。自 
2014 年起，通快
便成为 Ingeneric 
的母公司。 

这个小盒里的光
谱选择传感器打
开了微创激光治
疗的大门。 

在激光光束的输出光纤与工作
光纤间放置一个传感器，以监
控背向反射。 

导管光纤 光谱滤镜：将工作光束或

导向射束与背向反射隔开 

监测半导体：

测量输入光束

的功率 

传感器二极管： 

测量反射回的散射光 

输入

光束 



  

LPS Works 专门为工业公司
和大学开展研究。 

小组织，大能量 
 

总部位于东京的 LPS Works 为非传统的新材料开发出了新型微加工应用方案。这个由 18

人组成的强大知识单元型公司似乎并不满于此，还想继续推进一步，为客户提供工业化批

量生产所用的合适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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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在东京最南部的大田区，一辆辆小汽车穿过

工业园狭长的小道。工艺开发商兼集成商 

LPS Works 的办公室就坐落于此，从公司的

窗口，您的视线可以穿过一条狭窄的河口，

清楚地看到东京羽田机场——世界第四大机

场。在这座人造岛上，起降飞机不断，呼应

着 LPS Works 办公室内的繁忙场景。公司实

验室内共有 18 名工程师，从事陶瓷和新型钢

的复杂技术工作。 

 

从研究到量产 

LPS Works 是成功的机械零件制造商 Fujita 

Works 投资的一家公司。销售主管 Masahito 

Terui 阐释了他们业务背后的理念：“我们公

司成立于 2009 年，是一家专注于微加工知识

单元型的企业。如今，很多行业需要以更小

的规模、更精确的水平对材料进行加工。半

导体行业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工作是开发

和积累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以达成目的。”LPS 

Works 的客户群覆盖范围很广，从大学和国

家研究机构到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公司，他

们都需要在微米尺度上集成微小的功能件或

进行高精密的切割与钻孔操作，而且，也都

需要寻找能够开发合适技术工艺的公司。“从

一开始，我们就主要使用超短脉冲激光器。

由于大部分的工作都非常复杂，所以，我们

必须开发或集成合适的光路、光学装置以及

机器的所有其他部分。因此，在我们开发出

整个工艺后，客户就顺利成章地从我们这里

购买机器。一步步开展研究、生产原型和销

售机器,现在已经成为这一知识单元型公司

最成功的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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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显然，这影响着工程师处理每个任务的方

法：“从一开始，我们就考虑如何在工业规

模上应用，所以，仅仅寻找实际加工的解决

方案是不行的。开发出的系统必须能够高效

运作，而且，必须明确地知道它如何集成入

客户的生产环境中。” 

 

刃口钢 

其中一个例子便是一家汽车制造商 2013 

年联系 LPS Works，希望找到一种构建新型

高强度碳钢的方法，该钢即碳化 UHSS（超

高强度钢）。该公司曾尝试使用铣床和紫外

激光器，但均以失败告终。所以，东京的工

程师决定开发一种超短脉冲激光工艺。今

天，这一机器已经在生产线上得到了使用，

用于构建超硬汽车零件的精冲模表面。 

另一个在遇到棘手工作时寻求 LPS 

Works 协助的行业是半导体行业。“例如，

我们开发的一种技术，可以在陶瓷板上钻出

直径仅 30 微米的超小孔。应用要求孔与孔

之间的距离仅为 100 微米，非常具有挑战

性。”LPS Works 创建了一个特殊穿孔

（trepanning）光学系统，可以弯折超短激

光脉冲发出的激光光束，并使其围绕一个摆

动点旋转。这能够纠正锥角，便于工程师打

造边缘角恰好为 90 度的小孔。但这还只是

故事的一部分，Terui 接着说道：“最难的部

分是达到客户所要求的超高速度，并同时确

保超高的精度：每个孔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这样高速的运动会在轴线上产生摩擦热，轴

上的材料会不断延展。“当然，实际上延展

量很小，但从我们讨论的尺度上来，这足以

带来重大的误差。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

方法，以确保整个工程中各处温度的恒定，”

Terui 说，然后暂停了一下。“很遗憾，我不

能告诉你我们是如何做到的，但这真的非常

令人兴奋！”他笑着补充道。 

 

 

 

联系方式：LPS Works， 

电话：+ 81 (0) 3–3745 –0330，

sales@lps-works.com 

工程师团队正在讨论超短脉冲激

光器的下一个应用。 

Masahito 

Terui 将公司

看成是开发者

和知识的集合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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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只是随便拿出一些加工解决方案， 

它始终应该同时适用于工业批量生产。” 

Masahito Terui 

人眼几乎无法察觉的
细微表面结构和孔洞
是 LPS Works 的核心
业务。 

这扇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门（顶部）便是全日本
最优秀也是最成功材料加工实验室（底部）的
入口。 

 



  

见解 

永远的特洛伊 
激光是如何让我们永世不朽的 

一直以来，人类就有着永生这一共同的梦想。甚至是

阿喀琉斯 (Achilles) 和赫克特 (Hector) 这两位来自

于荷马的《伊利亚特》和特洛伊战争故事中的英雄都

嫉妒着上帝能够长生不老。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是因

为有人不辞辛苦地将这些文字和信息转化在数个世纪

中不断出现的各类新媒体上：先是莎草纸然后是羊皮

纸，再到纸张。当然，如今我们可以将《伊利亚特》

的电子版存在 CD、DVD 和硬盘驱动器上，以便安全

地存储这些信息。但能保存多长时间呢？英国摇滚乐

队 Echo & the Bunnymen1997 年的一首歌名为

“Nothing Lasts Forever”（世事无常）， 这个说法

常被用来形容生命的无常，但这也适用于数据和文本

面临的困境：我们今天所用的数据存储媒介并不是特

别稳定，其寿命仍比较短。实际上，它们并不可能保

存到永远。如果有一天地球不复存在了，那我们曾经

栖息的这个世界将不会留下任何记忆。我们所创造的

一切，从史诗到摇滚乐和杂志专栏，都会被遗忘，到

时，也只不过化为宇宙中漂浮的星尘。当然，除非超

人能来救我们！ 

或许，您可以想象超人站在他的孤堡上，手上拿着能

让我们成为不朽综合体的神器：一块透明水晶。存储

在这块水晶内的是他的家园——氪星毁灭时所失去文

明的全部信息。水晶是代表纯洁、无价、神秘和永恒

光芒的最佳选择。因此，它出现在如此多科幻和纪实

作品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可能会让人大感意外

的是，水晶真的是未来的数据存储媒介。超短脉冲激

光器现在已经可以将海量密集打包的光学数据写入小

小的水晶碟片中。据估计，这些能够耐受极端温度的

玻璃盘可以将数据存储达 138 亿年之久，而且不会出

现衰减。 

所以，阿喀琉斯可以舒一口气了：看来即使在地

球毁灭后的数个世纪里，如果那时我们已经找到了另

一个生存星球的话，我们仍能够继续向后世讲述他战

胜特洛伊王子赫克特的故事。而最终，甚至是 Echo & 

the Bunnymen 可能也不得不承认世事有常。一切都要

感谢激光。  

《激光界》的主编 
Athanassios 

Kaliudis 以激光
作为一种流行文化
元素为题写了一片

专栏文章。 

披头士的白色专辑、《指环王》或《绝命毒师》——你想永久保存哪一个？ 
请写信告诉我：athanassios.kaliudis@de.trumpf.com 
 
发挥数据水晶般的魔力：www.laser-community.com/en/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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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运用
在哪里？ 

在数据保密系统中：在互联网上安全传输信息的时间

似乎已经不多了。专业数据窥探者目前正在研究量子

计算机，以便在眨眼间破译任何密码。即使是流行的

质数 RSA 加密系统也无力防御。从银行信息和医疗记

录到商业秘密，一切都会被破解。全球的密码学专家

正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他们将希望寄托在量子，

或者更准确地说，光子上。其想法是首先使用激光光

束确保 RSA 密钥不会被捕捉到。事实上，接入光信号

就必然会干扰传输。如果系统检测到窃听者，就会断

开传输，并切换至新的密钥。旨在方便这种长距离通

信形式的首个研究卫星已于 2016 年 8 月发射上天。 



 

咕噜！ 
一束由机器人引导并来自于碟片激光

器的激光光束在水底切割开 5 厘米厚

的钢材。其潜水速度为 60 厘米/分钟，

比最优秀的商业潜水员要快 20 倍。

该技术开发方为汉诺威激光中心，主

要用于钢板桩墙、桥梁和近海风电场

的作业。配备激光器的机器人潜水员

还可用于拆解停用的核电站，因为人

类潜水员无法进入受辐射污染的冷却

池。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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