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光精密加工市场发展趋势

激光加工按照激光输出功率的高低，可分为大功率激光加工和中小功率激光加工两种。
激光加工按照不同的用途，可分为激光切割、激光打标、激光雕刻和激光焊接等几种。

工信部发布《中国机器人产业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

经过五年的努力，形成较为完善的机器人产业体系。

2018年中国可穿戴设备产量将达到7500万台

可穿戴设备是智能化的产物，通常来讲是指可直接穿在身上或融入到衣服、生活配件
中，并且可以通过APP支持和云端进行数据交互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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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瓦激光脉冲载波相位探测取得重要进展

科学家开发出可精准探测气体泄漏的中红外双
频梳激光光谱仪

俄科学家开发基于纳米颗粒高分辨率激光3D
打印

Enterprise trends
工信部发布《中国机器人产业五年发展规划
（2016－2020年）

经过五年的努力，形成较为完善的机器人产业体
系。

激光精密加工市场发展趋势

激光加工按照激光输出功率的高低，可分为大功

率激光加工和中小功率激光加工两种。激光加工

按照不同的用途，可分为激光切割、激光打标、

激光雕刻和激光焊接等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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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科工二院3D打印中心发布增材制造质量
分级标准
航天科工二院3D打印中心撰写的增材制造产品质量
分级标准正式发布。

麦格纳与Innoviz Technologies向宝马提供激
光雷达
据外媒报道，麦格纳与其伙伴方Innoviz Technologies
将向宝马提供固态激光雷达，用于其自动驾驶量产
平台。

航空航天巨头波音投资3D打印提升性能
美国飞机巨头波音近日宣布对位于加州的3D打印公

司进行投资，以寻求其航空航天开发的更大工程能

力。

2018年中国可穿戴设备产量将达到7500万台

可穿戴设备是智能化的产物，通常来讲是指可直接穿

在身上或融入到衣服、生活配件中，并且可以通过

APP支持和云端进行数据交互的设备。

2017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达到4204亿美元
根据Gartner发布的最新数据，在内存市场强劲增长

的带动下，2017年全球半导体营收总额达到4204亿美

元，较2016年（3459亿美元）增长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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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激光精密加工市场发展趋势

激光加工按照激光输出功率的高低，可分为大功率激光加工和中小功率激光加工两种。激光加工按照不同的
用途，可分为激光切割、激光打标、激光雕刻和激光焊接等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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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加工按照激光输出功率的高低，可分为大

功率激光加工和中小功率激光加工两种。激光加工

按照不同的用途，可分为激光切割、激光打标、激光

雕刻和激光焊接等几种。其中，激光切割是激光加工

中发展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激光加工技术之一。

          随着“中国制造2025”影响的不断扩大，传统的

制造业正面临深度转型和升级。其中一个重要战略便

是转向附加值和技术壁垒更高的高端精密加工。目前

高精密加工需求正推动以飞秒和皮秒激光器为代表的

超快激光器在工业市场上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据

预测，到2020年，超快脉冲激光器的市场规模有望超

过15亿美元。兆瓦峰值功率、皮秒和飞秒脉冲宽度的

超快激光器在3C产业（包括计算机、通信和消费电

子产品如智能电话、平板电脑器件领域）、医疗（包

括心脏支架加工、激光近视治疗等）、航空航天等加

工领域将获得迅猛发展。

          如手机、微处理器、显示器、内存芯片等精密复

杂的消费电子产品及组件都是由大量不同的异形、微

型材料所组成，尤其需要高精密的加工技术支撑。在

此情况下，超快激光技术便以其在精细加工、光束控

制和光束传输技术等方面的显著优势获得青睐。超快

激光旨在攻克常规工艺难以实现的高、精、尖、硬、

难等加工瓶颈。未来三到五年，消费电子、医疗、航

空航天等市场对智能设备将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些都

将会推动激光高端精密加工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技术分类 技术原理 加工特点 

激光

打孔 

切割 

激光

表面

处理 

将高强度激光束辐射至金属

表面，通过激光与金属的相

互作用，金属熔化后冷却结

晶形成焊接 

将光斑直径缩小到微米级，

从而获得高的激光功率密

度，几乎可以在任何材料实

行激光打孔 

脉冲激光束聚焦在加工物体

表面，形成一个个高能量密

度光斑，以瞬间高温熔化或

气化被加工材料 

利用高功率密度的激光束对

金属进行表面处理，可以对

金属实现相变硬化、表面非

晶化、表面合金化等改性处

理，从而改变金属材料的表

面特性 

不需要电极和填充材料，属非接

触式焊接。可对高熔点难熔金属

或不同厚度材料进行焊接 

可以在硬度高、质地脆或者软的

材料上打孔，孔径小、加工速度

快、效率高，以 PCB 行业应用

最为广泛 

速度快，切口光滑平整，一般无

需后续加工；切割热影响区小，

板材变形小；加工精度高，重复

性好，不损伤材料表面 

无需使用外加材料，仅改变被处

理材料表面层的组织结构，被处

理件变形极小，适合于高精度零

件处理 

激光

激光

焊接 

表 1  激光加工技术原理与特点

Administrator
附注
“Administrator”设置的“Accepted”

Administrator
附注
“Administrator”设置的“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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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激光精密加工市场规模及竞争格局

2017年全球材料加工与光刻市场规模约51.6亿美

元，同比增长21%。其中精密加工市场规模约为12.4

亿美元，按照近三年的年均增长率计算，预计到2020

年全球激光精密加工市场规模将达到16.5亿美元。

随着全球制造业的转移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工

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全球激光器及激光加工设备市

场比重逐渐向亚洲转移。2017年中国材料加工激光设

备市场规模增速为24.8%，占全球市场规模的30.2%，

预计到2020年我国激光精密加工设备市场规模约为40

亿元。

激光精密加工技术在半导体加工、pcb加工、平

板显示以及太阳能电池加工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

前景。

图 1  激光精密加工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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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激光精密加工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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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激光精密加工设备在下游应用领域的销售收入
（亿元）

在半导体制造领域，多种激光技术已经整合进入

许多重要的半导体工艺中，包括激光切割、通孔、焊

接/接合、剥离、标记、图案形成（patterning）、测

量、沉积等。它们广泛用于加工半导体器件，高密度

互联（HDI）印刷电路板（PCB），以及集成电路

（IC）封装应用。

激光在半导体制造中的应用：从前道工艺到后道

组装市场，半导体制造商可选择的激光技术很多。用

户需要根据半导体工艺和应用来选择使用什么波长或

脉冲时间的激光。纳秒激光器是半导体制造和PCB加

工中最常用的激光类型，占据了超过大约60%的市场

份额，排在其后的为皮秒激光器、CO2激光器和飞秒

激光器。

在切割工艺中，激光器类型的选择还跟需要切割

的材料和衬底有关。对于低介电常数材料，常用纳秒

和皮秒紫外激光器来优化光学吸收。皮秒和飞秒红外

激光器则通常用于切割玻璃和蓝宝石衬底，但并不适

用于SiC衬底。

在通孔工艺中，激光器的选择主要由衬底决定。

纳秒紫外激光器通常用于柔性PCB，而CO2激光器则

大部分用于PCB HDI和IC衬底。不过，对于IC衬

底，CO2和纳秒或皮秒紫外激光器的选择则由通孔的

直径来决定。直径低于20um时，业界倾向采用皮秒

紫外激光器，虽然相比纳秒紫外激光器成本更高，但

是能够带来更卓越的品质。一般而言，CO2激光器是

最经济、最快速的解决方案，对于需要高功率但不在

乎热损伤或切割宽度的切割、通孔、图案形成、标记

等应用，业界更倾向采用CO2激光器。由于飞秒激光

器的应用要更加复杂、成本更高，因此纳秒激光器仍

是当前的主导技术。但是皮秒和飞秒激光器或将在未

来激光切割设备市场实现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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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的设备供应商涉及各种半导

体工艺，可用于加工多种不同类型的材料，他们分散

在从前端到后端的各个工艺阶段。在半导体专用设备

生产线上，非激光器设备方面但提供整体技术解决方

案的新厂商，正不断涌入激光设备市场。

和极高的峰值功率的特点，用于材料加工具有独特的

超精细、无热影响等优异性能，现已逐步成为精密加

工的重要方向。

          国内外激光企业纷纷布局激光器/超快激光设备

市场。在核心超快激光器市场，目前基本上是外国公

司占主导，以相干，光谱物理、通快、NKT、

EKSPLA、Lihgt Conwersion、lumentum、EdgeWave、

AMPlitude等公司为代表。大族激光、华日激光、安

扬激光、虹拓新科技、盛雄激光、贝林激光、卓镭激

光等国内企业正大力推进技术产业化，在超快激光设

备、激光精密加工、激光器技术的研发、技术应用和

产品生产等产业环节取得快速发展。

          大族激光

          大族激光致力于攻克皮秒/飞秒激光器国产化技

术。2015年大族激光较大功率皮秒激光器项目实现了

从研发样机到批量生产的重大突破，成功应用于

LED 、蓝宝石切割。2016年Draco系列皮秒激光器实

现规模销售，作为新一代核心光源打破国外垄断，在

LED晶圆、蓝宝石、玻璃脆性材料切割领域基本替代

进口。

          面向新兴应用领域，大族激光具备核心激光器产

品和自动化设备整合能力，快速跟进并占领市场，公

司超快激光设备已经成功应用于OLED产品外形切

割、线路修复、盖板成形、3D玻璃外形切割与表面

扫光、动力电池涂布及激光焊接等，并取得较好成

绩。公司自主研发的皮秒激光器已经为苹果供货，随

着国产手机对玻璃、陶瓷盖板和后盖跟进，皮秒紫外

激光器将持续放量。

          大族激光核心小功率超快激光器实现量产和应

用，大功率超快激光器自主研发也在稳步推进，产基

地已启动建设，处于整机测试阶段，效果达国际先进

水平，预计到2018年开始量产自研的1kw的光纤激光

器和激光加工设备。

   华日激光

          华日精密激光是华工科技旗下的一家先进固体激

光器制造商在我国超快激光产业实现产业化、国产化

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2009年华日激光引入美国技术团队，发展固体激

光器端面泵浦及倍频技术，成功研发了国内首台工业

应用性能稳定的紫外固体激光器，后期陆续完成红

外、绿光、紫外等多波段全固态激光器产品的研发；

2014年收购Attodyne公司发展超快激光器技术；2015

年成功推出工业用10－50W皮秒超快激光器，并迅速

抢占市场，产能达到每月100台；2016年将承担了国

家科技部重点项目“工业级皮秒/飞秒激光器关键技

术研究及产业化”，重点发展皮秒/飞秒激光技术。

          2017年华日激光已研制出飞秒激光器种子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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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半导体制造各工艺激光设备厂商

          总体来看，在激光半导体制造技术领域，全球有

多家厂商参与竞争，并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设备。不

过，大部分激光设备供应商都集中在三个主要地区：

德国、亚洲和美国。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来自中国和韩国的厂

商正以成本更低且极具竞争力的激光解决方案进入市

场。国内两大厂商——大族激光（Han’s Laser）和

德龙激光（Delphi Laser）已经逐步在中国市场上发

力。         

          以皮秒与飞秒激光器为代表的超快激光器具有极

短的激光脉冲（脉冲持续时间只有几个皮秒或飞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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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安扬公司超快激光设备已成熟应用于手机

全面屏切割、玻璃切割、OLED PET膜切割、金刚石

切割、玻璃焊接、玻璃振镜消融、FPC PI覆盖

膜、PERC太阳能电池、不锈钢打孔、线路板打盲孔

等领域。

 贝林激光

          贝林激光是国内最早从事激光器研发的公司之

一，通过多年研究于2012年成功研制第一台皮秒激光

器，后续推出多款皮秒激光器、紫外固体激光器、纳

秒绿光激光器。皮秒激光器产品广泛应用于LED晶圆

切割、玻璃切割、指纹膜组切割等精细加工领域。超

快激光产品定位于精细加工领域：纳秒激光器较多

用于精细打标，主要是在3C产品的外壳和内部元器

件上；皮秒激光器较多是应用于一些高精度要求的特

殊材料精细加工，像LED晶圆、玻璃、陶瓷等材料的

精细加工。到2016年底，贝林激光累计出货皮秒激光

器600台。

          在技术方面，贝林激光已经取得一系列独特的

自有技术及专利技术：纳秒激光器方面，有先进的谐

振腔设计和激光控制技术，确保激光器能在高功率运

转下获得优秀的光束质量和较窄的激光脉宽，特殊的

腔内热补偿技术及谐波转换技术实现高效稳定的倍频

转换。皮秒激光器方面，有自主开发的光纤种子源技

术和独特的放大器技术。

          2017年德龙激光将激光器业务并入全资子公司苏

州贝林激光有限公司。德龙激光是一个激光设备集成

商，和激光器市场有很大的区别，将激光器业务并

入贝林激光，实现业务整合重组，达到资源的优化配

置。这一举措将丰富贝林激光产品线，延伸产业链，

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加速推动贝林激光企业发展。

          卓镭激光

          2015年，卓镭激光和中科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中科院将为卓镭激光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与发展动

力。公司成功研发高功率、低功率的皮秒激光器

后，于2017年还开发出了GRAVER系列的30瓦的绿光

纳秒激光器，这款全新激光器最主要的特点是脉宽比

较窄，同时功率比较高。

          用于精密微加工的工业级高功率皮秒激光器和

用于材料改性的大能量纳秒脉冲激光器均达到国内顶

尖水准。医疗领域开发了医疗美容专用的皮秒激光

器。并已广泛用于玻璃切割、金属微加工、激光冲击

强化等领域。 

团队已经完成了10W飞秒激光器的原理样机，即将推

出40W飞秒激光器。

          华日激光超快激光器产品主要应用于金属及非

金属材料精细标记加工、LED芯片及FPCB/PCB等的

加工、3D打印、ITO膜刻蚀PCB/FPCB的切割与分

板、陶瓷材料打孔与划片、玻璃/蓝宝石/晶圆切

割、LED衬底晶圆划线、阳极铝打黑等领域。

          公司2018年成立“武汉华锐超快光纤激光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超快）”，作为华日激光旗下

核心子公司，华锐超快将专注于超快光纤激光器，

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精密微加工及生命科学领域。

 安扬激光

          安扬激光历经7年，成功研发并已推出成熟可用

的皮秒、飞秒脉冲光纤激光器和超连续谱激光器等

系列工业超快激光器产品。安扬激光掌握了超快光纤

激光器的核心技术，自行研发了90% 以上的核心器件

或者模块，拥有核心的专利，核心器件和技术不依赖

于进口。公司有特种光纤设计生产团队，具备自行设

计和生产特种光纤的能力。同时，公司有自建光纤拉

丝塔，目前设计生产了40余种各种用途的特殊光纤，

控制了光纤激光器产业链的上游，保证了供应链的自

主与安全。安扬激光于2017年6月获得种子轮（投资

方：武汉和佳），以及2018年1月获得天使轮（投资

方：深圳前海，清控银杏，招商银行）融资，融资金

额总计约5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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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雄激光

          盛雄激光是国内生产激光设备的龙头企业，公

司激光业务线从金属材料的激光加工设备延伸至电子

消费产业的非金属材料激光加工装备和汽车产业激光

系统集成设备，形成技术协同效应，有效扩大在工业

级激光装备市场的占有率，实现外延式战略布局。盛

雄激光目前未涉及激光器的研发和生产，公司专注精

密激光打标和微钻孔切割领域，主要做超快激光设备

系统集成，核心激光器件依赖德国进口。

          盛雄激光是超快激光设备的龙头企业，利用自

主的控制系统技术，成功实现了皮秒激光设备国产

化。公司2011年投入资源进行精密激光微细加工技术

的研发和储备，并开始布局手机触摸屏行业sensor的

ITO膜及银浆电路激光蚀刻加工市场，后期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和发展。公司精密激光微细加工技术主要聚

焦于消费类电子产业，比如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

能终端的一些关键零部件结构件的加工领域。先后推

出ITO膜激光蚀刻机、LED的陶瓷基板的激光划片

机、HDI（高密度互连）线路板的高速激光钻孔机等

皮秒激光设备，并获得非常好的市场推广效果。盛雄

激光在皮秒/飞秒激光器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技

术储备和市场占有率远超其他公司，非苹果产品加工

市场占有率达 90%，推动中国皮秒激光设备实现了国

产为主的格局。

资料来源：中科战略整理

战略决策:
工信部发布《中国机器人产业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

工信部发布了《中国机器人产业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

工信部发布了《中国机器人产业五年发展规划

（2016－2020年）》，具体内容如下：

总目标——经过五年的努力，形成较为完善的机

器人产业体系。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明显增

强，产品性能和质量达到国际同类水平，关键零部件

取得重大突破，基本满足市场需求。

产业规模——产业规模持续增长。自主品牌工业

机器人年产量达到10万台，六轴及以上工业机器人年

产量达到5万台以上。服务机器人年销售收入超过300

亿元，在助老助残、医疗康复等领域实现小批量生产

及应用。培育3家以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打造5个以上机器人配套产业集群。

技术实力——技术水平显著提升。工业机器人速

度、载荷、精度、自重比等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外同

类产品水平，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达到8万小

时；医疗健康、家庭服务、反恐防暴、救灾救援、科

学研究等领域的服务机器人技术水平接近国际水平。

新一代机器人技术取得突破，智能机器人实现创新应

用。

重点突破——关键零部件取得重大突破。机器人

用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及驱动器、控制器的性能、

精度、可靠性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在六轴及以上

工业机器人中实现批量应用，市场占有率达到50%以

上。

市场应用——集成应用取得显著成效。完成30个

以上典型领域机器人综合应用解决方案，并形成相应

的标准和规范，实现机器人在重点行业的规模化应

用，机器人密度达到150以上。

资料来源：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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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扶持集成电路：这些企业或将
五年免税

           财政部联合税务总局、发改委、工信部发布

《关于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

通知》，提出：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免征及一定时间后

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所得税；在过去“两免

三减半”基础上享受“五免五减半”的进一步优惠

等。主要利税条款包括：

           1、2018年1月1日后投资新设的集成电路线宽小

于130纳米且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或项目，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

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

享受至期满为止。

           2、2018年1月1日后投资新设的集成电路线宽小

于65纳米或投资额超过150亿元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

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

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

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

俗称“芯片”行业的集成电路产业，其重要性可

以用“工业粮食”来形容。目前，世界上存储芯片市

场主要由美日韩主导，是高度垄断的寡头市场格局。

去年两百多就能买到的8G的DDR4内存条，如今一路

暴涨到九百多元。造成这种情况主要也是因为高度垄

断，所以大量迫切发展国内储存芯片，对打破存储芯

片领域国外垄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美国贸易备忘录的签署或将引发贸易争端，这将

降低市场风险偏好。消费电子、PCB、LED等以制造

为主的领域中部分企业对美收入较高，短期或将承

压；半导体领域目前净进口金额较大，受到国家重点

支持，贸易争端有望加速国产化进程。

此次减税延续了国家对半导体芯片的一贯支持，

整个国产半导体产业链，从设备材料到制造，从封装

测试到设计，此前就已充分享受了国家的税收优惠政

策：

前期政策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

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2]27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9

号）

半导体工厂在建成初期由于良率、产能爬坡及折

旧等因素往往营利微薄，本次减税政策将显著缓解晶

圆制造企业的财务压力。此外，减税的要求中，进一

步提高了工艺制程的门槛，符合当前全球半导体芯片

技术路线发展快速更迭的趋势。

 本次政策主要受惠企业/项目主体有：合肥长鑫

DRAM项目（兆易创新）、长江存储NAND Flash项

目、士兰微、国科微、华力微电子等。除了制造环

经营要求 立项时间 技术要求 政策优惠

10 年以上 2018 年 1 月 1

日后

线宽＜130 nm 两免三减半

15 年以上 2018 年 1 月 1

日后

线宽＜65nm 或投资额

大于 150 亿元 

五免五减半

15 年以上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

线宽＜0.25um 或投资

额大于 80 亿元 

五免五减半

2017 年 12 月 31日

前

线宽＜0.8 微米（含） 两免三减半

表 2  政策优惠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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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封测、存储、设备、材料等领域也间接受益，其

认为的受益上市公司：制造有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

等；封测有华天科技、长电科技等；存储有紫光国

芯、兆易创新等；设备有北方华创、长川科技、精测

电子等；材料有江丰电子、上海新阳等。

《意见》对IC设计企业具有优先发展意向，明确

提出对具有产业化前景、市场前景、在昆山有上下

游联合体的IC设计企业，经认定后根据其工艺技术

水平、规模、成效等给予最高100万的专项资金倾斜

支持；对注册资本超过1000万元（含）以上，符合该

市重点发展方向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给予最高不

超过1000万元的补助。

《意见》还表示，对年度营收首次突破2000万

元、5000万元、1亿元、5亿元、10亿元的IC设计企

业，结合地方贡献分别给予企业200万元、300万

元、400万元、600万元、8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此

外，对当地符合相关条件的IC设计企业也将给予研

发支持、IP购买费用补贴等。

 在设备和材料方面，《意见》提出对投资规模

超过1亿元（含）以上的半导体专业设备、专用材料

等生产企业，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补助；此外，对该

市半导体专业设备、材料等生产企业年度营收首次突

破1亿元、5亿元、10亿元、20亿元的，分别给予企业

200万元、400万元、600万元、800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

为了增强上下游及产业间的联动发展，《意见》

还提出，对昆山市当年销售额1亿元以上的系统集成

（整机）、终端应用等企业，首购首用非关联本地企

业自主开发的芯片或模组产品，给予交易双方最高不

超过30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等。

至于人才培养方面，《意见》鼓励各类研发机

构、高校院所与昆山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合作。

对企业开展员工专业技能、经营管理等培训费用、经

认定的年研发投入超过300万元（含）的半导体企业

以及当年获得国家或省级以上立项支持的半导体产业

重大科技项目均给予相应的补贴或奖励。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中明确提出，将设立昆

山市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主要用于半导体产业链重

大投资项目的引进，推动重点企业产能水平提升，鼓

励兼并重组，对接国家和江苏省相关产业投资基金，

配套支持昆山市半导体产业项目等。

上述《意见》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两年。

资料来源：电子工程世界

昆山市正式出台半导体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

昆山市正式出台《昆山市半导体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将通

过项目招商落地、特色产业聚集、研发创新投入等方

面大力扶持该市的半导体产业发展。

《意见》中涵盖了五大方面，一是引进培育IC设

计项目，二是引进培育专业设备和材料项目，三是

打造产业链协同，四是强化研发支撑，五是创新金融

扶持。

资料来源：昆山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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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设备是智能化的产物，通常来讲是指可直接穿在身上或融入到衣服、生活配件中，并且可以通过
APP支持和云端进行数据交互的设备。

    可穿戴设备是智能化的产物，通常来讲是指可

直接穿在身上或融入到衣服、生活配件中，并且可以

通过APP支持和云端进行数据交互的设备。目前，可

穿戴设备已渐渐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为人们的日常

生活带来方便。时下，最常见的可穿戴设备有智能手

环、智能手表和智能眼镜三种。

          大部分可穿戴设备正在从概念到商业化过渡，普

及率也在逐步提升。科技对生活的影响日益加深，随

着互联网巨头和科技公司纷纷加入可穿戴设备行业，

可穿戴设备的推广和用户渗透将上升到另一个层面。

市场前瞻:
2018年中国可穿戴设备产量将达到7500万台

 根据数据来看，从2015年开始，可穿戴设备的产

量有了明显的增加，2017年已接近6000万台，在这样

的高速增长状态下，预计2018年可以接近7500万台。

          目前可穿戴设备产品相对单一，智能手环、智

能手表、智能眼镜的产量已占到可穿戴设备总产量的

七成左右。其中智能手环的产量最多，而智能手表的

产量在不断上升，在2020年有望成为行业主导产品。

          智能手表中儿童智能手表的产量增幅很大，精

准定位功能受到了家长群体的喜爱。另一个有潜力的

可穿戴设备是蓝牙耳机，在苹果的带领下，越来越多

的手机厂商取消了传统的耳机插口，这为蓝牙耳机提

供了有利的发展机会。

          在限制可穿戴设备发展的因素调研中，有53%的

用户选择了不够了解可穿戴设备，并且正规购买渠道

不多；另外，可穿戴设备的科技属性致使其价格不会

太低，有三成左右的受访者正是觉得价格高而放弃购

买，因此从购买能力上看，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消费群

体会更愿意尝试可穿戴设备。

产品

形态
代表产品 主要功能

智能

手环

Nike、Jawbone、小

米、咕咚

健身计步、检测睡眠、记

录饮食、心率测量
100-1200 元

智能

手表

Apple watch、Gear 

S、Moto 360 

接听电话、收发短信、运

动健康、精准定位
99-5000 元

智能

眼镜

谷歌眼镜、 

Eyephone、Docomo 

地图导航、同步双屏、实

时摄像、虚拟现实
500-30000 元

智能

服饰
音乐外套、情绪香水

记录身体数据、调节温

度、播放音乐
200 以上 

头戴

显示

器

HTC Vive 、索尼VR、 

Microsoft HoloLens 
虚拟现实、军事航空、医

疗科技
100-20000 元

价格

表 3   可穿戴设备主要产品形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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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可穿戴设备产量（单位：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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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部分用户觉得可穿戴设备实际价值不高，

这一方面与价格有密切关系，无非是觉得可穿戴设备

性价比不高。手机同样能够替代可穿戴设备的部分功

能，智能手环和智能手表等产品无法成为刚需型产

品，因此用户需求有限。

|   Market outlook    |    市场前瞻    |

2017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达到4204亿美
元

          根据Gartner发布的最新数据，在内存市场强劲

增长的带动下，2017年全球半导体营收总额达到4204

亿美元，较2016年（3459亿美元）增长21.6%。

          Gartner研究总监George Brocklehurst表示：“2017

年半导体行业有两个里程碑，即收入超过4000亿美

元，以及过去25年来排名第一的英特尔被三星电子打

败。这两个里程碑都是由于内存市场的快速增长导致

的，供应不足导致DRAM和NAND闪存价格走高。”

          内存市场在2017年飙升近500亿美元，达到1300

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61.8%。2017年，三星内存收

入增加近200亿美元，使其半导体收入在2017年跃居

首位。Gartner预测该公司的领先地位将是短暂的，并

且将在2019年底内存市场进入萧条期时消失。

          内存市场的蓬勃发展掩盖了2017年其他类别的强

劲增长。非存储器半导体市场增长了248亿美元，达

到了2900亿美元，增长率为9.3%。

          前10大半导体厂商的总收入在2017年增长了30.6%，

占市场总额的58%，其他厂商收入增长11.0%。

         2017年，半导体行业并购交易大幅下滑，交易额

和交易数量仅相当于2016年的一半。但是，半导体行

资料来源：速途研究院

53% 

32% 

10% 
5% 

不够了解，缺乏购买渠道

价格太高

实际价值不高

其它

图 6  发展限制因素

         总体来看，国内可穿戴设备市场空间巨大，仍在

等待着巨头公司的加入，虽然可穿戴设备产量和交易

规模在稳定上升，但一些潜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2017

年

排名

2016

年

排名

公司 2017

年

营收

2017 年 

市场容量

2016

年

营收

增长比

例

1 2 三星电子 59875 14.2% 40104 49.3% 

2 1 英特尔 58725 14.0% 54091 8.6% 

3 4 海力士 26370 6.3% 14681 79.6% 

4 5 镁光科技 22895 5.4% 13381 71.1% 

5 3 美国高通 16099 3.8% 15415 4.4% 

6 6 博通 15405 3.7% 13223 16.4% 

7 7 德州仪器 13506 3.2% 11899 13.5% 

8 8 东芝 12408 3.0% 9918 25.1% 

9 17 西部数据 9159 2.2% 4170 119.6% 

10 9 恩智浦 8750 2.1% 9314 -6.1%

其他 177201 42.2% 159655 11% 

合计 420393 100% 345851 21.6% 

业的交易规模不断上升，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完成

并购变得更具挑战性。Avago在2016年以370亿美元的

价格收购了Broadcom，但是，纪录很快就被高通收

购NXP Semiconductors的交易（以440亿美元）打

破。

         物联网（IoT）的增长对半导体市场产生重大影

响，2017年针对消费应用的的专用标准产品（ASSP）

增长14.3%，工业ASSP增长19.1%。尽管组件价格上

涨、智能手机行业放缓，用于无线连接的半导体增

长在2017年增长19.3%，首次突破100亿美元。

表 4  全球半导体公司营收TOP10（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G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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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印度新增光伏发电量位居世界
第二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数据，2017

年印度的太阳能发电容量超过了北美洲、欧洲大陆

以及日本。

          2017年印度新增太阳能发电量9628兆瓦，高于

2016年的4251兆瓦。美国去年新增太阳能发电量8173

兆瓦， 2016年为11274兆瓦。北美洲（美国，加拿大

和墨西哥）新增容量8584兆瓦。

          欧洲所有国家去年累计增加了5912兆瓦，而日本

增加了7000兆瓦，低于2016年的8300兆瓦。去年的报

告指出，考虑新增容量，印度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

第三大太阳能市场。然而美国新增容量的放缓使得印

度仅落后于中国。

          就在运太阳能发电量而言，印度在亚洲排名第

三，仅次于中国和日本。 2017年中国新增太阳能发

电量超过53吉瓦，保持领先地位。亚洲所有国家的太

阳能发电量合计超过72吉瓦。

          全球范围内，去年共增加了93.752吉瓦的太阳能

发电量。由于政府推动太阳能作为发电的主要来源，

印度才能成功击败全球最发达的太阳能市场。中央政

府制定了渗透到各邦的非常雄心勃勃的太阳能目标。

|   Market outlook    |    市场前瞻    |

资料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印度计划在2018－19和2019－20财年分别举行30

吉瓦太阳能发电量的拍卖会，以试图在2022年3月达

到100吉瓦太阳能发电目标。

2017年VCSEL市场产值约16.3亿，3D感
测应用将进入快速成长期

          随着苹果iPhone X导入3D感测功能，将会有越来

越多的非苹手机厂商投入3D感测产品布局。

          目前移动终端用3D感测方案包含结构光与飞时

测距感测（ToF），苹果iPhone X采用的是结构光专

利技术，以点阵投影机在用户脸上投射出3万多个光

点，再以散射方式投影在脸部进行辨识，并由红外线

相机接收，制作出3D人脸辨识图。

图 7  2017 年全球新增太阳能发电容量

2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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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3D脸部感测之外，手机品牌厂商也积极研

发以3D感测结合增强现实（AR）功能，未来3D感测

技术有可能从前镜头扩增到后镜头。后镜头较有可能

采用飞时测距感测，优点为感测范围更大、数据运算

处理能力更快速，同时切合供应厂商的专利布局。

          从供应链观察，3D感测中以算法、光形图案、

专利布局为最主要的发展关键。目前从上游到下游的

供应链，红外线激光晶圆芯片厂商包含IQE、II-VI、

晶电、华立捷、稳懋、宏捷科，多半都已有扩产行

动；红外线激光厂商如Lumentum、Finisar、Princeton 

Optronics、NeoPhotonics、Philips Photonics、OSRAM 

OS；结构光算法厂商包含PrimeSense、Mantis Vision、

高通与奇景、Intel；飞时测距算法厂商STMicroele

ctronics、Infineon携手pmd、MicroVision、Orbbec

等；手机品牌厂商除苹果、三星、华硕外，中国大

陆品牌厂商如小米、联想、华为与OPPO等也计划推

出具3D感测功能的机种。



前沿技术:
拍瓦激光脉冲载波相位探测取得重要进展

随着超短超强激光技术的快速发展，实验上已经产生了峰值功率达到PW量级、峰值光强约1022－1023W/
cm2、脉冲长度为飞秒量级的超短超强激光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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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超短超强激光技术的快速发展，实验上已经

产生了峰值功率达到PW量级、峰值光强约1022－

1023W/cm2、脉冲长度为飞秒量级的超短超强激光脉

冲。超强激光脉冲和相对论电子束相互作用过程中，

激光脉冲载波相位会影响电子自旋进动、辐射光子偏

振、辐射角谱分布以及正负电子对产生等。因此，提

前探测和确定驱使激光脉冲载波相位对后续强场QED

问题研究非常重要。目前，在相对论激光电磁场强度

下，可以通过辐射角谱分布和“Breit－Wheeler”对

产生过程的辐射截面来确定超短激光脉冲（2个波长

以内）的载波相位。然而，已有的和正在建造的PW

激光脉冲的脉冲长度都在15到30飞秒（4到10个波长）

以上。即使采用分束的方法降低激光脉冲强度到非相

对论量级并且不考虑载波相位信息损坏的理想情况

下，非相对论激光脉冲载波相位探测方法（例如：立

供应链 厂商

VCSEL 晶圆代工厂 IQE，全新科 

VCSEL 芯片代工厂 稳懋、宏捷科

VCSEL 芯片厂商 II-VI、晶电、华立捷

VCSEL 封装厂
Lumentum 、 Finisar 、 Princeton Optronics 、 

NeoPhotonics、Philips Photonics、OSRAM OS 

算法厂商 PrimeSense、Mantis Vision、高通与奇景、Intel 

表 5  移动终端3D感测供应链

  展望长期市场发展关键因素，目前各手机品牌

阵营已经展开供应链结盟与合作，但如何突破算法的

专利障碍、未来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发展，以及3D感

测模组性价比的提升，将是影响3D感测市场未来成

长速度的关键。

          预计2017年移动终端3D感测用红外线激光投影

机市场产值约2.46亿美元（合人民币约16.29亿

元），2020年有望成长至19.53亿美元（合人民币约

129.3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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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7-2020年移动终端3D感测用红外线激光投影机市场
（单位：亿元）

2017-2020年移动终端3D感测用红外线激光投影机市场 

资料来源：LEDInside

图 9  PW长激光脉冲载波相位探测方法示意图

体－ATI、倍频干涉等方法）也主要适用于少周期的

激光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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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激光与粒子束科学技术研究

所栗建兴教授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核物理研究所

Christoph H． Keitel教授课题组合作并首次发现利用

超强长激光脉冲（6到10个波长以及更长范围）和相

对论电子束对撞，电子背向辐射谱产生两个X射线波

峰，其强度和对应极化角分布非常敏感地依赖于驱

动激光脉冲载波相位，并且成线性单调变化。此变化

可以被用做确定驱使PW长激光脉冲载波相位的依

据。该研究成果已于近期在线发表于期刊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题为“Single－Shot Carrier－Envelope 

Phase Determination of Long Superintense Laser Pulses”

（Phys． Rev． Lett． 120， 124803，2018）。该研究

工作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核物理研究所合作完成，

是栗建兴教授近四年来第三篇以第一兼通讯作者发表

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的学术论文。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资料来源：激光谷

科学家开发出可精准探测气体泄漏的中
红外双频梳激光光谱仪

          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独立研究团队公布了

两项使用激光频率梳探测天然气泄漏的新技术。

          天然气泄漏是能源行业的一个重大问题。天然气

泄漏除浪费天然气外，还会对安全、公共卫生及空气

质量构成严重威胁。甲烷既是天然气的主要组成部

分，也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

          目前，Nima Nader和同事在位于博尔德的美国国

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共同研发了一款可用于探

测气体泄漏的新型激光芯片。与此同时，Gregory 

Rieker和同事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也研发了一款红外

光谱系统，该系统距离千米外就可探测出少量的甲

烷。

          天然气探测所面临的挑战

          虽然目前已有几种监测天然气泄漏的技术，但各

自都有缺陷。一种技术，是仅可在短距离内感测甲烷

的专用相机。然而，这种监测过程属于劳动密集型监

测，却无法全面反映甲烷大面积泄漏的情况。另一种

技术，是通过航空或卫星的图像显示出数公里范围内

的多个大面积泄漏的情况，但却无法

显示出泄漏细节。另一个使用航空和卫星图像所存在

的问题是，它们仅可提供单点时间的快照，而不能持

续监控。

          目前，Nader和NIST的同事们已开发出一款新型

中红外激光光源芯片，该激光芯片可作为探测气体泄

漏的系统的重要部分。中红外光可被包括甲烷在内的

许多有机分子吸收，因此可通过分析空气吸收光谱，

来揭示这些分子的存在。然而，目前中红外光谱学正

面临着宽带光源短缺、强噪声和功率高的难题。

          蓝宝石上硅

          为解决以上这些缺点，Nader的团队制造了首个

中红外“双频梳（Dual－frequency combs）”芯片。

为了打造这款激光器，研究人员精心设计了蓝宝石上

硅（silicon－on－sapphire）波导的几何形状和化学成

分，这种波导可用于仅1平方厘米大小的芯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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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频梳是可产生两束相干光束的低功率激光

源。激光的每一个“梳齿”都是某个特定频率的窄

峰，并且分布在宽广的频率范围内，几乎没有噪声。

光的光谱性质可以被调谐，这样系统就可以用来研究

不同的分子。

         Nader解释说，“激光源可完成光的远距离传播，

因此无需直接接触化学样本，就可实现远程研究。由

于频率梳是稳定的激光源，可检测到非常少量的化学

物质，因此它提高了探测化学物质的灵敏度。”

          定位泄漏

          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的团队是

首个在博尔德地区部署中红外双频梳激光光谱仪的团

队。他们的最终计划是建立一个监测系统，在该系统

中，可将多个激光源战略性地部署在天然气生产基地

周围，所有激光源均指向该基地中心位置的中红外光

谱仪。当该系统的探测数据与大气模型相结合时，根

据泄漏的气体穿过光束路径时产生的双频梳状吸收光

谱，可提供实时气体浓度敏感指标。同时，依据该系

统的分布特性还可确定泄漏的位置。

          该研究团队已对他们的探测系统进行了初步测

试，研究人员说，相比现有监测天然气的方法，该系

统具有显著的优势。Rieker解释道：“我们系统的监

测是自动的，因此可实现对某个区域的持续监控。”

重要的是，该系统对甲烷和水蒸气微小的浓度变化也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很敏感。Rieker补充说：“由于暴风雨开始时，空气

中的甲烷会被水蒸气稀释。因此小泄漏中甲烷浓度的

变化与潮湿环境下甲烷的变化可能会一样。激光频率

梳光谱学使我们能够同时准确地测量水蒸气和甲烷。

这使我们可以对空气中的水份进行校正，这对于探测

大范围内甲烷含量的微量增加至关重要。”

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人员计划进行了两次实地

测试。第一次测试：在位于离激光源一公里远的地

方，模拟了少量、实时变化的甲烷泄漏。该系统检测

到每分钟1.6－8克的甲烷泄漏。这种甲烷的释放速率

与人类正常呼吸时呼出空气的速度相当。第二次测

试：建立可监测有五个潜在泄漏点的天然气生产场地

的光束网络。同样，该系统不仅精确地探测出了两个

模拟泄漏点，还准确地指出了它们的位置。测试成功

后，该团队希望此系统能够很快实现商业化。

      科罗拉多大学的这项研究成果发表于《Optica》，

NIST的研究发表于《APL Photonics》。

俄科学家开发基于纳米颗粒高分辨率激
光3D打印

          双光子光刻是一种3D打印方法，与大多数激光

3D打印技术不同，3D激光打印技术的分辨率受3D打

印机激光点的大小限制，双光子聚合技术可将打印分

辨率提高到难以置信的精度。对于医学研究领域，即

用于药物输送、组织再生、化学和材料合成的应用而

言，这项技术值得深入研究。

          不过在双光子光刻术中，飞秒激光用于精确固化

树脂。不仅点到点过程耗时，而且激光器工作在高强

度下，有可能会损坏材料，而且仪器昂贵。

          先前美国LLNL的研究人员在2018年1月宣布找到

了一种改进双光子聚合（TPL）的方法，双光子聚合

是一种纳米级3D打印技术，LLNL将双光子聚合3D打

印技术开发到可以兼顾微观精度同时又满足较大的外

型尺寸的水平。

          无独有偶，来自俄罗斯的科学家也在积极的推动

双光子光刻技术的研究。在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

（RAS）的一个研究小组领导下的一项研究中，研究

人员近日宣布，他们探索了一种“空前有效”的高分

辨率3D打印方法，可以消除与现有技术相关的一些

缺点。

资料来源：微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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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S高分辨率3D打印方法基于槽式聚合技术，

RAS技术也使用近红外光，但强度较低。为了充分利

用光的潜能并消除飞秒激光器的一些缺点，科学家们

在材料的配方上做了新的文章。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合成UCNPs的表征

         （a）SEM和（b）β－NaYF 4：Yb 3＋，Tm 3

＋ / NaYF 4核/壳纳米颗粒的高角度环形暗场

（HAADF）扫描TEM图像。

（c）用强度为3．5，7和11W cm－2的975nm激

光照射的氯仿中的UCNPs的光谱。

      （d）使用校准的积分球设置测量的UCNP的积分

转换效率与975nm处的激发强度之间的关系。饱和度

达到?20 W cm－2。 品红线是作为眼睛的向导提供的。

（a）光致引发剂Irgacure 368和Darocure TPO在

乙腈37中的吸收光谱与在强度为15W cm－2的975nm

NIR激发下的UCNPsβ－NaYF 4 ：Yb 3＋，Tm 3＋ / 

NaYF 4的发射光谱重叠（灰色峰）。

（b）在15W cm－2强度的CW NIR光照下，在含

有用UCNP浸渍的光敏树脂的10mm×10mm比色杯中

形成发光体素。

          该过程的成功在于高分辨率的3D打印过程是通

过使用相对低强度的近红外光源完成的。光聚合作用

也可以发生在树脂槽内更深处，这使得使该技术具有

在生物组织内进行3D打印的潜力。

          据RAS研究的合着者Kirill Khaydukov，这个技术

可以用于生物医学领域，包括组织工程，并且用于以

聚合物材料替代器官和组织的受损部位的应用领域。

          该论文《上转换纳米颗粒辅助的高分辨率3D光

          上转换纳米颗粒（UCNP）由两个或更多个光子

组成，这些光子结合在一起并在暴露于光源时可以发

射更多能量。在RAS研究中，科学家们将上转换纳米

颗粒（UCNP）添加到光固化树脂混合物中。上转换

的应用集中在生物成像领域，根据生物成像领域的定

义，上转换是指把两个或多个低能量泵浦光子转换为

一个高能量输出光子的非线性光学过程。最早发现于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因量子产率极低且当时没有高

能激发光源并未引起注意，之后随着激光器的广泛使

用而成为研究的一个焦点。在生物成像领域，上转

化纳米颗粒的成分是无机基质以及稀土掺杂离子。掺

杂离子则包括发光中心以及敏化剂。

          在NIR近红外光的照射下，上转换纳米颗粒

（UCNP）吸收近红外光，发射UV光，从而以体素

的三维精度来固化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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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光机所郭春雷中美联合光子实验室
在钙钛矿单晶表面SERS研究中获得进展

          长春光机所郭春雷中美联合光子实验室首次在

钙钛矿（CH3NH3PbCl3）单晶表观测到了吸附分子

4-巯基吡啶（4-MPY）的表面增强拉曼光谱（SERS）

信号,增强因子高达10-5。 

          研究表明，钙钛矿材料作为一种半导体材料，

具有SERS活性，其表面吸附分子能够在界面处形成

一个新的电荷转移态，从而促使激光照射下，界面发

生电荷转移共振而产生SERS效应。通过进一步研

究，发现了SERS技术与光电转换研究领域之间的衔

接点，将二者结合起来，拓展了SERS技术的研究领

域，使得SERS技术在光电探测研究领域展现了一定

的潜力。并且，通过该研究发现，分子敏化钙钛矿材

料在光电器件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开拓性。 

          该成果发表在《ACS Photonics》杂志上（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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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长春光机所

图 10  4-MPY修饰的CH3NH3PbCl3单晶钙钛矿在不同波长激
光下的SERS光谱（A），界面电荷转移过程示意图（B）。 

 图 11  4-MPY分子修饰的单晶钙钛矿光电探测器件示意图
（A），532 nm、633 nm以及暗态下，器件的I-V响应曲线（B）。 

8b00152），第一作者为于治助理研究员，通讯作者

为郭春雷教授。 

          该工作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吉林省科技厅发展计划项目的支

持。

聚合快速成型技术》发表在Nature的子刊scientific 

report上。

          该论文《上转换纳米颗粒辅助的高分辨率3D光

聚合快速成型技术》发表在Nature的子刊scientific 

report上。

资料来源：3D科学谷



企业动向:
航天科工二院3D打印中心发布增材制造质量分级标准

航天科工二院3D打印中心撰写的增材制造产品质量分级标准正式发布，标准针对当前增材制造产品质量良莠不
齐，没有统一的质量等级标准的现象，组织编制了增材制造产品质量分级标准，供社会各界增材制造服务商和
增材制造产品用户使用。

航天科工二院3D打印中心撰写的增材制造产品

质量分级标准正式发布，标准针对当前增材制造产品

质量良莠不齐，没有统一的质量等级标准的现象，组

织编制了增材制造产品质量分级标准，供社会各界增

材制造服务商和增材制造产品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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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aserfair

           标准将增材制造产品质量等级划分为4级，其中

规定了各质量等级的分类条件和其需要进行控制的质

量检测项目。该标准填补了行业内增材制造质量控制

的空白，通过细分质量等级和检测项目，用户和增材

制造服务商进行产品质量协商有了依据，用户可根据

产品的重要性选择相应的质量控制等级，增材制造服

务商可以按照质量分级要求进行报价和生产，促进增

材制造技术在各行业中的推广应用。

类
别

分类条件 检测项目 备注

用于关键部位、承

受大载荷、工作条

件复杂的重要打印

件。打印件损坏将

直接危及整机正常

工作。 

Ⅰ类打印件提供原

材料状态、表面质

量、外形轮廓、内

部质量、伴随试样

检测及用户其它补

充要求。 

有成形缺陷的Ⅰ类

打印件不可修复后

使用。 

用于重要部位、承

受中等载荷的重要

打印件。打印件损

坏将影响部件的正

常工作，显著恶化

整机的正常工作。 

Ⅱ类打印件提供表

面质量、外形轮廓

检测，按批次提供

原材料状态检测，

随产品提供伴随试

样，每批首件进行

一次伴随试样检测

和内部质量检测及

用户其它补充要求。 

在非工作区域存在成

形缺陷的Ⅱ类打印件

可修复后使用，修复

后铝合金 性 能参考

《QJ3072A-2011》，

钛合金性能参考

《HB/Z348-2001》。 

Ⅲ用于一般部位、

承受小载荷的打印

件。打印件损坏将

妨碍部件的正常工

作。 

Ⅲ类打印件提供表面

质量、外形轮廓检

测，按批次提供原材

料状态检测，并随产

品提供伴随试样及用

户其它补充要求。 

存在成形缺陷的Ⅲ

类打印件可修复后

使用，修复后铝合

金性能参考

《QJ3072A-2011》

，钛合金 性 能参

考《HB/

Z348-2001》。 

用于原型机模型、

验证尺寸等装配关

系或简单功能的打

印件。打印件无长

期使用和性能质量

要求。 

Ⅳ类打印件提供表面

质量、外形轮廓检

测。  

存在成形缺陷的Ⅳ

类打印件可修复后

使用，修复后必须

满足表面质量和外

形轮廓要求。 

表 6  航天科工二院3D打印中心增材制造质量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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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射阳光、变化的气候条件及多激光雷达环境等颇具

挑战性的设定值。

       此外，该方案可提供整套计算机视觉软件堆栈及

算法，将3D视觉转化为关键性的驾驶见解。麦格纳/

Innoviz综合性遥感方案可满足性能、成本、紧凑型尺

寸设计等关键性需求。

       麦格纳一直在为众多车企研发及制造ADAS产

品，如今已历时15年之久。2017年8月，公司发布了

MAX4，这是一款集成式定制化可扩展平台，可在都

市及高速公路这两种驾驶情景下实现4级自动驾驶水

平。

       MAX4还纳入了遥感及计算机构建模块，涉及到

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超声波传感器及ADAS中

央计算机模块，上述设备可单独提供或作为整套系统

打包提供，旨在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并做好市场准

备。

航空航天巨头波音投资3D打印提升性能

         美国飞机巨头波音近日宣布对位于加州的3D打印

公司进行投资，以寻求其航空航天开发的更大工程能

力。

         波音公司表示，其投资Morf3D将由其投资机构

HorizonX交付，重申其对航空航天品质3D打印零件

的竞争生态系统的承诺。波音HorizonXVentures联合

牵头了这轮A轮融资，但没有透露具体金额。图 12   Innoviz固体激光雷达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

麦格纳与Innoviz Technologies向宝马
提供激光雷达

据外媒报道，麦格纳与其伙伴方Innoviz 

Technologies将向宝马提供固态激光雷达，用于其自

动驾驶量产平台。

 尽管麦格纳通过MAX4证明了其研发整套自动驾

驶平台的能力，还能提供整套自动驾驶系统所需的各

类构建模块（building blocks），旨在为用户提供支

持，本次向宝马提供固态激光雷达就属此例。

       由于认识到激光雷达是提升自动驾驶性能及总

体安全性的关键部件，麦格纳与Innoviz Technologies

整合了车用级固态激光雷达，将其纳入到自动驾驶平

台中。

       固态高清激光雷达技术可实时生成3D点云（3D 

point cloud），展示车辆的周边环境，甚至还能提供

图 13    Morf3D的车间

         作为一家成立于2015年的创业公司，Morf3D主要

专注于金属3D打印工程和制造，这项技术可为航空

航天应用提供更轻更强的3D打印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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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

曾多次表示他更看好AR技术，并认为VR更适用于游

戏和教育场景，部分原因是增强现实技术拥有更强大

的表现力。

          另有消息称苹果正在研发一个相对小型的VR项

目，该项目将投入资金研发虚拟现实技术，即能把消

费者带到到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由数码技术

生成的环境中。虚拟现实技术曾被认为是下一次科技

热潮，但虽然Facebook旗下Oculus、谷歌、和三星等

企业在大力推广VR产品，消费者似乎不是很买账。

          增强现实技术，即通过戴一个头显或使用手机在

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叠加一层数码图像。AR技术的早

期使用场景包括日前流行的手游Pokemon Go和如今

很多社交应用，如Instagram和Snapchat上相机的动画

滤镜功能。

图 14   用于星际探测器上的定制零件

自3年前成立以来，Morf3D为波音卫星和直升机生产

了3D打印的钛和铝部件。波音公司表示，Morf

3D的冶金专家利用一套新的增材制造设计规则来推

进技术并加快商业用途的3D打印功能。

          波音认识到该公司利用最先进的软件与工程专

业知识相结合的能力，可显着减少质量，并提高制造

零件的性能和功能。波音民用飞机制造公司副总裁兼

总经理KimSmith说道： “为航空航天部件开发标准

的增材制造工艺使两家公司都受益，并使我们能够充

分发挥这种变革性技术的价值。”除了Morf3D之外，

波音还与挪威的NorskTitanium和瑞士的Oerlikon合

作，为其商用飞机生产结构钛零部件和3D打印材料。

苹果正在研发集AR/VR于一体的头显：
8K显示屏无线连接

         苹果公司正在研发一款集AR与VR技术于一体的

头戴式显示器，该头显将拥有两块8K显示屏，且不

用与电脑或手机通过线缆连接。

         该计划的内部代号是T288，仍处于早期阶段，不

过很有可能会在2020年公布。当然，这期间苹果也可

能变更该计划。苹果正研发的VR加AR头显将通过高

速、短距离无线技术与一个主机盒子连接。而该主机

将配备一颗苹果定制的5纳米制程处理器，将比现有

处理器强大很多，来充当AR/VR技术的大脑。

         不像HTC Vive，苹果正研发的头显不用通过在房

间内安装特制摄像头来检测用户位置，所有的传感器

都集成在了头显和主机中。同时，该头显也不用通过

线缆连接到某主机上，而是使用60GHz WiGig无线技

术连接主机和头显。

         去年，苹果就在专注于将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应用于iPad和iPhone上，并在iOS 11中上线了

ARKit，所以推出一款集合了AR和VR的头显也是很

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扩充除iPhone以外的其他业务

对苹果来说十分重要。虽然iPhone仍然是该公司盈利

能力最强的产品，不过其销量正在下滑。
资料来源：凤凰科技

资料来源：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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