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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起 源 于 20 世 纪 80 年 代 的 3D 打 印 ，近 年

来 发 展 迅 猛 ，被 誉 为“ 第 三 次 工 业 革 命 的 重

要 标 志 之 一 ”。 本 月 初 ，荷 兰 莱 顿 大 学 的 物

理 学 家 利 用 3D 打 印 技 术 打 印 出 了 世 界 上 最

小 的 船 只 ，船 长 只 有 30 微 米 ，仅 比 细 菌 细 胞

大 6 倍。

研究人员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拍摄这艘

船，展示其有一个开放的船舱、一个烟囱，甚至

还有小舷窗。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整个模

型的厚度只有人类头发丝直径的三分之一。该

项目的研究人员表示，未来希望将其应用于人

体内精准靶向的药物输送。

从正式诞生到走进微观世界，3D 打印技术

突飞猛进的背后是怎样的技术变革？在几立方

微米的微观空间内创造一件物品，科学家是如

何实现的呢？

传统的减材制造工艺是指利用已有的几何

模型工件，用工具将材料逐步切削、打磨、雕刻，

最终成为所需的零件。而 3D 打印，又称增材制

造，是借助于 3D打印设备，对数字三维模型进行

分层处理，将金属粉末、热塑性材料、树脂等特殊

材料一层一层地不断堆积黏结，最终叠加形成一

个三维整体。

内蒙古包头问号系统集成有限公司负责人

曹建伟告诉记者：“简单来说，3D 打印需要首先

设计出三维实体模型，打印机将数字模型转换为

一组三维打印机所需的移动指令，然后让打印头

根据预先设定的轨迹在打印板上反复铺设材料

并融合连续的材料层，直到最终形成立体模型。”

据了解，熔融堆积技术（FDM）和光固化技

术（SLA），是目前最常见、最成熟的两种 3D 打印

技术。

“熔融堆积 3D 打印又叫熔丝沉积 3D 打印，

它是将丝状热熔性材料加热融化，通过带有一个

微细喷嘴的喷头挤喷出来，根据设定好的移动路

径，将材料沉积在制作面板或者前一层已固化的

材料上（当温度低于一定数值后材料会固化），通

过材料的层层堆积形成最终成品。”曹建伟说。

光固化 3D 打印则是以液态光敏树脂为原料，通

过数控装置控制的扫描器，将激光光束按设计的

扫描路径照射到液态光敏树脂表面，使表面特定

区域内的一层树脂固化，当一层加工完毕后，就

生成了零件的一个截面;然后升降台下降一定距

离，固化层上覆盖另一层液态树脂，再进行第二

层扫描，第二固化层牢固地黏结在前一固化层

上，这样一层层叠加便形成了三维工件原型。将

原型从树脂中取出后，进行最终固化，再经打光、

电镀、喷漆或着色处理即可得到要求的产品。

据了解，熔融堆积 3D 打印可使用的原料种

类繁多，能够根据不同需求改变打印设置和硬件

附件，更有利于定制化生产，能够适应更多特殊

化场景的使用需求。而光固化 3D打印可以实现

0.1毫米的分辨率，并且可以实现平滑、细致的表

面处理，这是熔融堆积 3D打印无法比拟的。

传统3D打印技术各有千秋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讯员 李宝乐

光固化 3D 打印技术，在“固液结合面”上打

印以及逐层堆积的过程中，免不了要产生微小的

“涟漪”。这些“涟漪”很细微，几乎观察不到。之

所以不影响打印效果，是因为光固化 3D 打印的

精度离纳米级的精度还有很远的距离。

随着研发技术不断突破，3D 打印已经成功

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建筑、汽车等领域，制造

业对零件精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新技术让打印精度和速度不断提升

随着 3D 打印的精度不断提高，成品的尺寸

越来越小，3D 打印技术在医疗领域给了人们新

的灵感。

生物 3D 打印技术，特别是细胞、组织以及

器官等活体的打印在医学、生物与工程各界引

起广泛关注。生物 3D 打印是基于“增材制造”

的原理，以特制生物“打印机”为手段，以加工

活性材料包括细胞、生长因子、生物材料等为

主要内容，以重建人体组织和器官为目标的再

生医学工程技术。它代表了目前 3D 打印技术

的最高水平之一。

据了解，在生物 3D打印技术中，研究人员经

常使用的是喷墨打印技术，能够快速地把细小的

墨滴精确地打印到相应的位置。喷墨打印机的

工作原理是：喷头里有加热元件，将墨盒里面的

水快速加热到 200摄氏度，水在气化的过程中能

够将墨滴喷出去。研究人员将细胞混悬液灌入

特制的墨盒，就能成功实现细胞打印。并且打印

的过程只需要 20 微秒左右，热量还来不及传递

到墨滴，墨滴就已经被喷出去了，所以高温并不

会杀死细胞。

此外，喷墨打印机还可以打出不同的细胞。

例如打印一个类似血管的结构，可以把内皮细胞

打印到管壁内层，平滑肌细胞打印到管壁外层，

这样逐层打印，就能得到一个和正常结构类似的

产品。

以细胞为原料的生物3D打印

万物冷知识

秋天来临之际，许多木本植物的叶子纷纷变

成红色、黄色或者橙色。尤其在暖温带落叶阔叶

林中，大面积不同种的落叶性乔木由于变色时间、

变色程度不一致，使整片林子呈现出多种多样的

色彩。

不仅仅局限于温带，在亚热带甚至热带，也存

在着季节性落叶的树木。

据保守统计，全球范围内有超过 600种植物会

参与这场秋季的变装，包括在北美常见的各种枫

树、在欧洲常见的几种温带栎属乔木，它们都是由

一些常绿木本植物演化而来的。

那这些乔木为何要选择在秋天落叶呢？

落叶是为了开源节流

一般认为，落叶是乔木对所处环境气候的季

节变换做出的响应。

气候适宜时，叶子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光

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树木生长所需的有机物，

同时释放氧气。但随着秋天到来，气温开始降低，

降雨开始变少，日照时间也开始变短。

叶片没有枝干那样逐年加厚的树皮用来保

暖，也不像根可以埋在土里御寒，为了接收光照而

变得宽大的叶面，反而会让叶片面对寒冷无所适

从。在气温低于零摄氏度时，叶片还会面临冻伤

的风险。

同时，由于气温变低与降水减少，根从土中吸

取水分也变得困难，而叶片上密布的气孔会随着

呼吸作用而损耗大量的水分。

因此，树木为了开源节流，选择在气候条件不

利的时候舍弃叶子。

变色是树木的生存策略

在感应到长期低温后，树木开始准备落叶，但

是在这之前需要对叶子中的营养物质进行回收，

尤其是叶片中的叶绿素含有丰富的氮，这对树木

来说是紧俏的营养元素。

这场缓慢的回收之旅会将叶绿素降解殆尽，

同时叶子中的蛋白质也会被回收近三分之二。随

着叶绿素的降解，叶子中的类胡萝卜素开始充当

起这个调色盘的主角，使叶片呈现出从橙色到金

黄色的变化。

类胡萝卜素是一种辅助光合色素，在叶绿素

被降解回收的阶段，类胡萝卜素充当起保护者的

角色，防止叶片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被光灼

伤。因为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少了云层的遮挡，光

照强度反而增强了。

我们观赏到的秋叶还有很多是以红色为主

调，这是因为很多叶子中还含有第二类色素物

质——花青素。

秋叶中花青素与类胡萝卜素两类色素搭配起

来，使得秋叶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变化，从黄到紫到

红到棕，再加上森林中不同落叶树对秋季响应的

时间不同，使得典型的温带落叶林在秋季时会变

幻出万紫千红的颜色。

有意思的是，花青素并不是原本就存在于绿

叶之中的，它不是光合色素，而是叶片在落叶过程

中主动生产的。

花青素或起到防御虫害作用

花朵中产生的花青素主要用于吸引昆虫过来

访问，那么在行将就木的叶子中产生花青素是什

么目的呢？

一种解释是花青素被植物用来应对环境胁

迫。这种水溶性的色素，不仅能过滤紫外光，防止

光损伤，还能溶解在细胞中，增强细胞的渗透压，

使植物能够应对秋季的干旱环境。

但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因为应对胁迫环境，

生产色素其实并不是最经济的解决方法。

另一种解释是，产生花青素是植物的利用色彩防

虫的一种策略，是在与动物协同进化中衍生的做法。

比如有观点认为，秋季大面积的蚜虫迁移到

树上越冬，在来年春天绿叶产生时，会对植物造成

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在大多数昆虫的眼中，红色

是不可见的，红色的叶子在它们看来是黑色的，这

样一来，秋叶转变为红色，会让昆虫误以为这种叶

子没有太大的利用价值。也就是说，秋叶转红能

够蒙蔽敌人，进而起到防御侵害的效果。

巧合的是，许多刚萌生的新叶也是红色的，这些

容易被啃食的幼叶也能依靠红色将自己保护起来。

秋叶还能让原本在绿叶之中伪装的、以植物

为食的各类昆虫暴露，因为许多植食性昆虫都是

绿色的，变色的叶子会让它们变得显眼起来，从而

被昆虫的天敌发现并捕食，减少树木上藏着的各

类有害食客，让树木可以安全过冬。

还有假说认为，秋叶可以充当果实的旗帜，秋

季也是果实成熟的季节，同果实颜色一致的红叶

更容易吸引鸟类等种子散布者的注意，从而助力

果实种子的散布。 （来源：科普中国）

红橙黄层林尽染，但秋叶变色可不是为了美
廖鑫凤

新华社讯（记者王珏玢）记者 11月 10日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南古所）获悉，来自该所和福建

农林大学的古生物学者最近在辽宁省凌源市发现一种约 1.25亿年

前的奇特被子植物化石：凌源变果。这种有趣的远古植物，同一个

植物个体上长着形态各不相同的叶子和果实，这为人们探知早期

被子植物的形态打开了窗口。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古所研究员王鑫介绍，被子植物通

俗来讲就是开花结果的植物。它们是植物界中最进化、种类最多、

分布最广的一个类群。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被子植物约 30万种，

占现生植物界种类的绝大多数。现在的被子植物，同一种植物的

叶、花、果实等器官形态基本一致，而凌源变果之所以特别，在于一

个“变”字。

此次发现的凌源变果化石，长约 17厘米、宽 12厘米，其中保存

了植物末端的多个器官，包括茎、叶、花蕾、果实等。从形态上看，

同一棵凌源变果上长出了多种模样的叶片和果实：有的叶片具有

细长叶柄，有的则没有叶柄，直接长在枝上。有的果柄短而粗，上

面聚集生长着很多个果实，有的果柄则细而长，上面只长着一两个

果实。

“这些不同特征如果放在现代植物中，有可能已经跨越了很多

不同的生物类别。但在 1.25 亿年前，它们确实出现在了同一棵植

物上。这充分说明，早期被子植物在形态上还有很大的可塑性和

不稳定性。”王鑫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历史生物

学》上。

我科学家发现

1.25亿年前的“善变”植物

长长 3030微米微米，，厚度仅为发丝的三分之一厚度仅为发丝的三分之一

怎样的技术才能造出世界最小的船怎样的技术才能造出世界最小的船
以双光子 3D 打印（TPP）为代表的高精度

3D 打印，因其具有高效率、高精度的显著特性日

渐受到青睐。

双光子 3D 打印，又叫做双光子聚合光固化

成形技术，所用的材料也是光敏树脂。不同之处

在于，传统的光固化技术所利用的都是单光子聚

合，将一个光子作为基础单位进行吸收。极少数

情况下，由于物质中存在特殊的能级跃迁模式，

也会出现同时吸收两个光子的情况，这就是“双

光子吸收效应”。但只有在高度聚焦的激光中心

部位，才会有足够高的辐照度来确保有两个光子

同时被吸收。

通常情况下，常见的物体如一块玻璃或一杯

水，对特定波长的光透过率是一定的，吸收率也

是一定的，这个比例并不会随着光强度变化而

变化。但是双光子吸收效应，却会随着光能量密

度的增加而加强。

“只有当光强达到一定值，才会出现明显的

双光子吸收效应，将激光聚焦，就可以将反应区

域限定在焦点附近误差极小的范围内。通过精

密移动台配合，使得该焦点在光敏物质内移动，

焦点经过的位置，光敏物质变性、固化，就可以打

印出任意形状的 3D 物体，精度可以达到纳米

级。”曹建伟告诉记者。

据介绍，双光子 3D 打印是使用激光逐点写

入，再分层打印，这种“由点及面再逐层增加”的

打印方式虽然精度很高但是速度很慢（约每小时

0.1立方毫米），即使制造小型元器件都要花费数

天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另外激光光源有寿命

限制，一般每套机器只能使用约两万小时，长时

间的使用又造成了双光子 3D打印的高昂成本。

2019 年，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机械与自

动化工程学系副教授陈世祈及其团队研发了

“飞秒投影双光子光刻 3D 打印”（FP-TPL）技

术，将原有打印速度提升了数千至一万倍。据

了解，这种技术可以在与激光束垂直的平面上

形成可编程的飞秒光片，用于平行写入。这相

当于同时投射数百万个激光焦点，以取代传统

的聚焦方法。换句话说，飞秒投影双光子光刻

3D 打印技术可以在双光子 3D 打印技术制造一

个点的时间内制造出整个平面，将制造时间由

几天缩短到几分钟。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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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不离身的现代人，难免遭遇电量即将耗尽的窘迫。于是，

在人们旅行、出差或长时间外出时，充电宝几乎成了“标配”。于是

有人突发奇想：充电宝能不能给自己充电呢？

电池这么做的后果，毫无疑问是会发生短路、烧坏。但如果把

充电宝当成特大号电池可就太小看它了。

充电宝的核心结构确实是锂电池或锂离子聚合物电池，但在

这基础上还连接了一个升降压电路，包含二极管等元件，用来调节

充电和放电时的电压。也就是说，充电宝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并非

电池正负极，即使将它们相连，其内部电路还是有元件在工作。

既然不会短路，那会不会一直充电放电无限循环下去？

别忘了电路上还有电阻的存在，单是导线都有电阻，何况那些

耗电的元件。自连的充电宝会缓慢地耗电，使机身发热。一个合

格的充电宝一般不会因此过热甚至爆炸，并且会有保护机制，探测

到电路异常后就自动断电。

那么用一个充电宝充另一个充电宝又会怎样？这可不是相

当于把一杯水倒到另一个杯子里，充电宝的电能每转移一次会

损耗 10%—30%。

但需要注意的是，质量不过关的充电宝仍有安全隐患。

充电宝能不能给自己充电

都说“顺水推舟”，但对飞机而言，却是逆风起飞更容易，这是

为什么呢？

这和放风筝的道理是类似的——想让风筝升起来，你得逆着

风跑。逆风跑固然费劲，但它能更快增加风筝或飞机的升力。

这里需要区分飞机的两种速度——地速和空速。地速即飞机

相对地面的速度，空速则是飞机相对周围气流的速度。

飞机起飞靠的是机翼上下两侧空气流速差产生的压强差，进

而提供升力，因此决定飞机能否顺利起飞的是空速，而非地速。

假设一架飞机需要 300 千米/小时的空速才能起飞。如果此

时有相对地面速度 50 千米/小时的风迎面吹来，那飞机只需要加

速到 250千米/小时的地速即可。但要是顺风飞，风速反而会抵消

空速，飞机就需要加速到 350千米/小时的地速才行。

不过，在起飞后的巡航阶段，还是顺风飞行效率更高。一些航

班如果搭上大气急流的顺风车就可以大大缩短航行时间。最后的

降落阶段则需要增加阻力减速，此时又是逆风更安全。

（以上内容来源：《万物》杂志官方微信“把科学带回家”
作者Mirror）

飞机为什么要逆风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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