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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表演的激光器约占娱乐显示市场 30% 的份额。

对于商用和家用电视及投影仪市场，随着激光器逐渐

被应用到更多的商用投影仪以及短距离电视投影仪中，这

个应用领域一直在增长。最近 LG、海信和索尼都推出了

这类高端产品。

该细分市场中最大的激光应用、也是最有趣的应用，

即在商业电影院中使用激光器作为光源来代替氙灯。实现

这一点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红、蓝、绿激光混合

在一起产生白光，另一种是使用蓝色激光和黄色荧光轮产

文/Jeff Hecht，Laser Focus World特约编辑

新一轮网络浪潮正在不确定性中来临
通信用激光器： 

电信是一项全球性业务，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大参与

者之间令人不安的贸易关系，正使得 2020 年的开局变得

扑朔迷离。两年前，太平洋光缆网（PLCN）以每秒 144

兆兆位的创纪录传输能力而备受瞩目，但是该网与美国网

络连接的最终审批，不得不由于安全问题而停滞。

该跨太平洋光缆网于 2019 年开始服务，在香港和

洛杉矶之间使用 C 波段和 L 波段的铒光纤放大器，每

6 个光纤对承载 24Tbits/s 的数据传输率，传输距离超过

12000km。Facebook 和 Google 是该项目的合作伙伴，双

方都拥有光缆中的一个光纤对。在这个价值 3 亿美元的系

统中，剩下的 4 个光纤对归中国第四大电信公司——彭博

士电信传媒集团所有。

2018 年 1 月，美国国土安全部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

员会在完成安全审查之前，推迟批准该光缆与美国网络一

起投入运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 2019 年 12 月表示，

安全审查仍在进行中，但在 2019 年 9 月底，已经允许该

光缆的施工和测试持续 180 天，直至 2020 年 3 月。据悉，

安全方面的担忧是基于彭博士电信传媒集团与中国政府的

合同，包括北京警方的一个光纤监控系统，以及华为作为

主要供应商的顾虑。

截至发稿时间，太平洋光缆的命运仍有待确定。跨太

平洋的通讯流量继续快速增长，而阻止使用几乎完工的主

要国际光缆，将产生潜在的政治和商业影响。

宽带传输、光纤到户和5G              
尽管无线运营商大力推广 5G，但其部署也存在着不

确定性。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安全问题为由，禁止无线

运营商使用联邦补贴从华为和中兴购买电信设备。重要的

问题仍然是关于其技术实施的。

5G 作为下一代蜂窝网络，旨在提高更广泛用户的带

宽，包括物联网、自动驾驶车辆、移动视频和游戏。终端

用户最终将在大气具有高吸收率的超过 26 千兆赫的频率

上，获得大部分额外的无线带宽，因此将需要更多的基站，

并且要更接近终端用户。

如今，光纤被广泛用于从服务提供商网络到蜂窝基站

的“回程”应用中，随着带宽的增加，它应该更接近家庭

用户。然而，在基站上安装高增益自适应天线，可以扩展

高频固定无线通信的范围，因此光纤可能不必一直延伸到

生全彩色光谱。RGB 激光器通常用于大型剧院，而激光

荧光粉通常用于多幕影院。中国一直在推动这一市场的发

展，仅 2018 年一年中国就建造了 9000 多个激光放映屏幕，

在这一点上已经超过了美国。

2020 年，中国正在建设的激光数字影院数量可能会

继续增加，但有迹象表明，市场已经饱和。用于电视机和

投影仪的激光器将继续增长，特别是在价格迅速下降的情

况下。2019 年，中美贸易关税对激光灯光表演市场产生

了负面影响，2020 年这种影响可能会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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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才能提供 5G 宽带。

到目前为止，光纤到户或到大楼已经吸引了东亚地

区和一些小国的大多数客户。例如，新加坡 90% 的家庭

使用光纤到户服务，韩国的比例为 80%，日本为 70%，

中国为 60%，乌拉圭和拉脱维亚的比例超过 50%。来自

FTTH 欧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相比之下，美国和较大的

欧盟国家在这方面则相对落后，只有 15% 的家庭购买光

纤服务。

CRU 集团首席分析师 Richard Mack 表示，这一差异

反映出，美国和五个主要欧盟国家的家庭中，只有大约

40% 的家庭使用光纤，而购买光纤服务的家庭则更少。相

比之下，有线电视系统在这两个地区都颇具竞争力，40%

的美国家庭购买宽带有线电视服务。在一些欧洲市场，光

纤连接至一个邻近的节点，家庭通过增强型 VDSL 与之

相连。

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公用事业公司和其他团

体，正在努力将光纤扩展到家庭系统，特别是在乡村地区。

在美国，光纤宽带协会（Fiber Broadband Association）正

在开展活动，致力于将全光纤网络扩展到大多数家庭中，

该协会首席执行官 Lisa Youngers 表示，“在未来 10 年中，

通过额外投入 700 亿美元，有可能让美国 90% 的家庭享

用光纤宽带网络。”

用于卫星互联网业务的激光骨干网              
从计划中的近地轨道来看，卫星间激光链路将在通信

卫星群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卫星群为全球一半的人口提

供宽带服务，而全球光纤网络仍然无法覆盖这些人口。这

项技术正在迅速到来。2019 年，号称硅谷钢铁侠的传奇

企业家埃隆 · 马斯克（Elon Musk）的 SpaceX 公司，为其

Starlink 系统发射了两批 60 颗测试卫星。激光发射器制造

商德国 Mynaric AG 公司的 Paul Cornwell 介绍说，第一批

搭载激光发射器用于空间通信的测试卫星，可能将于今年

晚些时候部署。

这个想法是在近地轨道上运行成百上千个小型卫星，

这些卫星将以编队的方式运行，为世界各地的地面站提供

互联网连接。其目标是使目前通信服务较差的地区能够接

入宽带服务，包括非洲和南美的大部分地区、中亚、北美

中部乡村地区和北极地区。与地面的连接链路可以通过微

波或激光实现，但大多数计划中的系统将使用激光链路在

卫星之间传输数据。该网络将通过一系列卫星间的激光链

路，将数据路由到目的地。由于卫星在距地面数百公里的

轨道上运行，通过空间传输的信号延迟可能比地面光缆要

低，也比对地同步轨道上的卫星要低得多。除了传输数据

（最初为每秒 10 千兆比特）外，激光链路还有助于保持卫

星之间光束的正确对准，以及保证卫星在正确的轨道上的

运行。

目前已经有超过 30 家公司宣布了这种小型卫星计划。

最具雄心壮志的当属 SpaceX 公司，该公司已经申请将多

达 42000 颗卫星送入轨道。亚马逊和波音已经宣布发射数

千颗卫星，另有很多公司计划发射数百颗卫星。SpaceX

计划在每个卫星上使用四个激光发射器。

第一个商用卫星间链路由德国 Tesat Spacecomm 公司

部署，其将低轨道成像卫星的数据传输到地球同步轨道。

Mynaric 公司正在生产激光发射器，用于连接低轨道卫星，

该公司与一家不愿公开身份的客户签订了一份合同，其将

为这家客户提供多台设备用于在轨道中进行验证性测试。

这些测试对确保系统能够满足卫星运行和通信的要求至关

重要，预计测试将于今年开始。Paul Cornwell 说，“2020 年，

我们将有望看到第一颗带有卫星间激光链路的运行卫星服

务终端用户。”这将是一项新技术的快速起飞。

恢复使用多模光纤              
学校、医院、工厂和军事基地正在使用新的光束整形

技术，通过传统多模光纤传输 10Gigabit/s 的信号，以此

来节省资金。法国 Cailabs 公司首席执行官 Jean Francois 

Morizur 表示：“在传统的渐变折射率光纤中，经过几百米

的传输距离后，数据传输率只能达到 100Megabit/s。新的

光束整形技术，可以将 99.5% 的光从单模光源耦合到渐变

折射率光纤的多种模式中的一个。然后，光在该模式下保

持长达 10km，从而避免了通常限制渐变折射率光纤传输

范围的模式色散。然后，用一个匹配的耦合器从该模式中

提取光。

Morizur 介绍说，到目前为止，Cailabs 公司已经安装

了超过 4km 的这种光纤传输系统，下一步是将数据速率

提升到 100Gbit/s。该系统还可以支持波分复用。Cailabs

公司的大部分业务都在欧洲，2019 年 11 月，Cailabs 与

Exclusive Networks 公司签署了一份协议，目的是在美国

和加拿大市场推广该系统。然而，Richard Mack 提醒说，

网络运营商通常更喜欢符合标准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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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Barbara Gefvert，BioOptics World主编

全球市场呈现出不断增长的需求态势
医疗与美容用激光器：

Lasertel 公司发布的关于“全球激光医疗 / 美容市场”

的年度白皮书中，第一大要点就是：虽然技术进步和随之

而来的治疗成本降低，正在驱动激光医疗美容市场以两位

数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增长，但到目前为止，这一增长背后

最大的驱动因素是“消费者对激光皮肤治疗的需求激增”。

该白皮书中给出了激光皮肤治疗需求爆增的四个原因：              

• 消费者对激光美容治疗更对的认可和接受。越来越多

的激光脱毛、激光美肤和其他基于激光的治疗服务得

到了消费者的认可，认为它们是经济、高效的服务。

• 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和激光治疗成

本的下降，意味着激光治疗正在走向更广泛的受众。

• 生活方式的改变。闲暇时间的增加以及闲暇时间度过

方式的转变，也促进了消费需求。              

• 医疗旅游。机票价格的降低，促使很多人到国外旅游

并顺便接受治疗，一些国家还建造了专门的、类似度

假胜地的美容治疗设施。

这篇题为《美容激光器市场前景展望：2019 年医疗

设备制造商的机会在哪里？》的白皮书称，到 2024 年，

全球医疗美容市场（包括所有技术）将超过 210 亿美元；

到 2026 年，激光美容在整个医疗美容市场中所占据的市

场份额，将以 10.8% 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增长，达到 19.3

亿美元。事实上，在美容治疗方面，更小、更节能的半导

体激光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气体激光器，这一点至

关重要。半导体行业持续不断的进步，让半导体激光器的

发展直接获益；而美容行业的激烈竞争，推动了对这些采

用更先进技术的新型临床仪器的需求。

Lasertel 公司表示，虽然美容激光器市场的大部分收

入来自北美，但是亚太地区对激光皮肤治疗的需求增长最

快，在过去的三年中增长了 20% 以上。随着一些国家（如

日本）继续放宽美容激光管理条例，预计这一高速增长率

将会持续下去。消费者对激光治疗态度的转变，也推动了

欧洲、中东和非洲的激光治疗市场实现了 16% 的年增长。

Lasertel 预计，一旦供需达到相互匹配的水平，欧洲市场

将会基本稳定保持住上述增长率，但是中东和非洲市场的

发展情况则会受到经济波动的阻碍，这两个市场也是两个

重要的未开发市场。

IPG 公 司 首 席 执 行 官 兼 董 事 会 主 席 Valentin P. 

Gapontsev，在其 2019 年 9 月 30 日结束的财报中表示，

IPG 医疗激光器业务的销售额比去年增长了近一倍，增长

的主要驱动力源于 FDA 批准了其铥光纤激光解决方案在

泌尿外科中的应用。

激光眼科治疗的争论              
2018 年 12 月，美国一名 35 岁的气象女主播、也是

两个孩子的妈妈自杀。据说这起自杀事件与她做过小切口

晶状体摘除（SMILE）手术有关，这种手术是激光辅助原

位角膜磨镶术（LASIK）的一种变体。手术非但没有改善

她的视力，反而导致她视力下降。2019 年初，大量新闻

报道开始质疑激光矫正视力的安全性。报道中不乏其他

人在接受激光眼科治疗后，因为饱受慢性、衰弱性眼痛的

折磨而自杀的案例。报道中也再次重申了前美国 FDA 眼

科设备司诊断和外科设备处处长 Morris Waxler 博士的观

点，他领导了于 1999 年批准 LASIK 的团队。十多年来，

Waxler 一直对这一批准表示遗憾，并呼吁提高关于这类

手术的风险和不良后果的透明度。

很难说这样的新闻报道是否会对激光眼科治疗的需

求产生影响。正如 Allen Nogee 在前文中所报道的，激光

在眼科治疗中的应用（包括视力矫正手术）在过去几年中

有所增长，但最近出现放缓。

另外一个积极的消息是，在《柳叶刀》杂志（The 

Lancet）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比较了选择性激光小梁成

形术（2001 年获得 FDA 批准）与使用滴眼液治疗高眼压

和青光眼的疗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无痛激光手术

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在一次门诊中就能提供有效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