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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荡不安的岁月中
砥砺前行的激光器市场  

2020年激光器市场年度回顾与展望： 

在制造业放缓和不确定的政治大环境中，材料加工、通信、医疗保

健、仪器仪表、传感器、科研、国防和娱乐等多个细分激光器市场继

续保持增长，尽管各个领域的增长速度并不均衡。

文/Conard Holton，Allen Nogee，Jeff Hecht，Barbara Gef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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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Conard Holton，Laser Focus World资深编辑

对于全球激光市场的许多领域而言，2019 年是艰难

的一年。激光制造商和全球经济中的其他制造商一样，在

整个 2019 年都面临着艰难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并且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了贸易战和关税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在年

度回顾和展望中发现，目前一

些激光应用领域正在市场上苦

苦挣扎，而另一些激光应用正

在日趋繁荣，展现出更好的未

来前景。每个细分应用市场都

各不相同，每个细分市场都在

谱写着自己的故事。

首先我们看到的并不算是

个好消息：预计 2019 年全球激

光器市场的总收入约为 150 亿

美元，年增长率为 1.3%（见图

1a 和图 1b）；相比之下，2018

年的增长数字为 8.5%，2017 年

的增长数字为 19.2%。 

当然也有好消息：对于 2020 年的预测显示，2020 年

全球激光器市场将有望反弹到正常水平，即收入增长率

达到 10%。当然，实现这一预期的前提是：排除经济衰

退情况，并且假设一些贸易冲突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或者

没有继续恶化。

全球经济浪潮

许多传统的全球经济指标都显示出激光制造商所面

临的挑战。2019 年 11 月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简称经合组织）宣布，贸易冲突、商业投资疲弱和持续

的政治不确定性，正在使世界经济面临巨大压力，并增

加了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风险。该组织预测，2019 年

世界 GDP 增长率将为 2.9%，这是自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发生于 2007 年影响至今的经济危机）以来的

最低年增长率，并预测直到 2021 年都将保持在这一增长

范围。

预计 2020年和 2021年，美国的GDP增速将放缓至 2%

左右；欧盟和日本预计同期增

速将在 1% 左右；中国 2021 年

的 GDP 增速将降至 5.5%，2018

年为 6.6% ；而德国，由于关税

和英国脱欧问题对贸易伙伴产

生的影响，正在经历着一场深

度工业衰退。

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是经济

放缓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它

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全球贸易

体系几十年来运行的规则是否

会改变或是消失。家庭支出一

直保持增长，但也有减弱的迹

象，过去一年中汽车的销售急

剧下降。最重要的是，经合组

织看到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变

化，数字化改变了商业模式，经济大环境和人口结构的变

化正在颠覆现有的商业模式。

不过，这个消息也并不全是悲观的，因为包括激光公

司在内的全球企业，都在适应新的环境以保持竞争力，甚

至是将制造业务转移到不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国家。此外，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还预测，2019 年全球半导

体制造设备的销量额下降超过 10%，该市场将在 2020 年

复苏，并在 2021 年创下新高。

如何阅读这篇文章              
为了进行市场分析和预测，我们将全球激光市场划分

为六大细分市场，每个细分市场包含多个技术和应用领域，

这些领域可能会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市场状况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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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图1：全球激光器总收入和2020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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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大细分市场包括：              
• 材料加工与光刻市场：包括用于所有类型金属加工（焊

接、切割、退火、钻孔）的激光器；用于半导体和微

电子制造（光刻、刻划、缺陷修复、钻孔）的激光器；

用于所有材料打标的激光器；以及用于其他材料加工

（如切割和焊接有机物、快速成型、微加工和光栅制造）

的激光器。              

• 通信与光存储市场：包括用于电信、数据通信和光存

储应用的所有激光二极管，包括用于光放大器的泵浦

源。              

• 科研与军事市场：包括用于基础研发的激光器，如大

学和国家实验室；以及用于新兴和现有军事应用的激

光器，如测距仪、照明器、红外对抗和定向能武器研究。              

• 医疗与美容市场：包括所有用于眼科（包括屈光手术

和光凝固术）、外科、牙科、治疗、皮肤、脱毛和其

他美容应用的激光器。              

• 仪器仪表与传感器市场：包括生物医学仪器、分析仪

器（如光谱仪）、晶圆和掩模检验工具、计量工具、

水平仪、光学鼠标、手势识别、激光雷达、条形码阅

读器和其他传感器中使用的激光器。              

• 娱乐、显示与打印市场：包括用于灯光表演、游戏、

数字影院、前后投影仪、微型投影仪和激光指示器中

的激光器；还包括用于商业印前系统和照片处理的激

光器；以及用于消费者和商用的传统激光打印机中的

激光器。

在下文的内容中，Allen Nogee——市场研究公司

Strategies Unlimited 激光行业分析师，将提供 2019 年六大

细分市场的市场分析以及 2020 年预测，以及显示收入趋

势的图表。Jeff Hecht——Laser Focus World 特约编辑，将

提供影响通信投资的一些主要项目。Barbara Gefvert——

BioOptics World 主编，将提供医疗和美容激光器领域的主

要技术与商业趋势。

另 外，Industrial Laser Solution 主 编 David Belforte

关于“材料加工市场的全面分析”，可以登陆网站 www.

Industrial-lasers.com 阅读。

在 2020 年的 SPIE Photonics West 期间，于 2 月 3 日

举行的第 32 届激光与光子学市场研讨会（32nd Lasers & 

Photonics Marketplace Seminar）上，Allen Nogee 将对激光

市场进行广泛分析，并提供最新数据和预测。     

最终报告——《全球激光器市场：市场回顾与预测

2020》，将于 2020 年 3 月由 Strategies Unlimited 发布，其

中包含全面的最新数据和分析。

文/Allen Nogee，Laser Markets Research总裁

激光器细分市场回顾与展望 
激光器与光源：

材料加工与光刻市场              
包括用于所有类型金属加工（焊接、切割、退火、钻孔）

的激光器；用于半导体和微电子制造（光刻、刻划、缺陷

修复、钻孔）的激光器；用于所有材料打标的激光器；以

及用于其他材料加工（如切割和焊接有机物、快速成型、

微加工和光栅制造）的激光器。

总体而言，2019 年对于用于材料加工领域的激光器

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年头（见图 2）。2019 年我们面临着

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进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各种关税，

以及中国激光器公司的竞争力日益增强。

尽管来自中国激光器公司的竞争已经不是什么新鲜

事儿，但是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激光器公司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并且其光纤激光器的功率水平也在不断攀升。曾

经，中国厂商生产的光纤激光器，其功率水平大多局限在

打标应用的级别；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生产的光纤

激光器的功率更多地处于 2~6kW 的范围，而这些产品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