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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常见的半导体激光器

无法直接输出波长位于

530~620nm 之间的绿光（见

图 1）。但是最近，一款由蓝光半导

体激光泵浦、发光波长为 588nm 的

连续波固体激光器正式面世。该激光

器使用的晶体材料是在无氧环境中生

长的氟化镥锂（LiLuF4）晶体。这款

激光器的开发成功，是向实现紧凑型、

经济型绿光激光器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种新型的激光晶体，是由位

于德国柏林的莱布尼兹晶体生长研究

所（IKZ）的激光材料中心的科学家

们研制的，而且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地

测试了该晶体的各种发光谱线。使

用波长为 487.5nm、功率为 200mW

的 InGaN 激光器二极管泵浦，这款

新开发的激光器输出了功率为 14mW

的黄色激光（波长 587nm），并且其

输出功率仅受泵浦功率的限制。而

且，该晶体还能通过泵浦输出功率为

42mW、波长为 542nm 的绿色激光。

这款黄光激光器的斜率效率为

22%，研究人员介绍说，这个效率是

目前已知的直接发射黄光的半导体泵

浦固态（DPSS）激光器的最佳值；

在发射绿光的情况下，斜率效率则更

高，能到达 52%。

半导体激光泵浦的新型黄光固体激光器
黄光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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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它包括一个发射波长为 1178nm

的窄光谱半导体激光器、一个拉曼

光纤放大器，以及一个频率转换器

将 1178nm 的光倍频到 589nm。除此

之外，也可以用其他方法产生黄色激

光。比如利用频率转换光学元件，将

Nd:YAG 激光器发射的红外光转换成

黄光。使用染料激光器，可以产生更

高功率的黄色激光；而溴化铜激光器

则会产生脉冲能量更高的黄色激光。

氟化物是关键

开发 DPSS 黄光激光器具有重要

的应用前景，遗憾的是只有少数活性

离子具有合适的发光能级。镝离子和

钐离子的受激发射峰呈黄色，但是这

两种离子很容易发生交叉弛豫和其他

离子间过程，会使上能级寿命发生淬

灭，从而限制增益介质中掺杂离子的

德国科学家们将高浓度三价铽离子掺杂到氟化镥锂（LiLuF4）晶体中，通过半导体激光泵浦，实现

了中心波长587.4nm的DPSS黄光激光器。

黄色激光在医学和天体物理

学领域的应用

黄色激光在许多领域都有着重要

应用。在医学上，血红蛋白对黄光具

有强吸收效果，利用这种强吸收，在

皮肤和眼部手术中，可以选用黄色激

光进行治疗。例如，对于血管性皮肤

病变的医治，就以用黄光治疗作为黄

金标准。用适当剂量的黄光照射后，

脸上的小血管就会消失。同样，利用

血红蛋白对黄光的高吸收率，也会产

生其他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如流

式细胞术。

黄色激光的另一项与望远镜系统

相关的应用，依赖于钠原子对 589nm

的黄色激光的吸收。在距地球表面大

约 90km 的高度处，有一层薄薄的钠

原子层——这些原子可以被地面望远

镜系统发射的黄色激光激发，在天文

台上空形成激光导引星。在地面上，

探测到大气扰动引起的激光导引星的

波前畸变，并将其作为自适应光学系

统的输入信号，来校正望远镜的入射

波前。通过这种方式，钠原子可以提

高这些大型望远镜系统的成像质量。

天体物理学家用来激发钠原子

的黄色激光器，由 Toptica Photonics

公司生产，这是一种复杂的激光系

图1：目前，常见的半导体激光器无法直接输出波

长位于530~620nm之间的“黄绿波段”的光。（图

片来源：I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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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浓度，最终导致激光器没有良好

的输出性能。

而三价铽离子即使在高掺杂浓度

下，也不会发生交叉弛豫或寿命猝灭

现象。并且它在绿色、黄色和橙色光

谱范围内都有很强的发射谱线。因此

三价铽离子，常被作为柠檬黄荧光粉，

用于荧光灯和彩电显像管中。

然而长期

以来，三价铽

离子由于其低

吸收和低发射

截面（该现象

由自旋禁戒跃

迁导致），其并

未被当作理想

激光材料的活

性离子。此外，

该离子也会存在激发态吸收现象，这

也不利于激光的高性能输出。

IKZ 激光材料中心的科学家们，

将高浓度的三价铽离子掺杂到氟化镥

锂（LiLuF4）晶体中，成功地避开了

三价铽离子作为激光材料活性离子的

这些限制（见图 2）。氟化物晶体的晶

体场强度比较弱，能够有效降低三价

图2：（a）半导体泵浦的掺三价铽离子的氟化镥锂（LiLuF4）激光器的输出性能；

（b）最大输出功率下的激光发射谱，中心波长位于587.4nm处。插图显示了在该条

件下，激光输出的光束质量。（图片来源：I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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铽离子的激发态吸收。并且，三价铽

离子的高掺杂浓度，能对其低吸收和

低发射截面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但

是生长这种氟化物晶体是一项特别具

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这样的晶体必

须在完全无氧的环境中才能生长。

IKZ 的研究人员表示，希望通过

增加泵浦功率、优化晶体结构和泵浦

机制，来进一步提高该 DPSS 黄光激

光器的输出功率和转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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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

经济缓慢复苏，美国、中国、德国等

主要工业国家推行以精密制造、智能

制造为核心的制造产业升级，对工业

激光器的需求持续增加。来自市场研

究公司 Strategies Unlimited 的数据显

示，2018 年全球各类工业激光器的销

售收入持续增长，由 2017 年的 48.55

亿美元增长到 50.58 亿美元，预计

2019 年将达 51.61 亿美元，2020 年达

53.42 亿美元。

由于各类激光器各具优点，在工

业应用中分别侧重于不同领域，且下

游应用市场需求情况差异较大，其市

场规模存在一定差异。得益于光纤激

光器的快速增长及固体激光器在微加

工领域的优异表现，全球工业激光器

市场近年来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从全球范围看，光纤激光器发展

备受瞩目，金属切割和焊接的宏观加

工是目前激光器的主要应用，光纤激

光器因加工效率高、稳定性强、能耗

低等优点迅速在宏观加工领域替代了

传统加工设备。

在固体紫外激光器的带动下，固

体激光器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目前工业紫外激光器一般指输出

纳秒级紫外光的脉冲固体激光器，具

有效率高、重频高、性能可靠、体积

小、光束质量好以及功率稳定等特点，

主要应用于电子产品打标、电器外壳

标记、食品药品生产日期的标记、消

费电子微加工等领域。另外深紫外 /

极深紫外固体激光器在一些精密加工

领域，如手机金属外壳的切割与焊接、

PCB/FPCB 板的切割与分板、陶瓷打

孔划片、玻璃 / 蓝宝石 / 晶圆切割和

细微打孔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未来微加工应用在工业和生活消

费领域的持续增加，也会带动固体纳

秒激光器以及超快激光器市场规模的

不断增长。

材料加工是工业激光器的主要应

用领域，汽车、航空航天、能源、电

子和通信（智能手机）等行业材料加

工应用，持续推动工业激光器销售额

强劲增长。Strategies Unlimited 的数

据显示，在三大主要应用类别（大功

率加工、微加工、打标雕刻）中，微

加工应用占据了材料加工市场 32%

的市场份额。

2020 年全球工业激光器市场规模将达 53 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