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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迎接充满希望的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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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年注定是要被记住的一年，这一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加上中美贸易关
系的吃紧，的确让很多厂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大环境并不如意，
但是中国激光行业依然在 2020 年实现了逆势增长，前进的脚步无法阻挡。

本刊有幸采访了十多位激光行业内的企业高管，他们均表示虽然 2020 年开年不
顺，但全年业绩都实现了增长，甚至是比以往更好的高增长。中国制造业向更

免费赠阅咨询
电话 (86) 755-2598 8573
(86) 755-2598 8567
传真 (86) 755 2598 8567
电邮 circulation@actintl.com.hk

特约编辑
In My View
电邮
Industrial Lasers
电话
电邮
电话
电邮
Photonic Frontiers
电话
电邮
Imaging
电话
电邮
Europe
电话
电邮
尖端技术部市场总监
美术编辑总监
高级绘图
制作经理
广告协调员
客户开发经理

Jeffrey Bairstow
inmyview@yahoo.com
David A. Belforte
(1) 508-347-9324
dbelforte@endeavorb2b.com
Valerie Coffey
(1) 978-263-4485
stellaredit@gmail.com
Jeff Hecht
617-965-3834
jeff@jeffhecht.com
Conard Holton
(1) 603-891-9161
cholton@pennwell.com
D. Jason Palmer
(44) 7960 363308
djasonpalmer@gmail.com
Adrienne Adler
Suzanne Heiser
Chris Hipp
Sheila Ward
Steve Archer
Debbie Bouley

先进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已是必然。2021 年中国制造业将会继续为激光技术提供
广阔的用武之地，市场中的热点应用主要包括 5G 手机、新能源电池生产、半导
体制造、显示屏制造等领域（p7）。
一直受到苹果青睐的 MicroLED 显示屏，以更薄的厚度、更高的亮度、更
高的分辨率、更高的色彩饱和度，以及更快的响应速度喝更低的功耗等众多优势，
正在成为显示市场中一股潜力巨大的新生力量。这种显示屏，将有助于打造初更
薄的手机，同时拥有更炫酷的显示画面和更低的功耗 ；据悉，MicroLED 显示屏
的功耗能比 LCD 低 90％、比 OLED 低 50％。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Omdia 的报告，未来几年 MicroLED 显示屏将会呈现出
较为迅猛的发展势头，预计其出货量将从 2020 年微不足道的水平，飙升至 2027
年的 1600 多万片。而增长背后的驱动力量，将主要来自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和
电视市场的需求。
当然，MicroLED 显示屏虽然市场前景光明，但是在真正实现大规模量产
商用之前，还是有很多挑战需要克服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激光技术必不可少。
在本期的封面故事中，相干公司介绍了用于 MicroLED 显示屏生产的“高能量紫
外激光 UVtransfer工艺”，包含激光剥离技术、巨量转移和像素修复，以满足
MicroLED 显示屏的生产需求（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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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工业激光专栏，选择了激光清洗与表面结构化处理、激光焊接、激
光熔覆和超快加工这几个话题。纳秒脉冲激光清洗，不仅能够除去物体表面的
锈蚀等污垢，还可以去除物体表面的涂漆或氧化表面等，应用灵活多样（p24）。
利用激光脉冲调制技术，可以精确控制输送到材料中的热量，进而提高沉积焊
缝的质量，防止开裂（p28）。激光熔覆在锯木厂的刀具修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增强了刀具的耐磨性，帮助厂商节省了 80% 的生产成本（p30）。超短脉冲激光器，
将在陶瓷基板的切割、划线以及电路板切割应用中成为主要工具（p33）。
此外，本期文章中还包括如何为双光子显微成像选择合适的激光器（p17）、
3D 成像器件（p35）、室温下的电泵浦纳米激光器（p14）等内容，仅供读者参考。
2020 年已然离去，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年的不易与努力，以更好的状态迎接
充满更多希望的 2021 ！

读者服务主任 Debbie Bou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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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Edge Snapshots

紫外波段的 VCSEL 研发成功
最近，查尔默斯理工大学与柏林
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报道了目前世界

并为 VCSEL 在消毒和医疗领域的应
用创造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段（280~320nm） 和 紫 外 线 C 波 段
（200~280nm） 的 发 射 波 长， 并 通 过

上最短波长的垂直腔表面发射激光

VCSEL 是一种紧凑型的半导体

采用电化学刻蚀工艺去除 AlGaN 衬

器（VCSEL）。虽然目前该技术还不

激光器，目前已经在红光波段、红外

底，以制造出反射率大于 99% 的双

成熟，但是已经为实现紫外光谱范围

波段和可见光波段成功将其商业化， 电介质分布式布拉格反射器，从而实

的 VCSEL 提供了一种新型有效方法， 其中红光和红外波段主要应用于智能
手机中的面部识别以及数据中心的光

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光泵浦 UVB 波段
的 VCSEL。

通信中 ；可见光波段主要应用于汽车

该技术不仅可以实现 UVB 波段

或投影设备的自适应大灯中，但是波

的 VCSEL，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更短

长处于紫外波段的 VCSEL，却很少

波长以建立从 UVA 波段（320~400nm）

被攻克。

到 UVC 波段的 VCSEL。这些紫外波

为 了 实 现 紫 外 波 段 的 VCSEL， 段的 VCSEL，未来可以应用到消毒、
图：紫外波段VCSEL示意图。

研 究 人 员 选 择 了 AlGaN 材 料 作

材料固化、荧光激发、水净化系统、

为 激 光 介 质， 以 实 现 紫 外 线 B 波

医疗诊断和治疗等领域。

法国 Aledia 公司在 12 英寸晶圆上制造出 microLED 芯片
法 国 Aledia 公 司 率 先 推 出 了 突

蓝宝石晶圆上沉积氮化镓（GaN）晶

而 Aledia 的 microLED 技术（也称为

破性的 microLED 显示器技术，并宣

体层来生产的，且绝大部分都是在 4 “3D”）是在大面积硅晶圆的顶部生长

布已经成功在 12 英寸（300mm）硅

英寸（100mm）的晶圆上进行生产。 GaN 纳米线（亚微米直径的 GaN 晶

晶圆上制造出 microLED 芯片，这是

体）。这种 3D 纳米线技术不会在 2D

世界第一批 12 英寸硅晶圆 microLED

芯片上产生任何应力，也不会随硅晶

芯片。

圆尺寸的增加而积累应力，因此可以

Aledia 公 司 是 从 法 国 研 究 机 构

实现超大型硅晶圆芯片的制备。

CEA-Leti 分离出来的，一直专注于开

在商业应用方面，在 12 英寸的

发微米和纳米技术。最近，Aledia 与

硅晶圆上可以完成 60~100 个智能手

CEA-Leti 团队合作，共同在 12 英寸

机显示屏的制备 ；而目前所使用的 4

硅晶圆上完成了 microLED 芯片的制

英寸蓝宝石基板，仅能完成 4~6 个显

备。

示屏的制备 ；且基于该技术的硅晶圆

传统的平面二维 microLED 是通
过在直径 4-6 英寸（100~150m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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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dia 的 3D 纳米线技术有望推动大型显示器行业的

电脑和平板电脑的需求，仅将 60 英寸及以上的大屏幕电

变革，这将需要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基于此，CEA-Leti

视转换为 3D 纳米线技术、以获得更高的图像质量和更低

采用 12 英寸硅生产线以推进 3D microLED 制造的新水平， 的制造成本，那么每年需要的 12 英寸晶圆数量也达到了
并全力支持显示器行业向 microLED 技术的过渡。
在大规模生产方面，如果不考虑智能手机、笔记本

2400 万个。面对如此庞大的数量规模，Aledia 表示只能交
由大面积硅片和微电子代工厂以及相关供应链来完成。

Ho:YAG 单晶光纤助力 2µm 高功率光纤激光器
波长为 2μm 的高功率激光光源，由于在国防、医疗、 升仅受限于所采用铥光纤激光器的最高功率。稳定高效的
非线性光学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而备受国内外研究人员关

激光性能主要得益于大的表面积与体积比（即单晶光纤的

注。目前主要倾向于使用掺铥（Tm）或掺钬（Ho）的玻

纤维状几何形状）
，这使单晶光纤具有高增益和弱的热负载。

璃光纤激光器来获得 2μm 高功率激光。然而其中的受激

该研究结果来自德国 Max-Born 非线性光学和短脉冲光谱学

布里渊散射（SBS）、受激拉曼散射（SRS）、光学损伤和

研究所，其中所使用的单晶光纤由江苏师范大学提供。

光致暗化等因素，成为了限制光纤激光器功率提升的重要

这项研究初步表明 Ho:YAG 单晶光纤在 2µm 高功率
激光产生方面的潜力。对于后期基于该单晶光纤获得 2µm

原因。

波段的超短脉冲（包括皮秒和飞秒）激光功率放大，具有
重要的引导作用。

与玻璃光纤不同，单晶光纤（SCF）是一种直径小于
1 mm 而长度在数厘米以上的晶体材料，因具有类似光纤
的几何形状以及单晶自身的高热导率、高光学损伤阈值、
低布里渊增益系数等优点，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可获得
更高功率激光的增益材料。
目前在 1µm 的近红外波段，法国研究人员采用掺镱
（Yb）的单晶光纤实现了数百瓦的激光功率输出。然而，
在 2µm 中红外波段少有单晶光纤激光器的研究报道，且
因为单晶光纤质量、热效应等问题，输出激光的功率仅在
瓦级。
本研究采用高亮度铥光纤激光器作为泵浦源，对微下
拉（µ-PD）方法生长的 Ho:YAG 单晶光纤进行谐振泵浦，
对其连续波状态下的激光性能展开研究，最终获得了功
率为 35W 的激光输出，输出波长为 2.09µm。这是目前在
2µm 中红外波段采用单晶光纤激光器所获得的最高功率。
在 10W 的激光功率水平下，测得的光束质量因子低于 1.2。
整个激光操作过程未发现功率下降，进一步的功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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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激光技术使得 3D 打印的粗糙度降低 80%
3D 打印成品粗糙一直是难以攻
克的缺陷，而最近这个问题得到了有
效的解决。来自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科

成本。所以 3D 打印能否更加细致化， 用 3D Systems 公司生产的 ProX DMP
决定了其日后的市场前景。
目前解决 3D 打印构建过程中的

320A 3D 打印机与 500W 激光器，在
打印 3D 模型的同时，第二个脉冲激

学 家 Lars Vanmunster 和 他 的 团 队 开

光洁度，主要通过激光烧灼、蚀刻、 光会向该区域发送微小的冲击波，以

发出了一种全新的工艺，能够让 3D

电化学加工等方法。而此次国外科学

去除残留粉末。这样，在粉末被烧结

打印的金属表面更加光洁，表面粗糙

家则采用了双激光技术来解决，利

之前，它们就已经被冲击波从表面吹

度降低了 80%。

走了。

在 3D 打印过程中，粉末颗粒

这个过程最多能减少 80% 的

的飞溅会在零件表面形成小的隆

表面粗糙度，进而能减少零件后期

起，造成表面粗糙。不少零件需要

处理的成本。这项技术有效解决了

在完成打印后，再次进行打磨和抛

目前 3D 打印领域的一个核心痛点，

光等更为精细的加工。虽然部分零

使得在工业领域中，3D 打印能够

件可能需要有一定的粗糙度，但是

一次性打印出更高规格的零部件产

对于多数零件来说，需要在打印的

品，这为 3D 打印带来了更多的发

过程中一步满足最终的规格要求，

展和可能性。

因为后处理的方式需要花费高昂的

新型超紧凑布里渊激光器研制成功
据 外 媒 报 道， 韩 国 高 等 科 学 技
术 学 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简

了一款超小型、低功耗、低噪声的布

次证明，通过形成一种易于处理的硅

里渊（Brillouin）激光器。

氧化物结构，并在其上沉积一种硫代

称

布里渊激光器是一种基于布里渊

化合物玻璃，自发形成了一种高性能

KAIST）宣布，该校物理系教授 Han-

散射，可生成并放大激光的装置。布

光学器件，就如冬天屋顶上积雪形状

seok Lee 和 Yong-hee Le，与来自澳大

里渊散射是一种光和介质相互作用而

取决于屋顶形状一样。

利亚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产生声波，并将其散射的现象。研究

Australia） 的 Choi Moo-han 和 Choi

小组开发了一种布里渊激光器，并使

Deok-Yong 教授共同研究，成功实现

用一种硫化合物玻璃代替传统材料， 打造了微光学设备形式高性能布里渊

利用此种制造技术，研究人员成
功在半导体芯片的硫化合物玻璃上，

使布里渊散射好数百

激光器。而且，该激光器的泵浦能量

倍，从而使其性能最

比以往记录低 100 倍以上。

大化。

6

Jan/ Feb 2021

研究团队称，此种布里渊激光光

硫化合物玻璃的

源可用于各种领域，包括自动驾驶汽

化学性质不稳定，很

车。Choi deoko - yong 教授强调，
“在

难蚀刻。为此，研究

研究过程中开发的工艺技术，能够对

小组开发了一种新的

各种材料进行异构合成，可用于高效

制造技术，以解决这

量子光源和量子存储器等未来量子互

一问题。该项研究首

联网的关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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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激光产业在困境中逆势上扬
编者按：
2020年已经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曾经一度让全球经济停摆的疫情、政治动荡对企业业务的影响，以及疫
情中涌现出的新的市场商机……2020年，你和你的公司都经历了哪些值得被记住的点点滴滴？收获了什么？
怎么看待整个行业和大环境的发展？对于2021年，又有怎样的规划和期许？本刊采访了激光领域内的一些业
内同人，现将来自他们的心声分享给读者。

斯派特激光 ：2020 年业绩增长 20%
“2020 年疫情爆发初期，对我们

垄断地位，这无疑是中国激光行业的重大突破。

的业务还是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但随

对于激光器未来的热点应用，袁建表示，全球即将进

着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以及全球订单

入 5G 时代，手机材质及制造工艺将为适应 5G 新技术而发

的恢复，公司的业务也逐步的回升。

生改变，这将为激光设备提供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最终，我们 2020 年的业绩仍然实现

先进激光加工技术的生产效率与精密加工特性，决定

了 20% 的增长。”斯派特激光科技有
限公司 CEO 袁建介绍说，
“全球疫情

了其在手机制造中的重要地位，激光打标、激光焊接、激
斯派特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CEO袁建

光切割、激光打孔、激光蚀刻、LDS 激光直接成型等广泛

的爆发，让许多外国人无法外出，这

应用于手机制造中。以激光切割为例，它是 5G 设备制造不

导致了一大批 DIY 手工制作者的出现，特别是做缝纫品或

可或缺的技术手段。5G 手机为适应新技术变革，从材质到

工艺制品，都与激光密不可分，这也促进了我们激光器的

制造工艺都将发生巨大改变，芯片、终端天线、电路板等

销量增长。”

核心部件将进一步精密化。而在精密加工领域，如手机上

斯派特是一家 CO2 激光应用工艺解决方案供应商，主

常见的蓝宝石玻璃手机屏幕切割、摄像头保护镜片切割、

营产品为 CO2 射频激光器、CO2 激光管等激光器件。2020 年， 手机 Home 键切割、FPC 柔性电路板切割等，激光切割工
斯派特的重点产品是高稳定性、高光束质量的射频激光器， 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主要针对标刻、切割、医疗以及科研等领域，并获得了用

未来手机的形态及其内部构件也越来越小巧、轻薄，

户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2021 年，我们将推出波长 9.3μm、 精密度、电子集成度越来越高，这必然对激光加工工艺提
功率 150W 的射频激光器，主要将应用于 PET 膜、偏光片、 出更高的要求。而对内部构件的焊接技术要求的提高，无
手机外壳以及显示器等领域。”

疑也为激光焊接带来了新的机遇。

2020 年以激光器为基础的激光工业在全球发展势头迅

“2021 年，斯派特将根据市场要求，不断完善和改进

猛，随着更完善、更稳定的射频激光器的出现与不断发展， 现有的产品 ；同时发展更稳定、更先进的激光器，全面推
我国自主研发的激光器也逐步打破了欧美各国在市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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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普林光电 ：2020 业绩大幅增长
“虽然新冠疫情对全球的经济发展

的需求。在半导体激光器方面，除了高性价比的泵浦源产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让很多企业步

品、高性能的锁波长产品、定制化的各种产品外，凯普林

履维艰，但凯普林 2020 年的业绩相比

将继续推出高功率、高亮度的蓝光激光器等一系列新产品。

2019 年依然有大幅增长。
”北京凯普林

此外，凯普林还将针对金属增减材、精密微加工等应用领域，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郎超表示，

推出更高性能的光纤激光器与超快激光器。

“在疫情之下高效的执行力，是取得如
此成绩的关键。为了满足疫情之下国内

凯普林专注于激光器的技术开发与制造，致力于为工
北京凯普林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产品总监郎超

业、科研、医美等领域提供半导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

外客户对不同类型激光器的需求，公

超快激光器光源及系统。2020 年，915nm 及 976nm 半导

”
司各事业部和部门之间高效配合，推出了很多新产品。

体激光器芯片的功率和性能持续提升，这促使半导体激光

这些新产品包括 A0 系列高功率泵浦源、500W 蓝光半

器泵浦源的功率和性价比进一步提升，从而支持光纤激光

导体激光器、高功率插拔半导体激光器、定制化多波长半

器不断提升功率和性价比。
“预计 2021 年，激光光源将以

导体激光器、6~12kW 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皮秒飞秒超快

其无以伦比的优势不断替代很多传统加工手段，并且将不

激光器，满足了工业泵浦、材料加工、医疗美容、传感照明、 断拓展出新的应用场景。半导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超
精密微加工等应用领域的需求。
郎超表示，2021 年，凯普林将继续发挥在研发和规模
制造方面的优势，持续满足客户对各种激光器光源及系统

快激光器在材料焊接、切割、精密加工等材料加工领域将
持续保持高速增长。”郎超总结说，
“凯普林将会一如既往，
奋力而为，让世界看到中国之光！”

莱特激光 ：超快市场有望在未来几年迎来爆发期
“2020 年，莱特激 光的业绩有所增
长，增长点主要来自半导体和 3C 领域。”

生 ~190nm~20μm 的 连 续 调 谐 输出）、HARPIA 光 谱 仪、
TiPA 和 GECO 自相关仪。

莱特激光（深圳）有限公司工业销售部总

对于市场中的热点应用，成栋认为，由于半导体产业

监成栋说，
“2020 年，莱特激光主推的产

的特殊性和日益激烈的中美贸易战，2020 年国内半导体行

品 是 CARBIDE 80W、800μJ Biburst 飞

情逆势增长。半导体存储器依然是市场中的一个增长点，

秒 激 光 器， 该 产品荣 获了《Laser Foucs

而上游芯片的发展对整个半导体存储器行业至关重要。作

World》 杂 志 2020 年 创 新 奖 的白金 奖。 莱特激光（深圳）有
限公司工业销售部总
2021 年，我们将针对蓬勃发展的半导体 监成栋

为全球半导体领域核心的激光器供应商，莱特激光长期为

领域，推出更高单脉冲能量的激光器。”

片制造企业提供各类固体飞秒激光器。

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美国等地的晶圆激光加工制造、芯

莱 特 激 光 是 一 家 固 体 飞 秒 激 光 器 供 应 商， 其

对于 2021 年的趋势展望，成栋表示，2021 年，超快

CARBIDE 固体飞秒激光器拥有领先的输出参 数和紧凑

激光是能量激光领域最重要的技术方向之一 ；超快激光作

可靠的设计，受到工业和科研客户的青睐。随着主要工

为一种新兴的材料加工手段，在加工精度方面优势显著。

业客户 在 显 示 器、 汽 车、LED 和医 疗 设备 等 领 域 的应

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和成本的不断下降，超快激光市场有

用，其 PHAROS 和 CARBIDE 产品的可靠性，已经在众

望在未来几年迎来爆发期。目前，超快激光是激光行业增

多 24/7 的生产环境中被证实。飞秒激光器主要用于各种

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未来有望广泛的应用于医疗生物、

金属、陶瓷、蓝宝石和玻璃的钻孔、切割以及用于质谱分

航空航天、消费电子、照明显示、能源环境、精密机械等

析的材料烧蚀。莱特激光提供强大的飞秒产品组合 ：倍

行业。其中，折叠屏、陶瓷外壳等产品使用率的提升，将

频 模 块（515nm、343nm、257nm 和 206nm）、OPA（ 产

有望带来超快激光市场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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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茨特 ：2020 激光切割头出货量逆势增长
“虽然 2020 年全球都受到了新冠

做到每个焊接产品均可追溯，这一点对新能源和消费电子

疫情的冲击，经济发展和商贸活动充

领域中对焊接品质有高要求的客户，极为重要。
2021 年，普雷茨特将继续加强在切割与焊接质量检测

满不确定性，但中国很快控制住疫情，
恢复正常经济运行，让各行业对复苏

领域的优势。

充满期望和信心。”普雷茨特张云鹏

“对于中国激光企业而言，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更‘大’

表示，
“事实证明，整个激光切割行
业并未受到疫情的消极影响，反而是

和更‘强’。
‘大’是指产量大。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生产
普雷茨特张云鹏

逆势增长。这一年我们公司激光切割头的出货量同样呈增

制造中心，产量大才能突显价格优势，因此中国制造意味
着最好的性价比。
‘强’意味着高品质。只有技术才能实现

长态势。所以中国激光市场在这
“特殊的一年”仍然在增长， 质量的提升、品质的提高，例如激光切割机目前的最高功
率已经达到了 30kW，如何在如此高（甚至是 40kW 或更高）

仍然在发展。
”
普雷茨特一直专注于金属材料加工市场，致力于为客

的功率下，实现稳定高效的切割质量，才是拉开企业技术

户提供最专业、最匹配的激光加工解决方案。2020 年，普

差距的关键。”谈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时，张云鹏说到，
“同时，

雷茨特率先推出了 30kW 高功率智能切割头，在提 供高

在工业 4.0 的驱使下，智能化产品也是对企业的新要求。不

功率的同时，还能保证稳定高效的切割质量，它能切割

论是普雷茨特的激光切割头还是激光焊接系统，都能够实

200mm 厚的不锈钢！在激光焊接领域，普雷茨特的激光焊

现智能化的操作，比如实时的监控检测、自适应的功率调

接实时质量检测系统，能帮助客户实现全面的质量管理， 整等。这些特点的背后，都要有强大的传感技术做支撑。”

光学引领未来

TM

关注公众号

NEBULAR™
用于高功率激光应用的纳米结构抗反射表面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市龙华工业东路
利金城科技工业园3栋5楼，518109
Tel: +86 (0755) 8435 5459 Email: chinasales@edmundoptics.cn
激光世界 Laser Focus World China www.laserfocusworl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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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快 ：手机是 5G 时代的超级市场切入点
待 3 月激光展揭晓。”

“2020 年注定是被写入历史的一
年，面对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我们

对于未来市场发展，黄哲认为，以手机为代表的消费电

依然实现了两位数的业绩增长，尤其

子，是 5G 时代的超级入口之一。5G 浪潮恰逢柔性显示的

在新能源动力电池和汽车热成型切割

崛起，可折叠、可卷曲的电子设备也将逐步融入日常生活。

领域，表现突出。”通快中国激光技

5G+ 柔性显示对超高频信号的传输及超高分辨率显示有着

术总经理黄哲表示，
“中国经济已经

极为严苛的需求。传统的高分子及金属材料的传输损耗，

全面恢复，随着国内‘构建以内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通快中国激光技术总经理
黄哲

将逐步无法满足商用要求，越来越多基于玻璃及液晶材料的
元器件，将应用于消费电子产品中。新材料的应用，为超短

新发展格局’重大战略的提出，发展高端智造是大势所趋。 脉冲激光“冷加工”带来了机会，其在精密切割、微孔加工
在生产环节，
‘内循环’的关键之一就是彻底告别传统制造

及混合材料焊接中，具有明显优势。例如，切割柔性屏 / 折

技术，激光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抓手。”

叠屏中使用的超薄透明材料，通快在该应用领域独具优势。

2020 年通快在慕尼黑上海光博会上 发布了 15 款 新

从市场需求来看，预计 2020 年全球 OLED 生产线的

产品，包括 2kW 的高亮度连续绿光碟片激光器 TruDisk

需求量超过 50 条，这将带动 OLED 用激光器的市场空间

2021、8kW 的多光 路 碟 片 激 光 器 TruDisk 8001、6kW 的

接近 150 亿元。
“以前这个市场是准分子激光器的天下，”黄

高功率高亮度碟片激光器 TruDisk 6000、工业型千瓦级

哲说，
“但现在我们的超快紫外激光器，加工精度更高，加

红外纳秒激光器 TruMicro 7070、400W 紫外纳秒激光器

工过程热影响更小，不需要气体，它无疑是 OLED 应用的

TruMicro 8340、30W 紫外飞秒激 光 器 TruMicro 6320 等， 全新利器。”
主要针对汽车、动力电池、消费电子和先进显示等行业。

从终端市场来看，汽车轻量化、OLED、动力电池生

年中复工复产后，订单迅速恢复，同期出货量超出往年。 产线在国内的增长空间广阔，这些都是激光加工大有可为
关于 2021 年的新产品推出计划，黄哲表示，
“留一点悬念， 的市场。

山东华光 ：2020 年业绩逆市上扬
“2020 年，除年初几个月下游客

入第一梯队，单模芯片研发顺利，主要在高功率外延设计、

户出口受到疫情的部分影响外，后期

高质量外延生长、高 COD 腔面处理、高性能的热传导处理

华光光电瞄准国内智能制造、先进制

等技术领域实现了新突破，并实现了量产。有力推动了国内

造、医美健康、传感探测等市场，进

自主创新能力和相关产业升级。

行重点布局，在疫情期间，实现了业

谈 及 2021 年 的 发 展 规 划， 肖成 峰 表 示，2021 年 是

绩的逆市上扬。
”山东华光光电董事

十四五第一年，十四五期间华光光电将针对激光核心领域

长肖成峰说道，
“2020 年，华光光电

山东华光光电董事长肖成峰

及各激光应用均做了重点布局，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利

还获批了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 5 部门联合认定的国家企

用自主可控的激光上游核心外延芯片器件领域的创新能力，

业技术中心，并作为主要参与单位发布了国内第一个激光

针对各新兴领域做了相应规划，主要是面对光电子集成、

类国际标准。”

新进制造及量子计算、5G 通讯等领域进行重点突破。

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华光光电常规产品一直处于满

2021 年，智能传感领域、医疗保健领域、工业加工领

负荷上产状态。同时，在高端激光装备、传感探测等市场

域将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家大基建、大开发、以及物

先后成功研发了 360W 光纤耦合输出激光器、8kW 叠阵器件、 联网技术的全面应用、对工业产品需求档次不断提升，以
5kW 传导冷却激光器等新品。这些产品在性价比、质量可
靠性等方面，都处于于业界领先水平。

及对人身安全、智能化、医疗保健等需求的不断提升。
“2021 年，华光光电将借助国家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发展

华光光电自 1999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激光产业上

关键期，大力布局智能信息类应用，抓住客户核心光源的需

游核心材料、芯片及器件的自主研发，是整个激光产业中最

求，致力于成为先进的光电子产品和领先的解决方案服务

上游、最核心的部分。目前，国产大功率芯片单管功率进

商。”肖成峰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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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 ：5G、新能源汽车、半导体是潜力市场
“2020 年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

有各类智能工业激光加工装备，还包括机器人、3D 打印、

是公司迅速做出了决策调整，2 月 10 日就陆续开始复工， 电机、自动化生产线在内的多项业务。辐射领域广泛，深
并且投入新的防疫物资设备的生产项目，这为 2020 年业绩

挖激光工艺，布局细分市场，让大族激光不仅仅是一个装

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大族激光发言人表示，
“从三季度财

备制造企业，而是激光、机器人及自动化技术在智能制造

报可以看出，公司 2020 年业绩较 2019 年明显增长，这与公

领域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司紧跟国家新基建政策，围绕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领域开
发新客户密不可分。”

“2021 年，5G、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领域将是热点
增长市场。”该发言人表示，
“2021 年将会是竞争愈发激烈

2020 年，大族激光在小功率激光设备上的营收占比为
37%，下游客户主要为消费电子企业 ；高功率激光设备营

的一年，也会是充满机会的一年。顺应市场的快速变化，
大族激光已经开始尝试和接触交钥匙工程，现有案例包括

收占比为 21%，下游客户主要包括汽车、船舶、轨交企业 ； 车轮毂机加工全自动生产线和白车身焊装主线项目。大族
其他激光设备（显示面板、半导体、新能源行业）营收占

激光会凭借深耕激光行业的丰厚经验与高端激光技术集成

比为 22%，下游客户涵盖显示面板、LED、半导体、光伏、 水平，逆势进入市场，以行业高标准、高技术水平作为起
锂电等行业。

点，及时关注市场变化，整合优势资源，致力于把产品做精，

大族激光是国际领先的激光行业企业，主营业务不仅

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长光华芯 ：2020 年业绩增长 100%，加速国产替代
“2020 年长光华芯同比收入增长

开始进入主流客户和市场。直接半导体激光器推出系列明

近 100%，这主要得益于不断增长的

星产品，市场认可度进一步提高。

国产芯片需求和光纤激光器及科研应

2021 年，长光华芯将推出 28~30W 单管芯片，并能满

用激光器的应用需求。最近 3 年，长

足工业环境长期使用的要求，替代进口产品。还将推出系列

光华芯的收入都保持了 100% 以上的

光纤 耦合模块、915nm/976nm 360W/480W/550W/620W/700W
200μm 光纤泵浦 模块，以及面向科 研应用的 976nm 260W

复合增长率。”长光华芯董事长闵大
勇说，
“尽管受疫情和中美关系影响，

长光华芯董事长闵大勇

2020 年中国激光行业依然增长，这得益于中国制造业转型

135μm、976nm 320W 200μm 等轻量化、高功率、波长锁定模块。
“我们 2020 年推出的 25W 单管芯片，在技术指标和量

升级对激光技术的需求大势。疫情一方面加速了企业升级

产交付能力上，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国外产品的依赖。
”

转型，另一方面进口激光器受限，刺激了国产替代。长光

闵大勇说，
“2021 年，
长光华芯将继续深入落实公司
‘一平台，

华芯享受了大势所带来的红利。”

一支点，横向扩展，纵向延伸’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

2020 年，长光华芯针对工业和科研市场推出了 25W 单

技术指标及产能，实现国产替代。2021 年第二季度长光华

管芯片；针对传感市场推出 VCSEL 芯片；针对光纤激光器

芯激光创新研究院将投入使用，届时产能将提升 5-10 倍。
”

泵浦推出 976nm 350W 200μm 等模块产品 ；针对科研应用

对于未来市场发展，闵大勇表示，2021 年国内市场需

推出 976nm 260W 135μm 等模块产品。

求将持续增长，大功率光纤激光器的切割和焊接应用、固

2020 年，长光华芯“一平台、一支点、横向扩展、纵

体激光器及超快激光在消费电子制造领域的应用、消费电

向延伸”的战略实施取得全面进展。长光华芯的量产交付

子视觉及传感应用将是增长点 ；半导体激光器应用于一些

能力稳步提升，芯片销售占比快速增大。2020 年高功率半

新兴领域，如人脸识别、手机支付等的消费领域，血糖、

导体激光裸芯片产量突破千万颗，可实现进口芯片的无缝

心跳监测等生物医学领域，以及物联网与智能制造和新能

替代。光纤耦合模块出货达十万只级别，VCSEL 实现量产， 源汽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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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中久大光 ：推出 4kW 纯单模光纤激光器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公

2021 年，中久大光将继续针对激光焊接、高功率激

司出口业务受到较大影响，订单交付

光切割应用推出全新升级的 2kW、3kW、4kW 单模系列

有延迟，新增订单较少。”四川中久

产 品 和 6kW、8kW、10kW、12kW、15kW、20kW 多 模

大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磊博士

系列产品。此外，还针对 3D 打印、精密焊接推出 500W、

说道，
“随后公司将主要精力转向国内

1kW 低功率激光器和针对高功率焊接的环形光斑激光器。
对于 2021 年的增长市场，赵磊表示，超高功率产品

市场，在激光焊接、高功率激光切割、
激光科研装备应用等市场实现突出增

四川中久大光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赵磊博士

长，公司全年营业收入近亿元。”
中久大光致力于光纤激光器、光纤器件等产品的研发、

将成为主角，中国市场全面进入万瓦时代 ；第二个潜力股
是超快激光器，主要用于 3C、微电子、电脑、手机的精
密加工 ；此外定制型激光器将是一个新的增量市场。

生产和销售，提供高端激光系统解决方案。2020 年，陆续

2021 年，中久大光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新建成都

推出 4 大系列 20 余款产品。针对工业市场的单模 3kW 高

双流研发中心，推出全新升级的系列产品。建成中国（绵

光束质量模块以及万瓦合束激光器，受到市场欢迎。2020

阳）科技城激光生产基地，扩大生产规模，建成深圳、武汉、

年，公司突破了限制单模光纤激光器输出功率提升的非线

苏州、济南、成都五地办事处，完善市场和售后服务网络。

性效应抑制技术，研制成功了高功率非线性光谱滤波器件。

2020 年，受疫情、贸易战等大环境影响，激光行业

在此基础上，推出业界独有的 4kW 纯单模光纤激光器产品。

进口替代的进程加速，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也在加快。激

基于这款产品及其合成的高功率多模系列产品，具有优良

光产业是典型的朝阳产业，在国家“两个循环”的大背景

的光束质量和抗高反特性，适合高反材料切割、焊接等应用。

下，这将是一个持续的增量市场。

光库科技 ：面向超快激光应用的脉冲展宽器填补国内空白
“新冠疫情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米

立了光子集成事业部，专注于薄膜铌酸锂高速调制器芯片及

兰光库影响较大，米兰光库 2020 年1-9

模块的研发和产业化，填补国内空白。

月业绩亏损。如果剔除米兰光库的影

针对高功率光纤连续激光和超快激光应用领域，光库

响，2020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

科技推出了三款光纤光栅产品，分别为无封装千瓦级光纤

比增长 2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光栅、皮秒激光器应用的光纤光栅反射镜、飞秒激光器应

的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加 23.62%。”
光库公司光子集成事业部总经理吉贵

用的脉冲展宽器。其中无封装的千瓦级光纤光栅主要面向
光库科技光子集成事业部
总经理吉贵军博士

军博士表示。
2020 年，光库科技针对通讯市场推出了铌酸锂调制器

目前工业加工应用的高功率连续光纤激光器，该产品以其
独特的柔性化、超低温升系数和高可靠性赢得了市场的广
泛认可 ；而面向超快激光应用的两款产品，特别是脉冲展

和微连接器件 ；针对激光市场推出了保偏和高功率器件、 宽器，填补了国内空白，受到客户的广泛支持和认可。
光纤组件及三款光纤光栅产品。2021 年，光库科技将针对

吉贵军博士总结了六大未来市场驱动因素 ：①光纤激

激光加工市场推出色散可调谐的脉冲展宽器、更高功率的

光器行业快速发展，尤其是超快激光器应用的拓展 ；②全

激光输出头与激光合束器，以及高功率与特殊波段的光纤

球光通讯网络的发展，5G 带来大量机会 ；③铌酸锂调制器

到自由空间隔离器。针对光通讯领域，光库科技将推出薄

的应用发展 ；④光纤传感应用的拓展 ；⑤无人驾驶行业 ；

膜铌酸锂系列高速调制器。

⑥激光医疗行业应用。

在光通讯领域，光库科技于 2019 年成功收购了美国硅

2021 年，光库科技除了在上述六大领域加大研发投入

谷 Lumentum 公司在意大利米兰的世界顶尖铌酸锂调制器

外，光库科技还会在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的核心器件研发

芯片和封装产品线，并增资 5.4 亿人民币于 2020 年 10 月成

上加大力度，并进一步完善光学芯片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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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向标

Market Watch

FISBA ：光纤激光器泵浦源市场表现良好
“经历了 2-3 月的低 谷后，光纤

极管激光器的 FAC 产品线。”Andreas Kunz 介绍说。
FISBA 主要提供用于二极管激光器光学整形的微光学

激光器泵浦源市场表现良好，FISBA
保持了业绩平稳。泵浦源是 FISBA 快

器件，包括快轴准直镜 FAC 等，以及用于生命科学的多波

轴准直透镜（FAC）最大的一个应用。

长激光模块和医疗内窥镜等。
光纤激光器泵浦源市场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20 年，

此外，新冠疫情并没有对瑞士的生产

该领域得益于中国经济在新冠之后的反弹，希望 2021 全球

产生负面影响。”FISBA 高级光学元
器件业务总监 Andreas Kunz 表示，
“虽

F I S B A高级光学元器件业
务总监 Andreas Kunz

经济的恢复，将对这个领域带来正面影响。用于先进制造

面对面沟通，但我们 2020 年成立的上海公司，可以为中国

用于材料加工的蓝光激光器将变得更加重要，特别是受到

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新能源汽车等相关电池工业的驱动。FISBA 在该领域为激

然旅行限制阻碍了总部与中国客户的

的投资将继续增长。因为铜、金等金属对蓝光有很好的吸收，

2020 年，FISBA 推出了 READYBeam 多波长激光模

光器制造商提供关键器件。另外，用于生命科学的分析仪

块，这款产品吸引了众多“用荧光激发做光谱分析的客户和

器将变得越来越广泛，同时市场也需要很多激光光源和整

其他生命科学客户（比如流式细胞仪）
”的注意。2021 年， 形透镜。
FISBA 将基于现有的 READYBeam 模块，根据客户需求增

“全球经济将逐步恢复，客户的需求也很难准确预测，

加更多波长选择，比如 561nm。同时，FISBA 正在做一个

FISBA 的目标就是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我们争取在生命科

集成化平台，提供更多输出方式选择，比如准直后的自由

学领域取得更大份额 ；在适合的领域继续增长，同时在多变

空间输出等。
“另外，我们将继续拓宽用于 450nm 高功率二

的、有挑战的市场寻找新机会。
”Andreas Kunz 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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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激光器

室温电泵浦纳米激光器设计用于
光子集成电路
具有环形腔的电泵浦纳米激光器，有望作为超高速计算机芯片中的芯片内数据链路。
文/John Wallace

在

光子集成电路的所有组件

10 核处理器快 100 倍。这样的成就将

金属）适合与 SPP 配合使用：金、银、

中，激光光源最主要的问

有可能在单个芯片上设计出真正的超

铜和铝。SPP 是电磁波，但是在相同

题。由于硅本身不容易发

级计算机。实现这个目标的挑战是 ： 的频率下，它们的定位要比光子好得

光，因此通常必须在硅上制造更适

在纳米级上连接光学和电子设备。为

多。使用 SPP 代替光子可以“压缩”光，

合作为发光体的其他半导体，以形

此，光学组件不能大于数百纳米。此

从而克服衍射极限。

成混杂结构。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

尺寸限制也适用于片上激光器，这对

（MIPT） 和 伦 敦 国 王 学 院 的 研 究 人

于将信息从电信号转换为承载数据的

米级等离子激元激光器的设计。但是，

光脉冲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纳米激光器是光泵浦，使其不适

员，已创造了此类新项目，他们已
清除了曾阻碍创建集成电路用的电
驱动纳米激光器的障碍。该方法基

当前技术已经可以实现真正的纳

合在电子芯片上使用。用于大规模生

用表面等离激元代替光子

产和实际应用的芯片，必须包含数百

于双异质结构隧穿肖特基势垒二极

但是，量子不确定性原理说，光

个纳米激光器，并且必须在普通的印

管，可以为“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出

子可以定位在最小体积内 ：这样的体

刷电路板上运行。实际的激光器既需

现的多核计算机微处理器”中的超

积不能小于光子波长的立方。话虽如

要电泵浦，又需要在室温下工作（后

快光学数据传输奠定基础。

此，但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光学器件

者不能使用此类激光器中欧姆接触所

半导体行业巨头 IBM、惠普、英
特尔、甲骨文和其他公司正在追求创
建千核处理器，该处理器的速度将比

尺寸的限制 ：用表面等离激元（SPP） 需的钛或铬）。
代替光子。

到 目 前 为 止， 已 经 通 过 计 算 机

只有少数几种金属（称为等离子

建模确认的新的电泵浦方案基于金
（Au）/ 磷 砷 化 铟（InASP）/ 铟 镓 砷
（InGaAs）/ 砷化铝铟（AlInAs）双异
质结构，具有隧穿肖特基接触，这使
得欧姆接触及其强吸收性金属变得多
余。现在，泵浦发生在等离子金属与
半导体之间的界面上，SPP 沿该界面
传 播。MIPT 光 子 学 与 2D 材 料 中 心
的 Dmitry Fedyanin 说 ：
“我们新颖的
泵浦方式，使得将电驱动激光器带到
纳米级成为可能，同时又保持了其在
室温下运行的能力。与此同时，与其

图1. 电注入GeSn激光器的原理图及其功率-电流输出关系和频谱特性。（图片来源：阿肯色大学）

他电泵浦纳米激光器不同，在新设计
下转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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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秒激光器

单激光腔输出高功率双光梳飞秒
激光脉冲
用单个激光腔实现高功率、双光学频率梳飞秒激光脉冲输出，为便携式双光梳光源
在精密测量等领域的应用铺平了道路。
文/John Wallace

光

学频率梳的频谱为一系列

在 这 项 研 究 工 作 中， 研 究 人 员

了两个光学频率梳激光输出，因此可

等 间 隔、 位 置 固 定、 且 具

用更简单、更稳定的光学方法取代复

以开发更加紧凑的双光学频率梳，从

有极宽光谱范围的单色谱

杂的电子同步系统，用单个激光腔实

而在功率、波长、带宽和脉冲重复频率

线，这些单色谱线如同梳子的梳齿一

现了双光梳输出。研究人员将两个双

等方面，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利用这个

样，完美地等间隔排布。通常将重复

折射晶体插入激光腔，以允许这种腔

新装置，研究人员实现了两束波长为

频率稍有差别的两个光学频率梳组合

体结构在两种偏振态下发射激光，并

1050nm、脉宽为 175fs、功率为 440mW

在一起，形成双光梳激光装置。双光

且在两个偏振态之间引入了重复频率

的脉冲激光输出，两束激光的重复频率

梳激光提供的脉冲序列特别适用于极

差。研究人员将这种双折射晶体偏振

差为 1kHz。这项技术的下一步发展将

其灵敏的快速光谱测量和精密激光测

复用技术与二极管泵浦的固态激光技

是开发坚固耐用的便携式原型激光系

距。但是，由于需要两个稳定的光学

术 相 结 合， 产 生 了 从 40Hz~3.35kHz

统，用于科学及工业应用。此外，还要

频率梳以及复杂的同步电子系统，此

连续可调的双频率梳激光输出，且不

将激光输出功率和重复频率进一步提

前只能在实验室实现这些测量应用。

影响激光输出性能。

高，以实现更快的测量 ；最后是建立激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

由于新设计使用单个激光腔实现

光器的商业化应用渠道。

员，利用单个激光腔实现了高功率双
光学频率梳飞秒脉冲激光输出，无需

上接第14页

任何电子同步系统，就能提供等同或

中，辐射被有效地导向光子或等离子

有效地将辐射提取到总线波导中的不

更高的定时精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

体波导，从而使纳米激光器适合集成

稳定性作为代价的。因此，尽管进一

工学院的 Benjamin Willenberg 在 2020

电路。”

步小型化将使该器件不能很好地应用

OSA 激光大会上展示了这种新方法，
并表示这种方法产生的一对频率梳，

于片上集成电路，但是对于化学和生

环形谐振腔

物传感器、以及近场光谱学或光遗传

其重复频率具有很小的稳定的偏移量。

激光腔具有亚波长环形谐振器设

Willenberg 解 释 说 ：
“在不影响

计，并带有 InGaAs 有源层。激光的

激光脉冲输出性能的条件下，这种方

发射波长为 1.95μm（很容易在硅波

激光器的预测输出功率超过 100μW，

法解决了双光梳系统的高复杂性问

导中传输）。在该纳米激光器中，SPP

可与大得多的光子激光器相媲美。研

题，能够促进潜在的传感应用，包括

占据的体积比光波长的立方小 30 倍。 究人员表示，如此高的输出功率将使

无损检测的时域光谱、工业和环境监

据研究人员称，他们的室温等离子体

每个纳米激光器每秒能传输数百 GB

测的痕量气体检测，以及用于机器视

纳米激光器可以很容易做得甚至更

的信息，从而解决了更高性能微芯片

觉的激光测距等。”

小，使其特性更出色，但这是以无法

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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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光学

高压玻璃处理可将光纤信号损耗降低 50％
理论上，在4GPa的压力下加热和淬火石英玻璃，可减少瑞利散射，从而改善光纤的数据传输性能。

文/John Wallace

据北海道大学、宾夕法尼

北海道大学电子科学研究所

却（淬火）时，石英原子之间会形成

亚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及 （RIES）的副教授 Madoka Ono 说：
“尽

大的空隙。但是当此工艺在 4GPa 下

行业合作者进行的计算机

完成时，大多数大的空隙消失了，玻

根

管从技术上来说，这种方法将具有挑

模拟，通过在 4GPa（约四万个大气压） 战性，但我们的发现已经可以帮助指

璃呈现出均匀得多的晶格结构。

的高压下制备石英（SiO2）玻璃光纤， 导未来的物理实验和生产工艺。”
[1]

可以显著改善光纤的数据传输性能。

科学家们正在寻求方法降低光

具 体 而 言， 模 型 显 示 玻 璃 经 历
了物理转变，较小环的原子被消除或

结果表明，用这种方法制备的石英玻

纤中的瑞利光散射，以帮助加速数 “修剪”，从而使较大的环更紧密地连

璃光纤，其传输信号的损耗可以降低

据传输（并进一步接近量子通信）。 接在一起。这有助于减少大空隙的数

50％以上，这将大大延伸在无需放大

Madoka Ono 和她的合作伙伴使用多

量和空隙的平均尺寸（这些空隙会导

的情况下，数据的可传输距离。如果

种计算方法来预测高温高压下，石英

致瑞利散射），从而使信号损耗降低

这种方法切实可行，它无疑将是光纤

玻璃的原子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他

50％以上。

行业的一个巨大进步。

们发现，在加热玻璃然后在低压下冷

0 GPa

研究人员推测，在较高压力下使
用较低的冷却速率，甚至可以实现更

1 GPa

大的改进。对于具有相似结构的其他
类型的无机玻璃，也可以探索该工艺。
但是，实际上很难在如此高压下以工
业规模制造玻璃光纤。
Madoka Ono 说 ：
“现在我们知道
理想的压力，我们希望这项研究将有
助于推动‘能够生产这种超透明石英
玻璃的高压制造设备’的发展。”

4 GPa

8 GPa

Madoka Ono 来 自 北 海 道 大 学
RIES 纳米结构功能材料实验室。她
主要关注通过实验室实验和计算分
析来研究无机玻璃和石英玻璃的性
能。
参考文献
1. Yongjian Yang et al., npj Computational

图1：当玻璃在较高压力下淬火时，会使石英玻璃中“导致光散射和信号下降
的空隙（黄色）”变得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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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快激光器

如何为双光子显微成像选择
合适的激光器 ：波长可调还是固定波长？
多数生物学家对超快激光技术并不熟悉，但在双光子显微成像应用中，生物学家们仍然需要决定是
选择波长可调还是波长固定的激光器。
文/Andrey Andreev

光子显微成像是一种荧光

离子通道的吸收光谱通常位于近红外

般为微瓦量级，而双光子荧光需要的

成像技术，其应用日趋成

波段，为 900~1100nm。 波长较长的

激光功率高达百毫瓦量级。并且激光

熟。在双光子荧光显微成

光波穿透能力强，散射低，其光波肉

能量越高，生物组织的双光子吸收效

双

像装置中，最昂贵的设备是飞秒激

率就越高，因此需要使用短

光器，而大多数生物学家对此激光

脉冲光源，如飞秒激光器。

技术并不熟悉。双光子荧光显微成

在双光子荧光成像实验

像中最常用是波长可调的钛蓝宝

中，研究人员一般使用波长

石（Ti ：sapphire） 激 光 器， 其 价

可调范围为 700~1000nm 的钛

格高达 20 万美元。好消息是，目

蓝宝石激光器。钛蓝宝石激

前市场上已经有更便宜、更小巧的

光器大约诞生于 1986 年，目

固定波长的光纤激光器，能够适用

前多家公司都能提供。根据

于双光子荧光成像。

激光器的不同波长，选择相

钛蓝宝石激光器和光纤飞秒激

应的荧光团，可以实现多色

[1]

成像，也可以实现诸如新荧

光器用于成像的性能非常相似。

目前，有十几家公司可以提供用于
双光子显微成像的激光源。随着激
光参数的增多，购买者往往很难做
出决定。本文主要介绍钛蓝宝石激
光器和光纤激光器的哪些参数对
成像实验至关重要，从而帮助研究
人员选择合适的激光器。

飞秒激光器与生物发现
有多种类型的显微成像实验

图1：左右图分别为钛宝石超
快激光器和其电源。其中蓝绿
色激光器对应蓝绿色电源；橙色
激光器对应橙色电源。从图中可
见，波长固定的超快激光器（橙
色）比波长可调的超快钛蓝宝石
激光系统（蓝绿色）更加紧凑。
因此，在双光子显微应用中，研
究人员在选择激光器时必须考虑
到每种激光器的优缺点。

有赖于飞秒激光器。本文重点关
注利用双光子荧光成像技术和光遗传

眼 不 可 见， 因 此 可 以 用

学技术对小鼠的深脑成像和对斑马鱼

于透明动物的光敏实验。

的全脑成像。荧光蛋白和光学门控

单光子成像的光功率一

激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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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团设计之类的光谱学应用。

似，并且激光器的体积更小，价格更便

此外，在双光子荧光成像和光遗

目前在双光子显微成像中使用最

宜，起价约 4 万美元。单波长飞秒激光

传学应用中，还必须考虑激光功率，

多的光源就是钛蓝宝石激光器。 但

器由于体积小、运行方式更加节能，因

这是第二个参数。激光器制造商一直

是钛蓝宝石激光器本身具有很多不足

此利用空气冷却取代了传统的水冷（如

致力于提高激光功率输出，但在实际

之处，如单价高于 12 万美元、整个

图 1）
。但是，目前关于这款激光器的

的成像实验中，可能并不需要如此高

系统尺寸很大、重量重，以及与成像

使用经验还比较少，在运行稳定性和售

的功率。激光点扫描荧光成像技术需

系统配合使用时无法灵活移动。此外， 后服务方面都存在不足。

要波长为 920nm、功率为 10~100mW

由于一般实验室平均每年的设备费预

的激光，而激光层照荧光显微技术则

算只有 10 万美元左右，因此很少有

激光器参数的选择

可能需要 500mW 的功率。因此，即

双光子成像与激光器的多个参数

使考虑到 50％损耗，所需的激光功率

有关（见表 2）。第一个参数，也是最

也不会超过 1~2W。对于高功率激光

单波长飞秒激光器是在 2004 年左

重要的一个参数是波长，常用的荧光

器，可以将其光源分束，供两三台显

右出现的一种新技术，其特点是只能输

蛋白如 GFP 和 GCaMP，其激发波长

微成像设备同时使用。波长可调的激

出固定波长的光。除了波长不能调谐外，

为 920~940nm，而红移荧光蛋白其激

光器在其可调波长范围内具有非恒定

其输出光的特性与钛蓝宝石激光器类

发波长为 1040~1100nm。

功 率 输 出。 例 如， 在 920nm 处 输 出

实验室会购买钛蓝宝石激光器这样高
价的设备。

表1：用于双光子成像的激光器选择

上市年份

波长

波长为920nm或
1040nm的功率(mW)

脉冲宽度
(fs)

重复频率
(MHz)

群延迟色散
(fs2)

光束半径
(mm)

Coherent, Chameleon Ultrall

2007

670-1070

2000

140

80

NA

1.20

Coherent, Chameleon Vision-S

公司和产品
波长可调激光器

2010

690-1050

1700

75

80

-12000...0

1.20

Spectra-Physics,
InSight DS+ (dual option)

2014

680-1300
& 1041

1300

120 & 200

80

-25000...0

1.10

Spectra-Physics,
InSight X3+ (dual option)

2017

680-1300
& 1045

3000

120

80

-17000...0

1.10

Thorlabs, TIBERIUS

2015

720-1060

1400

140

77

NA

1.5

M-Squared, Sprite XT

2014

720-980

1500

150

80

NA

1.2

Toptica, FemtoFiber ultra 920

2019

920

1500

100

80

NA

1.00

Spark Lasers,
Alcor 920 and Alcor 1 μm

2018

920 / 1064

1000

100

80

-90000...0

1.00

NA

920

1000

100

80

NA

1.00

Coherent, Axon 920 and Axon 1064

2019

920 / 1064

1000

150

80

-30000...0

1.20

Menlo Systems,
YLMO HIGH POWER 1030 nm

2018

1030

200

140

50

NA

ND

Menlo Systems, YLMO-930

2018

930

1000

120

100

-60000...0

2.00

NA

1030

1500

80

30

NA

2.00

固定波长激光器

MPB, MLFL-920-femto

Ekspla, LightWire FF1000
Calmar Laser, X-925

2018

925

500

100

80

NA

1.10

Thorlabs, OCTAVIUS-85M-HP

2011

700-900

600

8

85

NA

0.75

Amplitude, Satsuma
Spectra-Physics, HighQ-2

NA

1030

5000

300

0.6-40

NA

NA

2014

1045

1500

250

63

NA

0.80

定制激光器
Goncharov et al. (IEEE, 2005)

2005

920

800

170

NA

NA

NA

Shi et al. (App. Phys. Express, 2019)
Wang et al. (Opt. Express, 2017)
Nemoto et al. (Sci. Rep., 2013)

2019
2017
2013

926
930
1030

253
800
2000

88
220
5000

78
46
20

NA
NA
NA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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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为 2W，而在 1040nm 处输出功

2 ％ ~5 ％， 成 本 约 为 1~1.5 万 美 元， 厂设定的预补偿值。

率仅 1W。

但是依然需要额外的电子控制系统配

影响成像质量的第三个参数是

如何购买激光器

合其工作。
另一个比较有效选配模块是内

用户在购买激光器时与销售的沟

可以更有效地产生荧光信号。 用于

置预补偿。由于色散，光脉冲在穿过

通可能不太顺畅。买家应向激光器专

成像的飞秒激光的脉冲宽度通常为

光学元件时会产生脉冲展宽。初始脉

业销售详细咨询激光器的技术信息，

80~200fs。影响成像质量的第四个重

冲宽度为 60fs 的脉冲激光通过显微

包括激光光谱和脉冲形状（FROG 测

要参数是激光的重复频率，一般使用

镜的光学元件后，其脉宽会展宽到

量）、其他配件的参数、冷却系统详

的重复频率为 80MHz。在相同的平

300fs，这就会使双光子的荧光信号降

细工作过程、功率大小、环境温度要

均功率下，较低的重复频率可以产生

低 50%。预补偿可以抵消色散效应。 求，以及是否需要安装不间断电源等。

激光的脉冲宽度，因为较短的脉冲
[2]

[3]

更有效的荧光激发。 因此，较低的

激光器内置了预补偿，通过计算机控

对于买家来说，最好与该公司近期内

重复频率和较短的脉冲宽度使成像组

制，可以对众多元件如物镜和反射镜

的买家取得联系，咨询购买激光器的

织的光损伤较小，具体实例参照斑马

等进行色散补偿。定制化的预补偿光

注意事项。最后，要咨询激光器售后

学系统需要专业人员设计，例如使用

服务流程及费用。通常，激光器出现

一对啁啾镜可以实现色散补偿，其成

小问题时公司可以远程解决 ；但是在

本约为 3000 美元。

激光器出现重大故障时，要求激光器

鱼的实验。

[4]

在快速扫描成像中，仅使用几个
脉冲即可生成单个图像像素（如共振
扫描仪成像），因此需要激光器提供

由于购买集成的预补偿和功率调

更高的单脉冲能量。平均功率和单脉

节系统成本较高，有人可能认为用户

冲能量的关系式如下 ：

自行采购元器件组装可以节省成本。

平均功率 = 脉冲能量 × 重复频率

公司能够快速发出替代元件，确保激
光器尽快恢复正常运行。
如果研究人员的应用非常明确，

但是，应该考虑到，集成系统的价格

例如只对特定的荧光团和光遗传学分

为实验选择合适的激光光源的难

不只包括元器件本身的价格，还包括

子成像，那么固定波长的激光器可能

点在于，对于波长可调的激光器，其

人工和时间成本、使用界面的友好性

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如果要对多种

激光参数是相互关联的。波长越长， 及产品的耐用性等。

荧光团激发成像，或者要为尚未深入

穿透就越深。然而，平均功率和脉冲

对于钛蓝宝石激光器，其仅有的

研究的分子成像预留优化空间，那么

宽度是波长的函数，因此无法使所有

一个选配模块是双通道输出，可以同

钛蓝宝石波长可调的激光器将是合适

参数达到最优。固定波长激光器其参

时实现 700~1000nm 可调波长输出和

的选择。

数出厂时就已经设定好，因此参数不

1040nm 的固定波长输出。因此可以

可调。

同时对激发波长不同的两种荧光蛋白
如绿色荧光蛋白（GFP）和红色荧光

激光器的选配模块

蛋白（RFP）成像。如果选择固定波

除了激光光源本身，激光系统通
常还与其他选配模块一起使用。

长的激光器做同样的实验，则需要两
台激光器同时工作。钛蓝宝石激光器

有些公司将功率调节模块与激

双通道输出选配模块中，固定波长输

光器集成到一起，可以实时调节激光

出通道没有色散预补偿，或者只有出

功率，这一点对双光子显微成像特

表2：荧光蛋白对应的双光子激发波长

别 重 要。 但 是， 一 些 功 率 调 节 系 统
会产生高达 25％的功率损耗，因此

荧光蛋白
eGFP and GCaMP6

用户在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到损耗的

tdTomato, RFP, and RCaMP

存在。目前，使用最普遍的普克尔盒

ChR2

（Pockels cell），能将功率损耗降到约

激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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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光子激发
波长 (nm)
850–950
1050–1100
920
97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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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加工：

用于 MicroLED 显示屏生产的激光工艺
文/相干公司

能量的紫外光激光束被

高

用于显示屏生产中的
UVtransfer 工 艺， 具 体 来

说，包含激光剥离技术（LLO）、巨
量 转 移（LIFT） 和 像 素 修 复。 本 文
将 介 绍 随 着 芯 片 尺 寸 的 不 断 缩 小，
UVtransfer 如何确保巨量转移和芯片
放置等加工工艺仍能满足未来需求。
此外，UVtransfer 工艺还具有与各种
修复方案兼容的优势，可满足预期的
芯片良率需求。

MicroLED的潜力与挑战

图 1：大型直视 MicroLED 显示屏图示。

MicroLED（μLED） 是 一 类 新

芯片尺寸大得多的大型显示屏，影响

优势，可以应对 μLED 加工过程中的

兴器件，具有打造未来显示屏的巨

显示屏成本的主要因素将变为像素总

挑战。短波长紫外光可以直接烧蚀界

大潜力，十分值得期待。这些器件

数。相反，对 OLED 和其他技术而言， 面和表面的材料薄层，而不会深入到

通常基于氮化镓（GaN），目前的尺

影响显示屏成本的主要因素是显示屏

材料中。结合较窄的脉冲宽度，这种

寸 在 20~50µm 范 围 内， 并 有 望 缩

面积。

冷光烧蚀工艺可以避免引起热冲击和

小 到 10µm 或 更 小。 在 蓝 宝 石 晶 元

但是，在广泛部署 μLED 之前， 对底层材料的损坏。高脉冲能量具有

生长基板上使用现有的 GaN 制造技

有几项技术挑战需要克服。一是从外

独特的多用途工艺优势，由于光束可

术，能够产出几个微米间距的高密

延片分离晶粒，二是以微米级的精度

用于投射光掩膜，因此每个脉冲可以

度 μLED。

和可靠性将晶粒传送到基板。并且， 处理数百甚至数千个晶粒。因此，显

微 米 尺 寸、 高 亮 度 和 高 制 造 密

这些工艺必须与维修 / 更换方案兼容， 示屏行业广泛使用这些类型的激光

度的结合，使 μLED 极大地拓展显示

以解决不可避免的瑕疵晶粒问题。同

器作为批量生产工具，来生产用于

屏市场，使其不局限于目前使用的

时，它们必须与自动化兼容并确保高

OLED 和高性能 LCD 显示屏的 TFT

OLED 和 LCD 技术。例如，μLED 可

产出，因为 LED 行业的目标是将当

硅背板 ——毫无疑问，下一代 μLED

为 AR/VR 应用创建微型（例如，<1"） 前的总体成本降低 20 倍。μLED 顺应
高清显示屏。与此同时，它们也可用

了微型化趋势，不需要为减小尺寸而

于室内和室外的超大尺寸显示屏。

耗费大量成本改进工具。

激 光 剥 离 技 术（LLO） 将 成 品
μLED 晶粒从蓝宝石外延片剥离 ；

具有纳秒脉冲持续时间的高能紫

将大大增加。因此，对于像素间距比

外光激光，用于激光加工有多项独特

Jan/ Feb 2021

生产带来的优势包括 ：

激光工艺背景

小，给定尺寸晶元上生长的芯片数量

20

目前，激光工艺为 μLED 显示屏
•

使用 μLED 能够以高性价比生产
大型显示屏，因为随着芯片尺寸的缩

显示屏也会继续采用这一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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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转移（LIFT）将 μLED 晶粒从
载板 / 基板转移到最终显示基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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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用于从蓝宝石晶外延片上剥离 GaN 膜的 LLO 工艺示意图。

•
•
•

μLED 的激光修复功能可以解决

能加工基于其他材料（包括 AlN）的

由平移台上的编码器控制。“精准对

良率问题并降低缺陷率 ；

μLED。

位，一次扫描”是最近的一项技术进

在 UVtransfer 工 艺 中， 将 紫 外

步，也是 UVtransfer 工艺的核心，可

造 LTPS-TFT 背板 ；

光激光束通过光掩膜投射到蓝宝石晶

以进一步提高对准精度，从而实现更

按不同的聚合程度进行激光切割。

元之前，会将其形状改变为具有“平

小的芯片和更窄的走道。

以下是其中一些领域的最新重要

顶”的矩形光束。这种均匀的强度可

“精准对位，一次扫描”还消除

以确保在加工区域内的每个点上施加

了激光线边缘上的芯片被部分照亮的

相同的力。光学器件经过配置，使得

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通过平

准分子激光退火（ELA）用于制

发展。

LLO最新动态

每个高能脉冲都会剥离大面积芯片。 移台上的编码器监视粗略对准。但是，

激光剥离技术（LLO）可以将成

UVtransfer 工艺在 LLO 中应用高能量、 精细对准是使用闭环的智能视觉系统

品 μLED 晶粒从蓝宝石外延片剥离， 紫外光准分子激光脉冲，因此具备这

实现的，该系统使用芯片的棋盘图案

前面的 μLED 激光工艺中已经介绍过

种独特的多用途优势，此优势对于降

使晶元相对于光束对准。这样可以确

这一点。因此，在这里，我们只简要

低批量生产成本将发挥重大作用。相

保激光场的边缘始终与走道的中间重

回顾一下 LLO 对蓝色和绿色芯片的

干公司的另一个类似系统 UVblade 现

合，并且永远不会横穿芯片。

主要优势，包括最新的自动对准功能， 在已广泛用于柔性 OLED 的 LLO 中。

巨量转移LIFT

该功能现已成为开发工具的一部分。

基于准分子的 LLO 系统已经在

通常将蓝宝石作为最佳生长基板

多个 μLED 试验线中运行。最初，晶

UVtransfer 工艺利用激光诱导转

来批量制造 GaN μLED。但是，随后

元相对于投射（掩盖）光束的运动仅

移（LIFT） 的 原 理， 也 非 常 适 合 巨

必须将薄 LED 与蓝宝石分开，以便
为垂直结构 LED 创建第二个接触点。
此外，对于下游加工过程而言，蓝宝
石体积过于庞大，其厚度是 μLED 芯
片的 50~100 倍。这就需要从蓝宝石
基板上移走高密度 μLED，并将其转
移到临时载体上。
针对 μLED 的 LLO，相干公司开
发了 UVtransfer 工艺。LLO 工艺的工
作方式是从后表面（通过透明蓝宝石）
照射芯片。这会烧蚀 GaN 的微小层，
产生少量膨胀的氮气，从而释放芯片。
UVtransfer 工 艺 的 波 长（248nm） 还

激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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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对掩膜进行分度，使其相对于临
时载体移动一个单位的晶粒间距，以
便转移新的一列晶粒。
LLO 和转移之间的另一个区别
是 ：后 者 涉 及 到 粘 合 剂 的 烧 蚀， 所
需激光通量比 III-V 族半导体低 5~20
倍。这种高效率意味着较小的激光功
率即可实现高产量。
UVtransfer 工艺还有其他几个特
性也对其运作十分关键。例如，即使
贴附在载体上的晶粒与 TFT 基板之
间的间隙接近于零，也必须管理和控

图 4：UVtransfer对掩膜使用步进扫描工艺，以在显示屏上创建正确的间距。

制冲力，以成功转移每个晶粒，同时
确保放置准确且无损坏。具体而言，

量转移和放置所选芯片。这里的主要
挑战是间距差异巨大。晶粒在晶元和

所有激光能量都被动态释放层吸收， 必须在整个显示屏上优化力的大小和
动态释放层因而被蒸发。由于蒸气膨 方向，并保持一致，以便确保传输工

转移载体上排列十分紧密，目前的间

胀压力而产生的冲击力会将晶粒从载

距约为 1000dpi。但根据尺寸和分辨

体推到最终基板上，理想情况下晶粒

率的不同，显示屏上的间距可能只有

上不会有任何残留物。

50~100dpi。另外，芯片必须混合放置，

艺质量。
要在加工区域高度均匀且一致
地转移晶粒，就需要高度均匀的激光

LLO 工艺同时处理整个区域内的

照射，而这正是相干公司的核心竞争

每个像素位置都要放置红色、蓝色和

所有相邻晶粒，而转移工艺则与此不

力。这将形成高度均匀的 2D 场，然

绿色芯片各一片。

同，它会将晶粒的间距从原始晶片的

后通过光学方式将其重塑为正方形或

紧密间距，更改为最终显示屏的像素

长宽比较大的矩形，以符合应用需要。

现有的非激光转移方法在所需的

分辨率下无法达到必要的产量。例如， 间距。这就要使用光掩膜，例如采用
机械取放方法的速度和放置精度都很

每隔 5 个晶粒或每隔 10 个晶粒才照

有限，因此无法跟上当前的技术趋势。 射一次的模式。然后，当显示屏的下
另一方面，倒装贴片机虽然能够进

例如，对于 6" 晶粒的转移，晶粒上
的可用区域大约为 100mm×100mm。
如图 4 所示，在局部（单个晶粒）区

一个区域平移到位等待晶粒填充时， 域强度均匀，就可以在整个区域中均

行高精度贴片（如精度达 ±1.5pm），
但一次只能处理一个芯片。相比之
下，UVtransfer 既 可 以 提 供 高 精 度
（±1.5pm），又可以达到高产量，一
次激光照射可转移数千个芯片。
图 4 中显示了该方法的操作过
程。LLO 通过动态释放层将晶粒贴附
在临时载体上。这是一种可大量吸收
紫外光的温和粘合剂。临时载体和晶
粒与最终载体接近放置，最终载体通
常是已经用 TFT 背板制图、并覆盖
有粘合层或焊盘的玻璃或柔性面板。
紫外光从载体的背面照射进来。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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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高度均匀的“平顶”光束波形对于精确放置至关重要，但对处理规模却没有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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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地推出晶粒。因此，力始终是垂直

换方案兼容的生产技术平台。相干公

的，不会因光束波形呈高斯分布或倾

司 适 用 于 LLO 和 转 移 的 UVtransfer

斜状而引起横向偏移。在更大的（晶

与目前研究中的修复概念兼容。

Cover Story

还是可蒸发粘合剂。

总结

元宽度）范围内具有均匀的光束强度

该工艺的第一步是在晶元上找到

MicroLED 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开

同样重要，因为这样可以确保以相同

并去除缺陷晶粒。但是，这样会在临

发技术，可以拓展微型和大型显示屏

大小的力推动每个晶粒。

时载体上留下空缺（原本由缺陷晶粒

的性能和应用范围。毫无疑问，在实

所占据）。因此，必须在最终基板上

现量产之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

重新填充这些空缺。

但是，使用紫外光激光束的两种多

重要的是，UVtransfer 工艺可以
轻松支持比目前试生产更小的晶粒
（<5μm）和更狭窄的间距。实际上，

将 该 工 艺 仅 应 用 于 选 定 区 域， 用途工艺已经在试验线证明了其强
大的功能。更重要的是，UVtransfer

由于紫外光波长较短，将来可以实现

或 仅 应 用 于 单 个 晶 粒， 就 可 以 在

微米级分辨率。较小的晶粒所需的只

LLO 之 前 从 晶 元 上 去 除 缺 陷 晶 粒。 是完全可扩展的，可以对应越来越

是一个不同的投影掩膜。

然后，每个晶元上去除的晶粒会形

小 的 Micro LED 芯 片 的 趋 势， 而 无

μLED 显示屏要想在市场上获得

成一张地图，并进一步形成基板上

需进行成本高昂的再投资或工艺更

成功，既需要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又

缺失晶粒的地图。可以在巨量转移

换。客户工艺一旦开发完毕，由于

要不遗余力地朝着 100% 良率努力。 后通过类似的前向 UVtransfer 工艺

高 能 量 紫 外 光 激 光 器 的 可 扩 展 性，

若非如此，生产出数亿像素的显示屏

分别插入缺失的晶粒，只不过此时

这种经过实际考验的解决方案就能

将无法实现。但问题晶粒是不可避免

要使用指定的单束紫外光。激光功

轻松地转移到生产线，并符合当今

的，因此制造商只能采用与维修 / 更

率取决于激光烧蚀的是 III-V 族材料

和未来的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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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清洗与表面功能化

纳秒脉冲光纤激光器为
清洗和表面功能化提供灵活解决方案
纳秒脉冲光纤激光器，能提高清洗和表面功能化的效率及灵活性，并减少加工过程对
基底材料的损伤。
文/Mike Poulter，Jack Gabzdyl

长

期以来，纳秒光纤激光器

热。 与 传 统 的 Q

一直是一种可靠、经济高

开关激光器不同，

近年来，纳秒级光纤激光器的新发

可以在高脉冲重

展，已经让它们超越了典型的打标应

复频率下保持峰

用。在保持光纤激光器相对较低的价

值 功 率， 以 提 高

格以及免费维护的前提下，这些新光

某些加工的速度。

源以更高的脉冲能量、更高的峰值功

针 对 清 洗 应 用，

率和更高的平均功率为特点，正在微

这些新型纳秒光

机械加工应用，如薄片切割、连接和

纤激光器还提供

表面处理等领域开辟出更广泛的应用

了一系列光束质

空间。

量 选 项， 这 为 优

效的材料打标工具。然而， PulseTune 功能还

SPI Lasers 公司的新型纳秒光纤

化能量和峰值功

激光器，能够产生高达 50kW 的峰值

率密度提供了另

功 率 和 250W 的 平 均 功 率。 利 用 直

一 个 维 度， 从 而

接调制的种子激光技术和脉冲调谐

实现了对表面积的最佳覆盖。

图1：手持式激光清洗头。（图片来源：4JET Technologies GmbH）

高水平的控制，使能量控制更加精确，

（PulseTune）功能，这些激光器能提
供 3~2000ns 的多功能脉冲持续时间

洗的表面输送能量方面，也提供了更

激光清洗与烧蚀

可重复使用，产生的废料更少。

当清洗表面时，我们主要关心的

激光清洗还具有惊人的可适用

烧蚀和表面功能化。其中的关键是脉

是去除不需要层，同时还要最大限度

性，不管是清洗微观表面还是清洗类

冲特有的时间形状特性。这些脉冲的

地降低对基材的影响。现有的工艺包

似飞机和建筑物中的大型表面，激光

特征是 ：具有一个快速上升沿和一个

括机械刷洗、喷砂以及化学或干冰处

清洗都能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因此，

指数衰减的下降沿。

理。刷洗和喷砂都可能非常脏，噪音

商业激光清洗系统正在开发多种不同

与更接近高斯形状的脉冲相比， 很大，材料消耗和机器磨损程度也很

的结构。有些系统是半便携式的，带

控制，使输出优化，以便用于清洗、

PulseTune 功能的输出，在更早的时

高。另一方面，化学处理可能涉及对

有手持处理头，其中至少包含一个振

间内超过烧蚀阈值，使总脉冲能量得

环境有害的溶剂，导致消耗品和废物

镜扫描轴，以使光束能扫描被清洗的

到更大比例的利用，并最终实现更高

处理的高成本。激光清洗为这些问题

表面（见图 1）。其他系统采用运动控

的工艺效率、减少基板材料的残余加

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同时在向被清

制方案进行高精度加工，或使用机械

24

Jan/ Feb 2021

www.laserfocusworld.com.cn

Laser Focus World China 激光世界

工业激光专栏
和清洗速度。
最 近， 去 除 涂 漆 或
阳极氧化表面已成为商

Industrial Laser Column

的是，有效去除表面锈迹所需要的激
光参数，与最佳去除渗透性锈迹所需
要的参数不同；
事实上，它们恰恰相反。

业应用中颇为关注的话

激光清洗也正在取代传统的焊接

题， 这 类 清 洗 就 非 常 适

准备方法，即在金属焊接前，有选择

合 采 用 激 光 清 洗 方 式。 地从金属上去除保护性电偶层。图 4
试 验 表 明， 清 洗 质 量 和

显示了从低碳钢中去除氧化锌，以便

清洗速度会因涂层和基

于焊接和随后的重新镀锌。在这种应

材 的 厚 度、 化 学 成 分、 用中，最长、能量更高的纳秒脉冲，
图2：从金属板上选择性地去除粉末涂层。

颜色和表面光洁度而发

有利于氧化物的去除和获得最佳边缘

生 显 著 变 化。 这 就 强 调

质量。在 200W 平均功率下，可实现
大于 100mm2/s 的清洗速度。

臂进行多维表面清洗或远程清洗，这

了优化激光输出以满足手头工作的重

一点对于核设施的处理特别有用。

要性。图 2 中的铝板，先施加了黄色

另 外， 激 光 清 洗 还 可 以 用 于 后

值得注意的是，光 - 物质相互作

涂层，然后是红色涂层 ；图中显示了

处理，以实现美观性和相应的功能

用的机理，对于所有激光清洗应用并

只去除红色涂层和两种涂层都去除的

性。图 5 显示了不锈钢焊缝和激光雕

不都是一样的。有效的清洗方案可以

加工效果。激光器的输出经过优化， 刻的车辆识别号（VIN）的清洗，以

包括烧蚀、蒸发、熔化和通过产生蒸

每次有选择性地移除一层，而不会损

获得更高质量的表面美观度和更清晰

汽压力喷射熔体的组合。

坏下面的一层。最后一步，用相同的

的辨识度。在后一个案例中，同一台

激光对裸金属进行白色标记，以提高

200W 纳秒光纤激光器用于雕刻标记，

图像对比度。

并通过重新优化激光参数用于清洗。

一般来说，清洁过程的效率取决
于许多参数。在理想情况下，激光应
该很好地被待清洗的层吸收，但要保

去除金属上的铁锈和氧化层是另

激光清洗的需求不仅来自传统市

证激光能量低于基底材料的相关工艺

一种激光清洗应用，激光清洗方案由

场，还来自于新的终端用户市场，例

阈值。这种方式可以使该工艺具有自

于其提供的速度和灵活性而越来越受

如快速增长的电动汽车产业。电动汽

限制性，即使过度加工也不会对基底

欢迎。从金属上除锈的过程与去除油

车行业的应用驱动了对激光清洗的需

材料造成显著的损坏。这可以通过优

漆层类似，但有一个关键区别 ：铁锈

求，例如从电机发夹上剥离 PEEK、

化激光波长或调整光束参数来实现， 和氧化物能够对大块材料进行化学腐

PI 和 PAI 涂层，从电池箔上去除特殊

这些参数包括脉冲能量、脉冲持续时

蚀、点蚀和渗透，使其不仅存在于表

涂层，以及清洁汽车轮胎模具工具等。

间（峰值功率）和光束轮廓（能量和

面（见图 3）
。为了完全去除基底材料

峰值功率密度）。激光清洗的关键性

上不同程度的锈迹，还需要用雕刻的

能指标通常包括表面质量、边缘质量

方法去掉薄薄的一层基底材料。重要

a)

µm

表面 <100 µm

凹陷 <200 µm

a)

渗透 <250 µm

0
100
200
300
400

低脉冲能量，
低PRF，高M2

钢铁
锈蚀

级别 1

高脉冲能量，
低PRF，低M2

级别 2
b)

图3：金属中的锈蚀或氧化物腐蚀的程度（a）以及
钢链除锈实例（b）。

级别 3

b)

68.3 µm

1430.5
1000

60 µm
50
40
30
20
10
0

500

500

0 µm
0 µm

1000

图4：去除低碳钢上的氧化锌，为后续焊做准备。

激光世界

Laser Focus World China

www.laserfocusworld.com.cn

Jan/ Feb 2021

25

Industrial Laser Column

工业激光专栏
用。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形成微结构，
显著增加核池传热系数，不仅能提高
纯流体的沸腾效率，而且还能提高二
元混合物的沸腾效率（图 8）。
新的纳秒激光毛化技术也可用于
100 µm
图6：在不损坏玻璃基板的情况下，从显示面板上
去除ITO的边缘。

b)

控制表面的润湿性，以提供疏水性和
亲水性。这是用于水介质或其他腐蚀
性环境中的部件的重要特性，以防止
腐蚀，延长使用寿命。图 9 显示了用
纳秒脉冲光纤激光器对不锈钢进行功
能化处理，产生的疏水表面接触角超
过 145°。
新的纳秒光纤激光器提供了一个
灵活、经济的参数范围，使得用于清
洗、烧蚀和表面功能化的下一代光源

图 5：不锈钢焊缝的激光清洗以及激光雕刻车辆识
别号（VIN）的后处理清洗。

图 7：不锈钢板的激光抛光（图片来源：H e r i o t
Watt University）

成为可能。这些激光器允许用户选择
性地去除材料，并且在速度、可控性
和一致性方面均保持满意效果。全球

在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中，新的
纳秒光纤激光器正在取代固态光源，

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行业都开始采用激

有选择地、精确地从玻璃上去除透明

光清洗技术，以提高生产率，降低成

导电层薄膜。从图 6 中的案例可以看

本。从电池、电动汽车到太阳能等各

出，铟锡氧化物（ITO）已经被快速

种市场，都是纳秒脉冲激光器在清洗
和表面功能化应用方面大显身手的重

有效地去除，以便在显示面板上进行
微孔

切边处理。使用 200W 纳秒脉冲光纤
激光器，能以接近 20cm /s 的速率去
除这类薄膜层。

激光表面功能化

40

新的纳秒级光纤激光器已经超越了清

25

的专有领域。由于峰值功率和功率密
度的提高，纳秒级光纤激光器正推
动着表面摩擦系数的增加和减小、流
体力学中的阻力降低或机械破碎系
统效率的提高。图 7 显示了一个激光

水

35
30

而这些应用在之前被认为是超快光源

a)
a)

传热系数 (kW/m2)

随 着 应 用 范 围 的 不 断 扩 展， 最
洗应用，延伸到了表面功能化应用 ；

要舞台。

20 µm

2

250 kW/m2
225 kW/m2
200 kW/m2
175 kW/m2
150 kW/m2
125 kW/m2
100 kW/m2
75 kW/m2
50 k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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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图案宽度 (mm)

2.5

图8：用于提高流体沸腾效率的不锈钢激光毛化。

有重要意义。

表面抛光的例子，这是通过受控的

表面功能化的另一个令人兴奋的

Marangoni 流实现的 ；这项应用对高

应用领域是不锈钢的激光毛化，用于

精度工具、模具和医疗植入物领域具

蒸馏、石油化学、制冷和核能发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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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用纳秒脉冲光纤激光处理的不锈钢的疏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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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焊接

可调制脉冲激光用于激光焊接工艺
利用激光脉冲调制技术，精确控制输入到材料中的热量，可提高焊缝质量，防止开裂。

文/Barbara Stumpp

光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工具，

激

在制造过程中的转换时间
可以忽略不计 ；但在某些

领域，如在焊接中，它们的应用仍不
理想。在激光焊接过程中，仍然会出
现裂缝和材料熔合问题，这无疑会影
响加工质量。德国 Sigma Laser 公司
CEO Shervin Rahimi 与德国斯图加特
应 用 技 术 大 学（THM）Klaus Behler
教授的团队展开合作，研究解决这
些问题的方法。他们研究了激光脉冲
时间调制对裂纹和焊缝几何形状的影
响。这项高质量的研究结果，对医疗
技术和航空航天等多种应用都提供了
有价值的参考。
激光沉积焊接是一种将金属分层

图1：使用新开发的超脉冲技术（SPT）调制激光脉冲，可以精确控制输入到材料中的热量，并且使焊接
工艺最适宜所用材料的凝固特性。（图片来源：Sigma Laser GmbH）

（见图 1）。

的使用。钛和铝与氧、氮和其他气体

本研究项目使用的焊接材料为丝

会发生反应，与氧或氮接触的面积越

施加到焊件上的一种工艺。当与超脉

状，与激光粉末沉积焊接不同的是， 小，发生反应的可能性就越小。相比

冲技术（SPT）产生的聚焦激光束结

当使用丝状材料时，涂层材料可以

之下，使用粉末材料则会加大材料与

合使用时，这项技术可以对小表面进

100% 进入待加工材料表面。这个过

空气的接触面积。

行高分辨率处理。一些制造商认为脉

程相对较快，带来的变形也很小。熔

硬质材料或高合金金属药芯焊丝

冲辐射也能为“金属焊接的完整性” 敷层与基体连接，有利于冶金作用， 的使用，进一步扩大了应用的可能性。
带来积极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材料、几何
形状和激光脉冲参数的不同，裂纹和
其他焊接缺陷会导致焊接表面粗糙，

因此比其他焊接方法更牢固。熔敷层

由于激光加工的精确度，即使是复杂

也很致密，保护更持久，而且加工过

的几何图形也能被熔覆。激光的可控

程环保无浪费。

性可以保证高重复性，进而提高生产

丝状材料激光沉积焊接还具有不

效率（见图 2）。此外，几乎所有金属
都可以通过脉冲调制进行加工。

从而影响整个工件的质量。这种焊接

受重力影响的优点，使其更容易在复

缺陷是无法被接受的，特别是在医疗

杂表面上使用。金属丝更小的表面积

当涉及到昂贵部件的有效修复或

器件中。在熔融体积小的情况下，存

减少了与空气不必要的反应，从而促

功能层的应用时，激光沉积焊接可能

在焊缝区域过热和损坏工件的风险

进了钛和铝等对空气反应敏感的金属

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与其他涂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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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激光沉积焊接也是一种经济有
效的解决方案。

缺少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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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秒和微秒范围内调节脉冲，调制频

通过对焊缝熔池的精确过冷，由

率高达 3000Hz。

于脉冲调制，能够形成具有精细的微

解决焊接问题

观结构和高延展性的优良焊缝。

稳定焊接过程

该方法在工具和模具制造方面也

激光器的起始脉冲以 1.2ms 相对

从焊丝在工件上产生一个焊接熔池， 具有显著的优势，这无疑又拓宽了脉

较短的脉冲熔化焊丝和基材，随后调

但是高脉冲峰值功率会迅速使熔池金

冲激光系统的应用范围。例如，在脆

制的至少 2ms 的后续脉冲，保持工艺

属过热，并经常导致焊接缝裂纹。激

性材料（如铸件和碳钢）加工方面， 稳定，并控制进入熔化区的热量输入

光脉冲调制能精确控制输入到工件上

该工艺能显著提高材料的可焊性，并

持续时间，从而控制熔池动力学。在

的热量，使焊接过程可以适应使用材

将返工成本降至最低。

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聚焦位置设置

在激光沉积焊接中，脉冲激光束

料的凝固特点（见图 2）。与传统的激
光焊接相比，该技术能让用户控制熔
化金属在凝固时的形核率，形成晶粒

的工艺要求来调整光束直径，例如，

可能性探索

选择比焊丝直径大 0.2mm 左右的光

由于激光光束良好的可聚焦性，

束直径，以充分保证堆焊期间的堆焊

非常精细且均匀的焊缝微观结构（见

它具有处理分辨率高、可加工小型复杂

图 3、图 4）。对于异种金属材料，如

表面的特点，如医疗器件，脉冲辐射改

钛 / 铝、钛 / 不锈钢等，可以提高接

善了表面加工质量以及焊接金属的冶金

可以设置较长时间如几毫秒的中断。

头的延展性，避免裂纹的形成。

性能。涂层材料为直径小于 0.8 mm 的

这可以确保一个过渡的冷却周期，限

激光功率

焊丝。在德国的研究项目中，激光脉

制熔体体积和基材中热影响区的温度

材料焊接。
在启动脉冲和稳定脉冲之间，还

冲是由灯泵 Nd ：YAG 激光器产生的。 升高。调整控制，使焊接深度足够，
脉冲峰值功率

一个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是新开发

中等功率

以实现焊丝与母材的完全连接。

的 SPT 控制技术，它可以在短期范围

此外，所设置的脉冲频率决定了

内调节激光脉冲，并可以将中断时间

焊缝的距离，增加调制频率可以使焊

减 少 到 50μs 以 下。SPT 控 制 允 许 在

缝更加均匀，几乎可以完全减少飞溅。

时间
调制的单脉冲

脉冲调制应用

图2：高精度调制的脉冲激光。（图片来源：Sigma
Laser GmbH）

基 于 他 们 的 发 现， 来 自 Sigma
Laser GmbH 和 THM 的团队，利用脉

其他金属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冲调制技术将不锈钢和钛合金结合起

例如，焊接钢材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

来，对医用植入物或医疗器械进行了

任务，焊接难易程度取决于钢材的碳
100 µm

含量和熔化后可接受的冷却速度。在
这里，脉冲调制控制熔化金属动力学
和调节冷却速度，在某些情况下，可

图3：在没有脉冲调制下的焊缝情况，由于激光功
率过高会出现较多的不规则性和飞溅现象。（图片
来源：Sigma Laser GmbH）

多种材料和组合的试验。这些技术非
常适合小尺寸薄涂层的工件，以及需
要低能量输入和适应传热的材料的凝
固行为。

以提高钢材的可焊接性。
脉冲激光器在焊接难熔金属，如

初步应用表明，调制激光脉冲堆

钨、铌、锆、钽、钼等高达 3500℃的

焊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需要特别注意

高熔点合金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尽

的是，在每种情况下，工艺必须根据

管这些合金由于具有极强的耐蚀性、

所使用的材料以及与工艺有关的反应

低热膨胀率、高导热性和良好的导电
性等特点，在许多类型的制造中难以
加工，但它们却是高科技领域中不可

激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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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µm

图4：脉冲调制焊接得到的一条无瑕疵的均匀焊缝。
（图片来源：Sigma Laser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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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
这些研究结果激起了航空航天、
造船等行业人士的广泛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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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熔覆

激光熔覆为刀座提供磨损保护
采用激光熔覆工艺修复锯木厂磨损的刀具，使其具有更加长久的耐磨性，并
帮助锯木厂节约了80%的生产成本。
文/Ursula Herrling-Tusch

木料加工厂，每天需要对无

在

图 1：四个圆形刀座暴露在极端环境之中：需要
去除残余的树皮以及不规则状物体，还需要把倒
角磨成光滑的平面。

数根长达 22m 的原木进行去

皮和测量，最终把它们加工

成木材。“该加工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
线设备和工具，会经受极大的工作负
荷。”这一看法来自德国一家先进的锯
木厂 Egielshoven 公司。当谈到如何修
复重度磨损的圆形刀座时，该公司给
出的解决方案是使用 Pallas 公司的激
光熔覆工艺。这是专门针对高压零件
的修复工艺。
Eigelshoven 公司成立于 1887 年，
其 带 锯 的 日 生 产 量 可 达 到 1000 立 方
米。目前，他们业务主体的 80% 是云杉，
20% 是道格拉斯冷杉。该锯木厂 50%
的 客 户 来 自 德 国，30% 来 自 比 利 时、
荷兰以及卢森堡，还有 10% 来自法国
和英国，剩余的客户来自海外。该公
司以“对尺寸公差要求严苛、对表面
质量要求始终如一，以及较高的加工
和处理质量”而在业内极富盛名。

从树干到结构性木材
原木被运离木场之前会进行切割
处理，原木喇叭状的根部就会被锯掉。
随后，对原木进行去皮，并检测其中
是否含有金属碎片、钉子以及弹头。
在激光测量好原木的长度、直径以及
所有规定的特征参数（如翘曲或椭圆

这些测量数据会被分配到用户订单中。这个基于电脑的加工过程，将决定

度）后，在下一个环节——横切环节中，

哪种长度的原木被横切，以满足哪位客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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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木来到锯木厂，在这里完整的客户订单数据将被下

久耐用的修复方案，因为在轧机中每天运行的此类旋转切

载到一台四线程的轧机中，它是由四把带有磁力引导系统

削头共有 4 个。但是，由于前期的尝试效果并不好，这使

的带锯构成的。在一个内联进程中，每根原木此后都会以

他怀疑是否真的能找到所谓的持久耐用的修复方案。令人

28~105m/min 的速度通过长 80m、宽 15m 的带锯生产线。 欣慰的是，之后他见证了 Pallas 公司在修复几个磨损轴承
根据先前制定的最佳切割方案，原木会自动旋转到正确的

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使他备受鼓舞，再次尝试寻找修复

方向。

方案。

在下一个阶段中，切削机将去除原木上两个相对弯曲

当他遇到夹具因磨损而不得不进行更换的问题时，他

的侧面。该加工过程中所使用的圆形刀具被固定在夹具上。 选择求助于 Pallas 公司。Pallas 公司给出的建议是采用激
采用电脑辅助的嵌套计划，带锯将根据客户订单将原木从

光熔覆实现受损结构的表面重构。凭借精准的热输入，这

中间切开，而带锯也会对剩余材料执行进一步的有效加工。 种制备工艺实现了具有最小翘曲的高精度表面涂敷层。可
接下来，原木将旋转 90°角，第二台切削机将会去

以通过同心布置的喷嘴，将涂层材料熔覆到待处理的表面

除其余的两个曲面，从而形成一个矩形的块状木材。随后， 区域，并且涂层材料与母材一起熔化。在熔池中两种材料
块状木材会在具有一个水平轴和六个垂直轴
的可调圆锯之下，被切割成木板。在分类单
元中，无用的木板片会被剔除，合格的木板
被堆叠并捆扎好后提供给顾客。最终，切割
成形的木材要经过一系列环节 ：规划到毫米
精确度的精准截断、全自动六轴加工（连接）、
浸渍和干燥。

刀具决定速度
每天 1000 立方米的日生产量，将会对
切削设备中的圆形刀具夹紧装置带来极大的
工作负荷。木材上的残余树皮、不规则状物
或是树枝导致的粗糙表面，将被磨成光滑表
面。这些粗糙的表面往往事先被固定在一个

图 2：由于精准的热输入，激光熔覆使得受损结构的表面重构成为可能。

直径 750mm、厚 300mm 的铸铁转子圆盘上，通过附近 4

之间通过冶金方式结合成为具有较低稀释的致密涂层。此

把 15cm×28cm 的 刀 具 切 除。 另 外 4 把 仅 7cm×7cm 的

外，该涂层所具有的近净轮廓质量，将意味着能将后续处

较小刀具，用于木材的光滑平整作业。通过矩形刀具夹

理的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见图 2）。

紧装置，将这些刀具固定在转子圆盘上（见图 1）。
与轧机中的所有锯刀一样，转子圆盘上的这些刀具每

一点一点修复

天都需要更换，换下的刀具在 Eigelshoven 公司的研磨车

Pallas 公司正面临一项特殊挑战，即夹具存在不同程

间中被再次打磨削尖。对于切削质量和速度，转子圆盘的

度的磨损。磨损区域的硬度也呈现出极不均匀的分布，硬

切割器中夹持小刀的刀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长

度上的差异高达 40HRC。正因为如此，Pallas 公司决定使

期摩擦过程会导致刀具磨损，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刀座

用不同耐蚀能力、材料硬度等级为 50~63HRC 的不同材料，

左右两侧形成损坏点。木材进入到这些凹陷处，就会由于

对全部 4 个夹具进行试验。然而，受损夹具表面的不均匀

木材纤维的磨损碎片而导致无效切割。与此同时，切削设

状态，使得无法采用任何高速连续钢涂层的加工方法，这

备的效能也将大幅降低，进而难以维系目标日产量。

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工介入（见图 3）。

在 考 虑 到 更 换 这 样 一 个 刀 座 产 生 的 高 额 成 本，
Eigelshoven 公司技术总监 Rainer Oprei 一直在寻求一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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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as 公司激光部门负责人 Rodion Honisch，为一项
任务开发了一种模块化程序。该任务使用 Laserline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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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修复材料，该材料已经在第一次修复中充分显示出优
越性。
对于 Pallas 公司而言，后续的订单也意味着必须寻求
一种降低手工处理的新方法，以确保修复工作具有交稿的
成本效益。这个问题涉及刀座的形状，因为它可能会阻碍
到激光头的定位。考虑到磨损样式，Pallas 公司激光部门
负责人 Rodion Honisch 还进一步从磨损形貌着手，通过对
磨损点的预铣削，来完成表面的均一化处理。他的方案是
将大约深度为 7mm 的表面完全铣削掉，以便于所涂敷的
重构涂层能够充分牢固地熔入母材之中。由于刀座被过度
磨损，所以第一步是用奥氏体不锈钢 1.4404（316L）构
建出一个略微隆起的连接边缘，然后在其上完成已磨损部
分的基本结构重构。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熔敷一层硬度为
63HRC 的高速钢作为磨损保护层。

图 3：Pallas采用硬度等级为63HRC的高速钢作为磨损保护层，涂敷在圆形刀
座上。

经过表面处理的铸铁转子，在一个月前已经运回了

的 一 台 6kW 半 导 体 激 光 器， 波 长 位 于
900~1030±10nm 的近红外波段，该激光
器可以工作在连续波和脉冲模式。该激
光器的输出脉冲能与受损区域的特定形
态相适配。Pallas 公司还开发了一种激光
硬化工艺，并且安装了相应的激光设备。
采 用 这 样 的 方 法，Rodion Honisch
能够选择从哪里开始重构——既可以从
侧面开始，也可以从下沿开始。在极短
的激光脉冲下（激光仅持续 200ms），将
激光能量选择性地应用到材料上，以便
能一点一点地逐渐修复复杂的几何结构。
鉴于近净轮廓质量的优点，具有涂层的
刀座只需要极少的后续处理（见图 4）。

连续运转一年后无磨损
Oprei 将这些已修复的圆形刀座安装
回一台锯木厂的切削机中，以便测试激
光熔覆在该机器日常运转的恶劣条件下

图 4：涂层材料采用同心布置的喷嘴涂敷于待处理表面，并且涂层材料与母材一起熔化。

的耐用性能。一年后，Oprei 在检测磨损程度时惊讶地发

Eigelshoven 公司，目前正在应用中。Oprei 信心满满，他

现 ：在四把刀座中，经过激光熔覆修复的一把刀座竟丝毫

表示现在转子已经满足了他对长期使用寿命的期望。修复

没有磨损迹象，而其余三把有极小的磨损痕迹。一般说来， 处理能比购买一个新单元节约 80% 的成本，也也是该解
经过一年的运转后，圆形刀座将被完全磨损。Oprei 委托

决方案的一个可取之处。通过激光熔覆工艺，切削机上的

Pallas 公司修复一把磨损严重的圆形刀座，这次使用了特

刀具获得了更持久的磨损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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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快加工

激光加工技术在电子工业中的应用
相比于传统的机械加工和连续激光加工方式，超短脉冲激光加工在电子工业
应用中更有优势。
文/Anders Pennekendorf

光加工包括切割、划线、钻孔或结构制造等方式。

激

激光加工不仅要速度快、精度高，而且还必须
保持高产量——因此，将激光应用到工业制造

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激光行业正在不断创新，以进一
步优化加工工艺，确保高质量的加工工艺。
今天，激光分离技术（包括激光切割、钻孔等）与传
统的机械加工相比，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可控性，最重要
的是它的加工质量非常高。
随着电子元器件的尺寸越来越小，构造越来越精巧，
对加工精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是为什么在微加工中

图1：激光并行加工陶瓷材料。

速的电开关过程。这就要求较高的电连接质量 ：电池组越

保证加工质量和加工精度特别重要。激光的精密加工特性， 复杂，电子元件就越复杂。
使其优于传统的机械加工，如锯或铣削等。激光加工系统
具有较高的适应性，根据设计好的程序就可以实现高质量
加工，无需在生产过程中反复返工以达到最终加工要求。

激光微加工陶瓷材料
传统的加工方法已经证明，使用陶瓷作为加工材料有

激光加工的另一个特点是其能加工的材料广泛，包括金属

其自身的缺点。这种材料天生很脆，用锯或铣削技术切割

（如铝、不锈钢、铁和钛）和非金属（如塑料、复合材料

或钻孔，很容易因为基材应力变化而导致裂纹或破损。因

和陶瓷等）（见图 1）。

此，只能在较低的速度下加工陶瓷，并且铣头和锯片磨损
严重，运行成本较高。此外，陶瓷加工常常需要反复返工，

电子元器件应用需求

以达到较高的加工质量。

高性能陶瓷材料由于其优异的电学、机械和热力学特

激光划线技术可以成功地应用于陶瓷材料的加工，并

性，已经成为微精密制造工艺中不可或缺的材料，被广泛

有其独特优势。事实上，正是激光加工陶瓷的应用，使激

应用于各个领域。例如，将陶瓷作为载体材料，应用到现

光成为工业应用中一种可靠的加工工具。即使在今天，用

代电子元器件的生产中。

激光加工陶瓷仍然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和广泛应用

高性能的陶瓷组件可用于电动汽车的驱动控制、汽车

价值的工业应用。使用常用的激光划线方法在陶瓷基板上

零部件和动力工程。一般应用的都是陶瓷覆铜板，它是在

设定好的位置划出断线，然后用机器或人工沿断线位置将

高温下将铜箔直接键合到氧化铝或氮化铝陶瓷基片表面上

陶瓷材料掰开，以此实现陶瓷材料的精准切割（见图 2）。

的特殊工艺制成，其中氧化铝或氮化物作为隔离层，铜化

CO2 激光器波长在 9.4~10.6mm 之间，能以连续方式输出

合物组成导电层。
电动汽车产量的增加，对高性能电池的需求也越来越
多。高能电流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传输，而且必须实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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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二氧化碳（CO2）激光器主要用于激光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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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可高达 250W 的功率。因为 CO2 激光器的热效应显著，
因此加工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如在基板上会产生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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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能够确保加工表面的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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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激光切割陶瓷基板，可以实现实现任何几何形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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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用超短脉冲激光切割陶瓷基板。

0.1

0.6
0

0.0
0

0.0

0.7
0

0.3
0
mm .4 0
.5

0

割。另一方面，激光钻孔可以实现非常小的孔径。根据孔

45
40
35

µm

30
25
20
15
10
5
0

化微珠、残渣溅射、表面变光和微裂纹等。即使使用脉宽

径的不同，可以采用套钻或冲击钻来获得理想的几何形状。
在基片上去除材料可以产生腔体结构，就能将微芯片或电
阻嵌入腔体。激光加工可以精确控制烧蚀深度和腔体的几
何形状。
除了陶瓷基片和陶瓷线路板，激光切割、钻孔和划线
工艺也可应用于电子线路板。用激光将一整块电路板分割
成多个小块的过程，称为激光脱板。

为几十纳秒的激光器，也会产生类似的加工副作用。
而超短脉冲激光加工属于冷烧蚀过程，可以减小热应

切割电路板

力，在基板上划线没有毛刺产生。脉宽为 10ps~200fs 范
围内的超短脉冲激光，其峰值功率特别高，高重复频率脉
冲作用在工件上，能直接将材料从固态转变成类等离子体
聚集状态。此外，工业应用的超短脉冲激光有多种波长可
供选择，如 1064nm 的红外光、532nm 的绿光和 355nm 的
紫外光。
由于超短脉冲激光切割陶瓷的断裂边缘精度很高，微
裂纹不会引入到基体中，因此材料不会发生断裂。通过工
艺优化，超短脉冲激光可以实现深度为 20~70µm、无毛
刺的连续切口，这就保证了陶瓷电路板的高质量和精准分

图4：激光脱板工艺之前的电路板装载。

用激光切割技术将整块电路板分离成小块，是目前市

离。由于切缝质量的提高，陶瓷线路板的断裂强度也随之

场上最先进的工艺之一。与传统的机械铣削和锯削相比，

上升，因此也提高了生产效率。此外，超短脉冲激光加工

激光脱板技术是用激光逐层烧蚀材料实现的，与材料无接

产生的残渣比 CO2 激光加工产生的残渣要少得多，这大

触。激光无接触加工无磨损，运行成本低，且加工质量有

大减少甚至完全消除了后续的清理步骤（见图 3）。

保证，因此对公司来说非常有利。激光切割时，面板无缝

超短脉冲激光也可用于其他加工，如钻孔、切割和制
造腔体结构。在这些加工过程中，材料的烧蚀是逐层发生

结合在一起，能增加 30% 的空间利用率。同时激光加工
不会产生剩余材料，降低成本（见图 4）。

的。基板要么被完全切割，要么被烧蚀到预定的深度。采
用脉冲宽度为皮秒和飞秒量级的激光源，产生的热应力最

展望
在超短脉冲激光技术出现之前，CO2 激光器一直占领
着电子工业中的切割和划片市场。对更精细、更高质量的
电子元器件日益增长的需求，影响了整个印刷电路板市场。
例如 LED 灯、烟雾探测器或 MP3 播放器都需要更精密、
更高质量的电路板。为了应对更高的电路板需求，近年来
业界已经开发并应用了多种激光技术。柔性电子产品市场
的不断发展，激发了激光加工的潜力。例如需要在柔性基
片上更快速、更便捷地构造薄层，这为激光制造工艺提供

图3：超短脉冲激光正在陶瓷基板上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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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光学元件

衍射掩模设计将 3D 成像带入标准
CMOS 图像传感器
CMOS图像传感器上的光学编码透射衍射掩模，可以生成高质量2D彩色图像和近场深
度图。
文/Gil Summy，James Mihaychuk

3

D 成像是安全、消费电子、汽

光到达有源硅中的像素光电二极管之

模块组件。但是，与任何图像传感器

车和许多其他行业中许多人机

前，对光进行折射和滤除，微透镜和

一样，就数值孔径（NA）、主光线角

视觉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

CFA 强烈影响光谱响应和色彩准确 （CRA）和对准公差而言，选择兼容

为它被广泛使用，所以减少硬件、尺

性。TDM 设计经过优化，可与原始

寸和计算负荷都是有益的。本文概述

2D CMOS 图像传感器的这些必不可

了 加 拿 大 AIRY3D 公 司 开 发 的 一 种

少的微光学结构兼容。

通过衍射过程，TDM 设计为将
通过衍射过程，TDM 设计将相位 / 方

3D 计算机视觉方法 DEPTHIQ，这是
传统 3D 成像技术的一种更简单、更

的镜头仍然很重要。

位信息编码为光强度分布。这种通常

TDM设计概述

“隐藏”的自由度，包含有关发光源

TDM 的物理基础是相位光栅的

深度的信息。TDM 使用基于菲涅耳

衍射。因此，TDM 是透明结构而不

衍射的近场光学现象的过程提取方位

DEPTHIQ 技 术 将 光 学 编 码 透

是有损掩模，并且不依赖于不透明的

信息。具体来讲，由诸如衍射光栅的

射 衍 射 掩 模（TDM） 放 置 在 标 准

光刻图样化特征。这样可以通过少量

周期性结构产生的光场，通过被称为

CMOS 图像传感器上，以生成高质量

的后处理步骤，将 TDM 添加到任何

泰伯效应的自成像现象来描述。这是

的 2D 彩色图像和本质上相关的近场

现有的图像传感器设计中。

光的相位和强度都在光栅附近形成分

实惠的替代方法，可以实现更快、更
便宜和更小巧的 3D 视觉系统。

由 于 TDM 通 常 只 有 几 微 米 厚， 形衍射图案的现象。

深度图。
在大多数 CMOS 图像传感器的

因此通常可以将 TDM 添加到图像传

顶部添加两层薄的透射材料（统称为

感器中，而无需更改镜头或其他相机

TDM），可以提供 3D 传感功能，并
且不会降低 2D 图像质量。这些层使

TDM垂直和水平光栅

光学设计注意事项
TDM 及其相机模块的设计不仅
取决于 2D 成像要求，还取决于 3D

用来自相位光栅的衍射过程，来实现

规格，例如所需要的深度探测范围和

用于 3D 图像捕获的紧凑、低成本、

相对深度精度。深度精度通常表示

低计算量的解决方案。

为相对于到目标物体的已知地面距

图 1 显示了透明 TDM 如何应用
于常规 CMOS 图像传感器。简单来
说，透明材料在微透镜阵列上形成衍
射光栅。这对微透镜和色彩滤波阵列
（CFA）的性能影响都很小。通过在

激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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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百分比误差。例如，众所周知
图1：透射衍射掩
模（T D M），其垂直
和水平光栅放置在标准
CMOS图像传感器上。

的市售立体相机要求
其有效范围为约 20cm
至几米，并且绝对误差
不超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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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性能将取决于 3D 成像解 CRA
决方案的预期用途，以及在照明

0°

30°

0°

围内进行有用的操作，必须考虑

和对比度方面的部署细节。不过，

光学设计人员还必须展示在
配 置 了 TDM 的 情 况 下， 从 图 像

宏观和像素级光学设计参数的组

Si

可以通过结合 2D 图像捕获规格以 M2
及所需的深度范围和精度，来临 M1
时指定 3D 成像系统，无论是基于 Si

合。角度灵敏度不仅与 TDM 特征
M1 有关，而且与透镜的 NA 有关。
M2

前照式

TDM 还是其他方式。

器设计，以确保在所需的深度范

30°

TDM光栅设计参数

背照式

图2：微透镜从像素阵列中心附近的零度，到阵列极端外部边缘
附近的30°的CRA变化示意图。

可以定义许多主要的 TDM 几
何设计参数（见图 3）。可以适当

传感器轻松重建高质量 2D 图像的能

阵列边缘的像素中的透镜阴影（渐

改变这些几何特征，以优化深度精度

力。要评估的图像质量关键指标包

晕）效应，每个微透镜的中心都相对

和 2D 图像质量。

括调制传递函数（MTF）、量子效率

于有源硅中相应光电二极管的中心进

（QE）、色彩逼真度和光响应不均匀

光栅材料。TDM 光栅材料在所

行了移位（见图 2）。在阵列中心附近， 需的波长范围内必须是透明的。基

性（PRNU，或与固定图样噪声相对

CRA 为零，因此假定大多数光线作

座和光栅材料还必须与常规 CMOS

应的“点亮”）。

为近轴光线到达像素。对于具有非零

图像传感器的可靠晶圆级后处理兼

CRA 的传感器，微透镜阵列的 CRA

容。除了与微透镜阵列机械兼容之外，

数值孔径

对于阵列中心的像素仍为零。然而， TDM 还必须在基座（低折射率）和

对 于 2D 图 像 传 感 器， 重 要 的

由于微透镜相对于相应像素光电二极

微透镜（高折射率）之间具有足够的

设 计 参 数 包 括 NA、CRA 和 所 需 要

管的有意移位，对于沿着从阵列的中

折射率差异，以保持每个微透镜的预

的 2D 分辨率（像素数）。对于使用

心到边角的线的像素，微透镜 CRA

期聚焦效果。

TDM 扩展到 3D 成像的图像传感器， 的 大 小 通 常 将
这些指标同样重要，尽管还必须评估
这些光学指标对深度分辨率和精度的
影响。
NA 大约是折射率和相机镜头所

光栅周期

增加。

台阶高度

在图 2 中，
M1 和 M2 表示

基座
高度

不透明金属层，

接受光的光锥边缘光线的最大半角的

Si 表 示 像 素 光 微透镜

乘积。也就是说，NA 描述了系统入

电二极管的有

射光的角度范围。

源 硅。 如 图 2

对于物镜入射的光线落在边缘光

的 右 侧 所 示，

台阶宽度

像素
图3：TDM设计参数。

线所定义的圆锥内，经过适当设计的

背照式像素结构通常具有较薄的光学

光栅周期。理想情况下，应当专

TDM 应该能够在光栅调制 2D 图像中

堆叠。为了使微透镜阵列具有相似的

门 调 谐 TDM 光 栅 周 期（ 间 距 ）
，以

提供有用的方位信息，而不会对 2D

光学特性，背照式像素的短光学堆叠

与特定像素结构中存在的光学堆叠兼

或 3D 图像数据造成失真。

与较大的 CRA 更兼容。

容。TDM 光学设计应当在保持所需

应当优化 TDM，以解决微透镜

的角度响应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小

移位以及透镜与像素阵列之间的任何

像素间的串扰。光栅周期还影响用于

主光线角（CRA）定义为像素阵

CRA 不匹配问题。为此，设计人员

确定物体深度的深度采样率（填充

列有源硅第一表面的法线，与穿过特

可以根据将光学相移保持在 TDM 光

比）。典型的光栅周期是像素间距的

定微透镜中心的光线之间的角度。

栅周期的指定部分内，来选择开发特

小倍数。

主光线角

CRA 从像素阵列的中心到其边
角或边缘变化。为了校正更靠近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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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学产品
决于基座高度和光学特性，台阶高度

的折射率匹配。

Photonics Products

计算的调制深度和角度灵敏度。

光栅方向。TDM 光栅方向是指

迄今为止，这些 TDM 设计方法

光 栅 相 移。TDM 光 栅 相 移 由

光栅刻线相对于像素阵列的水平行或

已经成功应用于实施基于各种 CMOS

特定光栅台阶与相应像素中光电二

垂直列的方向。光栅的方向决定了行

图像传感器的单传感器 3D 成像解决

极管中心之间的横向偏移定义。直

或列的方向，每当在像素阵列的光电

方案。TDM 方法已经适用于智能手

接位于像素中心上方的光栅峰，没

二极管中产生光电子时，衍射就会调

机的背照式移动传感器，以及前照

有光栅相移。将像素光电二极管与

制光产生的信号。由于衍射主要发生

式全局快门机器视觉传感器。这样，

其最邻近的光电二极管分隔开的对

在光栅的短轴上，因此垂直或水平方

TDM 结构已被整合到具有约 1~3μm

称假想线正上方的光栅峰，将具有

向的刻划光栅，只能在与自身方向相

像素间距、以及具有 200~2000 万像

90°的相移（见图 3）。

同的场景中的检测深度。

素的传感器上。

的范围很广。

基座厚度。基座厚度是测量从微

基 于 材 料、 光 学 和 几 何 因 素 对

AIRY3D 公司正致力于通过有效

透镜阵列的底部到 TDM 光栅台阶底

TDM 进行仔细的设计和优化，有助

的深度计算算法，以及与各种嵌入式

部的距离。通过基座的光路影响调

于 改 善 3D 图 像 采 集 功 能。 完 整 的

视觉平台的集成，来实现完整的 3D

制深度和特定 TDM 设计的角度灵敏

模型将考虑相机镜头、单片集成的

系统。基于 DEPTHIQ TDM 的单传感

度。 通 常， 基 座 为 几 微 米 厚。 正 如

TDM 光栅以及 CMOS 图像传感器像

器设计，显示了快速集成到移动、安

已经提到的，虽然可以让较高折射

素的光学设计。TDM 组分和光栅轮

全、机器人和汽车系统中的单孔径相

率的基座更薄，但是如果要使微透

廓，相对于像素阵列的光栅相移以及

机中的强大潜力。

镜有效，则基座不能与微透镜材料

基座厚度，都可以用于调谐用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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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olt 05-iE一体式单频激光器

体 式 皮 秒 激 光 器， 与 市

HÜBNER Photonics

场上通过两个单元提供

公司推出一款紧凑而

泵浦激光器和 OPO 的方

强大的单频激光器

案 不 同，PT403 系 列 将

Cobolt 05-iE，波长范围

1kHz 皮 秒 DPSS 泵 浦 激

355~1064nm。所有控制

光器和光学参量发生器集成到一个单独壳体中，消除了之

电子元件都包含在激光

前在泵浦激光器和光学参数发生器之间潜在的对准问题。

头中，无需外部控制器，可靠性高。这款一体式激光器，

泵浦激光器采用的是 Ekspla PL2210 系列皮秒锁模激

意味着更低的复杂性、更少的部件、占用更少的空间，大

光器，其通过采用二极管泵浦技术，改进了输出参数，降

大简化了系统集成商和研究人员对激光器的使用和集成。

低了维护成本。光参量发生器采用的是 PGX03 皮秒光参

所有的 Cobolt 激光器都是使用专利的 HTCure 技术和

量放大系统，其全自动化和基于微处理器的控制系统，确

由此产生的紧凑型密闭封装，从而具备很强的抗扰度，在
各种苛刻环境下拥有极高的可靠性。Cobolt 激光器在实验

保精确的波长调整。
在 PT403 建造时，没有在参数或可靠性方面作出牺牲。

室和工业环境中，已证明具有无可比拟的可靠性和性能， 光学设计经过优化，可以产生具有中等线宽的低发散光束。
具有市场领先的保修条款，已经在现场安装了数千台装置。 PT403 皮秒可调谐激光器是一种通用的高性价比工具，可
HÜBNER Photonics，www.hubner-photonics.com

提供 15ps 的脉冲持续时间，适用于时间分辨荧光、泵浦探
测光谱、激光诱导荧光和红外光谱等各种科研领域，为科

重复频率40MHz的绿光DPSS激光器
Photonics Industries（PI）司推出 SN 系列 ns/ps 脉冲

研应用提供可靠的、节省空间的、波长可调的皮秒激光源。
Ekspla，www.elspla.com

激光器，它实现了以前标准 ps 或 ns 激光器无法实现的独
特应用。
它能在单个平台上

6kW单模块连续光纤激光器
杰普特的全新 6kW 单模块连续光纤激光器系列产品，

提 供 ps 和 ns 脉 冲， 脉

具有结构紧凑、光束质量高、实

冲 宽 度 覆 盖 50ps~5ns，

时监控反馈、应用效果好、稳定

为应用提供了极大的灵

可靠等特点。该系列产品采用全

活性。能在高重复频率下，实现 100W 的高功率 ；能在

新设计，并实现由单个光模块直

低重复频率下，提供 3mJ 的高脉冲能量。目前，SN 系

接 输 出 6kW 的 激 光 功 率， 在 同

列 激 光 器 提 供 100W @ 1064nm、60W @ 532nm、40W

一设计平台上同时兼容了单模块

@ 355nm 三种标准产品，均具有 TEM00 模式质量（即

6kW、单模块 5kW 及单模块 4kW

M2<1.3），采用工业级一体化设计，外形小巧紧凑，所有

等连续光纤激光器产品，可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控制输入都在激光头上。

相较于传统的合束多模块 6kW 连续光纤激光器，这

SN 系列填补低纳秒到亚纳秒脉冲宽度范围内高功

款单模块 6kW 连续光纤激光器的体积减小约 40%，重量

率激光的空白，并已为许多实际应用提供了 1~15kHz 的

减轻约 30% ～ 40%。传统多模块 6kW 连续光纤激光器的

3mJ/ 脉冲和高达 70W@532nm 的亚纳秒激光器。为 3D 激

输出尾纤芯径一般≥ 50μm，而这款产品芯径更小，输出

光雷达、高重复率 PERC 太阳能处理、基于激光的微观结

光束质量更好。该系列产品适用于激光切割、焊接、钻孔

构诊断和故障分析等应用，提供了理想选择。

等应用。

Photonics Industries，www.photonix.com

杰普特，www.jptoe.com

210~2300nm波长可调谐的一体式皮秒激光器

StarCut Tube Hybird双光源激光切割系统

Ekspla 推出 210~2300nm 波长可调谐的 PT403 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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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撷英
统，可在同一台紧凑型机器上集成两种激光光源 ：一种

Products Highlight

光的波长相关，由此可以精准测定入射光波长。

是脉冲宽度可在 10~50μs 之间调

主要特征包括 ：400~1100nm 的绝对精度为 600MHz

节的光纤激光器，另一种是脉冲

（测量范围 350~ 1120nm）；独立彩色显示屏 ；熔融石英标

宽度小于 350fs 的先进超短脉冲

准具 ；测量速度 350/s ；内置 PID 模拟输出反馈 ；因特网

（USP） 激 光 器， 即 相 干 公 司 的

或 USB 连接。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校准，可间隔 1 年用稳

Monaco 激光器。

定氦氖激光器或其他已经波长的光源校准。

用户可对该切割系统器进行编程，从而在同一个作业

顶尖科仪，www.psci.cn

中切换不同的激光器，例如光纤激光器用于快速切割，而
飞秒激光器用于精细加工。两种激光器均输出近红外激光，
适用于加工大多数金属材料（例如不锈钢、镁、铂、镍）

S9系列紫外激光器
瑞丰恒的 S9 系列紫外激光器，外观小巧精致，输

和多种非金属材料。此外，StarCut Tube Hybird 双光源激

出 波 长 354.7nm， 脉 冲 宽 度

光切割系统还具备其他 StarCut Tube 切割系统的全部功能

可 <20ns， 单 脉 冲 重 复 频 率

和优势，包括多达 4 轴的切割运动和可选自动上料功能， 200kHz， 光 束 质 量 M2<1.2，
可同时处理管状（直径可达 30mm）和扁平状管材。

能 够 做 到 ±0.02mm 的 高 加

相干公司，www.coherent.com

工精度。
除了体积小巧之外，S9 系列的腔体结构也比同类产

新型F-theta激光镜头

品更稳定，扩展性更强。同一种腔体，可产生不同功率的

Jenoptik 推 出 的 新 型 F-theta 激 光 镜 头， 是 专 门 为

激光器，而不同功率段的稳定性均有大幅提升。其光束质

1064nm 电池极耳切割应用而设计的，该透镜具有低吸收

量在所有频率范围内都可以严格保证，加工时热影响区小，

性熔融石英和高品质涂层的特

在保证光束能量能被材料较好吸收的同时，还能保证对材

点，既能承受超短脉冲激光，

料的破坏性极小。S9 系列紫外固体激光器可轻松应对手

也能承受输出功率高达千瓦的

表表盘、表盖及其内部结构的打标、打孔等精密加工过程。

激光。该透镜焦距为 160mm，

S9 系列体积小，效率高，寿命长，且能帮用户节省成本，

最小光斑尺寸为 23μm，可以

是手表精密加工的理想选择。

在最大 50mm×50mm 的扫描场中进行加工。优化的透镜

瑞丰恒，www.rfhlasertech.com

设计和创新的透镜安装方式，可以充分发挥透镜的性能，

高精度加工CO2激光器

同时透镜中不存在反射层。
该产品适用于超短脉冲激光进行大批量生产的场景。

罗 悉 激 光 最 新 发 布 的 SR AOM 系 列 新 产 品 SR 10

在开发这一解决方案时，Jenoptik 考虑了该市场对成本优

AOM-75W & SR 25 AOM-150W，是含有声光调制器的封

化的需求，最终打造出这款极具竞争力的紧凑型透镜。这

离 型 CO2 激 光 器， 其 脉

款透镜主要用于汽车供应市场的激光应用。

冲上升 / 下降时间 <1μs，

Jenoptik，www.jenoptik.com.cn

热影响区极小。采用 IP66
高等级工业封装，能够胜

FZW600高精度激光波长计

任恶劣的工业应用条件 ；

顶尖科仪推出的 FZW600 波长计，内部无移动零部件， 具备功率闭环控制功能，以保障加工稳定性，实现更出色
激光经光纤输入准直后，经过一

的加工质量。
主要应用领域包括 FPD 平板显示器薄膜切割、薄

套菲索干涉仪。该干涉仪由两个
有倾角的平面组成，准直单色光

膜偏光片切割、BLU 导光板布点、高分辨率高速打印、

经过后会形成空间变化的干涉条

MAP 气调包装打孔、PDLCD 切割等。

纹，条纹的间距和相位与入射激

罗悉激光，www.luxin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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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困境中崛起，
探寻市场发展新商机
尽管受到全球局势和疫情的影响，但是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正增长。相对困难的发展环境，只是在短期内妨碍了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困境很快转变为制造业向高端转型过渡的一个驱动力量。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企业开始向更高级
的自动化、智能制造、无人车间等方向发展，当然激光技术的部署自然是少不了的一环。
从打标、切割和钻孔，到焊接、修复和增材制造，激光技术正在制造业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由雅时国际商
讯旗下的《激光世界》杂志举办的 LaserFocusCon 激光研讨会，将于 2021 年再次走进苏州、深圳。届时，我们将诚
邀业界同人共同探讨激光技术的新进展、激光技术在制造业中应用成果，以及为制造业带来的切实好处。

大会主题（拟定）
4 月 23 日 苏州场

8 月 18 日 深圳场

• 超快激光在脆性材料加工中的应用

• 激光在全面屏制造中的应用

• 蓝光 / 绿光在高反射金属焊接中的应用

• 超快激光在精密 PCB/FPC 加工中的应用

• 激光精密焊接与实时质量监控技术

• 精密运动控制在 3C 制造领域的应用

• 运动控制技术在激光精密加工中的应用

• 蓝光 / 绿光在高反金属焊接中的应用

• 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的发展及直接应用

• 激光精密焊接与实时质量监控技术

• 激光金属增材制造技术及应用

• 激光焊接在新能源电池制造中的应用

• CO₂激光加工技术的新应用机会

• CO₂激光加工技术的新应用机会

• 新基建、智能制造为激光加工带来的新机遇

• 新基建、智能制造为激光加工带来的新机遇

会议规模

会议咨询

目标人数：200-220名技术和管理人员

如有问题，可添加 “小镭助手”

主办单位

大会媒体

微信号“LFC-RA”进行咨询

小镭助手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