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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和
半导体工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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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太赫兹成像：
太赫兹成像用于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工艺检测
用光纤耦合的集成组件替代自由空间光学元件，可以使模块化太赫兹时域成像系统在
太阳能和导体晶圆分析方面发挥优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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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zzle

在西方工业激光加工系统制造商看来，中国是其产品的
一个最大市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厂商很可能成为海
外激光设备厂商的重要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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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二极管保护

25

如何保护激光二极管免受电气损坏

Level III

Level II

采取一些步骤来保护激光二极管免受静电放电、
电流过大、电流尖峰和电压瞬变的影响。

Level IV

Level I

新型320nm紫外激光源增强流式细胞术

Dichroics

585/42 nm

尽管在癌症和安检应用方面失去了牵引力，但太
赫兹成像仍然瞄准可能最终惠及太赫兹设备供应
商的几种农业和工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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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成像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寻求应用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Product developments
Q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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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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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激光从业者眼中的中国工业激光市场

中国进出口工业激光器系统统计
911

887
进口

市场风向标

320nm激光源使高维流式细胞术更容易、更经济，这将
为更好的生物医学分析仪器贡献力量。

27

DPSS激光器
VHG锁波二极管泵浦Nd：YVO4激光器的最新进展

16

光束分析

文中讨论了光纤耦合波长锁定的二极管在N d：
YVO4高能级泵浦与优化方面的优势，并给出实施

在应用中进行实时大功率激光光束质量分析

基于VBG的解决方案时，在成本、功率、效率和
动态范围方面的系统级权衡。

一种实用型高功率激光实时测量方法，测量在激光焦点
上进行，进一步发展创新的光束采样可以实时精确测量
50~100kW的激光功率。

19

30

激光切割
光纤激光切割机在不锈钢厨具及钣金行业的应用

对话通快高层，畅谈行业发展及背后的精

光纤激光切割机在薄板切割领域的使用量日趋增长，文
章从激光器功率的选择、机床配置的选择和系统与伺服
的选择几方面，介绍了如何选择能满足实际需求的激光
切割机。

彩故事

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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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可调谐激光器

通快的两位企业高管分享了他们对激光技术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热情和想法，以及激光行业发展
过程中的很多精彩故事，闪耀着诸多独特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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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6

行业动态
前沿简讯
产品撷英
广告索引

碳纳米管实现2μm超快激光器创记录的波长调谐

7

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碳基纳米材料，利用紧凑和低
成本的2μ m激光振荡器，实现了创记录的波长调谐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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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世界》杂志创刊于
2005 年，是世界著名杂志《Laser FocusWorld》杂志的中文版本，也是在中国市场为激光与光电子行业的工程师、研究人员、科学家以及专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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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提供的专业期刊。《激光世界》的内容涵盖全球激光与光电子技术、工业与科研应用、市场信息以及中国本地市场的相关报道。
《激光世界》采用简体中文印刷，双月刊，每期发行量超过 9,500 册，面向激光与光电子行业内合格的读者群。同时，我们的电子杂志和网站将覆盖更广泛的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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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Terahertz Imaging
Terahertz imaging tackles solar cell and semiconductor process inspection
Replacing free-space optics with fiber-coupled, integrated components allows modular
terahertz time-domain imaging systems to excel in solar and semiconductor waf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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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 scatter

585/42 nm

Fil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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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view of industrial laser processing system
manufacturers in the Western world, China is the single
largest market for their products and, potentially in the
near future, a significant competitor in their home markets.

2010

25
Level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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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20 nm laser makes high-dimensional flow cytometry
easier and more economical, that will contribute to better
biomedical analysis instrumentation.

Beam Analysis
Real-time high-power laser beam quality
analysis in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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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rs at Nanjing University are now using carbonbased nanomaterials to enable record tuning range from
compact and low-cost 2 μm laser oscillators.

INTERVIEW
Dialogue to TRUMPF executives talking
about industry developments and some
wonderful stories

Laser Cutting
Application of fiber laser cutting machine in stainless
steel kitchenware and sheet metal industry

Tunable Lasers
Carbon enables record wavelength tuning for 2
μm ultrafast lasers

DPSS Lasers
Advances in Pumping Nd:YVO4 with
VHG-stabilized Diod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of upperstate pumping and optimization required for
fiber coupled, wavelength locked diodes, and
also quantifies the system level trade-offs in
implementing a VBG based solution with respect
to cost, power, efficiency, dynamic range.

Peter Leibinger, vice chairman, and Christian
Schmitz, president of the laser division, of the
TRUMPF Group shared their fascination and
thoughts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laser technology. It was a long and inspiring
conversation with some surprising insights.

TECHNOLOGIES CENTER
21

Laser-diode Protection
How to protect your laser diode from
electrically caused damage
Take these steps to protect your laser diodes from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xcessive current levels,
current spikes, and transient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how to choose the laser cutting
machine that can meet the actual needs from the aspects of
laser power selection, machine tool configuration & system
and servo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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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losing traction for cancer and security
screening, terahertz imaging continues to target
several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hat
may finally benefit terahertz equipment vendors.

Level IV

Level I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introduce a practical high-power laser beam
real-time measurement metho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beam sampling can achieve real-time
measurements of 50~ 100kW lase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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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Western observer's perspective for idustrial
lasers in China

UV Fluorescent Exciting
Novel ultraviolet 320 nm laser source enhances
flow cyt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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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hertz imaging
Terahertz imaging- A technology in
search of applications in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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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Watch

西方激光从业者眼中的中国工业激光市场
中国进出口工业激光器系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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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中尚处于介绍性阶段，

率（CAGR） 为 12.51 ％。 预 计 2017

因为出口到欧美市场的设备，

年的增长率将在 22％左右，市场规模

必须要复合安全性和可靠性

将达到 46 亿美元。

标准。在西方国家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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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660

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中

设备市场规模约为 38 亿美元， 国激光材料加工系统，目前
在过去五年中的复合年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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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预计到2017年底，2010-2017年中国工业激光系统的出口有
望实现高达21.9％的复合年增长率；同等系统的进口可能会达到
-3.4％的复合年增长率。

激 光 系 统 的 市 场 总 额 约 为 126 亿 美

服务响应和加快替换零件供应的要求

元，因此，单是中国市场就占据了全

已经形成。中国系统供应商意识到， （15/16 年度）
。投资于研发和知识产

球工业激光加工系统收入约 1/3 的份

美国和欧洲买家首要关注的是设备可

额。这些激光系统的热门应用包括智

靠性，甚至超过产品价格。

快在研发领域的投资比例约为 10.5％
权（IP）将获得积极的投资回报。
中国政府正在智能制造方面寻求

使用光纤激光器作为市场上许多

突破，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率，刺激实

车电池和平板显示领域的钣金切割， 工业激光系统中的光源，有助于减轻

际需求，加强新增长势头，注重制造创

2016 年钣金切割应用促使微观材料加

服务和可靠性问题。光纤激光器是一

新以及信息与制造技术的整合，提升信

工市场收获了 23％的强劲增长。

种节能、使用寿命长和易于维护的设

息技术和高端设备，并协助机器人和智

2016 年，中国进口了 6.4 亿美元

备，可确保在制造环境实现具有成本

能系统的发展，这些都将直接或间接涉

的工业激光系统，相比于 2014 年高

效益的运作。长时间的可靠性，也是

及工业激光技术。如果实现了这些目标，

达近 10 亿美元的金额，大约下降了

光纤激光器已经占据到所销工业激光

将有望增加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中国

30％。预计 2017 年中国进口激光加工

器 1/3 的主要原因。

企业将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能手机制造、用于加工制品、电动汽

系统的金额将继续缩减，下降幅度约

2016 年，中国系统制造商共在

新的“五年计划”的关键是中国

为 18％。图 1 表明中国激光系统出口

其加工系统中使用了 7 万台光纤激

的“一带一路”，这将促进中国与其

与进口的交叉点可能发生在 2018 年。

光器。其中，有 1 万台是大功率（>

他 65 个国家的经济合作 。一带一路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过去的五年

1kW）应用，如焊接和钣金切割，6

已经承诺投资超过 9000 亿美元建设

中，中国材料加工激光系统供应商实

万台用于需要脉冲激光输出（<1kW） 基础设施网络。中国计划利用中国的

现了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16％的收入增

的系统中，用于打标和微加工应用。 资金和工业技术，创造出一种新的全

长。据悉，这些公司中约有 150 家公

值得注意的是，大约 60％的高功率连

球化局面。此举也有望重建全球经济

司的年收入超过了 500 万美元。

续波光纤激光器和 30％的低功率脉冲

体系，使更多国家和企业与中国产生

光纤激光器来自非中国供应商。

紧密的合作。此举也有助于中国的激

自 2010 年以来，中国材料加工
激光系统供应商的出口额以 22% 的

目前市场上的竞争非常激烈，成

光加工系统进入欧洲材料加工市场。

复合年均增长率增长，预计 2017 年

功的国际工业激光和系统制造商在产

一些领先的中国制造商已经意识

的出口额将达到 4.8 亿美元。其中大

品研发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以在竞

到市场环境的变化。在中国制造业转

部分设备出口到韩国、台湾和越南等

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 型发展的大环境下，这些制造商可以

其他亚洲市场，以及制造业快速增长

例如，IPG 将销售额的约 7.9％进行研

进入利润更丰厚的、目前难以进入的

的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家。

发投资（2017 财年第一季度）
，而通

市场，提供更高端的激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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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2017 山东激光产业发展研讨会暨山东激光产业园 美国大通激光加入激光
筹建论证会圆满落幕
行业巨头通快公司
山东省拥有激光企业 500 多家，

2017 年 10 月 4 号，大通激光公

其中 400 多家位于济南，主要涉及半

司（Access Laser Company） 和 通 快

导体激光器件、激光检测、光纤传感、

公司（TRUMPF）宣布他们就通快公

激光雕刻、3D 打印、激光加工设备

司收购大通激光 85% 的股权已经达

等产业。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山东

成协议，但并未公布收购价格。通过

已经具备了较完备的产业链基础，但

收购大通激光的大部分股权，通快公

尚未形成品牌效应和协同发展的优

司确保了在极深紫外（EUV）光刻领

势。为推动山东激光产业向规范化、

域的重要地位。大通激光创始人张永

聚集化、高端化发展，引进国内外先
进技术，打造全国知名激光产业基地，

方博士会保留小部分股权，并将继续

开了讨论。
会上，山东激光产业联盟执行理

担任大通激光 CEO 职位。

共同推动中国激光产业的发展，山东

事长丁兆迎先生对山东激光产业园项

通 快 执 行 合 伙 人 兼 CTO Peter

激光产业联盟于 9 月 27 日在济南召

目进行了介绍，该项目计划将园区打

Leibinger 博士说 ：
“大通激光是我们

开了山东激光产业发展研讨会暨山东

造成含生产中心、仓储物流、国际技

EUV 业务的核心合作伙伴，也是一

激光产业园筹建论证会。

术研发交流中心等 9 大功能区、容纳

家高度创新的激光公司，我们将共同

本次会议邀请了中国光学光电子

10000 人左右的中国国际激光产业基

携手、紧密合作进一步提升 EUV 的

行业协会、湖北省激光行业协会、山

地。湖北省激光行业协会秘书长童吉

性能，以及服务更多的创新型低功率

东大学专家、鲁信、冠群投资公司、 山、山东大学李平教授、王玉荣教授、 CO2 激光器的客户。”
张永方博士表示 ：
“加入通快公

激光企业及媒体记者等 50 位左右人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主任成巍以

员参加。会议围绕着山东激光产业发

及来自企业的代表们，分别对园区的

司使我们能够扩大视野和业务范围，

展情况及山东激光产业园筹建工作展

建设提出了宝贵建议和参考。

成为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组织，同时保
持我们科学好奇心和文化多样性的核
心价值观。由于市场重心的协同作用，

大族激光第三季财报同比增长 81.01%

通快在工业市场的优势与我们在科研

近日，大族激光发布了第三季度

销售增长，并且公司通过加强高端激

市场上的优势互补，这种合作关系更

财报。数据显示，其第三季度营收达

光设备和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开发及市

加吸引人。”

到了 33.78 亿元，同比增长 81.01%， 场推广，获取了较大市场份额。在节

美 国 大 通 激 光 成 立 于 1999 年，

前三季度总营收为 89.14 亿，同比增

能减排政策背景下，公司加大在新能

从最初只有少数几个激光科学家和

长 78.69%。而第三季度归属上市公

源领域的研发投入，报告期设备销售

光 学 工 程 师， 成 长 为 今 天 在 美 国、

司股东净利润则达到了 5.88 亿元，同

取得大幅增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中国超过 60 多名雇员的公司。大通

比增长 151.98% ；前三季度归属上市

财报数据表明，未来新增长将持续出

激光早期聚焦在科研用 CO2 激光器

公司股东净利润则达到了 15.02 亿元， 现在手机市场。据悉，苹果是大族激

的研发，在定制激光器方面建立了

光在手机领域的最大客户，随着苹果

强大的专业知识。2012 年，大通激

开始导入 OLED 面板，来自苹果的订

光利用这一优势，成为了 EUV 市场

单营收将大幅提升。

的核心供应商。这些创新性产品最

同比增长 137.31%。
据财报信息显示，本财季主要受
益于消费类电子、新能源、大功率及
PCB 设备需求旺盛，公司产品订单较

财报还显示，大族激光去年的研

上年度大幅增长，而且公司上半年大、 发投入增长较多，主要投入领域包括
小功率激光及自动化配套设备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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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成功实现 10 拍瓦激光放大输出
10 月 24 日晚，上海超强超短激

2018 年底全面建成并对用户开放。

现了 300J 以上能量水平的宽带（半

光实验装置（SULF）研制工作取得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上海市政府

重大突破 ：该装置成功实现了 10 拍

的重视支持下，以 10 拍瓦激光装置

10 拍瓦激光主放大器采用的钛宝石晶

瓦激光放大输出，达到国际同类研究

为核心的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

体直径达 235mm，由上海光机所自

的领先水平，也是目前人类能掌握 （SULF）的研制被纳入上海建设具有

主研制，这是我国首次研制成功并获

的最高光强光源。SULF 装置计划于

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打造世界级

得激光放大的口径超过 200mm 的激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的首批重大项

光晶体，也是目前已知国际最大口径

目，将是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的激光放大晶体。

心的核心平台之一。

高 全 宽 达 到 70nm） 激 光 放 大 输 出。

钛宝石主放大器输出的纳秒级啁

SULF 激光装置采用基于大口径

啾脉冲最高能量达到 339J，激光脉

钛宝石晶体的啁啾脉冲放大技术路

冲宽度经过脉冲压缩器压缩后达到

线。研究人员解决了大口径高增益激

21fs，压缩器效率 64%，压缩后激光

光放大器、高性能激光泵浦源、宽带

脉冲的最高峰值功率可达 10.3 拍瓦，

高阶色散精密控制和增益窄化抑制等

这是目前已知的最高激光脉冲峰值

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在国际上首次实

功率。

我国首台高平均功率太赫兹自由电子激光饱和出光
由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发的国内首

运 行， 平 均 功 率 均 大 于 10W， 最 高

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自由电子激光

台高平均功率太赫兹自由电子激光装

达到 17.9W ；微脉冲峰值功率均大于

（FEL）由于具有频率连续可调、功率

置，在四川成都首次饱和出光。经第

0.5MW，最高达到 0.84MW。通过调

大、线宽窄、方向性好、偏振强等优点，

三方检测，实验真实可靠，且装置运

节电子束能量和磁场强度，可以实现

使得在同一台装置上实现太赫兹波段

行稳定。我国太赫兹源从此正式进入

输出激光频率连续可调。

全覆盖的大功率理想太赫兹源成为了

太赫兹（THz）辐射通常指频率

自由电子激光时代。

可能，故自由电子激光是目前该波段

8 月 29 日，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在 0.1~10THz 区间的电磁辐射，波段

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牵头的高平均功

位于微波和红外光之间，是人类尚未

CTFEL 装置是依托科技部支持的

率太赫兹自由电子激光装置（CTFEL） 完全认识并很好加以利用的最后一个

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相

波（光）谱区间。物质的太赫兹光谱

干强太赫兹源科学仪器设备开发”项

月 20 日，经过专家组现场测试和中 （包括发射、反射和透射）包含有丰富

目，于 2011 年立项启动。作为一种

国兵器工业第 205 研究所第三方检测， 的物理和化学信息，研究有关物质在

新型相干强太赫兹光源，CTFEL 装

CTFEL 装 置 太 赫 兹 频 率 在 1.99THz、 这一波段的光谱响应，探索其结构性

置在材料、生物医学等领域有着重要

首次饱和出光，并实现稳定运行。9

2.41THz 和 2.92THz 三个频率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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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光机所激光质子刀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强场激光物理
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激光质子刀研究中
取得重要进展。科研人员利用圆偏振
拍瓦级超强超短激光脉冲轰击纳米厚
度 薄 膜 靶， 获 得 了 大 流 强、 准 单 能
的高品质质子束，质子能谱峰能量
达 到 9MeV， 峰 值 流 强 高 达 3×1012

肿瘤治疗在国内外都已取得很大进

在本次研究中，科研人员分析表

protons/MeV/sr。 这 一 结 果 代 表 着 激

展。临床效果非常好，但缺点是治疗

明，基于无碰撞激波的加速机制是产

光驱动的质子刀方案向前迈出了关键

费用十分昂贵，难以普及。

生这种高品质高能质子束的原因，该

一步。

超强超短激光驱动的以等离子体

机制预言质子能量可在现有的激光条

高能质子束在物质中传输时具体

为工作介质的高能质子加速器，由于

件下定标到百兆电子伏特，满足质子

独特的布拉格峰，即质子在传输路径

其加速梯度（单位长度内粒子获得的

刀肿瘤治疗的要求。

上损失能量很少，能量主要沉积在末

能量）远大于传统加速器，大大缩小

端。因此采用高能质子束治疗体内癌

加速器规模，从而有望减少治疗费用， 冲、高品质高能质子束还可应用于质

症时，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能很好

成为新一代激光质子刀。用于肿瘤治

子照相与材料检测、激光核聚变快点

地保护健康细胞，这种治疗手段被称

疗的质子刀，需要满足能量高、准单

火、实验室天体物理、激光核物理和

为质子刀。基于传统加速器的质子刀

能、流强大等条件。

核医学等方面的研究。

超强超短激光驱动产生的超短脉

基于极远紫外线的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术
德国耶拿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高次

围内很小的一部分。

够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以获得高对

谐波的极远紫外（XUV）辐射源，实

研究人员已在大型研究装置中演

比度、清晰的图像。研究人员已通过

现了具有纳米级轴向分辨率的三维非破

示了使用 XUV 的 OCT。他们发现了一

非破坏性方式获得了硅芯片的三维图

坏性成像，即将极远紫外线用于实验室

种将其应用于更小范围的潜在方法 ：使

像，因此能够将基底与其他材料的结

规模的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
。

用超短波的强红外激光。该种激光可以

构清晰地分开。若将该方法用于生物

OCT 中的 XUV 可以使用较短的辐

在惰性气体（如氩气或氖气）中聚焦。

学研究，研究细胞时将不再需要对样

射波长（20~40nm）
，以获得高分辨率

用于实验室规模 XUV 的高次谐

品染色，这也是研究人员的目标之一。

的图像。耶拿大学研究团队的数据显示， 波发生（HHG）源的宽频光子通量能

目前的可用光源可以实现 24nm

够被有效利用，以实现 24nm 的深度

的深度分辨率。虽然这足以获得较小

分辨率以及优良的材料对比性。研究

结构的图像，如半导体结构，但未来

人员使用一种新型三阶一维相位检索

芯片的尺寸会更小。但是使用全新的

算法，以避免使用 XUV 时对光学元

甚至功率更大的激光器，则可能实现

件的要求过高，并抑制了由基本几何

高达 3nm 的深度分辨率。研究团队

形状形成的假象。此外，研究人员还

的长期目标为开发出经济且用户友好

通过使用反射镜记录图像，对半导体

的设备，将激光器与显微镜相结合，

样品进行了分析。

为半导体行业以及生物实验室提供一

20~40nm 的波长仅仅是 X 射线波长范

该方法的优点在于辐射与样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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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成像

太赫兹成像用于
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工艺检测
用光纤耦合的集成组件替代自由空间光学元件，可以使模块化太赫兹时域
成像系统在太阳能和半导体晶圆分析方面发挥优异的作用。

文/Michael Nagel，Simon Sawallich，Björn Globisch

在

赫兹 TDS 模块，其具备高度的光学

过去的十年中，用于太赫

[1,2]

纤中的信号色散最小化，并将光学采

几乎每个组件， 样脉冲的脉宽保持在 100fs 以下。所

兹光谱和成像的光电子系

和电子集成水平。

统已经显著成熟。这一趋

包括飞秒脉冲激光器、光学时间延迟

产生的太赫兹系统可以在仅仅 20ms

势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电信领域对

组件，以及数据采集和控制单元，都

内，记录完整的太赫兹时域瞬态，这

集成光学技术的使用越来越多，从而

安装在一个 19 英寸的机架式安装盒

对于需要许多序列太赫兹测量的应用

实现了紧凑的高性能时域光谱（TDS） 中。外部组件只有两个光纤耦合光电

而言是一项巨大优势，例如在线质量

导（PC）天线，用于通过 TDS 模块

检测，非破坏性测试和基于光栅扫描

的光学激发产生和探测太赫兹辐射。

的太赫兹（近场）成像。

系统的构建。
在 现 代 太 赫 兹 TDS 系 统 中， 光

在样品的自由空间传输测量的标

纤耦合的集成组件已经完全取代了分
布式自由空间光束光学元件。这不仅

商用集成

准配置中，发射天线产生的太赫兹辐射

意味着在空间要求方面的优势，而且

外部太赫兹天线组件和 TDS 系

被准直并聚焦到远场探测器天线 ；与

还有助于将太赫兹测量能力集成到用

统之间的光纤 / 光缆连接，将太赫兹

这种情况相反，我们基于光纤的太赫兹

于科学和工业应用的不同种类的系统

测试带入新的应用环境，这得益于小

TDS 系统组合了 TeraFlash 光源模块与

环境中。具体来说，晶圆分析系统可

的占地空间和免受射频（RF）信号干

Protemics 公司的 TeraCube 近场扫描系

以使用太赫兹微探针进行高分辨率近

扰的自由。

统，包括用于太赫兹探测和成像的 PC

我们的太赫兹系统工作在

场成像。
德 国 Toptica Photonics 公 司 的

1550nm，将 Toptica 的 TDS 模块与我

TeraFlash 系统，是一款基于光纤的太

们的 PC 近场探头组合在一起，使光

a)

b)

Delay 2

Femtosecond
laser
1560 nm

High-speed
data processing
and control unit

PC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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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probe detector
Sample
(xyz-scanned)

IR pump signal
Detector out
Position signal

Movement commands

TD-800-X-HR-WT）
（见图 1）
。[3]
计算机单元控制 TDS 模块以及
近场成像系统。在测量期间，光栅扫

IR probe signal
Delay 1

近 场 探 头（Protemics 公 司 的 TeraSpike

Terahertz emitter
z
y
x
Motion control

描系统的运动控制单元将样品的当前
位置连续发送到数据采集单元，在该
数据采集单元中与在每个位置处记录
的太赫兹数据相组合。TDS 模块的高
图1：光学时域光谱单元（a）产生超快
泵浦/探测信号，而近场扫描器单元（b）包括
太赫兹发射器和近场探测器组件，以及用于高
分辨率场绘图的移动平台；被测样品或器件加
载到近场扫描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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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率使得能够在连续移动（无停

谐到所涉及的超分子的各个谐振频率

所传输的太赫兹信号中检索诸如薄层

止启动中断）下进行表面扫描操作，

来实现的。

电阻值（Rsh）等材料性质的无接触

用于全太赫兹瞬态探测。

测量，以及半导体晶圆和太阳能电池

PC 近场探针包括 1μm 薄的低

工业晶圆分析

的其他电荷载流子相关的属性。例如，

温生长砷化镓（GaAs）悬臂，具有

除了科学应用外，太赫兹成像系统

Tinkham 公式通常用于在半隔离衬底

一对锥形电极，在探针的尖端形成

在工业分析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多。例

上的薄（<10μm）导电层获得的太赫

PC 开关。它记录接近样品表面的透

如，通过应用分析模型描述，可以从

兹透射数据，来提取薄层电阻。[6]

射太赫兹场。与采用电光晶体作为
近场探针相比，其特征在于较低的
侵入性和较高的灵敏度。
基于散射针尖的探针只能记录
z 场，而基于孔径的探针只能记录
水平（x，y）场。相比之下，我们
的 PC 近场探测器设计为对 x，y 或
z 方向的场矢量分量选择性敏感。

科学应用
当在被测样品表面上方悬浮
仅 几 微 米 时， 最 大 空 间 分 辨 率 为
3~10μm，借助 Protemics 公司的太
赫兹成像仪，已经在工业和科学领
域实现了新的应用可能。
在 科 学 领 域， 例 如 荷 兰 FOM
基 础 能 源 研 究 所（DIFFER） 的 研
究 人 员 发 现， 远 场 距 离 观 测 到 的
超 材 料 的 共 振 频 率， 可 能 与 近 场
范围内监测的共振频率有显著差
异。[4] 他们的研究显示在距离 1μm
处为 0.62THz，而在远场距离（约
24cm）为 0.85THz。
对于这种结构的未来传感应用，
直接访问确定传感器 / 分析物相互

业纳超快激光器实现微加工的最高精度
共享卓越

作用特性的近场属性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紧密间隔的共振结构之间的
耦合机制（引起电磁感应透明度增
大）
，可以在相互作用结构下直接进
行监测。[5] 在一个实例中，证明了

业纳公司飞秒和皮秒激光器广泛应用于超快激光应用领域。这些激光器具备优
良的激光参数、工业应用证明的性能表现和可靠性，是各种高精度冷加工的理
想工具，比如钻孔、切割或雕刻。作为世界领先的工业激光供应商，业纳公司
是您可靠的合作伙伴，帮助您面对未来的挑战。

超材料中的电磁感应透明度可以提
高到绝对值大于 80%，这是通过将

业纳提供最精准的微加工技术。

周期性超材料的长距离耦合态，调

laser.sales@jenoptik.com | www.jenoptik.com/solidstatelasers
激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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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蚀刻膏在三种不同的固化温度（220℃、250℃和375℃）下，在局部
SiNx去除（“打开”）之后样品的光学显微镜图像（a）和太赫兹图（b）。
示意图显示出了在相应固化温度下的蚀刻横截面（c）。

到目前为止，在整个晶圆级区域，具有高达微米级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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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照片显示扫描近场微探针下的被测器件（DUT），以及在具有1.5×4.0mm2
尺寸的太赫兹发射器芯片表面上传播的太赫兹脉冲的示例性快照图像。芯片的边
缘高亮显示为虚线。太赫兹脉冲被很好地解析为从其在芯片中心的源点向边缘传
播的球面波；装置失效或缺陷将作为散射中心出现。该图像所示的测量的横向
分辨率/步长为20μm，并且尖端到装置的距离约为40μm。在20分钟内总共记录了
25000个太赫兹脉冲轨迹，以记录超快近场发射的高分辨率影像。

兹脉冲实现的（见图 3）。

辨率的层电阻分布的无接触测量是不可能的。然而，需要

近场测量数据揭示了沿着 DUT 表面发射和传播的太

这样的能力，通过在生产的早期阶段直接检测，而不是之

赫兹波，允许识别和定位器件失效，例如传播太赫兹脉冲

后对完全处理的电池系列进行繁琐的测试，来有效优化太

的散射中心，具有几微米的横向分辨率。

阳能电池上微结构的制造工艺。

为了识别这些散射中心，监测在芯片中心的飞秒激光

在一个例子中，通过蚀刻 - 浆料诱导的氮化硅（SiNx） 脉冲所产生的太赫兹波，以及以球面波朝着边缘的传播。
层去除、形成高效率电池触点，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7]

当传播脉冲的一部分碰到芯片的边缘时，太赫兹波被反射，

在这里，使用蚀刻膏来打开 SiNx。为了找到最佳的蚀刻

产生清晰的干涉图案（见图 3）。请注意整个过程发生在

终点，通过太赫兹近场透射成像，根据粘料的固化温度来

40ps 内，图像的横向分辨率为 20μm。

监测 SiNx 的打开。目的是完全去除 SiNx 层，并使触点

新一代太赫兹时域光谱模块具有在各种系统环境中

以下的扩散层几乎完全不受层电阻的影响。虽然视觉控制 （例如在我们的近场成像系统中）实施的最佳先决条件。
可以提供关于 SiNx 去除过程的完整性信息，但是它不能

与应用特定的太赫兹器件（如微米级分辨率探针）以及任

提供关于扩散层余下质量的信息。

务导向的数据分析相结合，太赫兹成像传感器将成为太阳

然而，太赫兹透射图像可以清楚地显示 SiNx 的打开
何时完成，并且扩散层的蚀刻已经开始。甚至可以探测到

能和半导体晶圆组件的无接触质量检测和非破坏性测试中
越来越重要的工具。

小的（仍然可以接受的）由过度蚀刻引起的对 p+ 扩散层
的损伤，这通过视觉控制或其他非接触 Rsh 成像方法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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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荧光激发

新型 320nm 紫外激光源增强流式细胞术
320nm激光源使高维流式细胞术更容易、更经济，这将为更好的生物医学
分析仪器贡献力量。

文/William Telford，Lynn Strickland，Marco Koschorreck

BD Sirigen 公司提供的七种 BV 染料

式细胞术是生物医学科学

仪目前使用固体激光器，其波长跨越

中的基础技术，其中使用

从紫外（~355nm）到远红光（~700nm） （BV421、BV480、BV570、BV605、

激光激发附着于细胞的

的整个可见光谱。

流

BV650 和 BV787） 光 谱 兼 容， 显 著

分子荧光标记，并使用光电倍增管

先进的细胞仪可以配备多达 10

增加可以分析的同时进行细胞标记的

（PMT）和其他光感测技术进行探测

种不同的单波长激光器，可激发出具

数量。紫外（UV）激光器在流式细

（见图 1）。细胞以流体动力学聚焦的

有不同激发 / 发射特性的非常多的荧

胞术中已经取得了新的重要性，BD

光探针。尽管早期的仪器只能激发和

Sirigen 公司最近开发了六种 Brilliant

一些流式细胞仪仅分析附着在细

检测一个或两个探针，但是现在已经

Ultraviolet 紫 外 染 料（BUV395、

胞表面或内部的荧光标记。在荧光激

可以在先进仪器上同时探测 30 个或

VUV496、BUV563、BUV661、

活细胞分选器（FACS）中，液流被

更多的荧光探针。这种高维分析已将

BUV737 和 BUV805），将同时进行荧

分解成液滴，液滴被蓄以静电并转移

人类对免疫系统的认知扩展到了前所

光分析的总数增加到近 30 个。紫外

到收集管中。细胞分选允许基于荧光

未有的水平。

激光现在是先进流式细胞术仪器的关

液体流引入激光束。

标记分离和收集细胞，允许收集的细

现代流式细胞仪使用许多激光波

键组成部分。

胞用于功能研究、蛋白质组学和基因

长和相应的荧光探针，以同时分析 20

现代流式细胞仪主要依靠三倍频

组分析。

个或更多的细胞特征。先进仪器通常

掺钕钒酸盐（Nd ：YVO4）的 355nm

流式细胞术一直是扩大人类对免

将 配 备 青 光 激 光 器（488nm）、 红 光

固体激光器来激发 BUV 和其他紫外

疫系统、癌症生物学和传染病的理解

激光二极管（~640 nm）和绿光、黄

激发染料。这些激光器相对于以前提

的关键工具。该技术用到的标记细胞

绿光或黄光二极管泵浦固体（DPSS）

的荧光探针，可以鉴定复杂混合物中

激 光 器（532nm、552nm 或 561nm）。

的各种细胞类型，以及单细胞的物理

这些激光器都激发各种荧光染料（见

和生理特征。

图 2）。

Nozzle

Light collection
objective

紫 光 激 光 二 极 管 是 随 着 BD
Sirigen 公 司 的 Brilliant Violet（BV）

细胞仪采用单个激光器（当时通常是
大型水冷离子激光器）激发最多一个
或两个荧光探针，包括常见的荧光染
料如荧光素和罗丹明。现代流式细胞

激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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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基本流式细胞仪的操作示意图。通过
流体动力学聚焦的液体流，将细胞通过喷嘴
或封闭石英流动池引入激光束中。信号收集
光学元件收集激发的荧光信号，使用二向色
镜和窄带通滤光片转向PMT。现代仪器可以
利用光纤光学进行激光传输和信号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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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 scatter

来激发这些荧光标签。[1] 最早的流式

聚合物染料发展起来的重要激发源。[2]

530/30 nm

流式细胞术绝对依赖于激光技术

Laser intercept

585/42 nm

流式细胞术的激光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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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UV 激发的氩离子和氪离子激光器

发和探测的指标。这些微球，包括最

Laser (nm)
320 nm

而言，有了相当大的改进，因为它们
体积更小，并且更容易维护。然而，

355 nm
375 nm

这些激光源仍然价格昂贵，通常是更

405 nm

高端仪器中成本最高的部件。

488 nm
532 nm

较低成本的近紫外激光二极管

552 nm
561 nm

（375nm）可用于替代许多 UV 激发染

Phycoerythrin (PE)
PE-Cy5 PE-Cy5.5
BYG dyes

BUV 染料）偶合的抗体，将小鼠脾

APC
Cy5

然而，它们的波长非常接近系列中最

685 nm

Alexa Fluor 660
Alexa Fluor 700
Alexa Fluor 790

探测。因此需要更便宜的固体紫外激
光源，来降低高维流式细胞术的成本。

紧凑型320 nm激光模块

光源解析（见图 3b）。灵敏度与等效
功率水平的 355nm 激光器相似。然

640 nm

短的 BUV395 的发射范围，使其难以

暗淡的种类，可以很容易地用这个激

BV421 BV480 BV510
BV570
BV605 BV650 BV787
Fluorescein Alexa Fluor 488 BB dyes
PerCP
PerCP-Cy5.5

[3]

料（ 包 括 BUV） 的 355nm 光 源。

BUV563
BUV805

BUV395 BUV496
BUV661 BUV737

PE-Texas red
PE-Cy7

APC-Cy5.5
Alexa Fluor 647

APC-Cy7

Alexa Fluor 680
Alexa Fluor 750
IR780

图2：流式细胞术中使用的荧光探针与激发所需的
激光波长配对的抽样展示。这些探针中的大多数是
光谱兼容的，可以在具有足够多激光波长的仪器上
同时使用。（Brilliant Blue [BB]，Brilliant Yellow
Green [BYG]，Brilliant Violet [BV]和Brilliant
Ultraviolet [BUV]染料是BD Sirigen公司的注册商
标；Paciﬁc Blue，Alexa Fluor 647和Alexa Fluor 790
是赛默飞世尔科技的注册商标。）

随着近来德国 LASOS 公司开发

后使用与 BUV563 和 BUV661（两种
细胞标记为细胞表面标志物。320nm
模块激发这些样品几乎与 355nm 光
源同样好（见图 3c 和 3d）。
因 此，LASOS 320nm 激 光 源
被证明是流式细胞术中 355nm 激发
的良好替代品。这些模块比大多数
355nm 光源更小，并且成本更低，是
高维流式细胞术的颇具成本效益的理
想选择。在这个范围内和整个可见光

替常规的 355nm 紫外激光源（见图

的小型空冷单元连续波（CW）发射

[4]

谱范围内的小型固体激光源，已经彻

小型固体 320nm 激光模块的发展，这

3a）。 然后将激光对准到用于将细

底改变了流式细胞术，减少了现代仪

种情况已经得到改变。历史上流式细

胞注入激光路径的液体流中。最初为

器的尺寸、成本和维护需求。这是技

胞仪配备过氦镉（HeCd）激光器，利

355nm 激 光 源 配 置 的 仪 器 的 光 学 元

术发展中的一项令人鼓舞的趋势，并

用其 325nm 激光束激发紫外染料。然

件， 在 320nm 时 依 然 有 效， 其 中 宽

将继续为更好的生物医学分析仪器做

而，HeCd 激光器体积庞大，但功能

带 UV 镜用于将激光转向样品流，熔

出贡献。

却不强大，并且随着年限的增加会出

融石英透镜用于聚焦光束。
参考文献

现噪声问题。320nm 光源的波长与该

流式细胞术使用荧光染料标记的

传统波长非常接近，并且基于激发光

聚合物微球作为模拟样品，以确定仪

谱预测、能够更好地激发 BUV 染料。

器操作是否最佳，并测试新的激光源。

102, 375–410 (2011); doi:10.1016/

实验还分析了暗淡和明亮的紫外激发

b978-0-12-374912-3.00015-8.

为了测试这种激光波长和光源

1. W. G. Telford, Methods Cell Biol.,

是否适用于流式细胞术，将一个模块

微 球（InSpeck Blue 微 球 ） 混 合 物， 2. P. K. Chattopadhyay et al., Cytometry

安装在 BD LSR II 流式细胞仪上，代

因为最暗淡种类的分辨率是良好的激

InSpeck Blue microspheres
(7 populations)
BUV563 mCD8
b)
c)
2000

a)

355 nm 1500
20 mV 1000
500
0

A, 81, 456–466 (2012).
3. W. G. Telford, Cytometry A, 87, 1127–

BUV661 mCD45
d)

1137 (2015).
4. W. G. Telford, L. Strickland, and M.
Koschorreck, Cytometry A, 91, 314–

101 102 103 104 105 101 102 103 104 105 101 102 103 104 105
BUV661-A
BUV496-A
BUV563-A

325 (2017).

1500
320 nm 1000
20 mV
500
0

101 102 103 104 105 101 102 103 104 105 101 102 103 104 105
450/50 nm
575/25 nm
660/20 nm
图3：体积紧凑的LASOS 320 nm激光模块（a）。用20mW的320nm（上图）或355nm（下图）激光源分
析InSpeck Blue微球混合物（7种）（b）。以20mW的320 nm（上图）或355nm（下图）激光源分析用
BUV563或BUV661标记的小鼠脾细胞（c和d）。彩色线表示标记的细胞，灰色线表示未标记的对照组。
用于InSpeck Blue微球BUV563BU和BUV661标记细胞的带通滤光片的光谱曲线在直方图中给出。

14

Nov/ Dec 2017

www.laserfocusworld.com.cn

Laser Focus World China 激光世界

Applications

应用天地

光束分析

在应用中进行实时大功率激光光束质量分析
一种实用型高功率激光实时测量方法，测量在激光焦点上进行，进一步
发展创新的光束采样，可以实时精确测量50~100kW的激光功率。

文/毛玉林，顶尖科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进的制造技术和更快更准

先

确的控制工序，使大功率
激光器成为新的金属焊接

和切割应用的有力工具。由于激光焊
接和切割技术具有高效率和低成本的
特点，目前激光焊接和切割技术正逐
渐取代传统的焊接和切割技术。

图1：激光沿Z轴在不同位置的光束轮廓测量。

激光焊接

然而，为了满足高精度、高质量

的金属切割能力。为了满足低强度热

的应用，尤其是在自动化领域，激光

焊接，可以将这些连续激光器调制成

有许多焊接方法，但我们更关注

器作为高质量、高效率加工工具在逐

具有高峰值功率和低平均功率的脉冲

于这种焊缝之间使用填充材料的沉积

年增加。同样，由于激光焊接和切割

激光器。光纤传输灵活方便，更容易

焊接。沉积焊接也是一种有用的表面

是非接触工艺，所以不存在金属形变

集成到焊接头、振头、机器人和遥控

精密加工工艺，同样也可以修复或者

的问题。

焊接系统中。无论采用何种光束传输， 修改现有部件。在自动沉积焊接中，

光束空间特性

光纤激光器都表现出优异的性能，并

机器将填充材料输送到焊接区域，此

且能够实时测量在焦点处的光束轮廓。

区域经过焊接，然后冷却，金属层将

在激光加工领域，光束横截面功

激光材料加工对光束特性极其敏

率密度分布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它

感，最终与光束质量密切相关。激光

决定着整个加工系统的性能。激光沿

切割和烧蚀特性取决于光斑直径及其

着传播路径，在不同的空间位置具有

周围的衍射环或基座。在激光焊接中， 距离有限，所以直接在其机械外壳中

不同的光斑直径和功率密度，这一特

焊缝的特性取决于材料的种类、光束

性是由激光器的谐振腔、发散角、光

的功率密度和稳定性、景

学元件的相互作用以及驱动电源的特

深等。此外，热透镜效应

性决定的。虽然现有的理论能够准确

直接影响光束质量和稳

地预测激光在实际工程中的传播特

定性。

性，但是对于研究人员、系统工程师

功率光束剖面的复杂性，

器的空间传输特性是至关重要的。

下面将介绍激光焊接和

予了光纤激光器深穿透焊接以及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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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显示了典型的沉积焊接头，
由于保护玻璃与光斑位置之间的工作
测量激光束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填

为了进一步理解大

和激光厂商而言，能够精确测量激光
好的光束质量和高连续功率，赋

固化并可机械加工。

激光切割两大主要应用
的特性。

图2：激光焊接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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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导轨也需要伸入到激光头和工件之

于薄型金属和有色金属的细

间的自由空间，所以也进一步限制了

刻磨。而连续激光器用于切

工作距离。

割各种各样的厚材料。掺镱

激光焊接的原理 ：聚焦激光光束

光纤激光器非常适合于激光

照射到填充丝线上，将丝线形状的材

切割。

料加热到熔点，并将其和要焊接或者

激光切割原理 ：图 3 展

填充的表面融合。一旦它完成焊接或

示了聚焦的激光束照射到工

者填充工件时，通过将激光头沿着预

件上，加热材料到熔化甚至
图4：一种表征高功率光束传输特性的设备。

汽化的切削过程。一旦完成

定的焊接轮廓移动来继续这个过程。 工件一处位置的切削，激光束将沿着
激光光束沿着零件轮廓移动，熔化填
充材料并焊接，然后继续移动。

零件轮廓进行下一处切削过程。
光纤激光器为大多数应用提供
了如下特征 ：红外波段 950~1070nm，

激光切割

图3：激光切割原理图。

千瓦级功率、光束质量好、工作功率

切割是激光在材料加工中最大的

范围宽、功率稳定、光斑尺寸小。从

应用之一。波长、功率、光束质量和

薄如纸张的半导体芯片到 30mm 厚的

光斑尺寸是决定切削动力学的一些主

钢板，都可以用光纤激光器实现微米

要参数。在应用方面，脉冲激光器用

精度级的切割缝。

——降低系统设计成本！！
利用 PicoBlade®2，可将您的最苛刻的微加工应用的生产率提高40%。
PicoBlade 2——我们的智能控制、全功能
皮秒激光器——能以最高的精度和可靠性加
工几乎所有的材料的完美工具。经过优化
设计的最新 PicoBlade 平台与我们的第一
代激光器拥有同样高的灵活性，而且封装
更小，极大简化了系统集成难度。
AccuTrig™ 独特的智能控制、高速变频功
能使 PicoBlade 2 能够提供真正的实时外

激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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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触发，而该外部触发的定时抖动仅为
±25纳秒，同时维持稳定精确的脉冲能量
——这对处理复杂的异型加工应用至关重要。
想要更全面地了解？
下载AccuTrig 白皮书，查找
PicoBlade 2 是如何改善您的
微加工应用和结果。

提高先进制造的效益
|

CUS TOMER.SERVICE@LUMENTUM.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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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结论
必须对高功率连续或脉冲光纤传
输的激光系统的性能进行评估。对于
功率不低于 4kW 的激光器，测量激
光参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达到
最佳加工效果，测量激光参数应定期
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进行，最好是在
生产线上进行测量。测量的主要参数
有 ：总输出功率及其稳定性、光束大
小及其强度分布、光束指向稳定性和
总位置精度。测量应迅速将数据传输
到激光控制计算机上，进行在线校正。
在当今的制造过程中，上述任何

图5：激光光束传输和测量设备示意图。

参数的测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用测量方法。

需要额外的功率衰减时，由于特殊的

大多数测量设备都不适用于工业环

衰减系统，光束不会失真。通常，大

境，特别是需要在线测量的情况。即

测量原理

部分光束经取样装置后发出，采样率

使是最基本的激光参数——光功率的

图 5 是激光光束传输和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是标准的，但是它们的响应

示意图，聚焦激光束入射到光束采样

时间和安装方式对于快速或在线测量

器的输入孔内，通过反射光束取样后，

也是不适用的。

约为主光束功率的 0.1%。

结果

其功率大大降低。第二反射进一步降

图 6 是 4kW 激 光 的 典 型 测 量

大多数测量设备在工业环境中也

低光束功率并恢复原来的光束偏振状

结果，经取样光束器输出的光功率

不适合测量高功率激光器，这些设备

态。此外，双倍取样光束到达探测器 -

为 3963W，可以看到相互垂直方向

不允许在满功率情况下测量，尤其是

激光光束分析仪。在该应用中，使用

的 两 个 光 斑 大 小 分 别 为 565.9µm 和

不能在焦点处。最近发展的非偏振光

由 Duma Optronics 生产的刀口法光束

570.9µm（功率密度 50%）以及光束

束取样装置解决了大多数障碍，能够

质量分析仪。对于连续高功率测量， 轮廓的 3D 成像。

实时测量光束参数。图 4 中给出了一

鉴于其在功率和多个光束轮廓测量的

种利用仪器表征高功率光束传输的实

准确性，这将是首选的测量装置。当

从测量结果可以看出几个有趣的
特点 ：
•

5Hz 数据更新速率（功率和光束
轮廓实时测量）。

•

功率升高过程中，光束轮廓和位
置非常稳定。

•

有效功率（加工主瓣）占总功率
的 50%。

小结
这是一种实用型的高功率激光实
时测量方法，测量是在激光的焦点上
进行的，进一步发展创新的光束采样
可以实时精确测量 50~100kW 的激光
图6：4kW激光的典型测量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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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切割

光纤激光切割机在不锈钢厨具
及钣金行业的应用
文/纪汉龙，济南耐刻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着厨具钣金行业的稳定发

效率（当然价格也会明显升高）。对

对于不锈钢厨具切割应用而言，可
以选择大功率激光切割机来实现效

随

展、环保大环境对等离子

于厚度 2mm 以上的板材，增加切割

切割设备淘汰进度的加

功率，切割速度的提升并不很明显， 率的提升。

快、以及国内光纤激光器的成熟与

但 是 切 割 能 力 确 实 有 增 强。 因 此，

通常，钣金加工行业的板材选择

价格下调，光纤激光切割机在薄板
切割领域的使用量正呈现出井喷状
增长态势，这也导致激光切割机的

表1：不锈钢的一组切割参数。

功率(W)
速度
厚度
(m/mim)
(mm)

300W

500W

750W

1000W

段。 在 这 样 的 一 个 大 环 境 背 景 下，

0.5

>12

>18

>21

>24

用户该如何选择能满足自身需求的

1

5.4~7.2

8.4~12

12~18

17~21

2

0.96~1.2

1.8~2.4

3.6~4.2

0.84~1.2

1.2~1.8
0.78~1.2

发展进入了一个价格竞争炽热的阶

激光切割机呢？以下几点，供用户
参考。

3
4
5

激光器功率段的选择

1200W

1500W

24

25

5.4~7.2

6

7

2.1~3

2.8

4

0.8~1.5

1.8

2

0.6~0.9

0.8

1.3

6

0.7

表 1 和表 2 分别给出了不锈钢
和碳钢的一组切割参数，供读者参考
（注 ：均是在气压理想状态下的切割
参数）。
不 难 发 现， 随 着 功 率 的 增 加，
厚度为 2mm 以内的不锈钢的切割速

表2：碳钢的一组切割参数。

功率(W)
速度
厚度
(m/mim)
(mm)

300W

500W

750W

1000W

1200W

1500W

1

7.2~9

8.4~12

12~18

15~18

18

25

2

2.1~2.7

3~4.2

4.2~5.4

5.1~6

6.6

度有明显的增加 ；对于不锈钢厨具

3

0.9~1.1

1.5~2.1

3~3.9

3.5~4.2

4.5

来说，增大功率可以很有效地提升

4

1.2~1.5

1.8~2.4

2.3~2.7

2

5

0.9~1.2

1.2~1.8

1.7~2.1

2

6

0.72~0.96

0.9~1.2

1.2~1.8

1.8

1.6

8

0.72~1.84

0.9~1.1

1.3

1.2

10

0.6

0.6~0.72

0.9

1

0.6

0.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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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6

16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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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超过 5mm，通过对比表格

析，以及批量操作的数据分析

数据可以看出，功率的增加可

做了全方位的数据统计和测试

以提高切割能力，但提升幅度

分析，充分保证了机床的性能，

随着板材厚度的增加明显变小。

同时提升了机床的性价比。

用户在选择激光器功率时，

系统和伺服的选择

应根据实际应用选择合适的功

为了更贴近实际情况，济

率，而不要盲目跟风。

南耐刻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和上

机床配置的选择

海奈凯公司合作，打包使用的

激光切割设备对于机床的

控制系统和伺服电机工控系统，

要求比较高，不管是焊接的还
是铸造的，都需要做好床体的

完美体现国产伺服的响应。在
图1：多支撑点床身。

时效处理，保证床体的稳定。
济南耐刻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最新
款的床身设计，既做了精简，又增加
了支撑点，保证了对床体的高要求（如
图 1）。
该款最新设计并测试的床身，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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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性价比的情况下，更贴近

体强度好，能实现良好的变形量控

于客户的实际追求。其完美的电容曲

制，目前该款结构已经进入批量生产

线监控，可媲美松下的伺服电机。完

状态。

美的电机响应曲线，是实现高效切割

在这款床身的设计初期，就进行

的保证 ；同时交换平台的使用，极大

了各种材质变形量的数据分析、工艺

地提升了实际生产过程中的人员节省

结构的数据分析、加工工艺的数据分

和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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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谐激光器

碳纳米管实现 2μm 超快激光器
创记录的波长调谐
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碳基纳米材料，利用紧凑和低成本的
2μm激光振荡器，实现了创记录的波长调谐范围。
文/Gail Overton

锁模激光器是许多科学和

下运行的激光器 ；目前他们正在使用

前，对于在长波长范围内寻找波长调

工程领域的关键工具，如

碳基纳米材料，利用紧凑和低成本的

谐解决方案的人们来说，根本没有太

光 纤 通 信、 计 量、 生 物 成

2μm 激光振荡器，实现创记录的调谐范

多 的 选 择。 碳 材 料 似 乎 与 这 些 2μm

该

[1]

像和固态物理研究。在超快光纤激光

围。 具体来说，研究人员开发的基于

器的众多优点中（峰值功率、脉冲能

碳纳米管（CNT）的铥 / 钬（Tm / Ho） 能够发挥克尔透镜几十年前在钛宝石

量和脉冲持续时间），波长可调谐性

光纤激光器，可以在 1860~2060nm 的

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可以为频率

200nm 范围内连续可调谐。根据他们

通过将 CNT 可饱和吸收体与自

梳产生、分子吸收线探测和时间分辨

的了解，这是被动锁模光纤激光振荡

制的光栅镜组合，在皮秒掺铥光纤激

光谱的最终用户提供很大程度的应用

器所实现的最宽的调谐范围。

光器中实现了 200nm 的调谐范围。首

南京大学教授王枫秋介绍说 ：
“目

灵活性。
然而，由于常见增益材料和可饱
和吸收体的有限带宽，锁模激光器通
常只有相当窄的调谐范围。但是钛蓝
宝石激光器是个例外，它是目前超快
科学中的主力，尽管这些激光器通常
工作于 1μm 或 1μm 以下的波长。为
了 获 得 超 过 1μm 的 波 长 调 谐 能 力，
非线性波长转换器件如光参量振荡器
（OPO）或光参量放大器（OPA），用
于商业钛宝石激光器的标准扩展，但
其相对较大的体积及其维护所需的繁

先，使用溶液处理和拉曼光谱法制造
的直径分布为 1.3~1.6nm，该尺寸在

Δλ = 200 nm

1860
nm

激光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厚度为 20μm 的 CNT 薄膜。碳纳米管

a)
Intensity (dB)
0

宽带增益材料很好的匹配。它们可能

2060
nm

掺 Tm3+ 光纤的增益区域中呈现较高
的吸收，有助于保持良好的调制深度。

-20

在实验装置中，通过掺铒光纤放

-40

大器（EDFA）将 1560nm、10mW 激
光二极管的输出放大到 1W，然后通

-60
1850 1900 1950 2000 2050 2100
Wavelength (nm)
b)
Intensity (a.u.)
2120
nm

过波分复用器（WDM）输入到 2m 长、
数 值 孔 径（NA）0.16、9μm 芯 径 的
Tm/Ho 共掺光纤中，使用光纤准直器

Δλ = ~290 nm

2408
nm

和 600 线 /mm 的自由空间衍射光栅

琐要求，已经明显限制了其在现场部

实现波长调谐。在 WDM 第二个臂的

署应用中的适用性。

CNT 可饱和吸收体，实现锁模过程和
200nm 的调谐范围，并且对于所得到

碳基调谐

的脉冲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 60dB 边

在过去十年间，2μm 左右宽发射
带宽的增益材料已经快速成熟。最近，
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非线性狄拉
克 半 金 属 展 示 了 中 波 红 外（3~6μm）

2100

2200
2300
Wavelength (nm)

2400

图1：图中显示了可调谐碳纳米管锁模铥光纤激光
器的光谱（a）和可调谐石墨烯可饱和吸收体锁模
Cr：ZnS激光器的光谱（b）。

带抑制比，以及在 36 小时连续波调
谐中 1% 的功率波动。
在另外的实验中，使用石墨烯来
演示掺铬硫化锌（Cr ：ZnS）固态激
下转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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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成像

太赫兹成像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寻求新应用
尽管在癌症和安检应用方面失去了牵引力，但太赫兹成像仍然瞄准可能
最终惠及太赫兹设备供应商的几种农业和工业应用。

文/Viacheslav M. Muravev，Gombo E. Tsydynzhapov，Igor V. Kukushkin，Ian Mcnee，Vladimir G. Kozlov

作 在 0.1~3.0THz 频 段、 对

利用为中红外（mid-IR）光谱范围开

应 于 3.0~0.1mm 波 长 范 围

发的技术，提高了这些器件在较低频

的太赫兹源，在 20 世纪 70

率下的灵敏度。

工

年代获得了首次发展。这些当时被称

较为缓慢（见图 1）。
2015 年， 时 域 太 赫 兹 系 统 领 域
的一家领先供应商——美国 Zomega

通过将中红外量子级联激光器

Terahertz 公司停止了运营，其他太赫

为反向波振荡器（BWO）的真空电 （QCL） 的 性 能 扩 展 到 太 赫 兹 波 段， 兹厂商也减少了员工人数。但是这种
子 器 件， 在 0.1~0.3THz 下 产 生 了 高

使用 QCL 的太赫兹源的发展也出现

达 100mW 的功率，并在更高频率下

在 2005 年左右。从光谱范围方面看

产生了高达 1mW 的功率。现在，虽

来，这对微测辐射热计太赫兹相机是

然上世纪 90 年代开发的更紧凑和可

完美的。但即使这些设备的组合，加

太赫兹产品开发商的机遇往往与

靠的固态太赫兹电子设备能提供类似

上更高功率的低温冷却 QCL，能够在

灾难相关联。第一件大事是 2001 年

的性能，但是要达到更高的功率水平

频率高于 2.8THz 的条件下提供具有

美国发生的 911 悲剧。2002-2010 年，

仍然是一项挑战。

足够高对比度的视频速率太赫兹成像

用于机场安全扫描仪的太赫兹成像器

基于超快激光器产生太赫兹波的

的可行解决方案，问题是在如此高的

的潜在应用，吸引了大量政府资助，

时域太赫兹技术的发展，在上世纪 90

频率下，太赫兹波对大部分材料的穿

但是高频微波成像技术最后成为了竞

年代创造了关于太赫兹成像潜力的第

透能力下降，水吸收再次变得非常强

争的胜出者。

二轮热潮。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皮肤癌

烈。

情况正在逐渐改善。

太赫兹用于救援

目 前， 许 多 机 场 都 配 备 了 使 用

图像，使人们对太赫兹技术在医疗领

随着太赫兹技术的进步，QCL 和

20~30GHz（15~10mm 波长）信号源

域的应用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进展

低温冷却的高成本已经阻碍了应用的

和探测器的毫米波扫描仪，可以产生

一直缓慢，这是由于水对太赫兹波的

开发。与任何其他光子技术一样，太

乘客的三维（3D）图像，显示隐藏物

强烈吸收，将其在组织中的穿透深度

赫兹成像领域的开发活动也出现波

体。这些扫描仪的下一代产品可能使

限制在最多 1mm。并且时域太赫兹

动，目前太赫兹产品的开发水平发展

用 80~90GHz 技术，更接近太赫兹范
围。在无线通信领域这个更

成像需要对样品进行光栅扫描，因为
每次采集一个像素的数据，这对实时
诊断而言也是一项挑战。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Product developments
QCLs

2005 年 左 右， 由 加 拿 大 INO 公

兹成像，引发了太赫兹成像技术的又
一波热潮。太赫兹微测辐射热计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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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为技术开发带来更多投资，
降低产品成本。

Time-domain

司和日本 NEC 公司开发的微测辐射
热计探测器阵列实现的视频速率太赫

大的市场，毫米波技术将帮

第二件大事是 2003 年发

BWOs
1970

生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事
1990

2010

图1：太赫兹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周期。

www.laserfocusworld.com.cn

故，该事故与绝热泡沫和航
天飞机机身粘结的缺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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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司在针对工业

兹图像到近红外（near-IR）区域的上

0.8

过程和产品质量

转换，展现了不包括其他光谱带的不

0.6
0.4
0.2
0.0
图2：在榛子的可见光（a）和太赫兹（100GHz；b）图像中，太赫兹图像清楚
地显示了上部榛子被真菌感染，其在太赫兹光谱范围内更具吸收性。

控 制 应 用 方 面， 可见世界。
已经取得过很多
X 射线和超声成

等离子体激元探测器和上转
换成像

像的竞争依然非

半 导 体 铝 镓 砷 / 砷 化 镓

成 功， 但 是 来 自

常 激 烈。 更 成 熟 （AlGaAs/GaAs）纳米结构纯度的最

太赫兹成像被 NASA 纳入诊断工具

的技术往往在价格和可靠性方面更具

新进展，已经可以将等离子体激元

之 一， 以 确 保 之 后 的 任 务 安 全。 在

优势。即使太赫兹系统经常能够提供

概念从光谱的光学区域适应到微波

该 项 目 中， 费 用 并 不 是 问 题， 美 国

更好的性能，但是客户也倾向于采用

和太赫兹带。然而不幸的是，仅当

Picometrix 公司（现在是 Luna 公司的

更为成熟的方法，而不愿意承担采用

其频率 ω > 1/τ 时才可以观察到标准

一个部门）向 NASA 提供了几种时域

新技术带来的风险。

的 2D 等离子体激元，其中动量弛豫
时间 τ 基本上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扫描仪。泡沫在太赫兹范围内非常透

除此之外，农业和工业应用对于

明，在这种情况下，太赫兹成像是对

太赫兹成像的需求似乎正在升温。技

因此，等离子体激元效应仅在足够大

X 射线和超声成像仪的一项可行补充

术开发也在稳步向前发展。用于视频

的频率和足够低的温度下才可见。[1]

技术。

速率成像的两种新方法包括等离子体

实 际 上， 仅 在 T<80K 的 低 温 条

激元探测器的二维（2D）阵列和太赫

件 下， 才 能 观 察 到 f<500GHz 的 2D

虽然开发时域太赫兹成像系统的

可满足高标准的工厂自动化和检测应用

HP 系列定焦镜头

请立即联系我们
• 高性能 (HP) 设计
• 整个视场范围内拥有高达 9 百万像素的分辨率

激光世界

• 适用于工厂自动化的抗震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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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对于上转换信号的光谱（a），使用陷波滤光
片衰减1064nm的泵浦；接下来，使用长通滤光片
消除1064nm的泵浦（b）。

维阵列。这些太赫兹相机使用输出

赫兹波束传输到近红外光。这是通过

功率高达 100mW 的 100GHz 紧凑型

将物体放置在准直的太赫兹光束中，

IMPATT 二极管发生器作为照明源， 然后对其聚焦，并将其在非线性晶体
可以识别致癌真菌毒素污染的花生、 中与近红外激光束进行混合来实现
玉米和其他粮食作物及油料植物。在

的。激光束中滤光后的边带携带图像，

另一项应用中，太赫兹图像显示以黄

用 CCD 和 CMOS 相机探测。

曲霉素和寄生曲霉素为特征的榛子中

光谱和偏振滤光的组合已产生

真菌的迹象，其中散发出非常危险的

非常高对比度的图像和视频。使用

致癌物黄曲霉毒素 B1（见图 2）。

此方法制作的太赫兹电影的范例可

一种可替代的太赫兹成像方法包

访 问 http://mtinstruments.com/movies/

括将太赫兹图像上转换为更高频率的

leafpptvideo.mp4 ；http://mtinstruments.

近红外光。使用电荷耦合器件（CCD） com/movies/envelopepptvideo.mp4
相机对这些图像的上转换和探测最早

和 http://mtinstruments.com/movies/

出现在 20 多年前，当时使用的是飞

teﬂonvids.mp4。

秒激光产生的宽带太赫兹脉冲。

[4]

通过将激光和太赫兹脉冲在非线

边带的光谱分离由太赫兹频率确
定，在 1070nm 边带实验中为 1.5THz。

性晶体中混合，以通过电光效应在激

这种成像方法可以通过使用更窄光谱

光波长处产生正交偏振信号，来对太

的激光器和滤光片，扩展到更低的太

赫兹图像进行上转换。由于该信号与

赫兹频率（100~300GHz）。在这些较

力。 这个事实严重阻碍了等离子体

太赫兹场成比例，所以在太赫兹波束

低频率下可用的高功率太赫兹源，将

激元电子器件的太赫兹应用的进展。

中编码的图像可以转移到激光波长。 使得图像对比度进一步改善，并且在

等离子体波，该频率对应用颇具吸引
[2]

绕开该限制的一种方法是采用相

探测该图像需要以其原始偏振滤除激

各种新兴应用中增加对太赫兹成像系

对论等离子体激发，这是最近在门控

光束，这是通过偏振滤光片实现的。 统的需求。

2D 电子系统中发现的新型等离子体

这些图像的对比度不是很高，但却是

[3]

波。 这些弱阻尼等离子体波在高电
导率 2πσ >c（其中 σ 为二维电导率，

这种概念的首次展示。
Microtech 公 司 开 发 的 太 赫 兹 波

单位为高斯）电子系统中激发，具有

高 功 率 窄 带 源（1.5THz 平 均 功 率 达

强烈的极化性质。已经证明，这种相

到 3mW），已经能够显著改善类似过

对论等离子体激元在微波和亚太赫兹

程产生的图像的对比度。[5,6]

频率范围内，可在室温下存在。

在非线性晶体中混合窄带皮秒激

在美国 TeraSense 公司的探测器

光和太赫兹脉冲，在激光线的两侧产

中，太赫兹辐射通过沉积在晶体表面

生光谱边带（见图 3）。使用陷波滤

上的宽带天线结构，转换为相对论等

光片来衰减 1064nm 的背景，并且观

离子体波的交变电位。此外，由于等

察到对应于 ωpump + ωTHz（1058nm）

离子体激元波导的不对称性，等离子

和 ωpump- ωTHz（1070nm）的边带。

体波的交变电位被整流，以产生测量

用长通滤光片代替陷波滤光片，几乎

的光响应信号。可以选择探测器的几

完全消除了泵浦（和短波长边带），

何形状来匹配特定的太赫兹频带。

留下 1070nm 的边带。光谱边带在本

TeraSense 公 司 已 经 开 发 了 可 以
实现 4096 像素相机的这种探测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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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也是正交偏振的。
该上转换信号可用于将图像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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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二极管保护

如何保护激光二极管免受电气损坏
采取一些步骤来保护激光二极管免受静电放电、电流过大、电流尖峰和
电压瞬变的影响。
文/ Aaron Browning，ILX Lightwave Instruments公司

据

一级保护：仪器仪表

当今的实验室环境，对激光二极管带来了比以往更大的威

驱动电流的独立可调限值，
（2）防止二极管结的反向偏置，

说有两种类型的研究人员 ：那些已经毁坏了激
光二极管和那些将要毁坏激光二极管的。虽然

用于控制激光二极管的仪器应设计，具有适当的保护

这可能是一种较为夸张的诙谐描述，但事实上

和交流瞬态抑制。至少仪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1）包括

胁。而且，保护激光二极管通常被误解，并且执行不力。 （3）抑制交流电源线的电气瞬变尖峰，（4）不产生自身的
激光二极管保护是优先事项，因为激光二极管损坏令人沮

电流瞬变。
电流源。由于半导体激光器是电流器件，所以推荐使

丧，不但耗时而且代价高昂。幸运的是，采用适当的措施

用真正的电流源。电压源在开启时电压小心爬升，但电流

可以大大防止激光二极管的损坏。

不受控制。这允许电流随着负载变化而迅速变化，使激光

激光二极管保护方案

二极管处于危险之中。

激光二极管对静电放电、电流过大和电流尖峰（瞬变）
非常敏感。激光二极管损坏的现象包括输出功率降低、阈

在选择适当电流源时，重要的设计特点是短路输出，
以保持输出引脚在相同的电位上，缓慢启动以防止导通瞬

值电流偏移、光束发散变化、难于聚焦，以及最终的失效。 变，独立地驱动电流限制，以防止意外的电流过载，过电
本文介绍如何防止灾难性面损伤（其将导致激光反射
镜由于热量而损伤）；以及与处理 / 操作条件相关的电气

压保护以防止电压过驱动，以及通过电源线瞬态抑制来防
止外界对设备的影响。图 2 显示了电流源的正确设计示例。
精确的电流源，如 ILX LDX-3200 系列，只是激光二

瞬变的潜在损伤，这种损伤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会导致激光
二极管过早失效。

极管保护的一部分，单靠仪器不能保护所有条件。这就是

每个级别的激光二极管保护方案，由其所保护的损伤

为什么用针对破坏机制的整体方法来保护设备尤为重要。

机制组成（见表 1 和图 1）。 I-III 级保护可以通过实验室

温度控制器。许多关键的激光二极管参数，如波长、

设置进行控制。事实上，所有四个级别的保护对于实现激

阈值电流、效率和寿命都高度依赖于结温度。例如，激光

光二极管的最大寿命，都至关重要。

二极管可以在 25℃下运行 10 万小时，但在 55℃下仅能运
行 1 万小时。

Level III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设置都需要高度稳定的温度控制。
Level II
Level I

Level IV

根据要求，散热设置可以是简单的被动热沉、温度控制器
表1：四个级别的激光二极管保护方案

图1：图中显示了四个级别的激光二极管保护方案（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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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Description

Damage mechanism

I

Instrumentation

Over-current, overheating, powerline surges, and transients

II

System setup

Radiated electrical transients

III

Lab environment

Severe fast transients

IV

Laser-diode packaging,
handling, and human contact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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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仔细考虑注意事项，以确保激光二极管的安全环境。
Over-voltage
detect

Current / power
Setpoint

Slow
start

Clamping
current limit

抑制高频噪声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没有适当的接地，安
装座可起到天线的作用，并且可以拾取辐射信号，在激光二

Shorting
relay

极管的节点处感应电流。正确的屏蔽和接地可以校正这一点。
与大地隔离的封装允许更大的连接自由度，并降低接

Current
sense
Linear
power supply

地回路和干扰的可能性。必须接地的封装，应具有从安装
座到大地的非常低的电感连接。直接接地到电源线地线是
最低要求。
布线和屏蔽。松动的连接可看成是较高的阻抗负载，

图2：这种正确设计的电流源具有以下设计特征：短路输出以保持输出引脚处
于相同的电位，缓慢启动以防止导通瞬变，独立的驱动电流限制，以防止意
外的电流过载，过电压保护以防止电压过驱动，以及通过电源线瞬态抑制来
防止外界对设备的影响。

并且可能导致电流过载。这是电流限制和间歇性接触探测

或水冷系统。配有热沉和热电模块的温度控制器，是适用

导线中。然而，没有屏蔽，双绞线电缆会引起额外的电容

于大多数应用的灵活选择。

噪声。屏蔽通过低阻抗连接到大地来消耗电场。这也可以

温度控制器，如 ILX LDT-5900C 系列，允许用户精

是关键保护功能的原因之一。
使用双绞线电缆降低低频噪声，否则电感耦合到信号

防止实验室中的其他电场耦合到电缆上。

确控制温度和速度，从而稳定温度。温度控制器应具有通
过调节常数、温度 / 电流限制以及可调 PID 常数来接受各
种传感器的能力。这些功能能够实现必要的控制，以防止
设备过早失效。

三级保护：实验室环境
激光二极管是否被电力线瞬变损坏取决于几个因素，
包括瞬态幅度、瞬态的时间特性和激光二极管的灵敏度。
防止这种损坏机制的最佳做法是正确屏蔽电缆。屏蔽电缆

二级保护：系统设置（安装、电缆和接地）

将充当法拉第笼，显著减少瞬态。

选择合适的驱动器，是保护激光二极管的必要条件。
仪器本身不能防止直接辐射到激光二极管或通过系统布线
带来的瞬变。为了防范这些威胁，必须在系统设置期间仔
细考虑相互连接问题。
“系统设置”定义为除了驱动器和控制器之外，还包
括二极管安装座和布线。这包括连接到系统的其他测试设

四级保护：操作和人员接触
正确操作可能是激光二极管保护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
个方面。仔细存储、运输和安装激光二极管，对于确保最
佳激光二极管寿命至关重要。
激 光 二 极 管 容 易 被 静 电 放 电（ESD） 损 坏 或 破 坏。

备。构建系统时，最弱的环节将决定系统的相对强度。对

ESD 被认为是早期激光二极管故障的主要原因。由 ESD

于辐射噪声敏感性尤其如此。

导致的损害可能不明显，并可能表现为潜在故障。

在系统设置中，辐射电瞬变可以被认为是噪声信号。
该模型包括三部分 ：噪声源、耦合机制和接收器。在实验
室中识别和消除所有噪声因素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可以采取预防措施来预防和消除大多数常见的
瞬变。
接地。接地是一个在概念上很简单、但实际操作很复
杂的话题。大多数系统元件接地有两个原因 ：
（1）确定激
光二极管相对于大地和其他设备工作的电压，以及（2）
为器件电流提供返回路径。
安装注意事项。激光二极管安装座，如 ILX LDM-

操作激光二极管时，必须遵循以下规则 ：
1、处理未受保护的设备时，请佩戴防护腕带，安全
地将建立的电荷导到大地。
2、将未受保护的激光二极管放置在认证过的静电消
除工作台面上。
3、运输、储存或不使用激光二极管时，请将设备完
全封闭在导电屏蔽材料中。不使用时短接引脚。
4、将所有电荷产生材料离不受保护的设备至少 12 英
寸（30 厘米）远，因为设备可以被感应充电。
在有问题的地方，建议使用防静电地板覆盖物和离子

4980 系列，执行提供固定和散热的看似无害的任务。必

鼓风机，穿上防止产生电荷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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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S激光器

VHG 稳波二极管泵浦
Nd ：YVO4 激光器的最新进展
文中讨论了光纤耦合波长锁定的二极管在Nd：YVO4高能级泵浦与优化方面
的优势，并给出实施基于VBG的解决方案时，在成本、功率、效率和动态
范围方面的系统级权衡。
文/Kirk Price，Michael Atchley，Rob Martinsen；nLight公司

工

业用二极管泵浦固态

吸收率、高激光损伤阈值以及线偏振

射属性，其高能级的吸收线宽很窄，

（DPSS）激光系统正在快速

输出等特点，正越来越多地用于未来

并且具有强烈的偏振依赖性。因此，

发展，以满足市场对其输

的 DPSS 系统。此外，用 878nm 进行

这就要求高功率二极管泵浦源，在变

出功率、接近衍射极限的光束质量和

高 能 级 泵 浦 的 Nd ：YVO4 固 态 激 光

化的工作温度和工作电流下，其光谱

线偏振输出等方面不断提升的需求。 器，实现了更高的输出功率和更高的

宽度和波长稳定性能够满足严苛的规

输出功率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加工产

效率，这是由于其量子数亏损减少了

格要求。要充分利用 Nd ：YVO4 材料

量，并且也在微加工、材料加工、光

约 30％，相应地热负荷 / 热透镜效应

系统提供的性能，需要波长稳定的泵

谱学、晶圆检测、激光显示和医疗诊
断等领域实现了很多新应用。优异的

[1]

也有所减少。

浦源。此外，泵浦二极管的亮度和泵

通 过 使 用 基 于 钒 酸 钇 的 晶 体， 浦强度的空间分布，对 DPSS 系统的

光束质量和线偏振输出，可实现高效

DPSS 激光系统在输出功率、光束质

输出功率、光束强度和效率都会产生

的二次和三次谐波产生。

量和输出偏振方面均获得了改善，但

重大影响。

传统上，工业用 DPSS 激光器的主

同时其对泵浦二极管也提出了严格的

本文中，我们将讨论光纤耦合波

力是用 808nm 二极管泵浦的 Nd ：YAG

要求。由于钒酸钇晶体本身具有双折

长锁定的二极管在 Nd ：YVO4 高能级

激光器，其具有大吸收截面、宽吸收
线宽、晶体热性能良好等优势。然而
由于 808nm 泵浦光和 1064nm 输出光
之间存在较高的量子数亏损，导致了
热透镜效应以及相应较差的空间光束
质量，从而使得该系统的性能受到了
限制。此外，YAG 晶体的各向同性
特性会导致随机偏振输出，这将降低
谐波产生过程的效率。显然，需要一
种新的晶体材料系统和泵浦方法，来
提高未来 DPSS 激光系统的输出功率、
光 - 光效率和光束质量。
Nd ：YVO4（掺钕钒酸钇）晶体
由于其具有较大的受激发射截面、高

激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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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左图）耦合到400μm、0.22 NA光纤的波长稳定的P10 Pearl模块的功率、电压和效率与电流之间的
关系。运行功率为50W，效率>55％。（右图）Pearl模块在工作点的光谱特性。光谱线宽<0.4nm，在整个
工作范围内的漂移<0.2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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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浦与优化方面的优势。此外，文中

表1：三种二极管激光器的性能比较。

还将给出实施基于 VBG 的解决方案
时，在成本、功率、效率和动态范围
方面的系统级权衡。

自由运转

DFB/DBR波长锁定

VHG-波长锁定

10W单管的中心波长的变化

~10 nm

~2 nm

< 0.2 nm

光谱线宽 (FW1/e2), 880nm

5-7 nm

<1.3 nm

< 0.5 nm

65%

60%

65%

峰值效率

量子阱半导体激光器的光学发射
光谱与有源区域的光学增益谱密切相

的输出波长，有两种最常见的方法。

nLIGHT 公司最近展示了波长稳定的

关。该光学增益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一种是内部反馈机制，通过包含在激

780nm 器件，其在整个工作范围内的

二极管激光器的驱动电流和温度。标

光器有源区域中的蚀刻的分布式布拉

光谱线宽 <10pm。

准的面发射二极管激光器不采用波长

格光栅（DBR 和 DFB 激光器）来实

第三，通过不用 p-DBR，可以大

选择反馈机制，导致在有源区光谱增

现 ；另一种是外部反馈机制，通过外

大减少电子注入器件的电压缺陷，提

益带宽内只要满足增益的模式都输

部光学元件来实现，如体全息光栅

高这些器件的量子阱效率。可以独立

出。因此，激发模式的包络光谱宽度， （VHG）

[3,4]

。 相 比 于 DFB 或 DBR

地优化外延以实现高功率和高效率，

主要取决于光学增益的光谱宽度，而

波长锁定方式，采用外部 VHG 波长

而不再需要在设计上做出妥协，为实

光谱宽度本身又与激光波长的平方成

锁定的二极管激光器，具有诸多优势。

现良好的光栅耦合设计复杂掩埋光栅

首先，外部 VHG 波长锁定方式，

方法。外部光栅本身较低的内部损耗

[2]

正比。 由于二极管激光器的带隙和
相应的光学增益谱，会随着温度和工

二极管自发热与反馈波长的调谐无相

允许进行设计优化，在功率和效率方

作电流的变化而变化，非锁波长的二

关性，进一步提高锁波长二极管的温

面提供零损失。外部锁波长方式，消

极管激光器，其输出波长随温度的漂

度稳定性，并通过 VBG 元件的独立

除了掩埋光栅方法中通常采用的复杂

移约为 0.3nm/℃。换句话说，二极管

温度控制，实现了波长可调的激光输

外延再生。准直利用了与透镜中相同

激光器的光谱宽度和中心波长，基本

出。采用内部光栅（如 DFB 或 DBR

的成熟准直技术。锁波和非锁波芯片，

上会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

激光器）的器件，随着温度的不同，

可以用来自同一个晶圆。

且不能通过在给定的材料系统中进行

波长的偏移量为 0.07nm /℃，从而导

最后，批量制造能力和价格优势

单独的外延修改来直接设计。

致输出波长在整个功率范围内出现

方面的最新进展，已经降低了 VHG

2nm 的 偏 移。 相 比 之 下，VHG 较 低

锁波激光器的成本，使其成为一种低

的光学吸收，使得激光器在其工作范

成本解决方案。VHG 锁波激光器的

围内的波长偏移 <0.2nm。

准直和安装，利用了在快轴准直透镜

外部VHG波长锁定的优势
二极管激光器的波长稳定性，通
常是通过波长选择反馈机制来实现

表 1 中比较了自由运转、采用内

的；这种机制将激光器锁定到一个（或

部光栅锁波和采用外部 VHG 锁波的

几个）纵向模式。稳定二极管激光器

三种二极管激光器的性能，其中包

图3：Nd：YVO4的a轴偏振光和c轴偏振光的吸收曲
线。当在878nm波段泵浦时，a轴偏振光和c轴偏振光
的吸收差异能对激光器的性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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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成熟技术。

nLIGHT最新锁波长技术

括中心波长的变化、光谱线宽和峰

以前的其它工作研究显示，采用

值 效 率。 从 表 1 中 可 以 看 出，VHG

VHG 外部波长锁定后，二极管的斜

锁波器件显示出了最小的中心波长

率效率大约有 10％ ~20％的损失。为

变化、最窄的光谱线宽以及毫不逊

了解决这一局限，nLIGHT 最近开发

色的电 - 光效率。

出一种锁波长技术，其能够在较宽的

第二，外部 VHG 波长锁定方法

温度范围内保持良好的锁波性能，而

提供了更大的波长灵活性，因为纵模

并不改变激光器的输出功率和效率。[5]

是通过外部光学元件选择的。发射线

最 近， 该 技 术 已 经 被 应 用 到 多

宽可以根据应用进行定制 - 在要求极

款工作在 800~1900nm 波长范围内的

窄线宽（<0.05nm）的情况下，可以

高 功 率、 高 效 率 二 极 管 激 光 器 中。

简 单 地 将 VBG 做 得 更 厚 些。 例 如，

nLIGHT 已将这些技术引入到 88x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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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和良好的光斑均匀性，我们可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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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优化 a 轴和 c 轴的吸收，同时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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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透镜效应，能比 808nm 泵浦显著

40

提高输出功率和斜率效率。nLIGHT

30

在设计和生产 VHG 锁波长泵浦模块

20

方面具有超过五年的经验，目前已经

10

在二极管激光器的制造方面具有独特

0

的能力，能制造出具有严格的中心波
Spectral Width (FWHM, nm)

Centroid Wavelength (nm)

图4：图中显示了878.6nm二极管激光器的中心波长（左图）和光谱宽度（右图）。这种使泵浦二极管的中
心输出波长稳定并缩小光谱宽度的能力，显着提高了Nd：YVO4激光器的输出功率和光束质量。
TM

光纤耦合 Pearl

模块中，实现了非

常窄的光谱带宽，且光纤耦合器件
的 电 - 光 效 率 高 于 55 ％， 如 图 2 所

Technologies Center

长和光谱线宽的器件，如图 4 所示。
878.6nm 泵浦的 Nd ：YVO4 的在
输出功率和线性偏振输出方面的性能

的吸收曲线的差异，对激光器性能有

改进，直接改善了固态激光器的谐波

着显著影响。

产生。多家客户反馈，878.6nm 泵浦

相比于用 808nm 的器件泵浦，当

的 Nd ：YVO4 激光器的性能改进，使

示。这些结果证明了 nLIGHT 在外腔

用 878.6nm 光泵浦时，客户通常表示， 得 TEM00 输 出 功 率 比 808nm 泵 浦 提

激光器方面的独特实力 ：能够实现非

最大输出功率会有实质性的改进。然

高了 60％以上，这将直接提高一次谐

常低的光损耗、精确的波长稳定性、 而，a 轴和 c 轴吸收之间的差异，对泵

波和二次谐波的功率水平。nLIGHT

极窄的光谱线宽，这些都是对钒酸钇

浦波长和光谱宽度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已 经 通 过 生 产 波 长 稳 定 的 878.6 nm

DPSS 激光器进行高能级泵浦的关键

并且需要在这些要求之间进行权衡。 泵浦源（其具有最高的效率、最严格

参数。

许多客户已经报道，泵浦 Nd ：YVO4

的中心波长稳定性、较窄的光谱线宽）

的最佳波长为 878.6nm，但要严格限制

展示了最佳的 Nd ：YVO4 泵浦方案，

低成本光纤耦合泵浦模块的出

现，使 SSL 泵浦架构得到了显著改进。 光谱宽度和中心波长。通过 878.6nm

从而能够在生产线上提高 DPSSL 的

首先，多模光纤定义泵浦光的空间分

泵浦，
沿 a 轴和 c 轴的吸收实现了平衡， 输出功率和稳定性、以及 DPSSL 性

布，提供与固体激光器具有良好空间

进而实现了高输出功率和最小的热透

重叠的圆形输出光束。其次，泵浦可

镜效应。光谱线宽必须足够窄（大约

以与 SSL 晶体分开封装，这简化了系

为 0.5nm，FWHM），以至于 a 轴和 c

统的冷却要求。nLIGHT 已经开创了

轴的吸收值在泵浦的光谱宽度内基本

同时使泵浦光消偏振、并均匀光斑光

不变。

纤输出的方法。该技术在显著消除激
光偏振的同时，也提高了光纤耦合泵

当将泵浦光调节到 878.1nm 时，
较低的 a 轴吸收会导致性能变差。较

浦模块的稳定性和可维护性。最后， 大的光谱宽度（约 1nm）导致 a 轴吸
通过均质化近场和远场光束，使泵浦

收的快速减少，性能显著降低从而降

模块的输出能够更好地匹配 SSL 基模

低了激射光斑的光束质量。将泵浦波

分布，从而提高光 - 光效率，并可获

长调谐到大于 879.1nm，c 轴吸收较

得接近衍射极限的输出功率。

强而 a 轴吸收较弱，这将导致较低的

nLIGHT 的许多客户都使用波长稳

光 - 光效率和较强的热透镜效应。光

定的光纤均质泵浦源泵浦 Nd ：YVO4

谱线宽的进一步增加，将导致 DPSS

固态激光器，泵浦波长为 878.6nm。在

性能的下降。

对 808nm 和 878nm 泵 浦 二 极 管 进 行

通过保持较窄的谱线宽度、优异

比较研究时发现，a 轴与 c 轴偏振光

的中心波长稳定性、去偏振的激光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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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通快高层，
畅谈行业发展及背后的精彩故事
编者按：在2017年慕尼黑LASER World of PHOTONICS 2017展会上，《Laser Focus World》
（LFW）杂志编辑Conard Holton和Andreas Thoss有幸与德国通快集团副主席Peter Leibinger和
通快激光部总裁Christian Schmitz进行了一场近距离采访。通快的两位企业高管分享了他们对
激光技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热情和想法。这是激光行业内很难得的一次深入且鼓舞人心
的对话，分享了激光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很多精彩故事，其中更是闪耀着诸多独特的见解。
文/Conard Holton, Andreas Thoss

LFW ：近年来，最吸引您的激光创新是什么？

对于我个人来说，EUV 项目也让我加强了一个根本

Leibinger ：当然是极紫外（EUV）！ EUV 是罕见的

信念 ：没有合作伙伴，你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处于一个

“从想法的讨论、到实验阶段和原型阶段、再到正在制造

独特的领域——激光行业。这个行业一方面充满了高度竞

的最终产品都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案例之一。“用平均功

争，而另一方面又需要高度协作。这种合作促使了激光行

率为 30kW 或 35kW 的 CO2 脉冲激光加热锡滴生成 EUV

业的快速增长和创新。增长来自于竞争，而创新则源于合

光，并在晶圆上投影，以雕刻出线宽仅为几个原子尺寸的

作。没有合作，我们将无法进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通过

电路。”这些纯粹的科学挑战正是 EUV 的魅力所在。

EUV 项目，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合作的重要性。

除了技术的纯粹魅力和科学挑战之外，EUV 技术吸引

Schmitz ：对于我来说，最吸引我的无疑是碟片激光

我的另一方面是它对世界的影响。如果我们的 EUV 项目失

器。在我们开始研发碟片激光器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这

败了，摩尔定律则会失效。当然，世界并不完全依赖于通

个项目就是使用半导体激光来做固体激光的泵浦源，从而

快，但是可以说如果没有通快，芯片行业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生产出更高效的固体激光器。然而，我们并未想到其应用
当然，EUV 的影响范围不仅仅是芯片行业，智能手机行业

范围会那么广。

和整个电子设备行业也将不得不改变其运作方式。
LFW ：Leibinger 博士，听说您的父亲在 20 世纪 70 年代
早期游历美国时拜访了一家公司，并购买了一台 CO2 激光
器，据说在当时这台激光器的价格比一辆豪华轿车还昂贵。
Leibinger ：是的，那是一台被称为 Gravestone 的 CO2
激光器，建在一块花岗岩板条上，来自 Photon Sources 公
司（现在是 Novanta 的一部分）。
LFW ：您本人是否有过类似的传奇经历呢？
Leibinger ：我本人也曾有过两次类似的经历吧。第
一个是激光二极管。记得是在 2000 年，我意识到激光二
极管将是激光行业未来的基石，特别是在高功率激光领域。
用于极紫外（EUV）应用的TruFlow激光放大器，是使用13nm光源的下一代
EUV光刻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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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时 候 我 在 美 国， 正 逢 电 信 和 互 联 网 行 业 的 繁
荣发展。通快美国公司位于新泽西州的卢布姆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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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非常有安全意识的。

公司，距离通快美国总部法

对我而言，这似乎是通过 EUV 为该团队灌输新鲜文

明顿只有大约半个小时的车

化的一个独特机会，因为芯片行业的研发理念是要尝试一

程。SDL 后来被 JDSU 以数

切可能性，而不是安全保守的研发。在 EUV 项目上，大约

十亿美元收购了。

经过两三年的发展后，我们至少已经拥有了 15-20 名研发

我当时意识到通快可能

人员，但对现实如何发展依然没有头绪。这时，我遇到了

会陷入战略困境，因为我们

Cymer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Bob Akins，他是激光行
业中我最钦佩的人之一。

必须要获得激光二极管这项

Bob Akins 当 之 无 愧 是

基础性技术，而这在当时却
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一方

个极富远见的人，他诚实、

Peter Leibinger是通快集团管理层成
面，即使我们想垂直整合， 员。2017年7月1日，他从具体事业部
但在当时我们无法收购到制 门运营职责转为负责公司成长战略规
划。除了负责通快集团的研发部门
造激光二极管的公司 ；另一 外，他还负责销售和服务。

正直，而且非常聪明。我们
有 幸 相 遇， 畅 谈 长 达 数 小
时，为我们之间的合作奠定

方面，即使是那些制造激光二极管的公司，也不再有兴趣

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我们

出售数千只高功率设备给我们，因为他们在电信行业的销

与阿斯麦（ASML）公司建

量动辄高达数百万只。

立了合作关系，同时也收购

基于这些考虑，在我父亲访问通快美国公司的时候，
我说服他：我们需要开设自己的激光二极管晶圆厂。然后，
我便开始了寻找顾问之旅，以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晶圆厂，
很快我又意识到更重要的问题是拥有 IP，因为当时已经

Christian Schmitz于2017年7月1日加入
通快集团管理层。他从Peter Leibinger
手中接棒，负责激光技术/电子部门的
管理工作。

了 Cymer。这种建立在相互
信任基础上的伙伴关系，真
的感觉非常棒，大家总是拥
有一起成功的强烈愿望。

有超过 10,000 个激光二极管专利。
然后，我们偶然发现了普林斯顿光波（PLI），这是一

LFW ：通快公司的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均在纳斯达克上市，

家从萨诺夫研究所（Sarnoff Research Institute）分拆出来

资本数十亿。他们拥有很多资源，增加了行业并购。相比之

的公司，位于新泽西州。他们拥有一位非常有创意的研究

下，通快是一家私人公司，私有性质会是公司的一个劣势吗？

科学家——Dmitri Garbuzov，他申请了大面积波导专利。

Schmitz ：我绝不认为公司私有是劣势，我看到的完

当时每个人都在使用这项技术，这就是我们进入激光二极

全是优势。试想一下，Peter 刚刚谈到的 EUV 项目的情况，

管市场的敲门砖。剩下的部分就是行业发展历史了，市场

会发生在一家上市公司中吗？从来没有过，因为股东会问：

崩溃，我们直接购买了 PLI 的专利和资产。2002 年，我 “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是多少？”
们开始在普林斯顿运营，今天我们在普林斯顿大约有 250

Leibinger ：分析师也会问！

名员工，每年生产超过 30MW 的泵浦功率。

Schmitz：从这个角度来说，像 EUV 项目这样的故事，
或是我们在慕尼黑发展科研激光器研究，或是对激光二极

LFW ：第二件事是什么？

管的投资，你都不会去做。你只有拥有一家私人公司的时

Leibinger ：第二件事比较简单。我们开始了 EUV 的
开发，因为 EUV 找到了我们。当时 Cymer 正在寻找一
家能够制造 CO2 激光器的公司，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产品，

候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这家私人公司里的人们，真正想的
是未来。
Leibinger ：首先，如果看看我们的竞争对手的资产

最后他们选择了通快。这是我不得不签署的一个特别项目。 负债表和 PNL，您就会注意到，通快比其大多数竞争对
我预测这个项目有 5% 的成功几率。我说，我们做这
件事不是出于商业目的，而是出于文化原因。当时，我们

手投入了更多的研发经费。通快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 ：我
们不用在短期盈利的情况下回答分析师的诸多问题。

的 CO2 激光器研发团队专注于单一客户的单一应用 ：我

第二，现金丰厚可能是上市公司的一个负担，因为他

们的机床部门和切割用激光器。当然，在研发方式上他们

们必须要说明为什么他们手上拿着钱却没做任何事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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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也有丰富的现金。这些现金可以用于并购，也可以作为

万台。我觉得 IPG 和通快在标准 20W 光纤激光打标机市

周期性业务的保险单。

场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竞争对手。我们每年出货 1 万台打标

我们自己制定我们的发展策略，而不需要分析师来
做。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看看这些上市公司的估
值，都是 20-30 倍于收益，这只是未来的估值，而不是现实。

用激光器，其中绝大多数都去了中国市场，但中国的竞争
对手做得更多。
对 于 500~1000W 的 中 低 功 率 连 续（CW） 激 光 器，
我们正看到了同样的发展趋势。而高功率 CW 激光器领

LFW ：通快为科研激光器的提供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相

域发生同样的情况，也只是时间问题。我也很担心，因为

比于通快的工业核心市场，科学应用是一个小市场。那么

我们不明白这些激光器的低价格是怎么做到的。假如我们

通快从科学应用市场中收获了什么？

把这些机器拆开来看，会发现中国竞争对手的组件有不少

Schmitz ：坦白说，这是一个实验。将工业化产品应

来自于我们相同的供应商。如果算上我们支付的费用，再

用到科学领域可能是一件有趣的事，我们找到一个科研应

扣除批量采购所获得的折扣，我们仍然做不到他们销售的

用小组，将这项技术推向极限，以便了解更多。通过科研

价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但激光器确实在以低

应用，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的产品，了解它们在极限条件

价出售。这是我们目前需要面对的事实。

下的性能，然后将其应用到工业领域，以将我们的超快激
光器提升到更高水平。这是我们从慕尼黑科研激光项目中
获得的一些收获。

LFW ：有政府政策的支持。
Leibinger ：这让我有些担心。

Leibinger ：科研激光还能使我们涉猎很多意想不到
的应用领域，例如相干 X 射线或桌面同步加速器，这是

LFW ：政府还创建了中国大防火墙，这是一个数字防火

我们正在与科学研究领域客户所谈论的主题。这是逆向技

墙来规范互联网。它是否干扰到你们的工业 4.0 计划？

术转移，我们受益于我们的各种产品系列。

Leibinger ：当然。我们在中国进行工业 4.0 的唯一办
法是通过合作。中国所产生的数据是不能离开中国的，这

LFW ：科研激光项目是互惠互利吗？

是法律。如果我们在中国建立云，我们必须向中国政府提

Leibinger ：是的，双方都受益。但是慕尼黑项目与

交密码来应对紧急情况。这意味着我们将完全透明。我们

通快的其他项目不同，它就像一个研究机构。慕尼黑项目

会被问及，你们为什么要很费劲地设置自己的云呢？你们

是一个由 15 人组成的小团队，他们在做着非常有趣的事。 完全可以和中国合作伙伴一起做。
如果有来生，这就是我想做的。

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机遇，我们带来了很多东西。当
我们处理中国商业事务时，是的，可能会有政府的影响，

LFW ：在全球市场中，您认为哪个区域拥有进一步增长

但最终他们还是会遵循商业利益。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的最佳机会，为什么？
Leibinger ：这是我最难确定的一个问题，我想最终

上接第21页

还是亚洲吧。在这个地区，目前我们增长强劲的市场依次

光器甚至更宽、约为 300nm 的调谐范围，其中输出短至

是 ：韩国、中国和日本，随后是台湾。亚洲市场会保持强

200fs，波长选择通过棱镜对实现（见图 1）。

劲增长，但是我也看到了东南亚地区的巨大潜力。
LFW ：您是否关注过中国的一些官方计划？您认为这些
计划是否会对中国未来的激光发展有促进作用，比如“中
国制造 2025”？
Leibinger ：非常非常关注。如果你看看打标行业，

王枫秋介绍说 ：
“我们的初步结果是非常喜人。结果
表明碳纳米材料，包括碳纳米管和石墨烯，可能是关键的
光学开关材料，能够在技术上重要的 2μm 区域实现新一代
的宽可调谐锁模光纤激光器。考虑到在体积和成本降低方
面的巨大优势，这些碳基系统将很有可能实现商业化。
”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激光打标机的市场数据取决于

参考文献

信息来源。我们假设中国的激光打标机市场约为 5 万至 6

1. Y. Meng et al., Nat. Sci. Rep., 7, 45109 (Mar. 2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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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撷英
一体化外腔可调谐激光器及放大器MSA系列
MOGLabs 公司最新推出一体化外腔可调谐激光器及

Products Highlight

满足高端工业及科研领域的新型电动滑台
卓立汉光最新推出新型 LMA 系列电动滑台（直线电

放大器 MSA 系列，可提供高达

机平移台），其优选直线电机，满足高速、高精度、高扭

4W 的高亮度窄线宽输出。MSA

矩的要求，精度达到卓立汉光“超高精密”的标准。

的种子源采用独特的固有自对准

采用进口超高精密（SP 级）

MOGLabs cateye 激光器，具有非

线性滑块导轨，产品负载能力

常低的频率漂移和业界领先的无

大、运动平稳，具有超高运动

源线宽。用于 TA 二极管对准的线切弯曲安装座，提供了

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左

出色的被动稳定性，并且最终用户很容易实现二极管更换。 右两侧均采用双光电开关（非接触式），起到减速、限位
选项包括单模光纤耦合、双光束输出（自由空间和光

作用；左右两侧均采用双油压缓冲器，有效阻止高速碰撞；

纤耦合），以及使用专有的超窄带滤波技术的增强型 ASE

在多重保护的基础上，又增加聚氨酯防撞垫块，进一步提

抑制，可应用锥形放大器进行 BEC 偶极捕捉。

高安全性 ；可选择不同精度的玻璃式光栅尺或者钢带式光

主要特征 ：波长 630~1080nm ；输出功率高达 4W ； 栅尺，配置灵活。
高稳定度的线切割弯曲对准 ；用户可更换的 TA 二极管 ； 卓立汉光，www.zolix.com.cn
独特的 ASE 抑制，0.2nm 带通滤波器（可选）。
应用领域 ：激光冷却和捕集 ；玻色 - 爱因斯坦凝聚和
偶极捕获 ；Rydberg 激励 ；光化电离 ；时间和频率标准 ；

雷宇激光推出国内首款教育版激光切割软件
LaserMaker
雷 宇 激 光 推 出 国 内 首 款 教 育 版 激 光 切 割 软 件 ——

激光光谱。
顶尖科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www.psci.cn

LaserMaker。LaserMaker 是 雷 宇
激光自主研发的激光切割机专用

提升光束控制速度和精度的全新数字伺服驱动器

软件。作为首款面向教育市场开

Cambridge Technology 推 出 全 新 数 字 伺 服 驱 动 器

发的激光切割软件，以其简洁的

DC3000 Plus，建立在其前身 DC3000 基础之上，而后者

界面设计，最符合青少年思维的

采用数字状态空间控制器技术来提升激光打标应用的速

操作逻辑，极易上手的特性，赢得老师学生们的一致认可。

度。由于增加驱动电流并加强热能管理，DC3000 Plus 目

LaserMaker 专为校园激光 STAEM 教育定制，真正面

前提高了打标速度，并且能够更快地准确驱动更大的激光

向中小学生，辅以精心设计的配套教程及经验丰富的师资

用镜。这些改进扩展了该产品系列在激光转换、微机械加

培训，让更多的创客老师上手即会使用，让更多的学生创

工、高功率焊接和增材制造应用方面的能力。

客参与到 DIY 的创作乐趣，让创意变为现实。

这款全新伺服驱动器将为客户提供明显的速度和性

雷宇激光，www.thunderlaser.cn

能优势，包括卓越的追踪性能和在高占空比应用中的更高
效率。客户还能受益于全新自动校准功能，这一功能可以
简化将 DC3000 Plus 整合至客户系统的过程，减少停机时

大族激光面向白色家电应用的滚筒焊接自动
生产线
大族激光精密焊接

间，简化服务要求。
DC3000 Plus 是 Cambridge Technology 旨在满足先进

事业部自主研发的滚筒

制造应用需求的一套产品的组成部分，主要功能包括 ：提

焊接自动生产线，适用

高在微机械加工、摆动焊接和开孔方面微矢量扫描模式的

于各种规格的洗衣机内

精度 ；使高速打标应用中的吞吐量提高多达一倍 ；轻松整

筒的生产，夹具及定位

合与支持，每次接通电源都进行系统诊断，在操作过程中

机构自动调节，可以实现各种规格料片的快速换型。
产线将洗衣机内筒平板料片激光切割、卷圆、激光焊

新增过热保护。
Cambridge Technology ；www.cambridgetechnology.com

激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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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片自动卷圆成型的自动化生产。
设备整体布局紧凑，模块化、标准化设计，可根据用

也适用于激光切割、钻孔或去除局部材料和涂层，这都是
通过不同波长和最高功率 6kW 的激光器实现的。
FLS1800 系统可以无缝集成到现有生产线上，或作为

户个性化需求组合流水线。系统运行稳定可靠，焊接良品
率高，性能、技术、工艺等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可实现

小型生产系列或试点项目的个人系统运行。

洗衣机内筒平板料片自动卷圆焊接，以及其他类似平板料

亚智科技，www.manz.com

片卷圆焊接。
大族激光，www.hanslaser.com

1342nm/671nm/447nm多波长固体激光器
德 国 XITON Photonics 公

Manz亚智科技推出新一代FLS1800灵活激光系统

司推出用于显示器修复的多波

Manz 亚智科技推出的灵活的激光系统 FLS1800，是

长 激 光 光 源 IDOL 系 列。 该 系

专门为制造锂离子电池及模块所使

列激光器是一款半导体泵浦调

用的不同激光工艺而设计的多功能

Q、高重复频率激光器，基频光

平台，其好比一把多功能的瑞士军

为 1342nm，通过频率转换，可输出 TEM00 模式的 671nm

刀，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

红光和 447nm 蓝光。所有波长的激光脉冲宽度＜ 13ns，

从标准化的机器底座开始，单
个 机 器 配 置均能只用 6 个步骤就

光 束 质 量 <1.3， 峰 峰 功 率 稳 定 性 σ<2%， 最 大 可 输 出
50kHz 的脉冲光。

能创建起来，以满足所需的应用需求。通过这个方式，

激光器的密封外壳和尺寸均基于工业应用设计，非常

Manz 将标准系统与定制解决方案的优点做了相应的结合。

适合 24/7 工业应用。此款激光器具有输出重频高、峰值功

无论是手动进料的单一系统、还是完全集成的生产
线，若想在锂离子电池制造中获得最佳的灵活性、性能

率高、光束质量光斑形状优异、脉冲能量稳定性高等优点，
而且只需外加一个 532nm 的绿光激光器，即可实现 FPD

和精度，那么 FLS1800 灵活激光系统是最佳的选择之一。 修复所需的所有光源要求，是用于 FPD 修复的理想光源。
由于配置了激光工艺模块，不仅仅适用于高精度激光焊接， 顶尖科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www.psci.cn

鼎点激光LT6020光纤激光切管机
济南鼎点数控设备生产的 LT6020 系列光纤激光切管机，可切
割长度 0.2~6.5m、直径 15~220mm 的方管、矩形管、圆管、椭圆管
等管材，同时也可以加工槽钢、角钢等材料。
LT6020 可实现管材开孔、切断、相贯线切割及常规加工难以
实现的各种异型复杂图形的精密切割，通过在专业的管材套料软件
上编程，实现所见即所得的加工效果。

性能参数

切割样品展示

名称

参数

最大空行速度

90m/min

波长

1070~1080nm

光束宽度

0.2mm

额定输出功率

10%~100%

XY轴定位精度 ≤±0.03mm
重复定位精度

≤±0.02mm

可加工管型

方管、圆管、矩形
管、椭圆管、D形
管、槽钢、角钢等

自动定心，坚固耐用；进口德国 PA 激光管切专用系统和 IPG 激光器，

加速度

1G

性能稳定。独特的后上料方式，全球首创并取得发明专利，上料稳定，

尾料长度

200mm

并比市面同类上料方式效率提高 30%，节约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有效切割长度

6m/8m/10m

功率

35kW

毛重

10t

电压

AC380V 50Hz

红光定位

有

辅助气体

氧气、氮气、空气

LT6020 切管机的 16~25mm 钢板床身一体成型，经过热时效处
理，稳定性好，长期使用不变形 ；采用双气动卡盘设计，自动夹紧

LT6020 切管机不仅可以小批量多种类加工，而且可以实现大批
量稳定加工。一次成型、避免传统加工的切断、打磨等多个加工过程。
LT6020 切管机已用于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石油管材、工程机械、
船舶制造、机车制造、电梯制造、健身器材、建筑装饰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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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智能碟片激光器

感器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完全相同的时

通快新一代 TruDisk 是新一代先

间戳。在所有开发中最令人印象深刻

进的智能碟片

的是，通快正计划如何在未来更好地

激 光 器， 紧 凑

利用基于状态监控的服务。在提前获

节 能， 它 能 结

得客户的允许后，这项服务将会被用

合基于状态监

于分析数据参数，进行基于运算法则

控的服务对激

的趋势分析，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措

光器运行状态和趋势进行分析，将是

施来预判潜在的激光停机风险，并预

工业 4.0 生产线上的有力生产工具。

防计划外产生的停工期。

智能 TruDisk 激光器的核心称为

新一代 TruDisk 碟片激光器内部结

CPX，是内置的控制系统。它就像是

构的第二项重大改进是增加了全新的

激光器的大脑，激光器在这里收集所

半导体激光器。这种新型半导体激光

有的状态数据和加工参数。新一代的

器不但紧凑节能，降低成本，还将占

TruDisk 碟片激光器还新增了一个智

地面积缩减到仅 0.85 平方米。通快最

能特征 ：能够显著地提高从扫描识别

新推出的平面激光切割机 TruLaser 18

中获取的数据质量。这个特征被称为

Edition 中配备的正是这款碟片激光器。

精确时间协议，它可以同步所有的传

通快，www.trumpf.cn
•

多色高功率LED光源
德国 Omicron Laserage 公司最新
推出一款高功率 LED 光源 LedHUB，

用户可替换任意 LED 通道的
带通滤波片

•

自动化控制 LED 光强，分辨
率 0.1%（0~100%）

此款产品主要应用于生物技术、工
业和分析

•

数字调制开关时间 <2µs

应 用， 其

•

智能同步

波长覆盖

•

稳定和重复度好

范 围 为

•

兼容 2、3、5mm 液芯光导和

340~950nm。 该 LED 光 源 被 广 泛 应
用于广角显微镜、钙离子成像、光遗

SMA 或 FC/PC 石英光纤
•

传学、化学分析、取证等应用中。
LedHUB 的 模 块 化 设 计 原 理 可

在视野范围内光强均匀一致，
稳定，不需要对齐

•

以为一开始只使用一种或两种波长的

长寿命 ：预计超过 5 万小时
的工作时间

用户，在以后的使用阶段升级更多

应用领域 ：

的波长，最多可以增加到 6 种波长。

•

流式细胞术

LedHUB 满足应用需求最关键的一个

•

显微镜

特征是 ：此款产品能在波长和光强的

•

光遗传学

高速模拟调制之间进行快速切换。

•

钙离子成像

主要特点 ：

•

化学分析

•

•

刑事取证

•

激光世界

模块化设计，用户可进行 6
种不同波长的升级

顶尖科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快速调制功率强弱

www.psc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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