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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激光已成为钣金

加工的必然工具



激光在钣金
行业的应用

激光裁剪

激光焊接

激光弯曲

激光打标



第二部分 工业激光器的共性参数



工业激光器的共同表征参数

激光束的平均功率

激光束的峰值功率

激光束的光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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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束的光束质量



方孔径模式



圆孔径模式



光束质量好的含义

聚焦光点小。

焦深长。

传输距离远。



工业激光器的输出波长



第三部分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工业激光器



不同的激光参数适合不同的应用



主要工业激光器输出功率与光束质量的关系



1.激光标记类应用选择激光器的标准

• 尽量高的平均功率（100瓦以内）

• 尽量高的峰值功率（100千瓦以内）

• 尽可能高的重复频率（100千赫兹以内）

• 尽可能好的光束质量

• 尽可能短的波长（对金属标记）

• 尽量低的价格



激光打标机常用激光器

• 闪光灯泵浦调Q固体激光器

• 半导体侧面泵浦调Q固体激光器

• 半导体端面泵浦调Q固体激光器

• 调Q光纤激光器



闪光灯泵浦调Q固体激光器



半导体侧面泵浦调Q固体激光器



半导体端面泵浦调Q固体激光器



调Q光纤激光器



激光玻璃内刻蚀、标记系统——使用端面泵浦绿光激光器







脉冲运行 1200W@30ns(5~100kHz) ~实验室水平 M2<1.3

脉冲运行 750W@30ns(5~100kHz) ~产品 M2<1.3

绿光输出 800W@515nm ~实验室水平 M2<1.3

绿光输出 300W@515nm ~产品 M2<1.3

德国通快公司的碟片激光器



2.激光切割与焊接机用激光器

• 高功率连续CO2激光器（2-10千瓦）

• 高功率连续光纤激光器（1-4千瓦）

• 高功率连续碟片激光器（2-4千瓦）

• 高功率脉冲灯泵浦激光器（500-1000瓦）



轴快流CO2激光器



1、系列产品：

CP4000 w

CP3500 w

CP3000 w

CP2500 w

CP2000 w

2、定制机型

F    4000 w

UPL3300 w 

UPL2200 w

3、储备产品

6kW、8kW、10kW

®

CP10kW



高功率气体激光器

• 10千瓦轴快流二氧化

碳激光器指标已达到



高光束质量的CO2激光器



功率计读数2.25kW

输出光斑模式

激光功率

中国最高

2千瓦射频激励板条
CO2激光器工程化样机



IPG公司:1-10kW光纤激光器



固体激光器国际现状——光纤

光纤激光器1-50kW，20kW已经商品化



武汉的高功率光纤激光器

• 武汉有两家企业生产1千瓦以上光纤激光器

• 武汉锐科激光公司光纤激光器已获得4300瓦连续

激光输出。

• 武汉梅曼激光公司与西安光机所合作2012年投产
50台600瓦、10台1000瓦连续光纤激光器。



新型激光技术：碟片激光器



运行模式 输出功率 光束质量 光纤输出

连续运行 10kW@1disk~Lab 35mm.mrad

连续运行
6kW@1disk~Products

~max 8kW

8mm.mrad(Product) 200um@NA=0.1

<4mm.mrad(Lab) 75um@NA=0.1

TRUMPF通快公司



Disk Laser Key Technology

Double parabolic mirror multi pass pumping

More pumping power and homogenization

Without imaging distortion

Can realize multi pass pumping 

Structure simple and 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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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data



俄罗斯专家来实验室交流指导



高功率灯泵浦脉冲 Nd:YAG 激光器



工业激光器的发展

第二代激光器：半导体泵浦棒状固体激光器第一代激光器：闪光灯泵浦棒状固体激光器

第三代激光器：半导体泵浦碟片固体激光器和光纤激光器



光束整形与聚焦 偏振及波长耦合

3.半导体激光器及其应用



德国最高水平



焊接

不锈钢的焊接 制造业的高质量焊接



三种材料（不锈钢、铝、镀锌的钢）能达到的焊接深度及相应的焊接速度
半导体激光功率：4000W
光斑尺寸：0.6mm



制造业中使用的8kW淬火系统

热处理



热处理工件



塑料焊接

高质量的复杂应用 用于塑料焊接的模块式半导体激光器



多种塑料焊接方式

燃油泵的轮廓焊接燃油泵的同步焊接



钎焊



熔覆及涂覆



切割



复杂切割 金属管道切割



更多的应用

塑料切割 陶瓷的激光辅助加工 激光辅助特殊金属成型
功率：400W
光斑直径：400μm
切割速度：5m/min



Nd:YAG激光与半导体激光的混合焊接，通过波长耦合

激光拼板焊AIMg3 (1.5 – 1.2 mm)                         填角焊接AIMgSi1 (2 mm)
3kW Nd:YAG激光与3kW半导体激光 3kW Nd:YAG激光与3kW半导体激光



薄膜表面改性

crystallization of a 500nm a-Si film

激光系统：350W半导体激光系统（非光纤耦合）
材料：500nm a-Si
速度：50mm/s
Line length（激光光束尺寸）：12mm×0.1mm

SnO TCO tempering（回火）

激光系统：450W半导体激光系统（非光纤耦合）
材料：100 nm SnO: Al
速度：100mm/s
Line length（激光光束尺寸）：12mm×0.1mm



最新技术





TeraDiode has demonstrated a laser that outputs >2,000 W out of an industrial 
processing fiber. See Figure 6. The industrial processing fiber is LLK-D compatible. 
Two different processing output fibers were used, and for both the fiber parameters 
are measured at 95% power content: 100 μm/0.13 NA and 50 μm/0.15 NA. For 
the latter demonstration, the Beam Parameter Product of 3.75 mm·mrad is the 
lowest BPP for a multi-kW-class direct diode laser that has been demonstrated. We 
believe that this laser will be very suitable for kW-class industrial laser cutting of 
sheet metal at industrial processing speeds. 



加工效果

Figure 1. Photograph showing the edge 
quality of 1.6 mm thick sheet of 304 
stainless steel cut by TeraDiode’s laser. 
The cutting parameters for this run are 
900 W of laser power, 250 psi nitrogen 
gas assist, 54 inches（13.7米） per 
minute feed rate.

Figure 2.     0.265 inch（×2.54cm 
=6.731mm） thick mild steel, cut 
with TeraDiode’s 1 kW laser and 
oxygen assist gas.



For the first time, TeraDiode’s ultra-high brightness, direct-diode lasers make 
penetration and keyhole welding of gauge thickness metal possible. TeraDiode
has demonstrated butt welding of 304 stainless and mild steel up to 1/8 inch 
thick at a rate of 72 inches per minute using 1000 W from a 200 mm 0.18 NA 
fiber. These welds have low porosity and a low heat affected zone (Figure 1).



• For free space applications, TeraDiode can 
produce a nearly diffraction-limited output that can 
be scaled to 100 kW and higher power levels.

• The TeraDrive™ technology is based on more 
than ten years of government funded research at 
MIT Lincoln Laboratory which was led in part by 
two of our co-founders, Dr. Bien Chann and Dr. 
Robin Huang.



欢迎与会代表来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鞍山中心
指导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