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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南

CONFERENCE 

GUIDE

会议报到

报到时间：2021年6月26日12:00—21:00

报到地点：西安曲江惠宾苑宾馆

会议地点：西安曲江惠宾苑宾馆

酒店地址：雁塔南路南段388号

日程安排

01 02

时间

6月26日（全天）

6月27日（上午）

6月27日（下午）

6月27日（晚上）

6月28日（上午）

事项

会议报到、注册

开幕式、大会特邀报告

大会特邀报告

张贴报告

分会场邀请报告、口头报告

分会场邀请报告、口头报告

报告准备

会议用餐

返 程

（1）报告时长：

报告类别 报告时长 提问时长

大会特邀报告   25分钟   5分钟

分会场邀请报告   20分钟    5分钟

一般口头报告   12分钟    3分钟

（2）请报告人提前将报告拷贝至会场专用笔记本电脑中。

注：由于会议议程安排紧凑，请各位代表及主持人严格控制报告时间。

2. 张贴报告：

张贴时间：6月27日 18：00-21:00

张贴地点：酒店1号楼一楼，露天冷餐会处

1. 口头报告：

日期   用餐   时间   地点   用餐凭证

会议餐券

酒店房卡

会议餐券

会议餐券

酒店房卡

会议餐券

会议餐券

酒店房卡

一楼 四季厅

一楼 四季厅

一楼 四季厅

1号楼外冷餐会

一楼 四季厅

一楼 四季厅

一楼 四季厅

一楼 四季厅

17:30-21:00

06:30-09:00

12:00-13:30

18:00-21:00

06:30-09:00

12:00-13:30

18:00-21:00

06:30-09:00

晚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

6月26日

6月27日

6月28日

6月29日

注：餐券当日有效，逾期作废。

6月28日（下午）

6月29日（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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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住宿

西安曲江惠宾苑宾馆：西安市雁塔南路南段388号；电话：029-87663333。

入住代表请于酒店前台支付住宿费并开具住宿费发票。

酒店退房时间为退房当天14:00。

1.存在下列情形的人员，不得参会：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隔离观察期内的

密切接触者；14天之内有国内中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和接触史的。

2.参会人员在会议期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公共场合均要科学合理佩戴口罩。

3.参会人员在报到时请自觉出示健康码绿码。

4.参会人员进入会场前请自觉配合会务人员测量体温，并自觉全程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

5.会务组为参会人员准备了一定数量的备用口罩、免洗手消毒液，请按需取用。

6.建议参会人员尽量选择大会指定酒店安排住宿，会议期间尽量减少外出。

7.会议期间，参会人员一旦发现发热、乏力、咳嗽、咽痛、打喷嚏、腹泻、呕吐、黄疸、皮疹、

结膜充血等疑似症状，应及时向会务组报告，由会务组安排协助尽快就诊排查，未排除疑似传染病及

身体不适者不得参会。

8.参会人员需时刻加强疫情防控意识，在会议期间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配合会务组做

好各项防疫工作。

9.防疫应急电话：西安市第八医院，029-85262171。

会议防疫须知

其他注意事项

1.请参会人员佩戴参会证，按会议日程准时参会。如临时有变动，请以当天通知为准。

2.会议期间注意人身财产安全，妥善保管好会议资料和私人物品。

3.会议期间请关闭手机或调至静音状态，以保证会场秩序。

4.参会人员不得在会场发放自带的资料，如有资料需要分发，请与会务组接洽，由会务组代为分发。

5.本次会议为公开会议，请勿携带涉密信息及资料参会。

6.会议期间天气炎热，请参会人员注意防暑，若有身体不适，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

会务组联系

会议期间，如您对会议有任何意见和需求，敬请及时联系会务组。

会务组：黄  越  13990116653      杨   蒿  15308111952  

              王  涛  13183431142      刘玉娜  18190641027

              王  迪  18709290171      任    敏  13550821372（会务费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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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

大会顾问

杜祥琬   范滇元   范国滨   张维岩

大会主席

郑万国   唐 淳 

大会执行主席

赵宗清   周维民   晏成立   邵 火   劳长石   赵永涛   夏蔡娟

学术委员会

邓建军    丁永坤    黄文华    唐传祥    张建德    蔡洪波

曹莉华    陈   民    陈明君    陈亚洲    程鑫彬    丛培天

杜应超    冯   超    冯国英    高妍琦    郭   冰    郭建增

韩   伟     胡明列   黄洪文    吉亮亮    焦   毅    金玉奇

孔伟金    李   庆    李洪涛    李   化    李任恺    李新阳

李亚国    李玉同    刘庆想    鲁   巍    马弘舸    冒立军

蒙    林    宁   辉    乔    宾    秦   风    邵   涛    唐靖宇

唐晓军    佟存柱    汪连栋    王   琳    王  璞    王屹山

王    钊    魏   彪    吴   岱    吴思忠    向   导    谢彦召

许晓军    闫  锐    颜学庆    余同普    张  军    赵剑衡

赵永涛    郑   跃    仲佳勇    周东方    周申蕾    朱礼国

朱少平    朱文越    朱   晓    邹晓兵  

08:00—08:20

08:20 08:50—

开幕式、颁奖 赵宗清

08:50 9:20—

景 峰

冷雨欣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大会特邀报告：高功率窄线宽光纤激光技
术研究进展

时间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合影&茶歇09:20 10:00—

10:00 10:30— 冯国斌

张大勇

朱文越

姜东升

10:30 11:00—

11:00 11:30—

11:30 12:00—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

郑万国

午餐&休息

6月28日

会议议程

AGENDA

张维岩

12:00—13:30

15:30-16:0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颜学庆

鲁 巍

朱 晓

李新阳

张飞舟

颜 宏

王小林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茶 歇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8:00-21:00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国防科技大学

晚 餐 、 张 贴 报 告

赵永涛

夏蔡娟

序号

PL01

PL02

PL03

PL10

PL11

PL12

PL 13

PL04

PL05

PL06

PL07

PL08

PL09

大会特邀报告：超强超短激光及其前沿应用

大会特邀报告：基于液晶器件的激光光束
调控技术进展与展望

大会特邀报告：复杂流场激光诊断技术研
究进展

大会特邀报告：强激光定向传输中的大气问题

大会特邀报告：高功率固体激光技术发展的思考

大会特邀报告：高能激光系统物理建模与
仿真研究

大会特邀报告：高能光纤激光光束控制技
术新进展

大会特邀报告：LD泵浦近单模高功率光纤
激光器

大会特邀报告：激光加速器研究与应用展望

大会特邀报告：从“桌面光源”到“未来
对撞机”：激光加速及应用展望

大会特邀报告：从激光加工走向激光制造

大会特邀报告：自适应光学技术及其激光
应用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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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会议议程

AGENDAAGENDA

08:00-08:25

08:25-08:50

时间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6月28日

序号

冯国斌

姜东升

08:50-09:15

09:15-09:40

邓学伟

张建柱

刘 磊

蒋新颖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沈炎龙

刘勤勇

宗兆玉

刘 洋

楚秋慧

黄 超

季艳慧

郑胜亨

10:05-10:20

10:20-10:35

10:35-10:50

10:50-11:05

11:05-11:20

11:20-11:35

11:35-11:50

11:50-12:05

12:00-13:30 午餐&休息

时间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6月28日

序号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北京工业大学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伍艺通

李 果

叶先林

宋伟华

张振荣

李峰云

陈涵天

曹士奕

徐艳龙

李 超

班晓娜

14:50-15:05

15:05-15:20

15:20-15:35

15:35-15:50

15:50-16:05

16:05-16:20

16:20-16:35

16:35-16:50

16:50-17:05

17:05-17:20

17:20-17:35

18:00-21:00 晚 餐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01O

11O

12O

13O

14O

15O

16O

17O

18O

19O

20O

21O

邀请报告：利用傅里叶光学卷积特性实现
路径波前探测

邀请报告：激光传输时光束偏振特性变化
机理研究

邀请报告：连续/脉冲复合体制高功率固
体激光实验研究

邀请报告：10J-50Hz纳秒激光器研制进展

中红外电光调Q光纤激光器

固体激光数值模拟仿真平台的建设和进展

高稳定激光脉冲波形精密调控技术研究
与应用

高重频大能量亚纳秒板条激光放大器

3.2kW保偏窄线宽单模光纤激光器

高功率重频中红外HF激光器

单波长泵浦双光子吸收铷蒸汽激光器理
论分析

大口径反射镜低应力夹持技术研究

非理想真空激光极限强度初探

环氧树脂热解反应的两阶段动力学模型

High-efficiency 1.4J repetitively 
pulsed Fe:ZnSe laser

高功率2 µ m波长可调谐超短脉冲光纤
激光器

基于拉曼散射的多组分浓度一维分布测量研究

全国产光纤材料器件实现单纤20.88 kW输出

一种具有大通光孔的碟片多程泵浦结构

连续激光作用下表面污染对薄膜滤光片的
影响效果研究

基于激光毛化技术的5052铝合金粘接试验研究

高速流场下凸台周围的气动光学效应研究

双端键合结构被动调Ｑ微型测距用激光器

22O 17:35-17:50 陆嘉儒 奥徒（上海）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高能量纳秒激光器在冲击压缩应用中的最
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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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

I02

I03

I04

02O

03O

04O

05O

06O

07O

08O

冯国英

冯国英

13:30-13:55

13:55-14:20

14:20-14:35

李 平

窦玉焕

李文戈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上海海事大学09O

邀请报告：3×3阵列集束的聚焦光场特性研究

邀请报告：中物院1-4.2 THz FEL装置波
导谐振腔优化设计研究

激光清洗装置的零件工艺试验研究

I06

I07

14:35-14:50 王 晟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10O
用于强激光辐照材料表面温升测量的热敏
磷光测温技术研究

I05 09:40-10:05 薛全喜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邀请报告：高功率准分子激光装置研制及
其应用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朱文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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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会议议程

AGENDAAGENDA

时间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6月28日

序号

周维民

鲁巍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赵永涛

王 峰

马文君

马燕云

宾建辉

08:00-08:25

08:25-08:50

08:50-09:15

09:15-09:40

09:40-10:05

12:00-13:30 午餐&休息

时间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6月28日

序号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

同济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与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与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超级云计算中心

张 博

肖家浩

钮信尚

姚海波

晏良宏

何 洋

陈俊锋

冀千瑜

杨为明

王佳敏

陈本正

牛 瑞

15:35-15:50

15:50-16:05

16:05-16:20

16:20-16:35

16:35-16:50

16:50-17:05

17:05-17:20

17:20-17:35

17:35-17:50

17:50-18:05

18:05-18:20

18:20-18:30

朱晓

18:00-21:00 晚 餐

胡强林

刘红杰

吕 冲

黎 航

马英起

崔怀愈

王洪建

孙 亮

井冈山大学数理学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哈尔滨工业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10:05-10:20

10:20-10:35

10:35-10:50

10:50-11:05

11:05-11:20

11:20-11:35

11:35-11:50

11:50-12:05

北京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

仲佳勇

刘 东

田宝贤

朱兴龙

13:30-13:55

13:55-14:20

14:20-14:45

14:45-15:10

黄邦斗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15:10-15:35
邀请报告：极端强流离子束在稠密物质中
的能量驰豫和核反应

邀请报告：用于激光ICF的抗干扰型高时
空分辨全光诊断系统

邀请报告：基于纳米靶的高能重离子与超
重离子加速

邀请报告：激光粒子加速器在空间辐射
环境模拟方面的应用

邀请报告：基于激光驱动质子束的Flash
辐照实验研究平台

磁化等离子体中的电子自旋效应

含能材料团簇库伦爆炸实验研究

外加强磁场对质子加速影响的理论和模拟研究

黑腔中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流体力学现象观测

Research on Single Event Effect characteristics
by pulsed laser in MOSFET Devices with Cumulative
Dam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iodic grating-like 
nanostructures induced on BaF2 by a 46.9nm laser

飞秒激光产生的X射线双光谱成像研究

巨行星内核的铁高压状态方程实验研究

邀请报告：激光驱动磁重联电流片
多磁岛和湍流等离子体形成研究

邀请报告：大口径光学元件缺陷及
损伤检测研究进展

邀请报告：基于“天光一号”装置的
激光直接驱动准等熵压缩研究

邀请报告：超强激光驱动高能辐射和
粒子对产生的研究

邀请报告：纳秒脉冲放电等离子体的非介入
激光诊断研究

基于量子过程的粒子加速物理原理初步研究

基于高能电子透镜成像的双自由度诊断

光刻机用高损伤阈值248nm增透膜的研制

相对论电子束在等离子体中稳定传输性能研究

极高激光损伤阈值化学膜

光纤激光泵浦MgO:PPLN高功率中波光参量
振荡器

超快氟化钡晶体慢发光的钇掺杂抑制特性

石墨烯块体电子发射特性研究

基于厚靶的高精度激光冲击Hugoniot实验技
术研究

高功率激光辐照氟化镁的热力学损伤行为研究

外加轴向磁场对强流质子束在等离子体中的
约束作用

高性能计算助力高功率激光研究

第二届全国强激光与粒子束前沿学术研讨会
中国·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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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序号 姓名 单位

会议议程

AGENDA

报告题目序号 姓名 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

西安工程大学

西安工程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电子束团最优能量转换效率下振荡器FEL输出

基于EEHG自由电子激光的相干涡旋X射线
产生方案研究

基于FPGA的速调管预失真模型

产生超快水窗波段X射线的ESASE方案模拟

面向嵌入式平台的轻量化神经网络手势
识别方法

High-dimensional Quantum Controlled Gates in 
Hybrid Hilbert Space of a Single Photon

基于MoTe2薄膜的集成光无源器件在
超快光学中的应用

XGIII皮秒激光加速质子束品质以及在
稠密物质中的输运研究

基于机器学习的原子核质量预测

4.50keV/u Ne8+ 高电荷态离子与C3H4碰撞中
的超快反应动力学过程

激光加速的强流质子束在稠密物质中能损研究

类白矮星H1504+65大气模型
 C、O发射线的实验室观测

基于MULTI-2D的强流离子束驱动高能量
密度物质状态演化模拟

氢硼核反应进展及现状

化学激光器扩压器启动特性研究

燃烧驱动连续波DF激光器运行模式匹配性

上海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外种子运行
模式的模拟研究

百瓦级全光纤化线偏振单频光纤放大器

锥形半导体激光芯片封装技术研究

耦合比对光纤可饱和吸收体被
动调Q的特性影响

腔内泵浦Yb:YAG薄片激光器自调制现象
理论研究

薄片激光器放大的自发辐射效应研究

1.2kW便携式光纤激光器

Study of Interface Instability and Mixing Between 
Tin and Polymer Foam by Unsupported Shock Wave

一种新型磁化套筒惯性约束聚变靶
的数值模拟

托卡马克中性粒子束注入相关的磁流体
不稳定性研究

近红外波段宽带时间低相干光参量放大技术

Energy deposi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laser damage 
on KDP crystal induced by processing surface defects

基于激光诱导击穿光谱的气相纳米粒子
在线诊断研究

光饱和效应对卷积神经网络预测模式的
失效性研究

图像质量评价方法研究综述

高功率短脉冲自由电子激光振荡器
运行模式研究

徐远方

孙 昊

谢春杰

涂凌君

杨晨奕

王斐然 

韩小祥

胡忠敏

李芳芳

李桃桃

刘莉蓉

马步博

徐 皓

张世政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激光与物质相互
作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
固体激光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国防科技大学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上海激光等离子体
研究所

哈尔滨工业大学/中物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国防科技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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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人 ：景 峰

工作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报告题目：高功率窄线宽光纤激光技术研究进展

报告人简介

景峰，博士研究生，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获第十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等

荣誉。长期从事高功率固体激光技术研究，主要致力于大型高功率固体激光系统的总体和关键技术研

究、高能高光束质量光纤激光技术研究。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发表各类学术论文80余

篇，授权专利40余项，培养研究生10余人。

报告内容简介

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在工业加工、通讯、医疗、科学研究和国防等领域具有广泛地应用。由于热

损伤、非线性效应和模式不稳定效应等因素的制约，单个光纤激光器的单模输出功率受到限制。通过

光束合成技术将多个激光子束合为一束是实现更高功率激光输出的必然选择，而光束合成要求激光子

束为高功率窄线宽光纤激光器。现阶段，受到各种非线性效应和模式不稳定效应影响，窄线宽光纤激

光的输出性能受限。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在高功率窄线宽光纤激光领域建立了从理

论设计到激光器研发、产品工程化的垂直一体化研发体系，掌握了窄线宽光纤激光的核心设计理论、

非线性效应和模式不稳定抑制等关键技术，研究结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窄线宽非保偏和保偏激光输

出功率分别突破了5kW和3kW，其中窄线宽单模光纤激光输出达到5.07kW，光谱线宽0.37nm，并

实现了工程化样机研制；保偏光纤激光器实现了3.2kW保偏激光输出，中心波长为1064nm，光谱线

2宽为0.082nm，光束质量M <1.2，偏振消光比不小于90%。本报告将回顾高功率窄线宽光纤激光发

展历程及主要限制因素，主要介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在高功率窄线宽光纤激光领

域的核心能力以及最新进展和新技术，并对高功率窄线宽光纤激光下一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冷 雨 欣

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强场激光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报告题目：超强超短激光及其前沿应用

报告人简介

冷雨欣，研究员，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强场激光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超强超短激

光系统发展及其前沿重要应用等方面研究，以及极端强场、超高信噪比、极端超快（周期量级）、可

调谐与新波段、时空特性稳定可控等超强超短激光发展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研究。目前承担中国科

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中的重要任务。曾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等。

报告内容简介

超强超短激光的出现与迅猛发展，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物理条件与全新实验手段。实

验室内小型化激光系统目前已经可以产生重复频率的百TW、PW乃至10PW的超强超短激光。超强

超短激光的重要应用之一，是可以将电子和质子等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实现低成本、台式化的高能

粒子加速器。报告将简要介绍近年来上海光机所发展的系列重频超强超短激光系统，及其针对激光粒

子加速和次级辐射源产生等前沿应用的实验平台。

第二届全国强激光与粒子束前沿学术研讨会
中国·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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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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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国 斌

工作单位：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报告题目：复杂流场激光诊断技术研究进展

报告人简介

冯国斌，研究员，博士，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激光辐照效应机理、

激光参数测量及复杂物理场激光诊断等方面研究工作，负责或参与完成多项国家级课题和重大工程任

务。先后获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二等奖2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30余

项。

报告内容简介

燃烧、爆轰等现象广泛存在于人类活动中，其物理过程涉及复杂的湍流流动、相变、化学反应

等，对其中的物理参数进行精确测量是解释复杂物理现象、建立准确的物理数学模型、进行物理过程

控制和优化的基础，因此研究和发展先进的复杂流场测试诊断技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报告针对

湍流燃烧、爆轰等复杂流场诊断对温度、组分浓度、速度等关键参数的测量需求，重点介绍了激光与

物质相互作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激光诊断技术方面研究进展，主要包括：（1）宽压强范围下的吸收

光谱精确测量方法。主要介绍宽压强环境对吸收光谱测温精度的影响、压强影响的实时校正方法以及

在超光谱吸收技术方面进展。（2）湍流燃烧中高精度拉曼散射测量技术。主要介绍利用相干反斯托

克斯拉曼散射进行流场温度测量中的干扰抑制、强湍流燃烧场高空间分辨等技术，利用自发拉曼散射

进行组分浓度测量中的信号增强与高效探测、荧光及背景辐射光干扰抑制等。（3）激光诱导荧光用

于流场显示和高速流场速度测量。主要介绍基于OH标记的高速流场速度测量（HTV）方法以及

HTV在强振动环境中应用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等。

张 大 勇

工作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

报告题目：基于液晶器件的激光光束调控技术进展与展望

报告人简介

张大勇，研究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先后承担国家863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仪器专项、带领课题组取得多项研究成果，解决了激光损伤模型建立、激光束精确控制和

多信息光学探测等技术难题，取得了大口径光学调控器件研制、全电控扫描系统开发、首套成像探测

整机军贸出口等一系列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中物院科技创新奖一等奖

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专利15项。

报告内容简介

自1960年激光诞生以来，激光在军事、国防、通信、医学等多个领域获得巨大应用，尤其随着

高能激光系统、大型激光装置、激光通信、光电雷达对抗等激光系统应用的不断深入，激光的波矢方

向、相位、振幅、光束模式、空间光束质量以及谱宽等陆续成为重要的调控方向。液晶具备优良的各

向异性、低电压调控等光电特性优点，因此成为激光光束调控的重要方向。本报告将重点阐述针对激

光光束调控的液晶光电技术发展情况，包括液晶空间光调制器、液晶光束偏转器、液晶光束模式转换

器、液晶光栅、液晶可调光衰减器、液晶波片、中红外液晶光束偏转、液晶波导、液晶透镜（微透镜

阵列）等，结合激光电扫描、自适应光学等激光系统的应用需求，概述液晶空间光调制器、液晶光束

扫描器在激光系统中的应用现状。中物院基于激光调控应用需求，自2002年起开始从事非显示液晶

光电器件研究，陆续研制出了大口径液晶波片、振幅型空间光调制器、可调光学滤波器、耐强光液晶

光束扫描器、液晶透镜等液晶器件，在大型激光装置、激光通信、光学遥感以及高能激光等领域展示

出重要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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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文 越

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报告题目：强激光定向传输中的大气问题

报告人简介

朱文越，现任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

大气光学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大气光学特性探测与高能激光大气传输性能测试评估的方

法、技术和装备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973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课题

研究。合作发表SCI/EI收录论文96篇，授权发明专利19项，曾获第六届安徽省青年科技创新奖、国

家863计划关键技术攻关先进个人、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荣誉。

报告内容简介

针对远距离激光无线传能、激光遥感、激光引雷和诱导闪电等强（高能或高功率）激光在大气

中的潜在应用问题，探讨了强激光传输机理建模、大气光学特性测量以及激光与大气相互作用等过

程，分析了衰减、湍流和吸收等大气效应对强激光定向传输性能的影响。总结了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大

气光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在强激光大气传输研究方面的主要进展，重点介绍了高能（强）激光大气

定向传输的性能评估研究，提出了优化大气传输策略、辅助提升大气传输性能，并实现从大气传输中

要效益的可能途径。

姜 东 升

工作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

报告题目：高功率固体激光技术发展的思考

报告人简介

姜东升研究员长期从事激光技术的研究工作，承担一系列的预研、型号研制以及民品产业化项

目的研制工作，在二极管泵浦固体激光器、多波段固体激光器和高能固体激光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

出成就，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三等奖等近十项，发表文章二十余篇。曾担任

“863”主题专家，中国电子学会量子电子学与光电子学的主任委员。

报告内容简介

报告首先概述了高功率固体激光技术国内外发展的现状，热点技术路线和热门应用需求。然后

从增益介质材料、激光器结构、工程化约束、应用需求、测试验证等方面出发，系统阐述了固体激光

器实现高功率高效率激光输出的技术基础、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问题；最后，简要介绍了固体激光技术

重点实验室在高功率固体激光技术研究方面的相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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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学 庆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

报告题目：北京大学激光加速器研究与应用展望

报告人简介

颜学庆长期从事激光离子加速器物理研究，通过提出和证实激光稳相光压加速方法，揭示了超

强激光整体推动薄膜和加速离子的物理机制；提出和证实临界密度等离子体透镜方法，利用飞秒激光

将碳离子/金离子加速到580MeV/1.1GeV；提出匹配束流动力学方法，用于多个大科学装置理论设

计；建造了首台1%能散激光质子加速器装置，应用于国防专项、中核集团和新奥集团磁约束聚变装

置研究。研究推动设立了怀柔国家科学中心交叉研究平台《北京激光加速创新中心》和广东省新兴激

光等离子体技术研究院。发表论文100余篇，作国际邀请报告~30余次。作为项目首席科学家，他先

后承担了科技部的国家重大仪器专项、基金委的创新群体项目和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曾入选中国核

物理学会胡济民教育科学奖（2007年）、德国洪堡学者（2008年）、北京卓越青年科学家

（2018年）和美国加州大学（埃尔文分校）Rostocker杰出讲师（2019年）。2019年获得世界加

速器大会Hogil Kim加速器奖，2020年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物理奖）。现任国际超强激光科学

与技术中心委员、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理事、中国物理学会高能量密度物理专委会委员、中国加速器物

理学会常务理事&等离子体加速专业组组长、中国物理秋季会议核物理与加速器物理召集人。

报告内容简介

啁啾脉冲放大技术的提出，为飞秒激光脉冲峰值功率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其重

要贡献，Mourou and Strickland获201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国际上已开始了面向更高功率激光
15的竞赛，目前已可以产生峰值功率超过10PW（10 W）的激光，聚焦后的激光脉冲强度可以超过

23 15 1110 W/cm2，具有极强的电场（>10 V/m）和磁场（>10 G）。超强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是一种极

端非线性过程，不仅可以产生从太赫兹THz到X/γ的超短超强宽带辐射，也可以把电子和离子加速到

GeV量级。飞秒强激光驱动的束流可以分别或者同时被应用于相关前沿研究中，如重离子加速、离

子诊断热核聚变等离子体（LITP）、温稠密物质产生和诊断、高亮度伽马源、光核物理和癌症治疗

等众多领域。本文将介绍近年来北京大学激光加速器CLAPA装置上开展的应用研究和怀柔科学城北

京激光加速创新中心的建设进展。

鲁 巍

工作单位：清华大学

报告题目：从“桌面光源”到“未来对撞机”：激光加速及应用展望

报告人简介

鲁巍，清华大学长江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

才）。1998年清华工程物理系本科毕业，2006年UCLA博士。2011年归国创建清华大学激光等离

子体物理与先进加速器技术研究团队。2007年获激光加速领域首届John Dawson奖，2014年获国

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青年科学家奖。2016年获首届亚太物理学会等离子体物理青年科学

家奖，2019年获首届中国等离子体物理学蔡诗东杰出贡献奖，2020年获腾讯科学探索奖。在 

Nature（3，1封面）、Nature Photonics（1封面）、Nature Physics（2）、PRL等重要杂志上

发表论文40余篇，被引5800余次。2009年以来担任激光加速领域主要国际会议程序与顾问委员会

成员及召集人，作为会议主席主办LPAW2011、GG2017、ULTRA2017等国际会议。

报告内容简介

近年来，超短超强激光技术与基于超短超强激光的激光尾波加速研究发展迅猛，有望为激光与

加速器的应用带来革命性变化。报告将结合自身研究经历，从“立地”与“顶天”两个维度展望尾波

加速的未来发展。在“立地”维度，实现超短超强激光与激光加速器实用化的关键挑战之一是发展具

有工业级稳定可靠性的新一代超紧凑超短超强激光器技术。报告将简要介绍近年来我们在发展新一代

超紧凑工业级超短超强激光器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超紧凑工业级1-200TW超短超强激光器），并

简要讨论可能的相关应用。在“顶天”维度，报告将围绕高品质正电子加速、尾波高效率外注入等关

键科学技术挑战，探讨尾波加速在“未来高能对撞机”领域的可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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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晓

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从激光加工走向激光制造

报告人简介

现任新型大功率激光器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十三

五”国家重大研发计划“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总体专家组成员。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理事、湖北省暨武汉激光学会名誉理事长、武汉中国光谷激光行业协会会

长、湖北（武汉）中俄科技合作中心副主任。

主要工作业绩：

1. 提出了双抛物面共轭成像多次泵浦薄片激光晶体新方法，获发明专利12 项，国际专利 2 项，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银奖。第三届“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科技创新奖—创新技术奖”二等奖。

2. 主持完成的“新一代工业激光器及其应用示范”相关成果被湖北省教育厅评为“湖北省高校

科技转化十大成果奖”。

3. 帮助武汉东湖开发区获得了科技部“武汉东湖高新区激光产业技术引进与转化服务体系建

设”项目和国家发改委“光电器件与激光产业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试点”项目。在武汉东湖

开发区初步建成了激光产业体系（服务链、产业链、应用链）。

4. 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获国家发改委“杰出贡献奖”。

5. 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3次。

报告内容简介

报告分析了激光工业应用的发展趋势，指出随着激光加工应用的不断普及，中国形成了一个新

兴的高技术产业——激光制造产业，激光加工设备正处于由特种应用到规模化制造的历史进程中，随

着激光制造的发展，新的规模化个性制造将成为发展新目标。报告还围绕规模化个性制造所需的关键

技术进行了分析和展望，预测万瓦级超快激光器、光束时空调制器、高功率超快激光加工工艺等将是

未来激光制造的前沿技术。

李 新 阳

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报告题目：自适应光学技术及其激光应用的进展

报告人简介

李新阳，研究员，光电所自适应光学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自适应光学技术、激光

调控和大气传输校正技术、光纤激光相控阵技术、激光通信技术等。先后参与、负责完成多项国家高

技术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负责完成多套自适应光学系统的研制。曾获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奖等。中国光学学会会员，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会员，中科院大气光学重点实验室和中科院自适应光学重点实验室学委会委员，《中国激光》和《强

激光与粒子束》期刊编委。曾担任第一至第四次“大气光学及自适应光学研讨会”学委会委员和程序

委员会主席，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做邀请报告或担任主持。先后培养硕博士研究生三十多名。在

国内外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论文20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30余项，合作出版专著《自适应光学及激

光操控》。

报告内容简介

自适应光学（Adaptive Optics，AO）是一种对光学波前相位进行动态快速调整和控制的技

术。最初在大型天文望远镜上用自适应光学技术补偿校正大气湍流引起的波前畸变，获得高分辨的目

标图像。随后自适应光学技术被应用在激光大气传输、激光光束净化、激光相干合成、激光通信、光

场调控等很多方面，并逐渐在工业加工和医学等领域得到研究和应用。如今几乎所有的光学应用场

景、所有大型和高精尖光学仪器设备中都有相位调控的需求和自适应光学成功应用的实例。本文介绍

了自适应光学及其激光调控的基本原理、主要方法和国内外发展现状，并对自适应光学在若干激光应

用领域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措施进行了分析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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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飞 舟

工作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报告题目：高能激光系统物理建模与仿真研究

报告人简介

张飞舟，1971年出生。1999年7月，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天文与应用物理系，获理学博士学

位；2001年1月，到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2019年4月，到北京大学应用物理与技术研

究中心。

一直从事高能激光大气传输与系统建模仿真研究工作，负责完成多项863主题和重大项目任务，

组织研发了国内首款高能激光系统仿真软件EasyLaser。多次获得863重大项目先进个人，国内外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国家发明专利2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物院科技创新一等奖1项。

报告内容简介

高能激光系统是一种新兴的高新技术装备，随着技术成熟，逐渐走向战场应用。激光系统具有

定向性强、毁伤可控、无限弹仓、隐蔽性好等优点。但激光在大气中传输存在损耗，受大气湍流、热

晕影响严重，平台力热环境多物理因素影响复杂；另外，高能激光系统在工程上存在体积重量效率和

平台运载能力约束的困难。因此，高能激光系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开展高能激光系统的物理建

模与仿真，深入对高能激光系统关键问题的物理认识，可以为工程技术路线选择与优化提供科学依

据，对降低研制成本，提高研制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报告介绍了高能激光系统在高能激光光源、光束传输与控制、气动光学效应、激光毁伤效应

等方面物理建模与仿真研究进展，提出在相关方面急需解决的系列多效应耦合物理问题。并介绍了北

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发的高能激光系统仿真软件EasyLaser，以及在建立高能激光装备

“数字孪生”方面的研究进展。

颜  宏

报告人简介

颜宏，研究员，博士。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应用电子学研究所一室主

任。长期从事高能光纤激光技术研究与装备研制，在光纤激光光束合成等光束控制技术领域提出了系

列创新思想，取得多项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推动高能光纤激光技术的发展及

应用转化。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授权专利十余项，公开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获

四川青年五四奖章、四川省青年科技奖等荣誉称号，入选国家第五批高层次人才计划。

报告内容简介

近年来，高能光纤激光的光束合成、大气传输等光束控制技术取得了系列新进展。双光栅光谱

合成技术具有鲁棒性好、定标放大能力强等特点，是突破单纤功率限制，获得高亮度光纤激光输出的

有效手段。中物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近期提出了锥面衍射的双光栅光谱合成新构型，实现了高衍射效

率、高光束质量光纤激光合成输出，推动双光栅光谱合成系统向紧凑化发展。高能光纤激光的大气传

输面临大气湍流及热晕效应的严峻挑战，通过外大气自适应光学校正可降低大气对激光光束质量的影

响。传统的波前探测方法通过人造信标结合哈特曼波前传感器探测大气畸变，应用范围受信标光激发

范围、亮度等限制。基于深度学习的新型无信标自适应光学系统可直接从单个点目标或面目标图像信

息中识别出大气畸变，成为光束控制领域研究的热点。中物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近期在无信标外大气

自适应光学技术方面取得新进展，采用耐强光变形镜实现了无信标闭环校正，为高能光纤激光的高效

大气传输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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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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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LECTURE
特邀报告

王 小 林

工作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LD泵浦近单模高功率光纤激光器

报告人简介

王小林，男，1985年生，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高能

激光技术研究所激光技术研究室副主任，主要从事大功率光纤激光及应用研究。近年来，提出并主持

研发国内第一套光纤激光仿真软件SeeFiberLaser；带领课题组在国内率先研发出1.5-6kW全光纤

激光振荡器；提出基于纤芯直径渐变增益光纤（马鞍形光纤、纺锤形光纤）的新型光纤激光器，并在

国际上率先实现了1-5kW的高功率输出。主持省部级项目10余项，合作出版专著2部，以第一或通

信作者发表SCI论文100余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0余项、软件著作权9项，获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

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报告内容简介

2影响宽谱近单模（光束质量M <2）光纤激光器功率提升的限制因素主要是横向模式不稳定

（TMI）效应和受激拉曼散射（SRS）效应。从基础理论出发，联合合作单位开发了光纤激光仿真

软件SeeFiberLaser，对各种物理效应进行仿真以辅助激光器设计。基于理论模型优化光纤激光器

设计，重点提出采用新型稳波长LD抑制TMI、提出基于变纤芯直径增益光纤平衡SRS和TMI。对新

技术进行实验验证，首先采用新型泵浦源验证TMI阈值提升能力，在后向泵浦国产光纤振荡器中，

TMI阈值从976nm泵浦时的726W提升到新型LD泵浦时的2080W，实现了2.8倍的提升；采用纺锤

形增益光纤进行SRS抑制，对比19米20/400均匀增益光纤和30.5米20/400-30/600-20/400纺锤

形增益光纤，在3kW全光纤振荡器中二者TMI阈值基本相同，纺锤形光纤激光器的SRS比常规均匀

光纤激光器的SRS低5.5dB。对激光器进行优化，研制出5kW近单模光纤振荡器和6kW近单模全光

2纤放大器，光束质量M 均为1.3左右，分别实现了大于2小时的长时间稳定工作。结合本单位提出的

相关新技术，给出了10kW级LD泵浦近单模光纤激光器的可能技术方案。

报 告 人 ：

会议记录

26

MINUTES OF MEETING



会议记录

27

MINUTES OF MEETING

第二届全国强激光与粒子束前沿学术研讨会
中国·西安

The Second National Symposium On High Power Laser And Particle  Beams

会议记录

28

MINUTES OF MEETING



会议记录会议记录

29 30

MINUTES OF MEETINGMINUTES OF MEETING

第二届全国强激光与粒子束前沿学术研讨会
中国·西安

The Second National Symposium On High Power Laser And Particle  Beams



会议记录会议记录

31 32

MINUTES OF MEETINGMINUTES OF MEETING

第二届全国强激光与粒子束前沿学术研讨会
中国·西安

The Second National Symposium On High Power Laser And Particle  Beams



33 34

EXHIBITORS
支持单位简介

第二届全国强激光与粒子束前沿学术研讨会
中国·西安

The Second National Symposium On High Power Laser And Particle  Beams



35 36

E
X
H
IB

IT
O
R
S

支
持

单
位

简
介

第二届全国强激光与粒子束前沿学术研讨会
中国·西安

The Second National Symposium On High Power Laser And Particle  Beams



37 38

EXHIBITORS

四川北滨科技有限公司（Sichuan Beibin Technology Co.,Ltd.）于2002年在成都成立。公司

致力于滨松光电倍增管、条纹相机、闪烁屏、空间光调制器、MCP、光源等全系列产品的市场推

广、产品销售以及售后服务，通过代理销售、合作研发、ODM等多种方式，不断为各大高校、 科

研院所和各类企业用户提供多种定制光电探测类的相关产品、解决方案以及技术服务，范围涵盖科

研、医疗、工业、环境、交通、能源、安全及公共生活等领域。

ˇ

四川北滨以高科技产品为先导，以科技成果产业化为宗旨，一直秉承服务于用户、服务于供应

商的理念，努力搭建用户与供应商之间的沟通桥梁。把供应商的先进技术和产品介绍给用户，为用户

提供技术发展路线和产品解决方案。同时，收集、整理用户的共性、前瞻性需求，为供应商提供产品

定义、功能完善、性能提升的合理化建议，提升产品竞争力。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用户、供应商和

四川北滨共赢的局面，一直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依托于国家实业兴国、科技兴国的发展战略，

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光电产业升级的政策环境，四川北滨将以技术革新、快速服务作为企业的生命，

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坚持以员工为本的企业文化，在激烈的竞争中创建自己的特色。通过

我们的智慧、双手和不懈努力，与您共创美好未来，共同见证中国光电产业的发展和腾飞。

四川北滨科技有限公司介绍
S i c h u a n B e i b i n T e c h n o l o g y C o . ,  L t d .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领事馆路7号保利中心南塔808室

电话:028-85226066   028-85227188 传真:028-85226066

邮箱:admin@scbeibin.com 邮编:610041
网址:www.scbeibin.com

支持单位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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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源 （ 天 津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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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光恒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届全国强激光与粒子束前沿学术研讨会
中国·西安

The Second National Symposium On High Power Laser And Particle  Beams



41 42

江苏沃飞激光技术有限公司位于宿迁市激光产业园，注册资本5000万元，建有1200m�万级洁

净厂房。公司由位于四川绵阳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激光项目团队创立，构建了自

研激光器与衍生激光设备相结合的产品线布局，完成了多款关键技术指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激光器

的研发与生产。

沃飞与航空航天、军工装备制造、轨道交通、电力、环保工程、清洗工程、文物保护、农业生

产等多个行业及领域的开展了深度交流和密切合作，针对各领域实际需求开发了系列脉冲光纤激光

器、激光清洗机、驱鸟器等产品。

沃飞开发生产了平均功率50W-1000W的脉冲光纤激光器，并基于该激光器开发了系列低中高

功率清洗设备。沃飞便携式激光清洗机，其重量（整机11.5kg）、体积、技术指标（激光功率

150W、单脉冲能量1.8mj）均处于国内外同类产品最佳水平，已在国内军企、民企广泛应用，并已

陆续出口加拿大、英国、法国、斯洛伐克等地，深受用户认可。

作为优质的机场驱鸟产品厂商，沃飞是迪威机场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亚洲区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沃飞的激光和声音驱鸟产品的使用效果，得到了中国民航科学研究院的认可，已在西南地区多个机场

安装使用。沃飞还在种植养殖等行业积极推进驱鸟产品的应用，与渔业研究机构开展了技术合作，与

华东、华北等地农户开展了驱鸟产品合作，全心服务农业渔业，解决长期困扰蔬菜、水果和渔产品的

鸟患问题。

沃飞已获得授权专利近30项，已申请发明专利2项和PCT国际专利1项，并已获得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等资资认定。

来自军工，立足激光，服务军民两用。沃飞一直在努力和践行，用先进的激光技术，为社会发

展做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EXHIBITORS
支 持 单 位 简 介江苏沃飞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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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S

成都诺为光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光探测仪器研制、开发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由

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构成的研发团队，为科研、环保、医疗、汽车、智能制造等领域用户提供光

电探测器、光路组件模块、光机电一体化系统等设备及解决方案。公司构建了完整的研发体系，拥有

设施完善、条件先进的独立研发实验室，具备承担定制化光电项目所需的设计、开发、安装、调试、

售后与维护能力。诺为光科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先导，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人才为根本，以卓越

运营为坚实基础，以优良文化为有力保障，围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光电领域实施一体化、精细化和

低成本的发展战略，致力于发展成为一流的光电技术公司。

公司遵循的宗旨：专业是基础、服务是保证、质量是信誉。凭借优秀的服务方案，可靠的产品

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诺为赢得了广大用户的认可，产品应用涵盖气体测量分析、环境、医疗、光

通讯、安防、科研等行业，在中国光子计数产业蓬勃发展的环境下，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同产品，

为客户带来更为全面的现场解决方案。公司将一直秉承着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商业原则，愿与业内

同行精英开拓进取、结伴而行。

公司网站：www.novaphoton.com

企业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领事馆路7 号保利中心南塔807 室

联系电话： （028） 65239713 

传       真： （028） 65239713

邮       编：   610041

成都诺为光科科技有限公司介绍

ˇChengdu Nonaphoton Technology Co.,Ltd.

支持单位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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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S
支 持 单 位 简 介

大科激光是一家专业从事光纤激光器及其核心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于2017年在湖南成立，创始人及核心成员曾在国防科技大学从事科研工作二十余年，特别在单模/准

单模光纤激光器开发方面具备行业引领者的实力。

大科激光已推出1000~3000W纯单模光纤激光器系列产品，4000～6000W准单模光纤激光器

系列产品，4000~20000W多模光纤激光器系列产品，以及无水冷型300~1000W单模光纤激光器

系列产品。自产的QBH输出接头可承受的输出功率高达20000W，自产激光合束器最多可支持19路

合束。大科激光产品广泛应用于激光切割、激光焊接、增材制造及激光清障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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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主办的“2021中国激光金耀奖”评

选中，大科激光5kW准单模光纤激光器从200多个参赛产品中脱颖而出，获得

“新产品”类金奖。（图为获奖产品）

该产品已实现M²≤1.3，最优值为1.15，可支持30μm芯径5米QBH输

出。对比6kW多模激光器，在切割和焊接方面优势明显。

大科激光实验室分别用5kW准单模激光器和6kW多模激光器进行了切割实验。经实测，5kW准

单模样件的顶面切缝宽度是611μm，底面切缝宽度是222μm，对应的锥度（上下表面切缝差除以

样品厚度）为0.01945。6kW多模样件的顶面切缝宽度是1012μm，底面切缝宽度是348μm，对

应的锥度是0.0332。由此可知：

切缝宽度：6kW多模激光器是5kW准单模激光器的1.65倍，

锥      度：6kW多模激光器是5kW准单模激光器的1.7倍。

提升亮度可以获得更窄的切缝和更小的锥度，采用高亮度激光器切割将大幅度减少材料浪费。

ˇ湖南大科激光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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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北 龙 超 级 云 计 算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EXHIBITORS
支 持 单 位 简 介

Amplitude成立于2001年，总部位于法国，在全球范围内设有工厂和实验室，用户分布在世界

众多地区，主要致力于高端超快激光系统以及超快激光泵浦激光器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公司拥

有目前市场上种类最全的飞秒激光器技术和产品，最先进的纳秒激光技术和产品。Amplitude公司有

三个主要的产品类别：

ˇ奥徒（上海）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简介

2018年，Amplitude集团中国分公司——奥徒（上海）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奥徒激光

的总部以及服务实验室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软件园，在苏州中科院纳米所内设有应用实验室，同时在

成都也设立了售后网点。Amplitude将为高速增长的中国超快激光应用市场提供优质和快速的本地化

服务。我们竭诚期待与您的合作！

奥徒（上海）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Amplitude Shanghai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峨山路91弄98号陆家嘴软件园1号楼7层A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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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S
支持单位简介中山光大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Zhongshan GuangDa Optice Instru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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