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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功率激光器将迎来“5”时代
文 | 创鑫激光市场部

继 6 月发布“高功率 +

高亮度”新技术路线，7 月

高调上市 35μm/50μm 单

模 块 12kW 三 合 一 方 案，

创鑫激光近期又将拉升工业

光纤激光器最高功率记录！

100μm 多模块 50kW 即将

推向工业市场。如此密集的

新品发布，继续传承创鑫激

光营销体系“天下武功 唯快

不破”的操作思路，但也着

实让创鑫激光深厚研发技术

在整个激光圈好好刷屏了一

次，业界对于创鑫激光的认

识也较之前更为饱满。为此，

我们采访创鑫激光市场与品

牌负责人曾剑锋，聊聊即将

面世的 50kW 背后的战略考

量。

追高求新的意义在于提

升万瓦体系作战能力

创鑫激光曾剑锋：此次

创鑫激光市场与品牌负责人曾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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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出的 50kW，将代表目前国内

批量化实用化工业激光器的最高水平，

也是高功率高亮度技术路线的又一力

作。但我自身的理解其核心意义其实

不在于 50kW 能带来多大的销量，而

是它能真实带动创鑫整条万瓦产品序

列的全面升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万瓦产品会更稳定。两倍

冗余功率测试平台又一次升级，创鑫

50kW 基于最新 100+kW 级研发平台

开发而来，在品质测试环节，各核心元

器件都是以最严苛的标准进行测试，

50kW 所运用的最新元器件也必将覆

盖 10kW ～ 40kW 产品带，让万瓦全

系得以迭代。比如核心泵源采用的就

是 单 纤 输 出 功 率 600w@135μm 的

高亮度泵源，输出激光能量密度达到

637mw/cm2，比单模块 12kW 的能量

密度又有了一次提升。其次相比之前万

瓦，50kW 会更加智能，整套控制系

统采用的 SMART LASER 设计，不

仅有 Ether CAT 总线通信，还增加了

功率闭环控制功能，比如激光器出光功

率检测，精度≤ 3%，此外健康智能检

测功能，比如针对功率衰减、烧机风

险、回光风险、故障诊断、手机远程服

务等检测。对客户来说，整体使用体验

将更加省心便捷，激光器作为高端制造

装备，智能化是激光器应对未来数字工

厂大势的必然要求。再者 50kW 上市

后，将会搭配创鑫自己的 50kW 切割

头和系统，一举打破国内多年以来空有

激光器而缺配套工具的尴尬局面。想当

年 30kW 和 40kW 上市，市面没有匹

配的切割头，让我们一度背负噱头产品

的质疑，现在我们独立研发 50kW 切

割头不仅解决了激光器苦等配套切割头

的窘迫，而且激光器、切割头、系统三

者都在创鑫激光产品体系内适配，能最

大发挥激光器的潜能，表现出更为稳定

更为优异的加工能力。况且 50kW 切

割头向下适配，相当于我们 30kW、

40kW 也将搭载我们自己的切割头和

系统，万瓦三合一体系被彻底打通，新

的商业模式在50kW基础上一举成型，

其运作空间比单一产品的面世要来得更

加有想象力。

50kW 领衔万瓦全系升级，瞄

准两大市场

创鑫激光曾剑锋：激光切割市场现

在依然还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一是万

瓦产品落地的领域。目前依然以加工市

场的散户为主。无论是海外激光器还是

国产激光器，这是最多万瓦的聚集地。

加工圈层始终坚持“效率就是订单”的

生存法则，天然比行业用户更有危机

感，更加果敢尝试新物种，谋取加工效

率的代差优势。2020 年加工厂家有一

台万瓦那简直堪称印钞机，但现在加工

厂家万瓦基本成为标配或必需。但是，

更加高阶的行业用户市场目前还是坚冰

一块，并没有在万瓦上开始铺开使用，

像重工、船舶制造、压力容器以及钢构

行业，处于“不拒绝、也不积极”的状态。

首先行业用户由于大批量且流水线

的加工方式，24 小时 ×22 天的三班

倒模式需要保持设备稳定，一旦机器停

机，势必造成整条生产线加工任务的停

滞。因此激光某些突出优势还不足以打

动行业用户，况且激光工艺调节上比等

离子难度系数加大很多，行业用户工艺

部门对“激光优于等离子”的判断保持

谨慎态度。有些行业比如重工行业，就

创鑫激光万瓦产品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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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用了几台激光切割设备，产线上往往

也只加工几类中等厚度的板材，不会极

限地使用功率，因为生产稳定是头等大

事。

第二是出于生产成本的考量。这不

仅取决于经营成本，还与采购成本息息

相关。能够批量而且效率超越等离子

300A 以上切割厚度的激光设备，基本

是万瓦功率段。前几年万瓦采购成本高

企，批量引进设备难以被市场接受，有

客户创意地使用了两台创鑫万瓦激光器

配上双头的设备形态来提高生产效率，

分摊单位成本，但这种形态也同样还在

验证中。

除了性能、成本能满足行业用户需

求外，最终还需要激光设备硬实力，

行 业 普 遍 使 用 精 细 等 离 子 批 量 切 割

40mm 厚度以下的板材，40mm 以上

使用火焰多枪并举更具性价比。而激光

要批量切割中厚板，经受生产线的实战

考验，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打样的水平。

应对行业精细等离子的需求，创鑫

早在两年前就进行可行性专项研究。我

们推出工业领域功率最高的 50kW 激

光器，无疑也是奔着这两块市场去的。

我们不仅发布了 50kW 激光器，更创

意地推出万瓦三合一产品序列。这是我

们协助大型集成商伙伴和重工、造船、

压力容器、轨道交通、钢构地产等行业

用户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的金刚钻。

对于去争取这种需要庞大资金量、

附带苛刻回款条件和标配贴身服务条款

的行业市场用户，我们中小型客户伙伴

暂时可能有些心有余力不足，创鑫激光

一直秉承“与客户一起成长”的战略。

我们针对中小型集成商痛点，交付他们

攻坚市场武器和实现生意增长的方法。

首先中小集成商缺乏雄厚的资金进

行研发投入，推陈出新的速度并没有头

部集成商那么快。有一定的技术功底，

却没有成体系，主要还是集中在快进快

出的生意；

其次他们欠缺接触行业大客户的渠

道，这不是指两者在技术上差距有多大，

而是行业用户从自身的风险出发天然倾

向所谓的“强强联合”。行业用户考虑

性价比的忧虑点在于设备故障带来的事

故风险；

第三中小集成商欠缺大集成商的体

量，大集成商依靠这种规模可以和切割

头、软件厂商形成战略合作条款拿到更

优惠价格，这种优势挤压了中小集成商

运营成本空间；

最后中小集成商欠缺完善且成本可

分摊的服务体系，有可能因为客户各种

细节问题不得不支出额外的服务成本，

一单交易的利润就很快被稀释。

创鑫激光去年开始推出三合一激

光综合解决方案，今年推出“高功率 +

高亮度新技术路线”，从本质上讲是从

客户痛点出发，用全新商业思维和盈利

模式来帮助中小客户构建新的竞争力，

而不是单单依靠低毛利低价格优势冲击

市场。

中小客户具备强悍的市场应对能

力，往往依靠敏锐的市场嗅觉，快速掌

握客户第一时间的需求。但耕耘到了成

交阶段，容易被大集成商拦截。市场产

品同质化较高，从激光器、切割头、系

统以及床身差别大同小异。一旦用户拆

分报价，最后在比价阶段，甚至可能比

的是谁家床身用的板材厚谁就代表质量

好，演变成了交易的关键点。即便如此，

大集成商还可以利用其大纵深的腾挪综

合能力实现逆袭，抢得订单。

针对这种痛点，创鑫激光推出的三

12kW 三合一激光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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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解决方案，首先解决的就是高性价

比下产品性能超群的课题，让中小客户

花少 30% 资金拿到超 50% 以上的效

率。其次创鑫激光服务兜底，激光器切

割头系统三大件全部由公司售后提供技

术支持，全国售后服务 7×24 小时全

天服务、10 分钟响应、2 小时提供解

决方案、12 小时到达现场、24 小时解

决到位。德国、俄罗斯、土耳其、印度、

韩国、巴西、美国及印尼等国家都有自

建或者合作售后网点。

高亮度的正解：小芯径 + 高光

束质量

创鑫激光曾剑锋：6 月份，我们发

布了“高功率 + 高亮度”新技术路线，

试图在高功率激光技术取得突破。在发

布会上，我们把“高功率 + 高亮度”

技术路线的真谛总结为“一高（泵源光

输出高亮度、有源纤芯高亮度）、二小

（泵源光小芯径、信号光小芯径）、三

包层（独创专利、承载万瓦泵浦光）”。

发布会后，很多业界同行和上下游伙伴

都非常正能量鼓励创鑫激光沿着高功率

高亮度新技术路线去谋取更大突破。但

我们发现市面个别厂商试图混淆概念，

抛售“小芯径不等于高亮度”的说法，

试图将小芯径和高亮度对立起来。面对

此类断章取义言论，我们的观点其实很

明确，小芯径是高亮度的基础要求，而

我们的主张的是“更小的纤芯 + 更高

的光束质量输出”（“既是小芯径，也

是高光束质量”）才是实现高亮度和高

能量密度的正确路径！因此，在万瓦高

功率下芯径能够做得足够小是一个激光

器技术实力的最佳印证！

我 们 再 次 拿 创 鑫 高 亮 度 单 模 块

12kW 和友商即将上市的单模块 12kW

做个比对，直观看看芯径与光束质量的

彼此之间的关系，孰优孰劣跃然纸上。

创鑫的万瓦高亮度激光器，采用

小芯径输出光纤配合小 NA 实现了高

光 束 质 量（ 小 BPP）， 对 主 流 万 瓦

激光器 BPP ≈纤芯半径 * 等效 NA，

如 选 用 50μm 芯 径 输 出， 其 BPP

为 1.2(mm·mrad) ≈ 25(μm) * 

0.05(rad) ，如选用 70μm 输出，其

BPP 为 1.9(mm·mrad) ≈ 33(μm) 

* 0.056(rad) ，如选用 100μm 输出，

其 BPP 为 3.3(mm·mrad) ≈ 55(μm) 

创鑫激光高亮度万瓦激光器不同芯径切换

表 1 

创鑫 友商 单位

功率 12000 12000 W

芯径 50 75 μm

BPP 1.2 1.7 mm·mrad

亮度 84 42 GW·cm-2·sr-1

功率密度 4.2 1.9 MW·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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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鑫激光万瓦光束质量实测数据（50μm 输出）

创鑫激光万瓦光束质量实测数据（70μm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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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rad)（实测数据如下图所示），

不同芯径的切换保持了相对小发散角的

变化，等效 NA 在 0.055 附近，方便

了切割头的选配。

因此小芯径是高亮度的基本要求，

光纤激光器技术高水平还体现在，如更

有挑战的拉曼光抑制，更高密度的泵浦

源集成，更高功率的泵浦合束器，最终

具备极致的功率密度、优良的抗高反能

力和灵活的工艺调节空间。激光切割本

质是利用了激光的高能量密度结合辅助

气体实现材料的分离，创鑫万瓦高亮度

激光器，以极致的高能量密度，通过选

配不同的输出纤芯、搭配不同放大比例

的切割头，可以实现各种材质及厚度的

高效加工。

我们反对任何采取所谓“激进的销

售策略”谋取市场份额的短视行为，坚

持长期主义，坚持以研发新技术作为破

局关键点。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即

将发布的 50kW 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起

点，创鑫激光所提出的“高功率 + 高

亮度”，源于过硬的理论基础以及近

20 年的技术沉淀，从 2017 年打破超

高功率国产化产品空白到不久将来建立

起全新高功率高亮度产品序列，我们一

贯秉承“技术为本、效率为纲、实用为

王”的研发逻辑，不做噱头产品、不

做 PPT 产品。诚然这条路必然艰险而

漫长，我们需要沉下心来逐一攻破技术

难关，也会面临外界更多的冷嘲热讽，

但又有何惧！创鑫激光一如既往以新技

术新产品来践行科技普惠大众的企业使

命！

创鑫激光万瓦光束质量实测数据（100μm 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