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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

心联合专家团队打造的一本激光产业年度研究报告，并由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

情报中心、中国激光杂志社、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共同发布。 

报告面向激光产业的产业链和技术链构建从宏观到中观的情报揭示体系，

围绕政策、区域、技术、产品、市场、企业等产业跟踪要素，通过调研，核实

得出事实数据，采用文献计量、数据挖掘等方法客观反映激光产业的发展现状，

并结合专家智慧解读产业发展趋势。 

本报告力求所涵内容丰富详尽，数据客观公正，分析精辟独到，围绕激光

产业态势着力打造成为国内首份真正意义上揭示产业现状，支撑产业决策，促

进产业发展的权威分析报告。 

本报告的简版于每年 3 月份对外免费发布，同年 6 月份发布简版的修订版

和完整版。 

本报告内容中所有原创的文字、图片、数据的版权归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

情报中心所有，任何第三方转载或引用报告内容须注明资料来源，商业用途须

另以书面形式征得所有方同意。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201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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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数据来源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总局 

➢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Laser Focus World 

➢ Gartner Group 

➢ 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 

➢ 中科战略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 中国产业智库大数据平台 

 



2018 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                                 III 

报告目录 

第 1 章  概述 ......................................................................................................... 1 

第 2 章  全球激光产业发展态势 .................................................................... 2 

2.1  2017 年全球激光产业市场规模 ........................................................... 2 

2.2  2017 年国外主要激光企业动向 ........................................................... 3 

2.3  2017 年国外激光前沿技术 .................................................................... 6 

第 3 章  中国激光产业环境与区域发展概况 ............................................. 9 

3.1  中国激光产业政策环境 ......................................................................... 9 

3.2  中国激光产业市场环境 ....................................................................... 12 

3.3  中国激光产业区域环境 ....................................................................... 16 

3.4  中国激光产业 R&D 环境 .................................................................... 19 

第 4 章  中国激光产业技术与产品发展概况 ........................................... 29 

4.1  2017 年中国激光技术专利情况 ......................................................... 29 

4.2  重点技术专利解读——以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为例 ........... 30 

4.3  2017 年中国激光年度产业化技术和产品 ...................................... 34 

4.4  2017 年中国激光技术研究进展 ......................................................... 36 

第 5 章  中国激光产业市场与企业发展概况 ........................................... 38 



IV                                 2018 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 

5.1  2017 年中国激光产业市场格局 ......................................................... 38 

5.2  2017 年中国激光产业投资和并购情况 ........................................... 39 

5.3  2017 年中国激光相关上市公司情况 ............................................... 42 

第 6 章  总结与展望 ......................................................................................... 45 

附录 ......................................................................................................................... 47 

1  中国激光产业基地（园区）概况 ........................................................ 47 

2  中国激光产业链全景图 .......................................................................... 50 



2018 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                                 V 

图表目录 

图表 1  激光产业链 ................................................................................................................... 1 

图表 2  2012-2018 年全球激光器销售收入 ........................................................................ 2 

图表 3  2017 年全球激光器应用市场情况 ......................................................................... 3 

图表 4  2017 年国外主要激光企业营收状况 ..................................................................... 3 

图表 5  2015-2017 年我国激光产业相关政策 ................................................................. 10 

图表 6  中国各地区激光最新产业政策一览 .................................................................. 11 

图表 7  2011-2018 年中国激光设备市场销售收入 ........................................................ 12 

图表 8  国内光纤激光器市场份额..................................................................................... 13 

图表 9  2012-2017 年中国 3D 打印产业规模 .................................................................. 13 

图表 10  2010-2017 年中国的激光元器件进出口金额 ................................................. 14 

图表 11  2010-2017 年中国的激光元器件进出口数量 ................................................. 14 

图表 12  2015-2017 年用激光、其他光或光子束处理材料的加工机床进出口情况

 ........................................................................................................................................ 15 

图表 13  中国激光产业区域环境 ....................................................................................... 18 

图表 14  中国的国家级光电类研发机构及其依托单位 .............................................. 19 

图表 15  2017 年光电类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拟确定名单 ........................... 20 

图表 16  2017 年国家自科基金委资助项目直接经费 TOP10 .................................... 21 

图表 17  2017 年国家自科基金单项资助直接经费 TOP10 ........................................ 21 

图表 18  20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光电领域） .............. 22 

图表 19  2017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光电类项目经费资助（科研机构） .............. 23 



VI                                 2018 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 

图表 20  2017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光电类项目经费资助 TOP10（高校） ........ 23 

图表 21  2017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光电类项目经费资助 TOP10（企业） ........ 24 

图表22  2017年“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重点专项经费资助TOP10（科研院校）

 ........................................................................................................................................ 24 

图表 23  2017 年光电相关领域新增两院院士情况 ....................................................... 25 

图表 24  2011-2016 年光电相关领域新增两院院士情况 ............................................. 26 

图表 25  2017 年光电相关领域新增国家杰青情况 ....................................................... 26 

图表 26  2017 年光电相关领域引进的海外高层次研发和创业人才情况 .............. 28 

图表 27  2017 年中国激光专利申请数量区域 TOP10 ................................................. 29 

图表 28  2017 年国内激光技术研发机构专利申请数量 TOP10 ............................... 30 

图表 29  激光表面处理与激光再制造关系示意图 ....................................................... 31 

图表 30  2000-2017 年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领域专利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 31 

图表 31  主要国家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重点技术领域布局 ................................ 32 

图表 32  全球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领域 TOP10 专利权人历年申请量 ............ 33 

图表 33  国内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技术主要专利权人 ......................................... 33 

图表 34  2017 年中国主要激光企业的营业规模 ........................................................... 38 

图表 35  2017 年全球激光相关领域收并购情况 ........................................................... 39 

图表 36  国内光电领域投资基金创立情况 ..................................................................... 40 

图表 37  国内光电领域产业联盟/组织创立情况 ......................................................... 41 

图表 38  2017 年国内主板上市的激光企业营收情况 .................................................. 42 

图表 39  2017 年新三板新增激光企业 ............................................................................. 43 

图表 40  2017 年国内申请 IPO 的激光企业 ................................................................... 44 



 

2018 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                                 1 

第 1 章  概述 

激光（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缩写

LASER），是指窄幅频率的光辐射线通过受激辐射放大和必要的反馈共

振，产生准直、单色、相干的定向光束的过程。激光技术起源于 20 世

纪 60 年代初期，是 20 世纪与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齐名的四项重

大发明之一。 

至今，与激光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已经遍布全球，形成了丰富和庞

大的激光产业。它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分

布。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光学材料及元器件，中游主要为各种激光器

及其配套设备，下游则以激光应用产品、消费产品、仪器设备为主。激

光产业链如下图表 1 所示： 

 

图表 1  激光产业链 

上游 光学材料 机械 数控 电源 辅助光学元器件

➢激光光学镜片
➢振镜
➢声光电开关
➢调制器
➢激光加工头
……

➢激光晶体材料
➢特种光纤
……

➢加工台
➢机械臂
➢机柜
➢机器人
……

➢伺服电机
➢主控制板
➢ I/O设备
➢数控系统
……

➢连续电源
➢脉冲电源
➢散热器
……

➢分析仪
➢能量计
➢防护镜
……

高功率激光器 中低功率激光器

中游
CO2激光器 YAG激光器 光纤激光器 半导体激光器 染料激光器 ……

激光切割 激光焊接 激光打标 激光雕刻 激光钻孔

激光医疗 激光美容 激光显示 激光照明 激光测量

下游

激光熔覆 激光通信 增材制造 激光微加工 ……

汽车 钢铁 石油 造船 航空航天 轨道交通 电子信息 服装纺织

通信 医疗 机械 军事 文化创意 建材五金 商品包装 科学研究



2                                 2018 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 

第 2 章  全球激光产业发展态势 

2.1  2017 年全球激光产业市场规模 

2017 年全球激光器的销售额增长至 124.3 亿美元，比 2016 年修订

后的销售额 105.2 亿美元增长约 18%。其中，激光材料加工和半导体制

造设备市场增长迅猛，激光材料加工领域收入比去年增长了 26%以上，

而光纤激光器较去年提高了 34%。2017 激光市场最大的赢家是光纤激

光器、光探测和测距（LIDAR）激光器和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VCSEL），

随着全球范围内相关 VCSEL 供应商产能的不断增长，VCSEL 在半导

体芯片和消费设备制造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受益于消费电子设备和中国市场的持续火爆，预计 2018 年全球激

光器销售额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将达到 130.6 亿美元。 

 

图表 2  2012-2018年全球激光器销售收入 

数据来源：Laser Focus world 

2017 年材料加工和光刻激光领域再次成为收入占比最大的部分，

约为 51 亿 6600 万美元。通信和光存储激光销售约为 42 亿 3600 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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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位居第二，科研和军事市场约为 9 亿 2200 万美元位居第三。医疗和

美容市场上升速度明显，紧随其后约为 9 亿 2000 万美元，仪器与传感

器市场为 8 亿 200 万美元，而娱乐、显示与打印市场排在最后为 3 亿

8500 万美元。 

 

图表 3  2017年全球激光器应用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Laser Focus world 

2.2  2017 年国外主要激光企业动向 

2017 年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为全球经济增长

增添了活力，欧洲也已基本上摆脱了几年前欧债危机的影响。国外激

光龙头企业成长迅速，以德国通快、美国相干、IPG、贰陆等公司为代

表的激光企业业绩都有不俗表现。国外主要激光企业具体营收状况如

下图所示： 

图表 4  2017年国外主要激光企业营收状况 

 

41.6%

34.1%

7.4%

7.4%

6.5% 3.1%

材料加工与光刻市场

通信与光存储市场

科研与军事市场

医疗与美容市场

仪器与传感器市场

娱乐，显示与打印市场

 2016-2017财年

创收9.72亿美元

 同比增长18%

 2016-2017财年

创收36.2亿美元

 同比增长11.3%

 2016-2017财年

创收17.2亿美元

 同比增长101%

 2017年创收14.09

亿美元

 同比增长40.02%

 2017年创收12.9

亿美元

 同比增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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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通快 

2017 年 7 月 1 日，德国通快集团（TRUMPF）宣布开始扩大集团

管理，并采用了新的组织结构，加强在极紫外（EUV）、增材制造和数

字化等未来技术方面的布局，旨在推动公司整体发展。2017 年 10 月，

公司就收购大通激光（Access Laser）85%的股权一事正式达成协议。

通过此次战略收购，公司确保了其在 EUV 光刻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两

家公司未来也将携手进一步提高EUV的性能及服务更多的低功率CO2

激光器生产厂家。 

美国相干 

美国相干公司（Coherent）在合并罗芬公司后，不断整合内部团队

和产品线，强化竞争力，2017 年财年净销售额同比增长 101%。由于半

导体行业的飞速发展，微电子制造激光技术成为公司销售额最大的部

分；而得益于罗芬公司的收购，材料加工部门订单也实现了显著增长；

并且由于核心诊断和治疗领域的业务增长进一步得到了航空和国防市

场的青睐，OEM 仪表领域增长显著。 

美国 IPG Photonics 

IPG Photonics 高功率激光器、切割系统、焊接应用增长强劲带动

其 2017 年全年业绩的增长。高功率激光器销售额同比增长 50%，贡

献了 2017 年增量收入的 70%。其中，6 千瓦及以上超高功率激光光源

销售额增长一倍多，占整个高功率收入的 30%以上。2017 年 5 月，公

司首先宣布收购美国啁啾体布拉格光栅（VBG）技术的领先制造商

OptiGrate；2017 年 7 月，收购了 Innovative Laser Technologies （ILT），

一举渗入医疗设备应用行业，并加速扩展到需要精密激光解决方案的

其它非医疗设备领域；2017 年 12 月，公司收购的对象是为激光焊接应

用提供过程质量监测和控制解决方案的 Laser Depth Dynamics （LDD），

LDD焊接监测系统和配件将极大提升 IPG领先的光束传输产品组合和

激光焊接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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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贰陆 

美国贰陆公司（II-VI）对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技术和产品的投资

收到成效，预计未来优势增长板块将包括数据中心、新一代无线和功

率器件、EUV 光刻技术等。贰陆公司收购了美国光隔离器公司

Integrated Photonics，Integrated Photonics 的磁光材料能助力 II-VI 进一

步渗透光纤激光器市场，并满足新兴的磁感应应用。另外公司收购英

国的多功能复合半导体晶圆制造厂 Kaiam 以扩展 II-VI 公司 VCSELs

的自制产能，并助力公司逐渐渗透到 3D 传感、汽车电气化和数据中心

通信等高增长市场。 

丹麦 NKT Photonics 

丹麦 NKT Photonics 收购了瑞士的超快激光制造商 Onefive 公司，

Onefive 生产的超快激光器产品组合包括飞秒激光器系统和皮秒激光

器系统，为医疗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客户以及工业材料加工和科学市场

提供服务。在 2018 美国西部光电展上，NKT 的探测传感器产品 LIOS 

EN.SURE DTS＆RTTR 获得 2018 棱镜光子学创新奖（2018 Prism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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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7 年国外激光前沿技术 

2017 年以来，全球激光技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下面我们遴

选了年度前沿激光技术进展。 

德国研发出世界上最小线宽的激光器 

来自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和美国天体物理联合实验室

（JILA）的科学家共同研发出线宽为 10 mHz 的新型激光器，是当前世

界上线宽最小的半导体激光器。该激光器在

保持极小线宽的同时，其光波能持续稳定输

出 11 s，表现出极好的光频率稳定性。这种极

小线宽的新型激光器将用来制造更准确的原子钟，并对超冷原子进行

更精确的测量。研究人员认为，通过调整反射镜的组成并找到降低谐

振器内部温度的方法，线宽能进一步收窄，甚至可以达到 1 mHz 以下。 

法国研制出适合量产的 III-V 族/硅混合激光器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电子与信息技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利用新型硅

光子工艺，结合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发出硅混合分布反馈式（DFB）

激光器。该混合激光器首次将完全 CMOS

兼容的 200 mm 晶圆集成到混合 III-V 族/硅

分布反馈式激光器中，实验采用创新的激

光电触点方法，没有使用一体化剥离。研究

团队使用了局部硅增厚的方式，激光器的最大输出功率为 4 mW，其边

模抑制比（SMSR）为 50 dB。本次利用晶圆制造工艺 III-V 族/硅混合

激光器让硅光激光器技术实现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世界首个连续原子激光器研制取得重大进展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UVA）研究员 Florian Schreck 领导的一个

研究小组，已经在创造第一个连续原子激光器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Schreck 和他的团队利用锶在移动中逐步冷却的特性，通过在空间中分



 

2018 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                                 7 

开不同的冷却阶段而不是时间来实现连续供应。每个阶段发生在不同

的位置：原子在通往最终原子激光束产生处的过程中被普通激光器冷

却。他们的计划提供了足够多的冷原子，与创造连续存在的玻色爱因

斯坦凝聚体相容。最后一步将使用这种永久性冷凝物制造原子激光器。 

瑞士创造世界最短激光脉冲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研究人员成功地将 X 射线激光器的

脉冲持续时间缩短到 43 as（1 as=10-18 s），并在时间分辨率为阿秒级

（10-18 s）的范围内，第一次观察到了电子在

慢速化学反应过程中的运动。此次研究中，

研究人员从红外激光器中得到了具有光谱

带宽非常宽的软 X 射线激光脉冲。通过激发

其内壳层电子可以让人以前所未有的时间分辨率直接观察到广泛存在

于生物分子中磷和硫等各种元素。同时，还能利用激光脉冲停止分子

中某一位置的电荷转移来破坏化学键，以此改变化学反应的进程。 

新型激光写入技术升级石墨烯结构 

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和中国台湾的研究人员们共同发现能够通过

激光写入技术改变石墨烯碳原子二维结构锻造成三维物体，并且石墨

烯三维结构物质具有强烈的稳定性，表现出与

二维结构不同的电学和光学特性。此次通过激

光写入升级现有石墨烯技术，该工艺应用类似

于用激光束“锤子”将金属锻造成三维形态。 

最后通过实验和计算机模拟，观察了解石墨烯碳原子二维结构升级到

三维形状的真实性及其形成机制。实现石墨烯二维到三维结构的升级，

为石墨烯应用开拓了新的方向。 

新型光涡旋技术可提高信息传输速率十倍 

布法罗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使用了另一种被称为轨道角动量的光

操纵技术来推动激光技术的进步。该技术将激光放置在一个中心有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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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螺旋图案中。通常这样的激光器对于应用在目前的电脑上来说还

是太大了，但是该团队成功地将涡旋激光器缩小到了与计算机芯片相

比拟的程度。由于激光束沿着一个螺旋图案传播，信息被编码成不同

的涡旋曲线，因此它能比直线传播的传统激光器多携带十倍的信息量。

这种基于光学的可以像涡流一样以快速的循环运动来传输数据的通信

工具，可能成为下一代计算机的核心组成部分。 

美国研发的新型激光器能提供可调谐多色激光 

美国西北大学和阿贡国家实验室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已经成功构

建了一个小型基于芯片的激光设计，能输出多色激光，向集成光子激

光器的进展迈出了一大步。他们的工作证实了可以在单个设备中实现

对不同颜色控制的多模激光。使用这种技术，可以通过简单地改变设

备的腔体结构来控制激光的颜色和强度，以及一次生成和调谐多种颜

色。该研究为基于结构工程以及对纳米颗粒超点阵光带结构的控制的

多模式纳米级激光的设计和机制提供了新的见解。其用途包括光纤加

密、编码、冗余和更高的数据速率流，以及为病变组织提供实时多色医

学成像等。 

 



 

2018 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                                 9 

第 3 章  中国激光产业环境与区域发展概况 

3.1  中国激光产业政策环境 

当前，激光技术处于大面积推广应用阶段。国家政策多以鼓励和

支持激光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为主。地方政策多以支持以激光技术

为代表的产业园区建设发展为主。 

从国家层面来看，近两年我国出台的激光相关政策以鼓励和支持

激光技术在智能装备及增材制造领域的应用为主。国务院于 2016 年 12

月印发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研制推广

使用激光及其他能源驱动的主流增材制造工艺装备。加快研制高功率

光纤激光器、扫描振镜、动态聚焦镜及高性能电子枪等配套核心器件

和嵌入式软件系统，提升软硬件协同创新能力，建立增材制造标准体

系。同年，工信部发布《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提出在

重载 AGV 可以融入激光防碰装置以提高产品安全性，而公共智能服务

机器人可采用激光 SLAM 的导航方式以提高定位精度。 

2017 年 11 月，工信部印发了《高端智能再制造行动计划（2018-

2020）》，提出要加快研发应用再制造旧件损伤三维反求系统以及等离

子、激光、电弧等复合能束能场自动化柔性再制造成形加工装备等。同

时要鼓励应用激光等再制造技术，面向大型机电装备开展专业化、个

性化再制造技术服务，培育一批服务型高端智能再制造企业。随后，工

信部联合发改委等 12 个部委发布了《增材制造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7-2020）》，明确指出要通过“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等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增材制造工艺技术、装备及其关键零部

件研发，并将其纳入“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支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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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2015-2017年我国激光产业相关政策 

政策 发布日期 与激光相关内容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2016 年 3 月 重载 AGV 采用激光防碰装置以提高产品安全性，在智能型公共服

务机器人方面，可采用激光 SLAM 的导航方式以提高定位精度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2016 年 12 月 研制推广使用激光、电子束、离子束及其他能源驱动的主流增材

制造工艺装备。加快研制高功率光纤激光器、扫描振镜、动态聚

焦镜及高性能电子枪等配套核心器件和嵌入式软件系统，提升软

硬件协同创新能力，建立增材制造标准体系。在航空航天、医疗

器械、交通设备、文化创意、个性化制造等领域大力推动增材制

造技术应用，加快发展增材制造服务业 

高端智能再制造行动

计划（2018-2020

年） 

2017 年 11 月 在智能再制造成形与加工装备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中提到要加快研

发应用再制造旧件损伤三维反求系统以及等离子、激光、电弧等

复合能束能场自动化柔性再制造成形加工装备等；此外，培育服

务型再制造企业，鼓励应用激光、电子束等高技术含量的再制造

技术，面向大型机电装备开展专业化、个性化再制造技术服务 

增材制造产业发展行

动计划（2017-2020

年） 

2017 年 11 月 项目方面：通过“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方式

支持符合条件的增材制造工艺技术、装备及其关键零部件研发，

并将符合条件的增材制造纳入“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支持范

围；产品方面：提升激光/电子束高效选区熔化、大型整体构件激

光及电子束送粉/送丝熔化沉积、液态金属喷墨打印等增材制造装

备质量性能及可靠性，提升高光束质量激光器及光束整形系统、

大功率激光扫描振镜等器件性能；应用方面：推进激光直接沉积、

电子束熔丝成形技术在钛合金框、梁、肋、唇口、整体叶盘、机匣

以及超高强度钢起落架构件等承力结构件上的应用，推进激光、

电子束选区熔化技术在防护格栅、燃油喷嘴、涡轮叶片上的示范

应用，加强增材制造技术用于钛合金框、整体叶盘关键结构修理

的验证研究 

从区域层面来看，近两年来多个省市出台相关政策以支持激光产

业发展。一方面，福建、上海、黑龙江等地以促进技术发展和成果应用

转化为目标出台了系列政策。如福建省于 2016 年 4 月发布的《“十三

五”科技发展和创新驱动专项规划》中提到，要强化包括激光晶体材

料、激光生物医学检测在内的优势特色学科领域基础研究，研制新型

固体激光与闪烁晶体材料与器件，提升光电材料应用水平。上海市于

2016 年 8 月出台的《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推进上海光源

二期、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超强超短激光等大科学设施建设，推

进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在激光显示、半导体照明、电力电子等领域的产

业化应用。黑龙江于 2017 年 7 月发布了《黑龙江省增材制造（3D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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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产业三年专项行动计划（2017-2019）》，重点布局研发工业级金属

激光铺粉式和送粉式装备、大型高分子材料激光选区烧结成形装备及

金属丝材熔覆激光-电弧增材制造装备。 

另一方面，温州、宿迁等地以促进产业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为重

点进行了政策布局。如温州市 2015 年 1 月发布的《激光与光电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 年）》中提出通过争取上级经费支持、加

强专项资金引导和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等方式，来为本土激光企业提供

更好的融资环境。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12 月发布了《关

于加快产业集聚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从吸引领军人才集聚、支持创

新团队集聚和培养技术人才集聚三个方向来实现招才引智，着力提升

本土激光技术人才竞争优势。而武汉东湖高新区于 2017 年 9 月发布的

《关于推进光谷制造 2025 的若干政策》，将激光列为十大重点发展领

域之一，并在加大产业集聚配套、促进中小微企业成长等方面给出了

激励机制，着力打造“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激光产业基地。 

 

图表 6  中国各地区激光最新产业政策一览 

海南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河北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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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北京

宿城区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推进激光产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促进北京市增材制
造(3D打印)科技创
新与产业培育的工
作意见

•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
•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科技创新中心方案

•深圳市机器人、可穿戴
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发
展规划（2014-2020年）
•广东省工业企业技术改
造指导目录（试行）
•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
划（2015-2025年）

“十三五”科技发展
和创新驱动专项规划

关于推进光谷制造
2025的若干政策

增材制造（3D打印）
产业三年专项行动计
划（2017-2019年）

关于工业重点产业升
级发展的指导意见

温州市激光与光电产
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4-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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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激光产业市场环境 

随着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制造业对自

动化、智能化生产模式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激光产业也逐渐驶入高

速发展期。受益于消费类电子、新能源、PCB 电路板等加工设备的需

求旺盛，在经过 2016 年增速放缓后，激光成套加工设备市场迎来全面

爆发。2017 年全行业的市场销售收入增长率超过 25%，几家龙头企业

的收入增幅更是突破 40%。2017 年工业、信息、商业、医用和科研领

域的激光设备（含进口）市场销售总收入高达 495 亿元，较 2016 年同

比增长了 28.6 个百分点。据预计，2018 年中国激光设备市场销售总收

入有望突破 600 亿元。2010-2018 年中国激光设备的销售情况如下图所

示： 

 

图表 7  2011-2018年中国激光设备市场销售收入 

从光纤激光器市场来看，随着应用领域的拓展和市场容量的放大，

国内的光纤激光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IPG、相干、恩耐等国外知名光

纤激光器厂商占据了国内大部分的市场份额，特别是大功率光纤激光

器，IPG 一家对华的销售额就超过了 29 亿元。国内的光纤激光器主要

供应商：武汉锐科激光和深圳创鑫激光，正逐渐形成行业双龙头。国内

企业已在中功率光纤激光器市场占据领先位置，而低功率光纤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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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已基本被国内厂商占据，其市场占有率超过 90%。 

 

图表 8  国内光纤激光器市场份额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 3D 打印。经过几年的市场热炒后，无论投资

者还是厂家已趋于理性，但 3D 打印市场却依然在放量增长。2017 年，

中国 3D 打印设备市场规模约 20.58 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 69%。国内

3D 打印主要集中在家电及电子消费品、模具检测、医疗及牙科正畸、

文化创意及文物修复、汽车及其他交通工具、航空航天等领域。 

 

图表 9  2012-2017年中国 3D打印产业规模 

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也带动了全球市场，2017 年我国激光元

器件的进出口金额大幅增长，进出口金额达 2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在全球半导体与消费电子市场快速增长的带动下，我国已发展成为全

球最大的集成电路设备市场，伴随着大量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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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我国进口激光元器件的数量急剧增长，近几年来首次超过出口

数量，达到 4376 万个。 

 
图表 10  2010-2017 年中国的激光元器件进出口金额 

 

图表 11  2010-2017 年中国的激光元器件进出口数量 

另外，装有激光设备的加工机床正被越来越多出口到全球。从国

家海关总署的数据来看，2017 年，我国用激光、其他光或光子束处理

材料的加工机床的出口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出口金额达到 5.3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7.5%。但大功率和精细化加工用激光机床等仍依赖进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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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金额也达到了 8.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8%。 

图表 12  2015-2017年用激光、其他光或光子束处理材料的加工机床进出口情况 

年份 出口数量 

（台） 

进口数量 

（台） 

出口金额 

（百万美元） 

进口金额 

（百万美元） 

2015 58235 5570 338 724 

2016 66883 5150 391 639 

2017 73374 6652 538 887 

数据来源：国家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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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激光产业区域环境 

通常情况，我国激光加工产业按区域划分为四个产业带：珠江三

角洲、长江三角洲、华中地区和环渤海地区。这四个产业带的侧重原本

有所不同，珠三角以中低功率激光加工设备为主，长三角以高功率激

光切割焊接设备为主，环渤海以高功率激光熔覆设备和全固态激光器

件为主，以武汉为首的华中地区则覆盖了大多数的高、中、低功率激光

加工设备。随着多个省市地区将光电子产业作为地方重点规划和发展

方向，国内激光加工产业带的边界正逐渐变得模糊。 

当前，我国规模以上的激光企业已遍布华东、华南、华北、东北、

华中及西部地区。激光产业在华东的代表省份是浙江、江苏以及直辖

市上海，温州、苏州、南京是浙、苏两省主要的激光企业聚集地，温州

于 2013 年成功获批国家激光与光电创新型产业集群，南京开发区也于

2015 年成功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火炬南京新港光电及激光特色

产业基地”。上海依托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等科研院所成为我国激

光技术的重要输出城市之一，松江新兴产业园已汇聚 20 多家 3D 打印

相关企业，在材料研发、设备制造、虚拟仿真、平台运营及行业应用等

领域上下游形成了集聚发展；广东和福建是我国华南地区的代表省份，

深圳的中低功率激光加工设备以及光纤激光器在国内市场占有较高的

份额，大族全球激光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达 51.7 亿元，目标

到 2020 年初步建成新型的激光产业园区，年销售收入达到 200 亿元，

带动相关产业 300 亿元；在华北，吉林、辽宁、河北以及北京、天津等

地都汇聚了一批实力不俗的激光企业。无论是有中国光学摇篮之称的

长春，还是规划打造激光产业高地的鞍山，都在推进从上游光学元器

件到中游的激光器，再到下游激光应用的全覆盖。目前鞍山激光产业

园已有 190 家企业投入生产运营，带动激光元器件、光通信、智能终

端、智能制造、LED、软件开发应用等六大板块快速发展，产业特征日

渐清晰，产业链条更趋完整；华中地区的最大城市——武汉，是是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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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的两家国家级光电子产业基地之一，拥有东湖高新激光产业园、

中欧激光产业园、光谷激光科技园等激光产业园区，为全国激光产业

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陕西和四川是西部代表省份。依托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和西部天使基金，西安正成为新的光电子高新

企业孵化摇篮，四川则在高精度激光元器件、超强超快激光等方面具

备一定研发实力，并依托成都智能制造产业园，重点突破电子信息和

智能家居两大产业，从而带动激光产业的发展。 

 

 

 

 

 

 

 

 

 

 

 

 

 

 

 

 

 

代表城市 上海、苏州、温州、南京、济南 

产业规模 80-100 亿元↑↑↑ 

特色领域 半导体激光器、激光切割、激光打标、激光投影、

复杂环境下激光应用 

代表企业 德龙激光、嘉泰激光、天弘激光、领创激光、波长

光电、中科煜宸 

产业基地 常州激光智造魔坊、无锡惠山光电科技产业园、

宿迁激光产业园、温州激光与光电产业集群、南

京智能制造产业园、苏州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区、

台州光电产业园、昆山光电产业园、萧山闻堰 3D

小镇、松江新兴产业园 

科研机构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江苏大学、中科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

交大、复旦大学等 

代表城市 深圳、广州、福州 

产业规模 180 亿元↑↑↑ 

特色领域 光纤激光器、激光切割、激光打标、激光雕刻、

激光打孔 

代表企业 大族激光、光韵达、福晶科技、杰普特光电、联

赢激光 

产业基地 大族全球激光智能制造产业基地 

科研机构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华南师范大学、中科院福建

物构所等 

华东 

华南 

江苏 上海 

浙江 

山东 

福建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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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中国激光产业区域环境 

代表城市 武汉 

产业规模 120 亿元↑↑ 

特色领域 光纤激光器、CO2 激光器、激光焊接、激光打标、

激光切割、激光雕刻、激光医疗、激光全息防伪、

激光元器件、激光环境监测 

代表企业 华工激光、锐科光纤、楚天激光、金运激光、天

琪激光、华俄激光、奇致激光、三工光电、帝尔

激光、久之洋、新特光电 

产业基地 东湖高新激光产业园、中欧激光产业园、武汉光

谷激光科技园、华中（京山）激光产业园 

科研机构 华中科技大学、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武汉邮

电科学院、航天三江激光产业技术研究院等 

代表城市 北京、天津、鞍山、沈阳、长春 

产业规模 90 亿元↑ 

特色领域 半导体激光器、激光熔覆、激光淬火、激光焊接、

激光元器件、激光医疗、激光显示 

代表企业 大恒科技、国科世纪、凯普林、邦德激光、华光

光电子、新松机器人、奥瑞德、中视迪威、羿珩

科技、长春新产业 

产业基地 沧州激光产业园、长春先进激光智造园、鞍山激

光产业园、沈阳光电信息产业园 

科研机构 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中科院光电

研究院、中科院半导体所、天津大学、中电第 11

所、中电第 45 所、中电第 46 所等 

代表城市 西安、成都、绵阳 

产业规模 40-60 亿元↑ 

特色领域 半导体激光器、激光切割、激光打标、精密激光

元器件 

代表企业 炬光科技、贝瑞光电、东骏激光、西安铂力特 

产业基地 成都智能制造产业园、重庆光电产业园、永川 3D

打印快速智造创新中心、渭南 3D 打印产业园 

科研机构 中科院西安光机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重庆

光学机械研究所等 

华中 

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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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国激光产业 R&D 环境 

国家重点研发机构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激光技术的重视与扶持，一批优秀的研发机

构也得到国家部委的认可。据中科战略统计，截止 2017 年底，由国家

发改委授牌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与光电子相关的为 10 家，其中与激

光紧密相关的为 5 家；由科技部授牌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光电

子相关的为 12 家，其中从事激光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的机构高达 10 家。

由科技部联合教育部、中科院等部委授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中，与光

电子相关的为 14 家。以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为班底建设的武汉

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是科技部批准组建的 6 个国家研究中心中唯一以

光电领域为研究方向的学科交叉型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相关研发机构

的具体分布如下图表所示。 

图表 14  中国的国家级光电类研发机构及其依托单位 

机构名称 依托单位 机构名称 依托单位 

国家研究中心（1）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5）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光电子器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 

国家重点实验室（14） 光纤通信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武汉邮电科学院 

应用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强场激光物理国家重点实验

室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 高效焊接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 

哈尔滨焊接研究所 

瞬态光学与光子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 

中科院西安光机所 精密超精密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 

北京工研精机股份有

限公司 

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国家重

点实验室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 

武汉大学 国家半导体泵浦激光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国科世纪激光技术有

限公司 

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

室 

浙江大学 国家固体激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电第 11 所 

超快速激光光谱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 

中山大学 国家光电子晶体材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中科院福建物构所 

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光刻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

公司 

现代焊接生产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 

哈尔滨工业大学 国家光学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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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依托单位 机构名称 依托单位 

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

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国家光栅制造与应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山东大学 国家环境光学监测仪器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 

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国家

重点实验室 

山西大学 国家防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集成光电子学国家重点联合

实验室 

清华大学 吉林大学 

中科院半导体所 

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区域光纤通信网络与新型光

通信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

大学 

国家眼视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温州医科大学 

2017 年 8 月，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发布《国家科技

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方案》指出，将对现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存量进行评估梳理，逐步按照新的

功能定位要求合理归并，优化整合。国家发改委不再批复新建国家工

程实验室，科技部不再批复新建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正值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之际，国家发改委批复了 111 个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引人关注。2017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公示

了 2017 年度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拟确定名单，其中与光电子紧

密相关的机构有 5 家。 

图表 15  2017年光电类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拟确定名单 

平台名称 依托单位 

精密光栅测控技术与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半导体精密加工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唐山晶玉科技有限公司 

碳化硅半导体材料研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天岳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效显示与照明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河南大学 

半导体显示与光通信器件研发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华南理工大学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2017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国家自科基金）资助各

类项目共计 42760 项。其中，与激光紧密相关的项目 415 项，资助经费

近 3 亿元。2017 年共资助 172 家研究机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学

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位列 2017 年资助项目

数量的前 5 位。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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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与物理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位列 2017

年资助项目直接经费的前 5 位。 

 

图表 16  2017年国家自科基金委资助项目直接经费 TOP10 

包括中科院半导体所牛智川在内的 10 个课题组位列 2017 年单项

资助直接经费的前 10 位。其中，牛智川课题组共获得两项国家自科基

金经费资助，总计经费 2136.4 万元。 

2017 年国家自科基金单项资助经费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图表 17  2017 年国家自科基金单项资助直接经费 TOP10 

项目 负责人 单位 金额（万） 

锑化物低维结构中红外激光器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牛智川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1689.4 

基于冷原子干涉的量子惯性传感系统研制 林强 浙江工业大学 756.7 

采用 VCSEL 核心激光光源的微型化普适型 TDLAS

气体检测系列模块的研制 

王立军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

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725.36 

基于微波光子技术的卫星激光通信多普勒频移模拟

器 

刘建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720.6 

基于光晶格中相干超冷原子布洛赫振荡的小型化重

力仪研制 

周小计 北京大学 615 

基于激光散斑成像的皮肤组织结构无损探测与血管

性皮肤病个性化智能精准诊疗装置 

陈斌 西安交通大学 547.66 

3-4 微米锑化物单管与阵列激光器 刘舒曼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487.4 

2-3 微米锑化物大功率与单模激光器 徐应强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448 

锑化物激光器低维材料基础理论与外延生长 牛智川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447 

单次测量超短超强激光远场处脉冲信噪比的超高动

态范围（10^12）互相关仪 

钱列加 上海交通大学 410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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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科基金中有 83 项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共计投资 5.9 亿

元，单项最高 930 万元，最低 261 万元，其中与光电领域相关项目 26

项，如下表所示： 

图表 18  201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光电领域）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依托单位 批准金额 

（万元） 

1 高能 X 射线 CT 混凝土结构测试系统 朱尔玉 北京交通大学 909.22 

2 液体环境纳米红外光谱和成像系统 田中群 厦门大学 880.74 

3 适于生命体系中金属/类金属形态分析的光

谱系统研制 

王建华 东北大学 865.99 

4 三维超分辨荧光和形貌显微镜的研制 王宏达 中国科学院长春

应用化学研究所 

862 

5 熔焊与增材成形熔池多物理场在线测量仪 柏连发 南京理工大学 828.35 

6 基于同步辐射硬 X 射线相干衍射的细胞高

分辨结构成像显微镜研制 

高学云 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 

804.62 

7 一米新真空太阳望远镜多层共轭自适应光

学系统研制 

饶长辉 中国科学院光电

技术研究所 

787.2 

8 基于波前整形的高光谱成像引导的肿瘤光

热/光动力双模治疗手术系统 

张镇西 西安交通大学 780 

9 极端高温高压下宽带超快光谱原位测量系

统研制 

曾雉 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 

777.9 

10 面向全四维的动态成像的精准自适应大动

物 SPECT/CT 一体化成像设备研制 

何作祥 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医院 

760.81 

11 基于回音壁模式光学微腔的信息物理基础

实验平台研制 

龙桂鲁 清华大学 759.78 

12 并行扫描光学显微镜 霍峰蔚 南京工业大学 744 

13 超高时空分辨率的光电联用生物监测一体

化装置 

郭雪峰 北京大学 735 

14 基于微聚焦 X 射线的金属凝固和固态介观

行为实时解析实验系统 

李建国 上海交通大学 733.5 

15 高精度太赫兹光梳成像仪器开发与应用 曾和平 华东师范大学 727 

16 凝聚相及复杂表面与界面表征的多模式非

线性振动与电子光谱学仪器平台 

王鸿飞 复旦大学 725.8 

17 采用 VCSEL 核心激光光源的微型化普适型

TDLAS 气体检测系列模块的研制 

王立军 中国科学院长春

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 

725.36 

18 基于微波光子技术的卫星激光通信多普勒

平移模拟器 

刘建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

体研究所 

720.6 

19 广谱动量空间/实空间成像光谱测量系统的

研制 

资剑 复旦大学 702.5 

20 白光干涉测量传感通用信号处理系统 彭伟 大连理工大学 6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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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依托单位 批准金额 

（万元） 

21 多色拉曼光谱微流控芯片高通量稀有细胞

分选系统 

吴一辉 中国科学院长春

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 

650 

22 基于光晶格中相干超冷原子布洛赫振荡的

小型化重力仪研制 

周小计 北京大学 615 

23 符合人眼观察习惯的高性能光场近眼显示

系统 

王涌天 北京理工大学 600 

24 用于中能 X 射线波段 3p/4d/5f 元素价电子

结构研究的高能量分辨光谱仪研制 

翁祖谦 北京高压科学研

究中心 

591.2 

25 基于激光散斑成像的皮肤组织结构无损探

测与血管性皮肤病个性化智能精准诊疗装

置 

陈斌 西安交通大学 547.66 

26 飞秒时间分辨红外吸收光谱装置（紫外激

发-宽带红外探测）研制 

苏红梅 北京师范大学 45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由原来的 973 计划、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基金和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项等整合而成。2017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示了 47 类重点专

项，涉及到光电类项目的重点专项主要包括：纳米科技、量子调控与量

子信息、战略性先进电子材料、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国家质量基础的

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智

能机器人 8 类。下表是光电类项目经费具体资助情况。 

图表 19  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光电类项目经费资助（科研机构） 

排序 项目牵头单位 牵头数 经费（万元） 

1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4 12367 

2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2 9105 

3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1 5584 

4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1 4298 

5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1 3799 

6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1 2855 

7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1 2831 

8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 2806 

 

图表 20  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光电类项目经费资助 TOP10（高校） 

排序 项目牵头单位 牵头数 经费（万元） 

1 清华大学 4 10889 

2 南京大学 2 10505 

3 北京工业大学 1 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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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项目牵头单位 牵头数 经费（万元） 

4 山西大学 1 3873 

5 上海交通大学 2 3690 

6 西安交通大学 2 2923 

7 南开大学 1 2877 

8 西北工业大学 2 2817 

9 中南大学 1 2811 

10 武汉大学 1 2648 

 

图表 21  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光电类项目经费资助 TOP10（企业） 

排序 项目牵头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万元） 

1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李成 3887 

2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克明 2613 

3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李辉 2559 

4 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 张中英 2254 

5 深圳瑞波光电子有限公司 何晋国 2186 

6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永康 1900 

7 江苏南大五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范静涛 1856 

8 江苏北方湖光光电有限公司 彭滟 1821 

9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岐岱 1801 

10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少华 1801 

其中，“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重点专项与激光技术领域联系最为

密切。2017 年该专项计划支持的单位共有 23 家，支持的总经费达 4.5

亿元，比 2016 年经费增长了 4600 万元。其中，清华大学获得支持的项

目有 4 项，西北工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各有 2 个项目。 

图表 22  2017年“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重点专项经费资助 TOP10（科研院校） 

排序 项目牵头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中央财政经费 

（万元） 

1 清华大学 超快激光微纳制造机理及新方法 曲良体 3754 

2 清华大学 激光高性能连接技术与装备 邹贵生 2900 

3 清华大学 制造用紫外激光器 柳强 2832 

4 中南大学 光电器件超精密激光焊接技术与装备 段吉安 2811 

5 武汉大学 金属增材制造在线监测系统 刘胜 2648 

6 上海交通大学 硬组织病损精准治疗的个性化医疗器械

增材制造技术集成和应用示范 

沈国芳 2234 

7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大型复杂构件激光高效清洗技术与装备 郭斌 2129 

8 南京理工大学 智能化增材制造系统平台 廖文和 1820 

9 西安交通大学 复杂微细结构的激光加工与测量技术及

装备 

杨树明 1798 

10 西北工业大学 面向增材制造的产品创新设计技术 张卫红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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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 

2017 年，中国科学院选举产生了 61 位中新增选院士和 16 位中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选举产生了 67 位新增选院士和 18 位中

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其中，从事光电领域相关研究的院士共 14 名。 

图表 23  2017 年光电相关领域新增两院院士情况 

两院 姓名 年龄 研究领域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 李儒新 47 超高峰值功率超短脉冲激光技术、激

光高能电子与质子加速及其应用、激

光聚变能源基础研究、阿秒激光脉冲

的产生与应用等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

精密机械研究所 

徐红星 48 纳米光学，等离激元光子学，表面等

离激元，表面增强拉曼光谱，针尖增

强拉曼光谱，等离激元纳米波导，纳

米光芯片 

武汉大学 

毛军发 51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上海交通大学 

王建宇 58 量子卫星、超光谱成像与激光遥感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 

杨德仁 53 半导体材料 浙江大学 

叶军（美

籍） 

50 光和物质的相互反应，包括精确测量

学、量子物理、超低温物质、光频测

量和超快科学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

尔德分校、美国国家

标准与技术局、美国

天体物理联合实验室 

中国工程院 戴琼海 54 视频处理及宽带通信 清华大学 

刘永坚 57 雷达与电子对抗装备技术 空军研究院 

刘泽金 54 高能激光技术 国防科技大学 

彭金辉 54 微波冶金 昆明理工大学 

谭久彬 62 超精密仪器工程与超精密加工/测量一

体化装备技术 

哈尔滨工业大学 

周 济 56 功能陶瓷材料、光子晶体、纳米光电

材料、新型无源电子元件及无源集成

技术 

清华大学 

范国滨 60 强激光技术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顾敏（澳大

利亚籍） 

58 微纳米光子学、光电子学成像、物理

光学、离化层物理、激光等离子体物

理、激光物理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从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情况来看，光电相关领域两院院士

2011 年增选 3 人，2013 年增选 4 人，2015 年增选 5 人。2017 年是近 5

年来增选最多的一年，共有 14 人成功当选。2011-2015 年新增情况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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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  2011-2016年光电相关领域新增两院院士情况 

年份 两院 姓名 年龄 研究领域 工作单位 

2011 
中国科学院 

张维岩 55 
激光聚变与等离子体物

理、理论物理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潘建伟 41 
量子信息、原子分子与光

物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黄维 48 有机光电子学 南京邮电大学 

中国工程院 无新增 

2013 

中国科学院 

王立军 66 
千瓦级高光束质量高功率

密度半导体激光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

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龚旗煌 48 非线性光学、超快光子学 北京大学 

邱勇 48 有机光电材料 清华大学 

中国工程院 
刘文清 59 

超短脉冲激光器、激光遥

感、激光散射成像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 

2015 

中国科学院 

朱诗尧 69 无粒子数反转激光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顾瑛（女） 56 激光医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张翔 Xiang 

Zhang 
52 

信息超构材料和表面等离

激元光子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中国工程院 

王华明 53 激光增材制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姜会林 69 

光学系统设计、光学 CAD

技术、光电仿真技术、光

电检测技术、激光通信技

术等 

长春理工大学 

国家杰出青年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主要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

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

人才的成长，吸引海外人才，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

学术带头人。2017 年共有 198 位申请人入选建议资助名单，其中与光

电相关人才 34 位。 

图表 25  2017年光电相关领域新增国家杰青情况 

姓名 研究领域 依托单位 姓名 研究领域 依托单位 

李菂 大型射电望远镜

巡天及星际介质

演化 

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 

吴文传 电力系统能量管

理与运行控制 

清华大学 

周树云 表面、界面和低维

系统的电子结构 

清华大学 谢开贵 电力系统可靠性 重庆大学 

王浩华 超导量子计算和

量子模拟 

浙江大学 毕天姝 电力系统保护控

制 

华北电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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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研究领域 依托单位 姓名 研究领域 依托单位 

蔡庆宇 量子信息与黑洞

信息丢失问题 

中国科学院武汉

物理与数学研究

所 

张朝阳 无线通信容量理

论与编码传输技

术 

浙江大学 

黄梅 强耦合夸克物质

性质和量子色动

力学相结构 

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 

艾渤 高速铁路宽带移

动通信理论与技

术 

北京交通大学 

陈雪波 理论和计算光化

学 

北京师范大学 盛敏 异构无线网络容

量理论及组网方

法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金盛烨 超快光谱与动力

学 

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 

王业亮 新型二维原子晶

体及在纳电子器

件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 

汪乐余 纳米探针与成像

分析 

北京化工大学 谢高岗 互联网性能研究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 

孙阳 磁性材料与器件 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 

於志文 移动网络环境用

户行为感知与分

析 

西北工业大学 

朱铁军 热电能量转换材

料 

浙江大学 曾海波 新型显示发光半

导体与发光器件 

南京理工大学 

吴迪 钙钛矿异质结构

与原型器件 

南京大学 黎大兵 GaN 基紫外光电

子器件与材料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

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 

康振辉 碳量子点的催化

特性 

苏州大学 唐江 太阳能电池 华中科技大学 

杨化桂 光化学能转换功

能材料 

华东理工大学 李泠 半导体器件紧凑

模型技术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

研究所 

胡勇胜 钠离子电池材料

研究 

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 

王建浦 有机及钙钛矿光

电器件 

南京工业大学 

沈志豪 基于液晶高分子

的功能材料 

北京大学 戴道锌 硅基光子学 浙江大学 

董焕丽 有机高分子光电

功能材料与器件 

中国科学院化学

研究所 

胡伟达 红外探测器物理

及应用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

术物理研究所 

张建华 微纳制造与半导

体显示 

上海大学 许金时 量子光学和量子

信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 

随着双创工作的开展，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从事激光技术研发

和创业的人才也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地方人才政策的青睐。截至 2017 年

8 月，“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俗称“千人计划”）分 14 批共引进

人才 7128 名。2017 年的第十四批国家“千人计划”新增青年人才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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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创业人才 41 名。其中，光电相关领域的创业人才 2 名，从事研发

的青年人才 16 名。 

 

图表 26  2017年光电相关领域引进的海外高层次研发和创业人才情况 

姓名 年龄 创办企业名称 落地省份 归国前任职企业 

李一帆 31 上海禾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美国西部数据集团 

程东 53 西安奇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 加拿大 OneChip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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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中国激光产业技术与产品发展概况 

4.1  2017 年中国激光技术专利情况 

2017 年共有激光相关技术专利 17386 件。结果显示，广东、江苏、

北京依旧是激光技术创新大省，在过去 3 年一直位居专利申请数量的

前三位，浙江和上海分列第 4 位和第 5 位。 

 

图表 27  2017 年中国激光专利申请数量区域 TOP10 

从申请机构来看，排名前 10 的申请机构中，只有 2 家企业，其余

8 家全是大学和科研院所。2017 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专利 179 件，居首位，且其专利数量远高于第二位的哈尔滨

工业大学。国家电网在实时监测、勘察定位、巡检、线路异物远程清

除、热处理、雷达扫描无人机等多领域应用激光技术，成为该领域名副

其实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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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  2017年国内激光技术研发机构专利申请数量 TOP10 

4.2  重点技术专利解读——以激光表面处理及再

制造为例 

继 20 世纪 70 年代大功率激光器出现后，激光表面处理和材料再

制造作为一门新兴的材料表面处理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利用激光对零

件表面进行处理，可改变零件表面的物理结构、化学成分和金相组织，

从而改变零件表面的抗磨损性、耐腐蚀性和抗疲劳性等，可有效解决

许多常规热处理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 

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技术主要包括激光表面清洗、激光毛化、

激光淬火、激光表面合金化、激光表面熔覆/修复（再制造）等。激光

表面处理及再制造技术在信息领域、制造业（电子、半导体、机械、汽

车、飞机等制造行业）、军事领域、智能化识别及医疗仪器等方面都具

有重要应用，特别是激光微细加工向普通的微机械加工提出了巨大的

挑战。随着激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的不断扩大，激光表面处理

及再制造技术将在众多制造领域内取代传统的机械制造，激光微制造

技术使微精密元件成为可能，并使微系统朝着多样化和智能化方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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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最终在汽车、医疗和环保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图表 29  激光表面处理与激光再制造关系示意图 

从全球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专利（族）数量年度变化趋势来看，

2006 年起，该领域专利（族）数量快速增长，尤其是 2012 以后，年申

请量稳定在高位水平，说明近年来该领域的研发热度持续走高。 

 

图表 30  2000-2017年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领域专利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优先权国家（或地区）

中，中国、日本和美国是专利大国。其中，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优势明

显，占全部申请量的一半多。从主要国家重点技术领域布局图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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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国在金属材料的镀覆和化学转化或置换法的金属材料表面处理

技术应用领域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日本和美国的技术重点布局在用

钎焊或焊接方法包覆或镀敷、用激光束加工的应用。此外，日本在改变

黑色金属的物理结构；黑色或有色金属或合金热处理用的一般设备；

通过脱碳、回火或其它处理使金属具有韧性等领域的专利布局也较多。 

 

图表 31  主要国家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重点技术领域布局 

全球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人前 10 位中，9 家

为中国机构，1 家日本机构，说明中国在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技术领

域具有领先地位。值得关注的是，9 家中国入围机构中有 4 家均出自中

国江苏省。可见，江苏省在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技术领域的研发投

入较大，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从专利权人历年申请量的变化来看，日本丰田 JIDOSHA早在 1995

年就开始布局该领域相关专利，而中国机构在该领域的布局起步较晚， 

2003 年北京科技大学才有所涉及。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沈阳大陆激

光技术有限公司布局的专利总量最多；江苏张家港市和昊激光科技有

限公司后来居上，自 2012 年起在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技术领域开始

布局大量专利。 

 

俄罗斯

德国

韩国

美国

日本

中国

0

200

400

600

800

1000



 

2018 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                                 33 

 

图表 32  全球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领域 TOP10专利权人历年申请量 

在我国，丹阳宏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和昊激光科技有限公

司等企业是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领域的主要专利权人。其研究覆盖

激光表面热处理及激光修复、激光硬化、激光熔覆等领域。如下图所

示： 

图表 33  国内激光表面处理及再制造技术主要专利权人 

企业 所属地 研究领域 

丹阳宏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 激光表面热处理及激光修复 

和昊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 激光硬化、激光熔覆 

金萃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 激光表面堆焊合金 

大陆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沈阳 激光熔覆、激光强化 

和骏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 激光清洗、激光焊接、激光 3D 成形 

新亚特钢锻造有限公司 江苏 激光熔覆、激光合金 

能源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 激光熔覆、激光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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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7 年中国激光年度产业化技术和产品 

中国激光产业在 2017 年的产业化成果不断。通过遴选中科院光电

科技情报网和中国激光杂志微信公众号的资讯数据，从中选取了具有

代表性的成果。 

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的极端光子制造装备 

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在国内率先研制出两代三类系列化（四轴/五轴

/六轴）光子极端制造装备，突破了困扰行业多年的单晶涡轮叶片极端

制造难题，制备出国产大飞机 C919 的发动机

验证机（CJ-1000AX），并成为中国航发集团商

发公司涡轮叶片气膜孔加工唯一制造单位，使

我国彻底摆脱航空发动机核心部件“能设计、无

法实现”的窘境，标志着我国航空发动机设计、制造及国产化进程进入

全新的发展阶段。 

LIMO 公司的激光加工系统 Activation UV-L750 

炬光科技旗下的德国 LIMO 公司推出的激光加工系统 Activation 

UV-L750，获得了 2018 年国际光学工程学会评选的 Prism Awards 的

“加工&增材制造创新奖”。该激光加工

系统是一种光束输送和光束整形系统，

设计用于柔性OLED显示器的紫外激光

剥离（LLO）。其光学光束转换技术可为

柔性 OLED 的批量生产工具的高端剥离工艺提供 10 倍的景深（depth-

of-field）。它可以将多达 12 个激光源合并为一个单线光束轮廓，也可

以用于 LLO 和固态激光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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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的多轴、高精度紫外激光 PVD 微加工系统 

大族集团激光光源事业部推出创新产品“多

轴、高精度紫外激光 PVD 微加工系统”并成功入

围 2018 年棱镜奖。产品采用自主研发的高功率

亚纳秒紫外激光器、高精度振镜系统、高效率五

轴运动系统以及高分辨率视觉定位系统，攻克了

复杂的微加工工艺和软件控制技术，实现了微米量级加工精度，批量

应用于新一代智能手机、汽车零部件以及半导体等行业新兴的 PVD 镀

层微加工。产品具有“优异的光束质量、极高的激光稳定性、通过优化

激光谐振腔的设计、多参量的输出”的优异性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中科院光电所的实用深紫外光刻机 

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微电子专用设备研发团队成功研制波长

254nm、光刻分辨力达到 500nm 的深紫外光刻机（Mask aligner），成功

解决了低成本深紫外光源、深紫外高均匀性匀光技

术、新型深紫外介质膜镀膜技术以及非球面准直技

术等诸多难点。该型设备以光电所的 URE-2000 系

列紫外光刻机为基台，配有高精度对准模块、真空

曝光模式、双面曝光模式、纳米压印模式、接近式

模式、数字设定曝光间隙等诸多功能，能满足不同光刻工艺需求。该型

设备的成功研制，填补了国内商用化深紫外光刻机的空白。 

温州奔腾激光的万瓦级激光切割机 

温州奔腾激光研制出我国首台万瓦级激光切割机“闪电 4.0”。该

机器一分钟可切割 2cm 厚的不锈钢钢板 1.2m，

最大切割厚度达 4cm。万瓦级激光的研制成

功标志着我国激光切割技术和应用迈上了一

个新的台阶，同时也填补了国内激光高端装备市场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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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17 年中国激光技术研究进展 

北京大学验证纳米激光器的发光本质原理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马仁敏研究员与其合作者对等离激元纳米激光

器的相关研究表明，等离激元纳米激光器让激光器的微型化成为可能。

他们证实，等离激元纳米激光器可以比传统

激光器体积更小、速度更快，并具有更低的阈

值和功耗，并且这一阈值为可商业化激光器

的激光阈值水平，该研究验证了纳米激光器

的发光本质原理，并且此次研究将会对纳米激光器进行进一步操控和

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科院光电所研制高功率纳秒激光系统 

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自适应光学重点实验室研制了混合式自适

应光学净化系统，并应用于中科院光电研究院的板条激光系统中，实

现了近衍射极限的光束质量。针对板条激光系统光束大长宽比、包含

大幅值离焦以及像散像差的特点，光电所研制的混合式自适应光学系

统，由基于几何光学原理的低阶像差补偿器以及高阶变形镜系统组成。

科研人员采用低阶像差补偿器将 7mm×35mm 的长方形光束转化为

41mm×42mm 的近似正方形光束，并通过低阶像差补偿技术和高阶变

形镜系统将光束质量进一步提升到 1.6 倍衍射极限。光电所在高功率、

高重复频率纳秒激光器光束质量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目前，该技

术已服务我国多型固体激光系统。 

清华大学首次实现室温下基于二维材料的纳米激光 

清华大学宁存政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室温运转的二维材料

纳米激光。研究人员利用厚度只有 0.7mm 的单层二碲化钼作为增益材

料，并制作尺寸精准的纳米悬臂结构，在悬臂上刻蚀出大小不同的一

维圆孔阵列，同时将只有单层的二维材料精准地转移到纳米悬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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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制造出宽度 300 多 nm、厚度 200 多 nm 的硅纳米臂腔作为激光器

谐振腔。通过二碲化钼二维材料和硅基纳米臂腔结合，首次实现了二

维材料纳米激光的室温运转。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设计下一代单光子探测空间激光雷达光源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孟俊清课题组针对光子探测模式空间激光雷达，

设计出了一种结构紧凑、稳定性好、高光束质量输出的高重频窄脉宽

全固态电光调 Q激光器，可作为下一代单光子探测空间激光雷达的光

源。实验设计的激光器采用适于空间应用的电光调 Q驱动器，在激光

二极管侧面抽运下，激光输出平均功率 1.15 

W，脉冲频率 1 kHz，脉冲宽度为 1.3 ns。光

束 质 量 良 好 ， 质 量 因 子 𝑀𝑥
2 为 =1.20 ，

𝑀𝑦
2M=1.23。针对空间应用的需求，采用了正

交双 porro 棱镜谐振腔结构，经实验验证，在垂直于棱镜棱线方向上，

激光输出在谐振腔达到 15 mrad 的失谐时仍可保持 80%的能量输出。

采用四分之一波片和偏振分光棱镜来耦合输出激光，有效地降低了电

光开光所需电压，并优化了腔内结构，使得系统结构紧凑。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提出纳米复合材料激光微纳焊接方法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祥友带领博士生喻惠武等人提出

了一种用激光在液相媒介中将金属和半导体纳米颗粒焊接在一起制备

纳米复合材料的方法。该方法可实现多种金属和半导体纳米颗粒（如

Ag/TiO2，Ag/SnO2，Ag/ZnO2，Pt/TiO2，Pt/SnO2，Pt/ZnO）的焊接。该

方法可以通过使用具有不同性能的材料复合来改善纳米材料的性能。

并且所制备的纳米复合颗粒的尺寸、形貌、晶型，甚至组元含量均可

控。该方法过程简单，复合效率高，原材料利用率几乎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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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中国激光产业市场与企业发展概况 

5.1  2017 年中国激光产业市场格局 

2017 年，国内共有规模以上激光企业超过 80 家，其中半数以上的

企业集中在激光加工和激光器相关领域。大族激光 2017 年营业收入达

到 115.6 亿元，继续领跑整个行业。2017 年中国主要激光企业的营业规

模如下图所示： 

图表 34  2017年中国主要激光企业的营业规模 

主要领域 年营业收入（元） 企业数量 代表企业 

激光加工 500,000 万以上 1 大族激光 

100,000 万～500,000 万 5 华工科技、新松机器人、大恒科技、正业科技、百超迪能 

50,000 万～100,000 万 6 华中数控、利达光电、联赢激光、楚天激光、金方圆、宏石激光 

20,000 万～50,000 万 7 光韵达、邦德激光、天弘激光、江苏北人、天琪激光、苏州领创、

力星激光 

2,000 万～20,000 万 21 金运激光、嘉泰激光、圣石激光、科贝科技、德中技术、佳顺智

能、思尔特、松兴电气、菱欧科技、睿恒数控、大德重工、德龙激

光、帝尔激光、华俄激光、三工光电、雷神激光、海目星、吉事

达、铭镭激光、民升激光、光大激光 

激光器 50,000 万以上 2 锐科光纤、创鑫激光 

20,000 万～50,000 万 4 炬光科技、光库科技、杰普特光电、凯普林光电 

2,000 万～20,000 万 5 集光通达、国科世纪、飞博激光、长春新产业、安扬激光 

激光元器件 100,000 万以上 1 水晶光电 

50,000 万～100,000 万 1 沃格光电 

20,000 万～50,000 万 3 奥普光电、波长光电、瑞可达 

2,000 万～20,000 万 1 华光光电 

激光晶体 50,000 万以上 1 奥瑞德 

20,000 万～50,000 万 1 福晶科技 

5,000 万～20,000 万 2 嘉东光学、东骏激光 

激光显示 50,000 万以上 2 海信激光显示、迪威迅 

2,000 万～20,000 万 3 光峰光电、视美乐、帅映科技 

激光医疗 2,000 万～20,000 万 4 亚格光电、益健堂、科英激光、奇致激光 

激光测量 50,000 万以上 1 巨星科技 

20,000 万～50,000 万 2 久之洋、精湛光电 

2,000 万～20,000 万 6 迈测科技、天健创新、富瑞德、莱赛激光、建通测绘、海达数云 

3D 打印 20,000 万以上 1 先临三维 

2,000 万～20,000 万 4 南京中科煜宸、西安铂力特、华曙高科、无锡飞而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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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领域 年营业收入（元） 企业数量 代表企业 

激光夜视 2,000 万～20,000 万 2 高普乐、神戎电子 

激光电源 2,000 万～5,000 万 2 东文高压、镭之源 

*以上统计为主营业务与激光密切相关的企业 

5.2  2017 年中国激光产业投资和并购情况 

2017 年，国内外投资和并购活动频繁，据中科战略不完全统计，

全年全球发生超过 25 起的激光相关企业收并购活动，其中部分激光企

业被大型工业制造商或者激光设备使用方企业并购。 

在国外，美国 Teradiode、大通激光、瑞士 Onefive、英国 Powerlase

等激光器公司被收购。激光雷达并购案也是风风火火，许多初创企业

还没有大规模应用，就已经被收购，通用、福特等行业巨头都希望先拿

下激光雷达的核心技术，占据先机。 

在国内，炬光科技继续扩大微光学技术领域布局，继上一年度收

购香港雷蒙持有的德国 LIMO100%的股权，本年度完成对德国 LIMO

的全部收购，进一步加强其在半导体制造、平板显示器生产、医疗器械

制造和汽车行业等重点行业的布局；大族激光成功收购江苏金帆展宇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军新能源动力电池设备领域；巨星科技收购

杭州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18%股权，布局无线传输方案；光韵达

完成对金东唐的收购，发展自动检测设备等。2017 年全球激光相关领

域收并购情况见下表： 

图表 35  2017年全球激光相关领域收并购情况 

时间 事件 收购金额 

2017 年 1 月 巨星科技收购杭州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18%股权，布局无线传输方案 7484.64 万元 

日本松下电器收购美国半导体激光器公司 Teradiode，并将之完全子公司化 -- 

大族激光成功收购江苏金帆展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军新能源动力电池设备领

域 

-- 

2017 年 2 月 正业科技收购鹏煜威 51%股权炫硕光电 100%股权，推进 3C 自动化进程落地 1.58 亿元 

光韵达完成对金东唐的收购，发展自动检测设备 2.2 亿元 

2017 年 4 月 昂纳科技集团 O-NetCommunications 公司收购法国 3SP Technologies 公司，从事激

光雷达产品的创新芯片和激光产品业务 

1920 万美元 

2017 年 5 月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完成对德国 LIMO 的收购，进一步加强 LIMO 在半

导体制造、平板显示器生产、医疗器械制造和汽车行业等重点行业的光学技术、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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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收购金额 

品和解决方案 

IPG Photonics 公司收购美国的 OptiGrate 公司，提高其用于材料微加工、医疗及其

它应用领域的超快脉冲激光器的性能 

-- 

2017 年 6 月 Andritz 公司收购英国激光器厂商 Powerlase 的 50.1%股份，该公司专门从事皮秒和

纳秒高能二极管泵浦固体（DPSS）激光器的研发和生产 

-- 

II-VI 收购磁光材料领导者 Integrated Photonics，助力 II-VI 进一步渗透光纤激光器

市场 

4500 万美元 

2017 年 7 月 大族激光收购辽宁大族冠华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8125%的股权 -- 

NKT 光子收购瑞士超快激光器制造商 Onefive，加强光子的材料加工能力与补充了

更多的产品线 

-- 

IPG 收购 Innovative Laser Technologies 公司，布局医疗器械产品 4000 万美元 

2017 年 8 月 大德重工收购深圳市仕达盛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55%股权 110 万元 

II-VI 公司收购 Kaiam Laser 在英国艾克利夫的 6 英寸晶圆制造工厂，用于制造砷化

镓、碳化硅和磷化铟材料复合半导体器件，强化晶圆制造能力 

8000 万美元 

2017 年 9 月 FCA 旗下零部件公司玛涅蒂·马瑞利（Magneti Marelli）收购了加拿大魁北克市激

光雷达技术公司 LeddarTech，发展自动驾驶 

-- 

2017 年 10 月 通快收购美国大通激光（Access Laser）的 85%的股份，生产高精度低功率 CO2 激

光器 

-- 

日本 Hamamatsu 公司收购紫外光源制造商 Energetiq Technology，并入旗下的子公

司 Photonics Management Corp. (PMC; Bridgewater， NJ) 

4200 万美元 

美国激光微加工公司 Resonetics 收购加州激光企业 Aduro Laser，扩大了其医疗设备

的生产能力 

-- 

CMR GmbH 从相干手中收购罗芬在英国的二氧化碳激光业务 -- 

福特旗下 AI 公司 Argo 收购激光雷达制造商 Princeton Lightwave，加速自动驾驶整

合 

-- 

通用收购激光雷达公司 Strobe，进自动驾驶汽车生产并将激光雷达的成本削减 99% -- 

2017 年 11 月 迪威迅收购深圳市图元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4110 万元 

2017 年 12 月 奥瑞德收购合肥瑞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瑞控控股有限公司 16%股权 14.5 亿元 

IPG 收购加拿大企业 Laser Depth Dynamics，LDD 是一家专门为激光焊接应用提供

加工过程中的品质监测和控制解决方案的企业 

-- 

发展和鼓励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是吸引国内外优质股权资本、建

立和完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的新需要。为支持激光产

业的发展，各地方政府及企业积极设立产业投资基金。2011 年以来各

机构设立的十亿元以上规模的光电类投资基金共有 11 支。部分基金创

立情况如下表： 

图表 36  国内光电领域投资基金创立情况 

创立时间 基金名称 规模 发起方 运用方向 

2011 年 光电产业投资基金 10 亿元 京东方、英飞尼迪（北京）创 对平板显示上下游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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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时间 基金名称 规模 发起方 运用方向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海

林金世投资有限公司合作设立 

电产业领域进行股权投

资 

中国光电与创新科

技产业基金 

100 亿元 英飞尼迪股权基金管理集团、

京东方 

投资于光电产业、创新

科技产业等领域 

2013 年 中国 LED 光电 10

亿产业基金 

10 亿元 世银基金、采禾国际集团与爱

普森低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国内 LED 产业 

2014 年 武汉激光产业基金 50 亿元 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激光产

业分会、楚商资本、平安银行 

中小激光企业和项目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 

100 亿元 国开金融、中国烟草、亦庄国

投、中国移动、上海国盛、中

国电科、紫光通信、华芯投资

等 

紫光集团旗下的芯片业

务 

2015 年 中国光谷激光产业

投资基金 

20 亿元 楚天激光、团结激光、意大利

艾伦激光、楚商资本 

激光产业 

2016 年 河北沧州先进制造

业基金 

10 亿元 武汉楚天融智创投企业（有限

合伙）、运河区政府 

激光产业 

汉富光电线缆并购

基金 

100 亿元 汉富资本 光电线缆行业 

贵州光电与信息产

业创业投资基金 

10 亿元 北京海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省发改委创业投资促进中

心、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光电子产业、电子信息

产业等 

福建省安芯产业投

资基金 

75.1 亿元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三级

政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投 III-V 族化合物集成

电路产业群及其它以集

成电路产业链为主的半

导体领域 

2017 年 华商楚天激光产业

投资基金 

10 亿元 楚天激光集团、华商资本 商业激光领域、智能制

造领域，以湖北为主，在

全国范围内投资 

2008 年以来成立的激光/光电类产业联盟（组织）多达数十家，其

中较有影响力的包括国家级激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国 3D 打印技

术产业联盟及大功率光纤激光协同创新中心等。如下表所示： 

图表 37  国内光电领域产业联盟/组织创立情况 

创立时间 产业联盟/组织 组织类型 注册地 

2008 年 厦门光电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非法人组织 厦门 

2009 年 激光医疗器械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非法人组织 武汉 

2010 年 光刻设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非法人组织 上海 

光纤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非法人组织 武汉 

2012 年 国家级激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非法人组织 武汉 

中国 3D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 非法人组织 北京 

激光显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非法人组织 青岛 

2013 年 大功率光纤激光协同创新中心 非法人组织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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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3D 打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非法人组织 武汉 

2014 年 陕西 3D 打印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非法人组织 西安 

宝安区激光及 3D 打印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非法人组织 深圳 

2015 年 光电产业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联盟 非法人组织 武汉 

2016 年 广东省激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非法人组织 东莞 

2017 年 苏州工业园区激光产业创新联盟 非法人组织 苏州 

江苏省激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非法人组织 苏州 

粤楚激光产业联盟 非法人组织 武汉 

湖北省军民融合激光产业联盟 非法人组织 武汉 

光电子集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非法人组织 西安 

5.3  2017 年中国激光相关上市公司情况 

2017 年，国内超过八成主板上市的激光企业预报业绩增长。其中，

预报增幅超过 20%的企业有 9 家。受益于全球 PCB 行业整体复苏，正

业科技 2017 年度营收增幅预计超过 100%。久之洋因部分合同订单签

订、产品交付时间推后，加上研发投入增加导致营业收入相比去年同

期有所下降。 

2017 年主板激光企业业绩预报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图表 38  2017年国内主板上市的激光企业营收情况 

企业 
股票代

码 

2016 年营

收 

2017 年营

收（预） 

同比增

长率 
业绩变化主因 

大族激光 002008 69.59 亿元 115.60 亿元 66% 加强了高端激光和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开发，大功率业

务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PCB、LED 设备同比实现增

长 

华工科技 000988 33.14 亿元 43.91 亿元 32% 公司激光加工系列成套设备和敏感元器件销售收入

同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福晶科技 002222 3.08 亿元 4.60 亿元 49% 成功开发 TGG 晶体大毛坯生长技术，成本优势明显，

激光光学元器件及非线性光学晶体元器件增幅显著 

机器人 300024 20.33 亿元 22.36 亿元 10% 研发多款新型机器人产品，在工业、国防及民生三大

领域的细分市场取得丰硕成果 

华中数控 300161 8.13 亿元 9.85 亿元 21% 机床、电机等传统领域业务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

长，工业机器人板块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迅速 

金运激光 300220 1.87 亿元 1.93 亿元 3% 固体激光产品系列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光韵达 300227 3.12 亿元 4.58 亿元 47% 收购金东唐 100%股权，SMT 类、PCB 类、LDS 类、

3DP 类、ITE 类业务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大恒科技 600288 26.86 亿元 27.27 亿元 2% 光电仪器、光学组件、光学薄膜产品销售收入均实现

增长 

奥瑞德 600666 14.79 亿元 9.32 亿元 -37% 设备类销售收入和利润同比大幅下降，多色系纳米氧

化锆陶瓷部件产业化等项目资金投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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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股票代

码 

2016 年营

收 

2017 年营

收（预） 

同比增

长率 
业绩变化主因 

利达光电 002189 8.24 亿元 9.13 亿元 11% 棱镜、透镜及光学辅料业务比去年同期实现增长明

显，镜头、光敏电阻及其他增长不足 

迪威迅 300167 4.46 亿元 5.46 亿元 22% 公司承接的建筑服务业务对公司的收入及利润有一

定的提升 

久之洋 300516 4.73 亿元 2.35 亿元 -50% 因宏观原因部分订单签订、产品交付时间推后，研发

投入增加导致上半年收入相比同期有所下降 

巨星科技 002444 36.03 亿元 41.36 亿元 15% 成功收购美国百年工具品牌 Arrow 公司，进一步完善

公司北美产品链和服务体系 

正业科技 300410 6.00 亿元 12.06 亿元 101% 全球 PCB 行业整体复苏，同时收购炫硕智造（原炫

硕光电）100%股权、鹏煜威 51%股权 

水晶光电 002273 16.80 亿元 20.23 亿元 20% 调整产品结构，增加 4 寸 PSS 产出，新增蓝宝石指纹

盖板产品开始起量 

奥普光电 002338 3.42 亿元 3.28 亿元 -4% 光电测控仪器设备、新型医疗检测仪器及光学材料等

销售额微增，整体收入略降 

光库科技 300620 1.76 亿元 2.17 亿元 23% 受益于行业景气度高，公司有较强竞争力，营业收入

增长带来利润增加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

中，国内已有 40 余家从事激光相关企业成功挂牌。2017 年共有 9 家

激光相关企业在新三板成功挂牌，企业具体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表 39  2017年新三板新增激光企业 

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主营业务 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主营业务 

集光通达 870642 智能手持激光夜视仪、

激光眩目器等 

大德重工 870547 大德重工机器人光

纤激光切割工作站

等 

帅映科技 870664 激光数字投影设备 中科标识 872390 激光喷码机 

欧康诺 870433 激光传感测试设备等 奥森迪科 872362 工业激光切割、焊接

类产品 

高普乐 871279 激光夜视设备、森林防

火专用双光谱设备 

光博士 870145 激光打标机、激光切

割机、激光洗水机等 

嘉铭激光 871428 激光测量定位设备、激

光切割及焊接设备、激

光工业标记设备、激光

软件服务 

   

2017 年国内共有 10 家激光类企业进行 IPO 申报，其中主板 3 家，

创业板 7 家。IPO 排队激光企业中，除德龙激光和创鑫激光年度内终

止审核外，其余 8 家均已反馈/已受理，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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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0  2017年国内申请 IPO的激光企业 

申请时间 上市简称 企业名称 板块 主营产品 

2017 年 3 月 德龙激光 苏州德龙激光股

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紫外激光器、皮秒激光器、晶圆激光切割设备、晶圆

激光应力诱导切割设备、硅晶圆激光应力诱导切割

设备、晶圆激光开槽设备、ITO 薄膜激光蚀刻设备、

超短脉冲激光细微加工设备、紫外激光精细加工设

备、激光微孔加工、陶瓷激光加工 

2017 年 7 月 沃格光电 江西沃格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 

主板 FPD 光电玻璃薄化、ITO 镀膜、LCD 切割、OGS 二

次强化 

瑞芯微 福州瑞芯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智能终端芯片、物联网芯片、AC 芯片 

2017 年 9 月 锐科股份 武汉锐科光纤激

光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创业板 调 Q 脉冲光纤激光器系列、窄脉宽脉冲光纤激光器

系列、低功率连续光纤激光器系列、中功率连续光纤

激光器系列、高功率连续光纤激光器系列 

杰普特 深圳市杰普特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光纤激光器、JS-T100 系列激光调阻机 

芯能科技 浙江芯能光伏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板 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及服务、光伏产品、光伏发电 

2017年 10月 创鑫激光 深圳市创鑫激光

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脉冲光纤激光器、连续光纤激光器、直接半导体激光

器、抽运源、合束器、光纤光栅、隔离器、激光输出

头 QBH、剥模器、准直器 

2017年 11月 帝尔激光 武汉帝尔激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高效太阳能电池激光设备、薄膜太阳能电池激光设

备、激光精密加工设备 

2017年 12月 瑞可达 苏州瑞可达连接

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 

主板 低频电连接器、高频电连接器、线缆组件、光器件、

电线电缆 

长飞光纤 长飞光纤光缆股

份有限公司 

主板 单模光纤、多模光纤、室内光缆、室外光缆、小型化

光缆、气吹微管微缆、特种光纤等 

奇致激光 武汉奇致激光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激光和其他光电类医疗美容设备 

建通测绘 广州建通测绘地

理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创业板 三维激光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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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总结与展望 

随着“工业 4.0”以及“中国制造 2025”等规划为我国制造业发展

注入强心针，中国的激光产业在 2017 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激光加工方面，高功率激光焊接设备在重型工业如汽车、钢铁、

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应用领域稳固拓展。中低功率激光智能化设备

在移动设备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的市场增长迅猛，目前已被广泛用于

PC 板、半导体、电子封装、触摸屏、玻璃、蓝宝石衬底、陶瓷材料以

及其他微电子产品的加工处理。值得一提，清洁能源生产正发展为激

光精密加工应用的另一大趋势，包括太阳能光伏面板、高效LED照明、

锂电池储能、轻质复合材料如应用于汽车领域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CFRP）等都存在大量的应用市场。种种迹象表明，激光加工企业与

所在区域其他产业的合作也变得越来越紧密。当前国内 OLED 生产线

步入建设高峰期，一批激光加工设备厂商已开始布局面板修复和切割

设备，并与京东方、华星光电等主力面板厂商展开合作。 

在激光器方面，国内光纤激光器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国产低功

率短脉冲光纤激光器在激光标记市场已占据主导地位，而国产中高功

率超短脉冲光纤激光器发展态势良好。以锐科激光、创鑫激光为代表

的国内光纤激光器龙头企业正在和第二梯队拉开差距。随着半导体芯

片外延生长、封装、合束、掺杂等技术日趋成熟，半导体激光器芯片有

望在 3D 打印、激光雷达、激光制导、多维光谱学等领域得到更广泛的

应用。超快激光器很可能在未来 3-5 年内全面爆发，随着性价比的不断

提升，一些高附加值精细加工领域正越来越容易接受超快激光器。在

医疗领域，超快激光器还被应用于屈光等眼科手术；在生物成像领域，

超快激光器还被用于活体深部组织成像，最近开始被应用于光遗传学

领域以及其他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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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 3D 打印产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从整个产业角度来看，由

于缺少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3D 打印产业规模整体仍偏小。尽管现处

于初级发展阶段，但并不影响行业前进的步伐和国家大力扶持的决心。

相信 2018 年工业级 3D 打印市场将会继续放量增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激光显示领域，从海信激光电视销量的高增

长可以看出，激光显示光源的出现已经成为我国投影设备行业升级发

展的重要契机，虽然现以 LED 和 OLED 为主流显示技术，但激光显

示弯道超车已经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激光显示技术势必将在商教、工程、家用等方面大展拳脚。 

中国激光产业已经步入新一轮的跨越发展阶段，未来将有更多的

目光和热情都将投入到该产业。在政策和资本的推动下，一些重量级

的跨国跨行业并购也有望在激光产业拉开大幕。随着国家传统产业的

技术升级、产业结构调整、节能环保等政策的推出以及产品个性化需

求趋势的发展，激光制造势必将在更多的领域扎根和普及。 

综上所述，2017 年是中国激光产业的丰收之年，一大批企业不仅

收获了成长也收获了自信。世界正处于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引发的新

一轮工业革命开端，只要创新不断，中国的激光产业市场前景仍有很

大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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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中国激光产业基地（园区）概况 

城市 产业园/集群 简介 

武汉 

东湖高新激光产业园 

由省联发投投资、东湖高新集团运营，目标是建成国际一流的激光

产业基地。项目分 4 期开发，将建设研发、孵化、展示、交流、生

活和商业配套、生产厂房和基础配套设施等。根据规划，到 2020

年，该激光产业园科工贸生产总值将达 100 亿元，吸纳关联激光高

科技企业 100 家。目前园区生活和商业配套 15 万平方米已建成 

中欧激光产业园 
重点发展激光设备、机器人设计制造及光电子产品等激光应用产业

链 

武汉光谷激光科技园 

科技园集孵化、研发、试验、生产于一体，依托光谷航天三江产业

技术研究院，打造湖北首条集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量子点芯

片、特种光纤和光纤光缆为一体的自主化激光产业链。目前以民用

激光技术为主，优秀的研发成果未来将参与到国防军工建设中 

华中（京山）激光产

业园 

承载楚天激光集团公司的激光切割、激光焊接、激光打标、激光表

面处理和激光打孔等激光产业项目，形成激光应用、激光加工系

统、激光器和激光配件等工业激光应用系统产业链，开展应用在工

业、医疗、商业、科研、信息和军事等领域的激光晶体、关键元器

件、配套件、激光器等产品生产和激光系统，公共服务平台开发，

打造全国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同时，在京山城区标志性建筑、主

要街道、重要景点和公共休闲场所，建设文化创意激光项目，借助

激光科技建设京山智能制造展示馆和京山城市规划馆 

沧州 沧州激光产业园 

先后自长三角、珠三角和湖北武汉引入华工科技、苏州领创等 20 余

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激光及高端智能装备项目。2016

年，园区产值达 38 亿元；致力于手机外壳喷印 LOGO、矿泉水瓶身

加刻二维码、汽车车身的焊接、高铁零部件的切割等领域 

常州 智造魔坊 

以常州市科教城管理委员会、深圳恒益大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方合作的“智造魔坊”项目为契

机，将在常州科教城打造一个 100 亿级的智能激光微加工生态圈 

无锡 
无锡惠山光电科技产

业园 

发展工业应用类和医疗应用类激光产业，主要涉及激光及光电子、

太阳能光伏、光源光电、智能系统等多个领域 

长春 长春先进激光智造园 由南京中科煜宸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投资，落位于长春新区高新北区 

宿迁 宿迁激光产业园 

由湖北团结激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宿迁市宿城区签约共同建设；

发展高端激光设备制造产业、打造区域激光产业集群，力争把宿迁

的激光项目打造成全省乃至华东地区先进的激光设备制造基地。园

区二期还将计划投资 15 亿元，实现 30 家激光企业入驻，全力打造

特色“激光智造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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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产业园/集群 简介 

温州 
温州市激光与光电产

业集群 

重点发展激光器件与应用设备、光电能源、半导体照明和光通信四

大领域，已逐步形成以激光应用、光伏发电、LED 照明、光通信为

特色的产业链；未来几年，开发区将加快激光与光电产业项目的引

进和科研平台的建设，争取到 2020 年产业产值达 100 亿元 

鞍山 鞍山激光产业园 

产业园入园企业超过 240 家，已有 190 家企业投入生产运营，带动

激光元器件、光通信、智能终端、智能制造、LED 和软件开发应用

等六大板块快速发展，产业特征日渐清晰，产业链条更趋完整 

深圳 
大族全球激光智能制

造产业基地 

大族全球激光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是深圳市十五个重中之重的工业项

目。项目总投资达 51.7 亿元，用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到 2020 年初步建成新型的激光产业园区，达成年销

售收入 20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 300 亿元 

长沙 

长沙经开区 

重点建设以工程机械等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主的智能制造产业示范

区，以汽车及零部件为主的汽车产业集聚区，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主

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辐射星沙产业基地）。以智能制造为核

心、工业互联网为主要支撑，重点围绕智能装备、智能生产、智能

服务等领域，提升三大主导产业及新兴产业领域的智能制造整体水

平 

长沙高新区 

重点建设以智能装备制造为主的智能制造产业示范区和“互联网产业

聚集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以智能制造和互联网为主的新一代

电子信息、军民融合为抓手，做强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

料、生物医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优势产业和移动互联网、军民

融合等战略型新兴产业 

浏阳经开区 
重点建设以生物医药为主的智能制造示范区，以智能终端为主的电

子信息产业智能制造基地，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 

望城经开区 

重点建设以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为主的智能制造产业示范区，以“大智

移物云”为主的电子信息特色产业智能制造基地，做大做强有色新

材、电子信息产业 

雨花经开区 重点建设以机器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的智能制造产业基地 

天心经开区 

重点建设以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和现代医药物流为主导的智能制造

产业基地（辐射暮云经开区）。打造以微电子、太阳能光伏产品及

设备、太阳能光伏电站、LED、磁性材料、新型储能节能材料和特

种传感器等技术为主的新能源产业园 

浏阳高新区 

重点建设以高端智能装备、传感物联网为主的智能制造产业示范

区。以传感物联网产业为主导，打造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依托

传感物联网龙头企业，带动高档数控机床、焊接机器人、智能物流

装备等成套装备产业的发展 

南京 南京智能制造产业园 

以原有的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基

础，围绕智能制造重点领域发展，突出智能制造产业导向，推动产

业升级和产业集聚，明确了以智能交通、智能装备、智能数控、新

材料为主导的发展方向 

成都 成都智能制造产业园 
电子信息：重点发展消费电子产品、传感控制、通讯终端设备、光

电显示、计算机整机及零部件，推动物联网应用开发、可穿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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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产业园/集群 简介 

备、数字内容等增值服务；智能家居：重点发展研发设计、定制家

具、绿色装饰装修材料、智能家电及系统集成 

天津 智能制造特色园区 

在武清区、开发区、临港经济区和东丽区初步形成四个具有明显聚

集优势的特色园区；推动数控机床、锻压机、包装机械、印刷机

械、建筑机械等通用、专用制造装备等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苏州 
苏州国家智能制造示

范区 

到 2020 年，苏州以智能制造为重点的新型制造业体系初步建立，智

能制造六大环节得到普遍应用，智能制造评价体系、智能车间标准

体系基本建立，企业生产效率、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得到显著提

高，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明显降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自动化、数字化改造超过 90%，智能生产和智能装备运用超过

90%；培育 10 家智能示范工厂，建设 200 家智能示范车间，推动

2000 家企业智能装备升级，推广应用 20000 台工业机器人 

台州 台州光电产业园 

一期工程已经完工投入使用，总投资 20 亿元，用于手机、相机、

LED 等相关元器件产业发展；二期已经开建，预计基建投资 3-4

亿，建筑面积 69796.5 平方米，拟用于光学冷加工、3D 成像、AR

等新型显示相关业务的发展；三期规划预计基建投资 3 亿元，建筑

面积 113816 平方米，拟用于反光材料、3D 成像光学、高端设备等

业务的发展 

昆山 昆山光电产业园 
主导产业：TFT-LCD 液晶面板、玻璃基板、平板电视； 

配套产业：半导体、彩色滤光片、驱动 IC、偏光板、背光源组件等 

重庆 

重庆光电产业园 以研发和生产显示触控等产品及相关上下游相关配套零部件为主 

永川 3D 打印快速智造

创新中心 

致力于形成全国 3D 打印数字智造产业化示范基地，由永川区与包括

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内的 15 家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企业、研

发机构集中建设 

沈阳 沈阳光电信息产业园 
重点发展信息光电子、能源光电子、激光装备制造、软件及信息服

务业等产业 

渭南 渭南 3D 打印产业园 

当地与西北工业大学合作成立“陕西增材制造(3D 打印)研究院”，重

点发展以金属材料为主的 3D 打印技术。并与西安交通大学共享快速

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开展非金属领域 3D 打印技术研发应

用，引进转化西安交通大学医学矫正设计制造等多项科研成果；拥

有激光成型、创新创意、成果孵化、医疗康复等 7 个平台中心 

杭州 萧山区闻堰 3D 小镇 

以 3D 产业总部、研发、制造为核心功能的核心区，以汽车零配件、

电子信息等产业为主的拓展区，以科技社会、社区商业、商贸会展

为核心的配套服务区 

上海 松江新兴产业园 
园区已汇聚 20 多家 3D 打印相关企业，在材料研发、设备制造、虚

拟仿真、平台运营及行业应用等领域上下游形成了集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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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激光产业链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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