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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2021激光产业论坛



近年来，激光产业界的并购重组进度加快，行业巨头越来越显露头角，可看到产业

正在朝着资源互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发展。

用于工业和信息领域的激光器在中国激光设备市场中所占比重高达95%，激光技术

应用将朝两大方向发展，第一个方向是激光微加工应用，以半导体和微电子领域的应用

方向为代表，成为激光行业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发展方向；第二个方向是高功率激光焊接、

切割、清洗等应用，如汽车、船舶、轨道交通等大工业的发展，其不断推动着新技术的

应用和发展，在激光技术的应用上，基于激光焊接、切割需求的高功率激光系统成为高

新技术应用的亮点。高功率激光器将成为国内外厂商竞争主要战场。

在此背景下，2021激光行业技术与应用创新峰会 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

探索激光在汽车、新能源、5G及3C电子领域的创新应用。并与同期举办的CIOE激光技

术及智能制造展辉映， 推动中国激光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步伐。

2021论坛背景简介



2021激光产业论坛-会议概览

654 70 OGC35

◆总计654 名专业听众参与本次激光论坛；

◆论坛邀请70 多位学术界知名大咖及行业知名企业高层莅临现场；

◆共35份专家演讲报告在会议现场全面输出，现场干货满满；

◆同期举办的全球光电学术大会OGC分会S1：激光技术，从学术角度剖析产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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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回顾

2021激光产业论坛



国际激光技术及应用研讨会

时间 演讲主题 嘉宾

13:55-14:00 会议主持：张庆茂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14:00-14:25 激光焊接透明硬脆材料工艺技术的研究 张庆茂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14:25-14:45 国产万瓦精进之路
曾剑锋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与品牌负责人

14:45-15:05 大功率光纤激光器关键技术及应用
马淑贞 深圳市大族光子激光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

15:05-15:25 工业激光用特种光纤产品的最新进展
徐祖应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特种产品线 副总经理

15:30-15:50 直接半导体激光器及其应用
余磊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有限公司华南

区总监

15:50-16:15
激光先进制造技术在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领域的应用

马明明 博士/所长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国家先进

轨道交通装备创新中心

16:15-16:35 中国激光产业发展状况及展望
卢飞星 杭州银湖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

16:35-17:00
国产高功率激光光纤的关键技术突破及

产业化升级

林傲祥 研究员/执行主任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现场剪影



协同创新，促进激光技术向超快精密集成化发展 — 5G和3C消费电子领域的应用新机遇

现场剪影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9:55-10:00 主持人致辞：赵全忠 南京萃智激光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10:00-10:25 飞秒激光加工新技术
邱建荣 浙江大学教授，微纳光子
学研究所所长

10:25-10:45
超快激光技术在3C及微纳加工中
的应用和最新解决方案

盛辉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0:45-11:05 超快激光 未来已来
刘海利 苏州贝林激光有限公司 总
经理

11:05-11:30
由微入宏：超快激光精密微细加
工的挑战与机遇

赵全忠 南京萃智激光应用技术研
究院院长

11:30-11:50
3C领域的固体和超快激光应用新
机遇

袁海微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激光器事业部副总经理



新基建赋能激光技术创新发展研讨会 — 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制造应用新发展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3:55-14:00 会议主持：杨上陆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博导

14:00-14:25
激光切割焊接及蓝光半导体激光

在汽车行业的应用

唐霞辉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激光加工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14:25-14:45
激光技术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

应用

李双伟 深圳华工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总监

14:45-15:10
面向航空海工抗疲劳现场修复的

激光锻造复合电弧修复基础研究

张永康 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院长

15:10-15:30
激光焊接技术在新能源领域的应
用

王翘 深圳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激
光工艺研发总监

15:30-15:55 激光制造所面临的挑战及机遇
杨上陆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
博导

15:55-16:15
动力电池极片激光模切工艺升级
路径

李建军 山东金威刻激光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技术总监

16:15-16:40
塑料激光焊接技术研究现状及应

用

荣佑民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

程学院/制造装备数字化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

现场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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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分析

2021激光产业论坛



TOP3

9大行业占比

32%

23%

18%

9%

7%

5%
3%

消费电子/娱乐 先进制造 光通信、信息/存储

半导体加工/制造 传感及测试测量 能源

医疗 安防/国防 照明/显示



TOP3 细分行业听众占比

TOP 3

23%

20%

18%

10%

10%

7%

5%
5%

消费电子/娱乐听众占比

视听/数码电子产品 手机

AR/VR 汽车电子

家用电器 平板/电脑/周边

可穿戴产品 服务机器人/无人机

其他

39%

21%

20%

5%

4%
3%

光通信、信息/存储听众比例

器件/模块 设备商

光纤/线缆 材料/配件

工程商 系统集成商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其他

数据中心服务提供商 运营商

网络规划及运维

25%

23%

15%

10%

9%

6%

5%

先进制造听众占比

激光加工设备 光学加工装备

工业激光器 智能装备/机器人

光学材料及元件 汽车主机厂商

工业相机/机器视觉 五金模具

摄像头及模组 其他

3D打印



听众地区画像 听众职位画像

64%
12%

12%

6%
华南

华东

华中

华北

西北

西南

东北

其他

33%

25%

23%

15%

3%
企业专业技术

科研院所专业

高层管理

市场营销

其他

投融资行业



2021激光产业论坛 部分参会企业

消费电子

OPPO
VIVO
华为终端
Apple
Amazon
小米
阿里巴巴
联想
博世
消费电子 / 娱乐 TCL
歌尔股份
小马智行
路畅科技
优必选
石头世纪
商汤
大疆创新等；

先进制造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创新中心
中航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摩比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成都东骏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大族激光半导体与显视事业部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族激光显示与半导体装备事业部
东莞市神火激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光惠（上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国志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华焯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宏石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瑞柯恩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华工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族光子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德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紫宸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迅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凯普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贝林激光有限公司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顺德华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金威刻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等；

信息通信

深圳新飞通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朗美通通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海思光电子有限公司

高意技术上海研发中心

武汉飞思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新美亚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亚德诺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珠海市保税区光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旭创科技等；

传感及测试测量

中际物联
奥比中光
艾迈斯欧司朗
歌尔股份
一念传感
深圳市云传智联技术
杭州海康微影传感科技有限公司等；

半导体加工及制造

北京大族天成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罗姆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标谱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微组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微龛(广州)半导体有限公司等；

科研院所及院校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
季华实验室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
深圳市中光工业技术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中科院上海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清华大学
深圳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等；

其他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
湖南萌境智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
名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天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世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四川新视创伟超高清科技有限公司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铠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资本（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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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机构 · 赞助机构

2021激光产业论坛



•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组委会（CIOE）

•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办公室（CIOEC）

• 深圳市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

•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

• 南京萃智激光应用技术研究院

•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主办&
合作主办

2021激光产业论坛-主办机构及赞助企业

主办及合
作机构

赞助企业



05

2022会议方向

2022激光产业论坛



2022 激光论坛—会议背景与主题方向

近年来，激光行业呈现以光纤激光器、皮秒、飞
秒等超快激光技术、以及紫外激光加工为亮点的
发展态势。随着中国工业激光应用市场也在不断
扩大，激光加工领域不断开拓，行业正逐步向精
细、微细加工集中，向电子制造业、集成电路行
业、通信、机械微加工，以及医疗器械、美容仪
器设备制造业等新兴应用领域拓展。

在此会议背景下，“2022激光行业技术与应用创
新峰会”将邀请国内外激光和光子学技术研究领
域的知名团队、激光器件和光子学元器件研发的
知名企业和科研高校、激光和光子学加工应用的
知名企业领军人物，探讨当前国内外激光领域的
前沿技术及热点话题，介绍相关领域最新技术发
展情况，并配合同期举办的CIOE激光技术及智能
制造展，共同推动激光领域的应用步伐。

会议背景 拟定会议方向

◆ 国际激光技术及创新应用市场发展研讨会

◆ 激光增材及再制造技术应用发展研讨会

◆ 激光与智能结合，促进汽车制造技术革新

◆ 先进激光技术在医疗美容领域应用发展

◆ 高品质超快激光在精细加工中的应用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2022.9.7-9.9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大厦东座607室 邮编：518054      

电话： +86 755 8629 0901 传真：+86 755 8824 2599

邮箱: cioe@cioe.cn

扫描二维码关注CIOE中国光博会

了解更多展会详情，请登陆：WWW.CIOE.CN

期待与您携手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