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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 动 ” 和 “ 粒 子 ” 是 光 神 奇 而 优 雅 的 本 质 ， 波 量

（WaveQuanta）科技之名便取自“光”这两个最内在的属性。

公司各专业团队拥有扎实而全面的激光理论和技术功底，致力于

建立一个囊括激光元器件，激光器系统，激光解决方案以及激光

知识分享等产品和服务为一体的一站式平台。

波量科技团队所有成员均拥有硕士以上激光专业学位，其中90%

的成员拥有超快激光领域的博士学位。波量科技精于超快激光，

以致力服务超快激光相关科研和工业领域为己任！

波量科技目前可为您提供超快光学元件、超快激光系统和定制化

超快激光解决方案。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为

您提供专业的服务。

我们现已推出终生免费的科研助手第一系列--科研计算器，并将

持续努力使其最终涵盖超快激光乃至整个激光知识体系，为您的

科研工作和产品研发节省宝贵的时间。与此同时，我们为强场物

理、原子分子物理、精密计量、超快激光加工、凝聚态物理以及

生命科学领域的客户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波量科技贯彻始终的

发展理念简单深刻：专注超快领域，提供专业服务。

北京波量科技有限公司有信心成为您可信赖的超快激光产品和服

务供应商!

公司简介

节省科研时间 计算结果可靠 理论讲解易懂
作图/数据导出/公式引用我们都可以！

欢迎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使用

www.wavequanta.com

科研计算器   Scientific 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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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快光学产品

Ultrafast Optics & La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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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北京波量科技有限公司 Products Products www.wavequanta.com

波量科技可为您提供反射率高达99.99%的高质量高反镜产品。我
们的产品线覆盖235nm-3500nm光谱范围，满足您实验环境对波
长、入射角度、工作带宽以及最优化色散量的不同要求。

应用领域：

◇共振增强腔

◇脉冲压缩的光路传输

波量科技可为您提供高质量光学镜片产品，根据您的实验需求
提供最科学可靠的镜片配置方案，同时满足您对高面型质量、
极端镀膜设计和特殊加工口径的定制服务需求。

◇高损伤阈值
◇高基底加工精度及高机械强度
◇优质镀膜质量及精确带宽控制

光学镜片
Mirrors and lens 介质膜高反镜

770nm-840nm高反镜
二阶色散及反射率测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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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激光反射镜(UV)

UV反射镜可以作为导光镜应用在准分子激光系统及其他紫外系统
中，如紫外激光光刻和准分子激光屈光手术等。
除标准产品外，我们可以在各方面满足您的个性化订制要求，包
括尺寸、形状、基底材质、镀膜要求以及其他特征参数等。欢迎
来电来函咨询、讨论您的订制需求。

产品特点：
◇高反射率
◇极高的损伤阈值
◇高机械强度

193nm反射镜反射率测量曲线

光谱范围(nm) 反射率 GDD(fs2) 入射角(o) 偏振态

240-260 90.00% 0 0 p
250-275 98.00% 0 0 p
258-270 99.95% 0 0 p
460-940 98.00% 0 45 p
500-580 99.00% 0 3 p
530-625 99.00% 0 0 p
580-680 99.00% 0 3 p
750-850 99.00% -8 0 p
750-850 99.00% -7 2 p
750-850 99.00% 0 0 p
750-840 99.00% 0 0 s
770-840 99.95% 0 0 p
850-920 99.80% 0 0 p
970-1120 99.00% 0 3 p
1010-1110 99.00% 0 3 p
1032-1038 99.90% 0 45 s

光谱范围(nm) 反射率 GDD(fs2) 入射角(o) 偏振态

250-360 98.00% 0 5 p
300-1000 98.00% 45 s
450-650 99.00% 0 5 p
660-1400 99.00% 19 p
660-1400 99.00% 40 p
700-900 99.00% 0 5 p
720-900 99.00% 45 s
1990-3200 99.00% 5 p

反射率 入射角(o) 偏振态

98%/98%(0) 45 s
99%/99%(0) 5 p
99%/98%(0) 5 p
99%/96%(4%) 0 p

光谱范围(nm) 反射率 GDD(fs2) 入射角(o) 偏振态

235-285 95.00% 45 s

1900-3200/1510-1610
2000-3200/1550-1700
2300-3500/1150-1600

紫外高反镜

低色散高反镜

宽谱高反镜

双色高反镜
光谱范围(nm)

255-275/51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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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紫外多层膜反射镜(XUV)

XUV多层膜反射镜是阿秒脉冲产生、应用及其它实验的关键性
元器件。波量科技所提供的产品在相关领域有过多次实际应用验
证。我们提供的产品中心光谱范围覆盖从30eV至200eV，峰值
反射率接近60%。

宽带XUV镜的波长范围在50-

100eV，特别适合于产生孤立阿

秒脉冲。客户通过此产品实现了

约为80阿秒的实验结果。

通光孔径 85%

楔角 <5弧分

倒角 0.5mm @ 45°

镀膜面平整度 λ/10 @ 633 nm

表面质量 10-5

材质 熔石英

厚度公差 ±0.25 mm

直径公差 +0.00，-0.13 mm

后表面处理 工业抛光

镜片参数

波长(nm) 直径(mm) 厚度(mm) 入射角 反射率* (%)

193 25.4 9.525 0° 97
193 25.4 9.525 45° 95
193 50.8 9.525 0° 97
193 50.8 9.525 45° 95
248 25.4 9.525 0° 99
248 25.4 9.525 45° 98.5
248 50.8 9.525 0° 99
248 50.8 9.525 45° 98.5
308 25.4 9.525 0° 99.5
308 25.4 9.525 45° 99.5
308 50.8 9.525 0° 99.5
308 50.8 9.525 45° 99.5
351 25.4 9.525 0° 99.5
351 25.4 9.525 45° 99.5
351 50.8 9.525 0° 99.5
351 50.8 9.525 45° 99.5

元件目录

*针对非偏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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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宝石超快激光反射镜

高质量超快激光反射镜可以作为导光镜应用在基于Ti:sapphire激
光器的相关系统及实验中。波量科技为您提供了两套标准化的超
快激光反射镜。

B-max膜系: 针对宽光谱激光传输进行优化的高质量宽带镀膜反射
镜
E-max高反射率膜系:为了达到最高的单脉冲能量，而专门设计的
高损伤阈值反射镜

除标准产品外，我们可以在各方面满足您的订制要求，包括尺
寸、形状、基底材质、镀膜要求以及其他特征参数等。欢迎来电
来函咨询、讨论您的订制需求。

产品特点：

◇高反射率        ◇极高损伤阈值

◇高机械强度     ◇低色散

光谱范围(nm) 反射率 GDD(fs2) 入射角(o) 偏振态

4.1-4.2 8.00% -0.15 5 s
6-6.7 5.00% 0.003 45 s

6.9-7.3 8.00% -0.015 5 s
7.1-7.5 20.00% -0.008 45 s
7.7-8.9 6.00% 0.005 5 s
7.8-9 9.00% 0.001 5 s

8.2-9.5 8.00% 0.008 5 s
8.7-10.3 6.00% 0.003 45 s
8.7-10.3 9.00% -0.001 5 s
8.9-10.2 13.00% -0.002 45 s
8.9-9.7 9.00% -0.01 5 s
9.5-11.5 15.00% 0.001 0 s
9.5-10.3 19.00% 0.006 5 s
9.7-12 33.00% -0.017 5 s

9.9-12.8 15.00% -0.006 2 s
10.2-12.9 40.00% -0.014 5 s
10.3-41.3 68.00% -0.01 66 s
10.8-11.4 27.00% -0.02 5 s
11.2-13.8 15.00% 0.001 5 s
11.3-16.1 7.00% -0.005 5 s
11.3-13.6 42.00% -0.01 45 s
11.3-11.9 25.00% -0.01 5 s
11.7-17.7 8.00% -0.001 5 s
12.2-15.5 69.00% 0.002 45 s
12.2-15.1 16.00% -0.001 0 s
12.2-14.1 24.00% 0.004 2 s
12.4-37.6 5.00% 0.001 5 s
12.4-17.7 66.00% 0.013 45 s
12.4-15.5 67.00% 0.001 45 s
12.4-14.8 53.00% -0.002 45 s
12.4-14.3 28.00% -0.002 5 p
12.5-15.3 18.00% -0.002 5 s
12.5-14.6 26.00% -0.002 2 s
12.5-13.6 53.00% -0.004 5 s
12.7-13.8 48.00% -0.024 5 s
12.8-13.9 52.00% -0.006 5 s
12.9-13.8 29.00% -0.005 5 s
13.1-16.5 18.00% -0.002 5 s
13.1-14.6 41.00% -0.004 5 s
13.1-14.6 51.00% -0.006 5 p
13.5-16.5 27.00% -0.002 5 s
13.6-17 25.00% -0.002 5 s

13.8-20.7 12.00% -0.001 5 s
14.6-32.6 39.00% 0.003 45 s
15.5-20.7 44.00% 0.01 5 s
15.7-20.3 30.00% -0.001 5 s
15.9-31 38.00% 0.015 2 s
16.5-31 35.00% 0.008 0 s

16.5-22.5 40.00% 0.03 5 p
17-20.7 38.00% 0.02 5 s

17.2-38.7 11.00% 0.003 5 s
17.2-31 23.00% 0.004 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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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nm) 直径(mm) 厚度(mm) 入射角 反射率* (%)

800 (B-Max) 25.4 9.525 0° 99.5
800 (B-Max) 25.4 9.525 45° 99.5
800 (B-Max) 50.8 9.525 0° 99.5
800 (B-Max) 50.8 9.525 45° 99.5
800 (E-Max) 25.4 9.525 0° 99.5
800 (E-Max) 25.4 9.525 45° 99.5
800 (E-Max) 50.8 9.525 0° 99.5
800 (E-Max) 50.8 9.525 45° 99.5

元件目录

*针对非偏振光

高能量固态激光反射镜

高能量激光反射镜可以作为导光镜应用在高单脉冲能量的固态激
光器系统及其应用实验中。我们的供应商为目前要求最严苛的大
型激光系统，例如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点火装置等提
供光学元件，积累了丰富的制备经验。因此我们提供的光学元件
兼具长寿命、高反射率、极高损伤阈值和高机械强度诸多优良特
性。

除标准产品外，我们可以在各方面满足您的订制要求，包括尺
寸、形状、基底材质、镀膜要求以及其他特征参数等。欢迎联系
我们的技术销售部门咨询、讨论您的订制需求。

产品特点：
◇高反射率        ◇极高损伤阈值
◇高机械强度     

通光孔径 85%

楔角 <5弧分

倒角 0.5mm @ 45°

镀膜面平整度 λ/10 @ 633 nm

表面质量 10-5

材质 熔石英

厚度公差 ±0.25 mm

直径公差 +0.00，-0.13 mm

后表面处理 工业抛光

镜片参数

E-Max产品反射率测量曲线 B-Max产品反射率测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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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nm) 直径(mm) 厚度(mm) 入射角 反射率* (%)

266 25.4 9.525 0° 99
266 25.4 9.525 45° 98.5
266 50.8 9.525 0° 99
266 50.8 9.525 45° 98.5
355 25.4 9.525 0° 99.5
355 25.4 9.525 45° 99.5
355 50.8 9.525 0° 99.5
355 50.8 9.525 45° 99.5
532 25.4 9.525 0° 99.5
532 25.4 9.525 45° 99.5
532 50.8 9.525 0° 99.5
532 50.8 9.525 45° 99.5
1053 25.4 9.525 0° 99.5
1053 25.4 9.525 45° 99.5
1053 50.8 9.525 0° 99.5
1053 50.8 9.525 45° 99.5
1064 25.4 9.525 0° 99.5
1064 25.4 9.525 45° 99.5
1064 50.8 9.525 0° 99.5
1064 50.8 9.525 45° 99.5

元件目录

*针对非偏振光

266nm，355nm，532nm，1064nm固态激光反射镜可应用于
四倍频，三倍频，二倍频以及基频的Nd:YAG 或 Nd:YVO4 固态激
光器的系统和实验中。

1053nm固态激光反射镜可以作为导光镜应用于Nd:YLF 固态激光
器和钕玻璃激光器的系统和实验中。

啁啾镜

波量科技为您提供匹配各类实验条件的高品质啁啾镜产品，满足
您对光谱带宽、正负啁啾量、GDD/TOD参数选择、入射角度等
各方面需求。

除标准产品外，我们可以在各个方面满足您的订制要求，包括尺
寸、形状、基底材质、镀膜要求以及其他特征参数等。欢迎联系
我们咨询、讨论您的订制需求。

应用领域：
◇基于空心光纤光谱展宽的脉冲色散优化
◇用于啁啾脉冲放大激光的脉宽压缩
◇超宽带振荡器的腔镜选择
◇薄片振荡器腔镜选择
◇高能量振荡器腔镜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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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范围(nm) 反射率 GDD(fs2) 入射角 偏振态
350-450 99.00% -50 5 p
400-650 99.00% -50 5/16 p
450-600 99.00% -40 5 p
450-675 99.00% -30 5 p
450-675 99.00% -30 5/19 p
450-950 99.00% -30 5/20 s
450-950 98.00% -30 5/20 p
450-1200 94.00% -30 5 p
500-800 97.00% -25 5 p
500-800 97.00% -25 5/19 p
500-900 99.00% -40 5/19 p
500-1000 99.00% -45 5/19 p
500-1050 94.00% -50 5/19 p
500-1050 99.00% -40 5/19 p
650-950 99.30% -35 5 p
650-1000 99.00% -70 5/19 p
650-1100 99.00% -40 5/19 p
650-1230 99.00% -60 5/19 p
650-1350 98.00% -40 5/19 p
660-880 99.00% -150 5 p
660-900 99.00% 150 5 p
680-880 99.00% -100 5/20 p
680-920 99.00% -120 5/20 p
690-870 99.00% 150 5/20 p
720-1000 99.00% -150 5 p
725-1000 99.50% -70 45 p
730-970 99.00% -50 0 p
730-1300 99.00% -50 5 p
750-1450 99.00% -30 5/19 p
760-840 99.00% -30 0 p
770-1220 99.00% -100 5/20 p
800-1300 99.50% -100 5/20 p
820-1220 98.00% -50 5 s
850-1200 99.00% -200 5/19 p
925-1125 99.00% -50 12 both
1250-1550 99.90% -100 5 p
1250-2150 95.00% -100 5/22 p
1650-1950 95.00% 0 45 s
1650-1950 95.00% 0 45 s
1800-2400 99.00% 500 45 s
2000-3000 97.00% -200 0 p
2050-2850 98.50% -450 5 p
2100-2600 98.00% -100 0 p
2100-2850 97.00% -250 0 p
2200-3200 97.00% -300 5 p
2800-3400 99.00% 500 0 p
3000-3800 98.00% -200 0 p
3000-4000 98.00% -500 5 p
3100-3950 98.00% -200 0 p
3850-4700 90.00% 0 0 p
4000-4600 99.00% -400 0 p

宽谱啁啾镜
光谱范围(nm) 反射率 GDD(fs2) 入射角 偏振态

230-270 95.00% -65 8 s
250-277 96.00% -140 5 p
270-273 98.00% -60 7 p
500-700 98.00% -100 5 p
600-800 99.50% -150 7 p
690-880 99.50% -275 7 p
690-880 99.50% -320 5 p
700-870 99.00% -250 7 s
700-860 99.00% -275 45 p
710-880 99.00% -270 7 p
725-825 99.00% -450 5 p
725-825 99.00% 450 5 p
730-880 99.00% -115 7 p
730-840 99.70% -500 10 p
730-900 99.00% -180 5 p
750-840 99.00% -500 10 p
760-800 99.90% -1000 5 p
775-835 99.50% -1000 5 p
780-830 99.00% -1300 5 p

950-1120 99.00% -200 0 p
1000-1060 99.00% -500 5 p
1010-1050 99.50% -1000 5 p
1010-1070 99.50% -1000 5 p
1010-1050 99.00% -1000 5 p
1010-1060 99.00% -300 8 s
1010-1060 99.80% -1000 5 p
1010-1055 99.00% -1200 8 s
1010-1070 99.00% -1000 7 s
1020-1060 99.50% -1050 0 p
1020-1040 99.00% -2500 5 p
1020-1060 99.00% -1200 7 p
1027-1033 99.93% -3000 3 p
1028-1037 99.50% -4000 5 p
1030-1050 99.00% -1200 3 p
1030-1050 99.00% 1750 5 p
1050-1075 99.00% -3200 3 p
4650-6550 65.00% 0 p

高色散量啁啾镜

光谱范围(nm) 反射率 GDD(fs2) 入射角 偏振态
505-540 99.90% 0 7 p
700-900 99.00% -50 5 p
760-960 99.00% -50 5 p

970-1120 99.00% -50 5 p
980-1080 99.00% -500 5 p
980-1100 99.00% -150 5 p

1200-1400 99.00% -60 5 p
1380-1760 98.50% 0 5 p
1900-2200 99.70% -200 5 p
3500-4500 99.00% 0 45 s

高反射率啁啾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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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范围(nm) 反射率 TOD(fs3) 入射角 偏振态
700-1000 99.00% 10 p
700-1400 92.00% 5/18 p
740-860 99.00% 7 p
750-850 99.00% 5 p

1010-1110 99.90% 6 s
1400-2200 88.00% 0 p
555-625 99.00% 5 p

600-1200 94.00% 5 p

三阶色散啁啾镜

正TOD可定制

负TOD可定制

400-1200nm超宽带啁啾镜

1020-1040nm高色散量啁啾镜
550-540nm/990-980nm

双色高反啁啾镜

各系列产品反射率曲线&GDD曲线

反射镜产品定制

波量科技团队可以根据您的产品需求图纸或具体参数要求提供可
靠的解决方案和定制产品。

可以满足您如下订制需求：

镜片尺寸：3mm到1000mm

表面粗糙度：3Å

表面质量：10/5 （scratch and dig*）

表面平整度：对于平面镜或者定制的曲面镜，一般可达到λ/10
（@632.8nm），特殊要求定做可达到λ/20

标准公差：对于直径、长度和宽度为+0/-0.005inch**，对于厚度
为±0.005inch

平行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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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 and Dig是表面质量的一种定义方式，其中Scratch可简

单理解为镜片表面的划痕状瑕疵，具体表征为瑕疵宽度；dig可简

单理解为镜片表面的坑洼瑕疵，具体表征为1/2(长度瑕疵+宽度瑕疵)

例 如 ， 表 面 质 量 为 1 0 / 5 意 思 是 s c r a t c h 的 最 大 尺 寸 不 超 过

10μm，dig的最大尺寸不超过50μm 

下列几种为常见的玻璃表面质量等级：

120/80：工业抛光等级

60/40：常用科研等级

40/20：激光应用等级

20/10：精密光学等级

**1 inch = 25.4mm

大口径定制镜片用户实例

特殊用途光学元件
Special Optical Components & Systems

波量科技为您提供高质量标准化和定制化的的特殊用途光学元件，包
括高品质离轴抛物面镜、变形镜、各类口径透镜/柱面镜、窗口片、分
束片、光谱整形滤光片、(薄膜)偏振片等。对于您的定制化产品我们
拥有专业的测试设备，为您提供全面准确的测试报告。

◇高表面质量
◇高效率
◇极高损伤阈值
◇高机械强度



26 27北京波量科技有限公司 Products Products www.wavequanta.com

离轴抛物面镜

离轴抛物面镜（OAP, Off-axis Parabola）广泛应用于激光器的高质

量聚焦、无像差的激光扩束缩束以及成像，是强场物理、天文学、

高能量激光等领域的关键核心器件。

北京波量科技有限公司和美国AOS公司合作，为用户提供高质量极

端参数的OAP:

>  高损伤阈值介质膜

>  离轴角可随意定做

>  大口径：>300mm

>  标准（λ/10）、精密（λ/20）和卓越（λ/50）等级的面型质量

>  适用于真空和大气条件下的大口径调节光机系统

应用领域：

>  电子加速                           >  质子加速

>  超快X射线                        >  天文学

>  高能量密度物理

λ/10 RMS
标准级

λ/20 RMS
精密级

λ/50 RMS
卓越级

表面质量等级：

反射率及色散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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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机械式变形镜

ISP机械式变形镜（ Deformable mirror）广泛应用于大口径激光的传

输和波前矫正、高质量聚焦、无像差的激光扩束缩束以及成像，是激

光通信、天文学、高能量激光等领域的关键核心器件。

北京波量科技有限公司和美国ISP公司合作，为用户提供高质量机械

式变形镜:

>  可断电使用，且稳定性高

>  比压电式变形镜的滞后效应要低100倍

>  极大的波前纠正范围

>  各个Channel之间的影响很小

>  容易更换薄膜和Actuator

>  可镀多种膜系

单位
Amplitude Technology
Thales
National Energetics
University of Texas (PW laser)
HZDR (PW lasers)  
University of Jena - GSI
STFC
LOA (Laboratoire d’Optique Appliquée)
CEA (Laser MegaJoule)
LLNL
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
INRS (CAN)
ELI (CZ and HU)
CELIA (F)  
CETAL (Roumania)
RIKEN  
Paul Scherrer Institute  

自适应光学系统的建立：

光学诊断设备---波前传感器

波面精确控制---机械变形镜

精密机械控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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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ics 波前传感器 : SID4

在高功率激光器中，自适应光学系统用于改善光束的聚焦特性，从而提

高应用端的峰值功率密度。

法国 Phasics 公司的 SID4 系列波前传感器，结合波量为客户专业挑选的

变形镜系统，可以提供最精细的相位纠正能力。多年的自适应光学经验

为客户提供最优化的反馈和控制解决方案。

SID4 SID4 HR SID4 V Vacuum

波长范围 400-1100nm 400-1100nm 400-1100nm

有效探测孔径 3.6x4.8mm2 8.9x11.8mm2 4.73x3.55mm2

真空兼容度 不兼容 不兼容 Up to 10-6 mbar

空间分辨率 29.6um 29.6um 29.6um

相位和强度采样 160x120 300x400 160x120

相位分辨率 <2nm RMS <2nm RMS 2nm RMS

准确度 10nm RMS 15nm RMS 15nm RMS

动态范围 --- >500um ---

曲率半径范围 --- 4mm to + ∞ ---

曲率分辨率 --- <5*10-4 m-1 ---

最大数值孔径 --- 0.5 0.2

采样率 60fps >30fps 60fps

实时处理频率 >10fps 3fps 7Hz

尺寸 / 重量 54x46x75.3mm; ~250g 54x46x79mm; ~250g 54x46x75.3mm; ~250g

对于从事激光和气体相互作用产生电子或者次级辐射源的研究人员来说，SID4 不仅可以配合
变形镜系统提供最优的聚焦光斑，而且还可以用来精细诊断气体靶的静态密度和离化条件下的
动态密度，从而更好的解释激光和气体的相互作用过程，并分析电子或者次级辐射源的对应性
质。
以下图片来自于美国 LBNL 的 Bella 实验室以及法国 LOA 超强激光装置。

Phasics 的 SID4 波前传感器可以兼容任何类型的变形镜系统，在拍瓦激

光系统中，搭配法国 ISP 公司的机械式变形镜系统，为客户提供性价比

最高的波前测量和控制方案。

SID4 不仅可以纠正激光系统本身的像差等波前畸变，而且可以将其放置

于聚焦元件（比如离轴抛物面镜）之后，得到最佳的聚焦效果。

与此同时，SID4 还可以控制变形镜的姿态，进而控制焦点的三维位置。

自适应光学系统示意图 聚焦改善效果 自适应光学系统控制聚焦点三维移动

等离子体离化过程

气体密度测量（2-300bar 精确测量）

等离子密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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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激光透镜：拥有高机械强度、长寿命及高透过率等特点（包

括深紫外波段）

超快激光透镜：兼具宽光谱带宽、低色散、低散射和高损伤阈值

我们可以满足如下订制需求：

球面镜

镜片尺寸：3mm-400mm   

曲率半径：3mm-3m，± 0.1%

表面平整度：λ/20 

柱面镜

尺寸：长度：5mm-150mm; 宽度：5mm-100mm

曲率半径：20mm-1m，± 0.1%

表面平整度：λ/20, 每增加10mm的长度尺寸该值增加λ/4，每增

加10mm的宽度尺寸该值增加λ/2 

表面粗糙度：5Å

表面质量：10/5 
减反膜：R<0.25%

球面/柱面透镜产品定制

波量科技可以为您量身定制各种不同参数的透镜，我们的供应
商在抛光所有类型的光学玻璃、融石英和各种晶体材料（CaF2

、MgF2、Si、ZnSe和ZnS）方面拥有几十年的丰富经验。多年
积累的加工工艺确保材料的机械参数及精度达到最优化的光学特
性。同时拥有测试元件库和多台Zygo干涉仪，包含有完备的球
面、平面的标准镜，保证我们的产品在出厂前都经过全面检测。

我们在生产某些特殊应用透镜方面有着特别的技术：

激光透镜：拥有应对高峰值功率的高损伤阈值、低散射和极高的

机械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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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片产品定制

超快激光窗片：拥有宽光谱带宽、低色散、低散射和高损伤阈值

等特性

我们可以满足如下订制需求：

窗片尺寸：最大至400mm

表面粗糙度：3Å

表面质量：10/5 

表面平整度：对于平面镜或者定制的曲面镜，一般可达到λ/10
（@632.8nm），特殊要求定做可达到λ/20

标准公差：直径、长度和宽度公差为+0/-0.005inch，厚度公差为
±0.005inch

平行度：1'

减反膜：R<0.25%

波量科技为您提供从紫外到中红外波段高质量的窗片。可以用熔
石英、光学玻璃和诸如CaF2、MgF2等晶体作为基底材料，使用多
种镀膜工艺制作光学薄膜，针对客户具体实验条件进行优化，满

足各种应用场合。我们可以提供各种尺寸和形状的元件。

激光窗片：拥有高损伤阈值和低散射的特性，并拥有高机械强度

准分子激光窗片：拥有高机械强度、长寿命、高透过率等特性 （

包括深紫外波段）

大口径窗口片定制用户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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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振片

波量科技为您提供的薄膜偏振片兼具高消光比、高损伤阈值、高

机械强度和长寿命等特点。我们的供应商长期为全球要求最严苛

的激光系统提供光学元件，在制造偏振片方面拥有丰富的开发经

验。产品服务于全球最大的激光装置（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

室的点火装置）以及国内外最先进的超快激光研究系统中。

从基底制备、镀膜到产品集成，我们将为您提供与目前国外大型

激光装置中应用的产品同样品质的标准产品及定制产品。

紫外偏振片(准分子激光)

钛宝石Ti:sapphire偏振片（超快激光）

高脉冲能量偏振片（固态激光）

我们为您提供的薄膜偏振片前表面镀膜能够以很高的消光比分离出
垂直偏振分量（后表面无镀膜）。可以设计在布儒斯特角或其它角
度工作的偏振片，并可以在±3°的范围内微调来优化使用效果。

波长  (nm) 尺寸 (mm) 厚度  (mm) 入射角 消光比
266 28.6 x 14.3 3.2 56°±3° 200：1
355 28.6 x 14.3 3.2 56°±3° 200：1

*透过率 = 96%

波长  (nm) 尺寸 (mm) 厚度  (mm) 入射角 TP (%) / RS (%)
740 - 860 28.6 x 14.3 3.2 70°±3° 98/75
700 - 900 28.6 x 14.3 3.2 70°±3° 75/95

波长  (nm) 尺寸 (mm) 厚度  (mm) 入射角 消光比
266 28.6 x 14.3 3.2 56°±3° 200：1
355 28.6 x 14.3 3.2 56°±3° 200：1
532 28.6 x 14.3 3.2 56°±3° 200：1
1053 28.6 x 14.3 3.2 56°±3° 200：1
1064 28.6 x 14.3 3.2 56°±3° 200：1

*透过率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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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振片定制

我们的技术团队会基于您的元件设计图纸或者需求参数提供标
准或定制产品。通常我们可以满足如下订制需求：

偏振片尺寸：3mm到400mm

表面粗糙度：3Å

表面质量：10/5 

表面平整度：一般可达到λ/10（@632.8nm），特殊要求定做
可达到λ/20

标准公差：直径、长度和宽度公差为+0/-0.005inch，厚度公差
为±0.005inch

平行度：1'

分束片定制

波量科技可为您在片状或块状材质上定制高质量的部分反射膜

层。我们针对每种具体应用使用多种技术实现膜层的优化。我们

可以生产具有特殊表面质量和平行度的多种片状或块状的分束

器，这些器件兼备高损伤阈值、低波前畸变和低吸收的特点。

我们在生产以下几类分束元件方面有着特别的技术：

固态激光分束器：拥有高峰值功率损伤阈值、低损失和好的机械

强度等特点

基于TFP的光束衰减系统基本结构
相关解决方案——基于偏振片的定制化光束衰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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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激光分束器：拥有低损失、高机械强度和长寿命（脉冲计

数下）等特点（即使在深紫外波段）

超快激光分束器：兼备宽光谱带宽、低群速度色散、低散射和

高峰值功率损伤阈值等特点

我们的技术团队会基于您的光学元件图纸或者订制参数提供报
价。通常我们可以满足如下订制需求：

偏振片尺寸：3 mm到400 mm

表面粗糙度：3Å

表面质量：10/5 

表面平整度：一般可达到λ/10（@632.8nm），特殊要求定做
可达到λ/20

标准公差：对于直径、长度和宽度为+0/-0.005inch，对于厚度
为±0.005inch

平行度：1'

光谱整形滤波片

波量科技为您提供独特的光谱整形滤波片，能够帮助钛宝石超快激

光放大器输出更短的脉宽（短至10飞秒）。这种介质膜光谱整形

滤波片可以使用在多通放大器内，也能用在再生放大器内，它的光

谱透过率曲线能够准确地补偿钛宝石Ti:sapphire的增益曲线。

通过改变光在该元件上的入射角度可以实现中心波长的偏移。这使

得该滤波片可以很好地匹配啁啾脉冲放大器中光谱增益曲线偏移的

情形。并且，通过旋转滤波片相对于光束偏振方向的角度，它的透

过率可以平滑地增加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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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元件专门设计用来减小Ti:sapphire超快激光放大器中脉冲的展

宽效应。第一个表面膜层透过率在800nm处有一个低谷，标称

的膜层光谱带宽为65nm。通过调整入射角在40°到50°间的变

化，可以实现透过的光谱带宽中心位置的偏移。通过旋转滤波片

相对于光束偏振方向的角度，可以调整衰减量在小于10%到大于

20%之间变化。

该整形器还可以针对OEM的需求进行优化。

产品特点

◇低群速度色散

◇高效率

◇极高的损伤阈值

◇高机械强度

◇对温度变化不敏感

激光光束匀化片
在 TW/PW 激光系统中，大口径钛宝石放大器需要空间分布均匀的泵浦激光，进而得到安全的
放大效果。高能量商品化激光器由于热效应等问题造成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导致局域化热斑、
激光放大效率的降低，甚至会发生潜在的光学损伤。
我们提供基于衍射光学的光束空间匀化元件，其具有以下特征：

 ◇ 基于 SiO2 的衍射光学元件                                        ◇可兼容任何泵浦激光光路

 ◇ 1mm 厚， 口径可达 4 英寸                                      ◇ 8 或者 16 个分立的相位区

 ◇ 共轴或者离轴结构                                                        ◇高损伤阈值：> 7 to 12J/cm2

 ◇ 高效率：>80%

光束均匀化效果

M2=40

Uniformity:±10%

M2=30

Uniformity:±10%

M2=20

Uniformity:±15%

M2=15

Uniformity:±15%

典型用户
◇ 法国 LOA

◇ Rutherford Appleton Laboratory

◇ 德国马普量子光学所

◇ Laboratoired’Utilisationdes Lasers 

Intenses

◇ Japan Atomic Energy Agency

◇ RIKEN

◇ 中科院物理所

◇ 上海光机所

◇ KAERI

◇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

◇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 Sandia National Labs

实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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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截面尺寸 

（mm） 

长度 

(mm) 

单程吸收率 

(532nm, %) 

品质因子 

(FOM) 

布儒斯特角切割 

3x3 4.8 81 >200 

3x3 2.9 87 >100 

1.5x3 5 92 >150 

4x6 4 89 >150 

2x4 23 91 >400 

4x4 20 94 >375 

ø5 5 >90 >150 

ø5 20 >90 >375 

ø6.2 20 >90 >400 

ø6.3 25.4 >90 >400 

a-轴 平面切割 

ø6 15 92 >200 

ø8 15 92 >200 

ø10 15 92 >200 

ø15 15 92 >200 

ø16 20 92 >200 

16x16 20 92 >200 

ø20 20 92 >200 

ø25 20 92 >200 

ø30 20 92 >200 

ø40 25 92 >200 

没有您要的参数指标？我们可以提供定制服务。 
 

 

 

 

 

 

 

晶体参数 描述 

品质因数 衡量对泵浦光的吸收和对激光的损耗特性，>300 

调谐范围 650-900nm 

吸收带宽 450-550nm 

镀膜 T>99.5%@527-532nm, 700-900nm 

切割方式 平行切割或者布鲁斯特角切割 

抛光 优于十分之一波长的光学表面质量 

 

钛宝石晶体

波 量 科 技 为 您 提 供 优 质 进 口 掺 钛 蓝 宝 石 晶 体 ， 该 产 品 采 用

HEM（Heat Exchanger Method）法制备，最大口径可超过

200mm，最大长度可达75mm。同时提供自定义切割角度，横截

面形状，晶体长度等定制服务。

产品特点：

◇卓越的晶体均匀性

◇优越的热性能参数

◇高品质因数

◇高损伤阈值

◇可定制大口径和指定掺杂物产品

◇x吸收系数为：0.5~10+/cm，@514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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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反射式脉冲（展宽）压缩光栅

啁啾脉冲放大（CPA）技术的发明革命性改变了超短脉冲所能支持的峰值功率，从而为研
究极端条件下的物理现象提供了可能性。
在 CPA 系统中，核心的色散管理技术单元为脉冲展宽器和脉冲压缩器，其中的核心部件是
高质量的衍射光栅，波量科技为超强激光研发团队和应用团队提供世界一流厂商的反射光
栅以及定制化脉冲展宽、压缩解决方案。

用于 mJ 量级 kHz 激光系统（相干、光谱物理公司等）的脉冲压缩光栅

尺寸 50-150mm

注意事项：
1. 不可使用常规镜片擦拭办法清
洁镀金属膜光栅

2. 光栅损伤阈值较低，需小心控
制激光能量密度

3. 光栅需精密调节才可以保证输
出脉冲质量

带宽 700-900nm

典型衍射效率 >94%@750-850nm

典型损伤阈值 ~0.2J/cm2

刻线密度 典型 1200,1500 l/mm

基底材料 Optical crown glass K4A or N-ZK7

衍射波前畸变 <lambda/4

典型特征：

◇ 高衍射效率
◇ 高损伤阈值
◇ 多种工作波长
◇ 多种刻线密度

应用场景：

◇ 脉冲压缩
◇ 脉冲展宽
◇ 光谱学
◇ 飞秒脉冲波前倾斜

相关产品
反射光栅压缩器 TW/PW 激光系统

用于 TW/PW 量级激光系统（Amplitude,Thales 等）的脉冲压缩光栅

尺寸 50-1000mm

带宽 700-900nm

典型衍射效率 >92%@750-850nm

典型损伤阈值 ~0.2J/cm2

刻线密度 1200, 1480, 1720 l/mm

基底材料 Pyrex，Fused Silica

衍射波前畸变 <lambda/4

对于 TW 乃至 PW 激光器来说，处于激光系统最终端的压缩器波前质量和损伤阈值至关重要。
HORIBA Jobin Yvon 基于全息技术的反射式光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该全息工艺不仅可以根
据波长和入射角进行优化，而且可以获得高达 94% 的衍射效率。与此同时，该技术尤其适合
制作大口径光栅，并同时保证良好的衍射波前稳定性和波前质量。

脉冲测量仪器 Wizzler透射光栅压缩器

对光栅表面多个位置进行采
样测量；
测量结果与理论计算完美吻
合；
在整个光栅表面上衍射效率
均匀性极好。

不同入射角度下的衍射效率

不同波长的衍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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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级透射光栅

应用领域：
飞秒和皮秒脉冲的压缩、高功率激光、激光合束和传导、远程光
传感器、光谱学

产品特点：
◇特定偏振下极佳的衍射效率（高达95%）
◇宽带条件下的高衍射效率
◇角度不敏感
◇使用严格抛光的石英基底，保证极低的透过性波前畸变
◇介质镀膜，极高的损伤阈值
◇不使用聚合物和有机材料
◇母光栅，低散射
◇极其准确的线密度（不均匀度小于0.001 lines/mm）

描述 数值

基底宽度和高度公差 标准公差：± 0.2 mm

通光孔径 边缘0.5mm不可用；130mm光栅边缘2.5mm不可用

基底厚度 0.675 ±0.050，或者0.95 ±0.050（接受客户定制）

表面光学质量（通光孔径内） Scratch-dig：60/40

表面光学质量（通光孔径外） 不作要求

材料 融石英，不含有机和聚合物材料

注意： 接受参数更为严格的定制化产品

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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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北京波量科技有限公司 Products

激光器产品
Lasers and Laser systems

波量科技为您提供专业的飞秒激光器及泵浦激光器产品。同时根据激

光器特性及您实际应用需要，波量科技技术团队将为您量身定制诸如

成丝，飞秒太赫兹产生，粒子加速，超快光谱学等应用解决方案。

◇高能量下，提供较高重复频率输出
◇用户界面友好，稳定性好
◇光束质量优于同类产品
◇性能参数领先于同类产品

AMPLITUDE                                            TECHNOLOGIES

商用钛宝石激光系统

波量科技携手法国 Amplitude Technologies 公司向客户提供专业的商

用飞秒激光系统，可针对科研用户在激光加速、等离子体物理、材料

科学、生物医学等不同领域的应用需求，提供专业订制化服务，此外

波量科技强大的售后服务团队将随时为您提供本土化的售后保障，确

保您选择的激光系统的长期稳定运行。

1. 简单易操作的可视化控制系统
及实时激光状态监控

Amplitude Technologies 公司提供的飞秒激光系统具有以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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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制化的脉冲宽度及对比度参数
脉宽小于 30fs

对比度可达 1012

3. 简洁可靠的外观设计
超过十年的激光系统设计经验

多次承接包括 ELI 等国家级激光设施

型号
脉宽

Pulse duration
重频

Rep. Rate
单脉冲能量

Energy
时间对比度

ASE contrast
能量稳定度

Energy Stability（%RMS） M2

CENTAORUS <40fs 10-100Hz 1.5J 106:1 1.5% 1.5

PULSAR <30fs 10Hz 可定制 up to 1012:1 1.0% 1.5

TRIDENT <45fs
10Hz

100Hz
1kHz

可定制 106:1
2.5%@10Hz

1.2%@100Hz
1.2%@1kHz

1.5

大能量高品质泵浦激光器

型号 Pro-Pulse Pro-Pulse+ TITAN TITAN HE

重频
Rep. Rate

10Hz 10Hz 5Hz 5Hz

单脉冲能量
Energy(@532nm)

1.2J 2J 6J 12J

单脉冲能量
Energy(@1064nm)

2.2J 4J 12J 24J

偏振态
Polarisation(@532nm)

脉宽
Pulse duration

发散角
Divergence

启动时间
Warm up time

稳定性
Shot to shot stability

稳定性
RMS stability

Vertical 

6.8ns

<0.3mrad

20min

<1%

<1.2%

AMPLITUDE                                            TECHNOLOGIES

波量科技携手法国 Amplitude Technologies 公司向客户提供专业的纳

秒绿光泵浦激光器，优秀的光束质量和能量稳定性尤其适合作为钛宝

石激光系统泵浦源使用。此外波量科技强大的售后服务团队将随时为

您提供本土化的售后保障，确保您选择的激光系统的长期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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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纳秒绿光泵浦激光器

波量科技拥有丰富的超快放大系统设计和使用经验，为客户精挑细选

的 DM 系列 DPL 激光器是钛宝石飞秒放大器泵浦源的不二选择。利

用 YAG、YLF 晶体和独特的腔内倍频技术，DM 系列激光器可以提供

单脉冲能量 5-100 mJ 的激光输出；单激光头最大平均功率 200 W 的

大功率输出 (10 kHz, 双头 400 W)，是钛宝石激光器优良的泵浦源，

同时也是工业加工及科学研究领域良好的光源。

主要特征：
> 半导体泵浦技术
> 脉冲能量高 ( 可达 100 mJ @1 kHz)
> 高平均功率 ( 单头 200 W@10 kHz)
> 高脉冲能量稳定性 (<1% rms)
> 紧凑、坚固的工业设计
> 平顶光束分布
> 二极管寿命长 (10000 小时 )
> 重复频率从单脉冲到 10 kHz
> 远程电脑操控

应用领域 :
> 钛宝石超快激光器泵浦源
> 半导体热处理
> 焊接打标、刻画、切割
> FPD 及半导体切割修整
> 激光金刚石压腔 
> 高速成像
> 粒子成像测速 (PIV)
> 材料钻孔 / 切割加工
> 材料无损退火 / 漂白

DM-532 YAG 系列技术参数

DM-532 YAG 系列功率 - 重复频率对应曲线

DM200-532

DM150-532

DM100-532

DM60-532

型   号 DM60-532 DM100-532 DM150-532 DM200-532
波长 (nm) 532
平均功率 (W) @ 10kHz 60 100 150 200
脉冲能量 (mJ) @ 10kHz 6 10 15 20
脉宽 (ns) @ 10 kHz ~150 ~190 ~200 ~120
重复频率 1 to 30 kHz　 　1 to 50 kHz
脉冲 - 脉冲能量不稳定性 <1% rms
偏振态 水平 ; 100:1
光束直径 2 mm 4.5 mm
光束发散角 <10 mrad
光斑圆度 >85%
光束质量 M2 因子 ~15 ~15 to 25 ~15
光束指向稳定性 <25 urad
能量长期稳定性 < 0.5% rms
接口 RS 232 / 外部 TTL 触发 / 包含 GUI 软件
预热时间 待机 <5 分钟，冷启动 <20 分钟
工作电压 100-240V 200-240V
功耗 ( 含水冷 ) 1.1 kW 1.5 kW 2.1 kW 2.5 kW
激光头尺寸 660.4x165.1x108.0 mm 660.4x304.8x108.0 mm
控制器尺寸 482.6 x 381.0x 133.4 mm
激光头重量 22.2 kg 38.1 kg
控制器重量 10.9 kg
环境温度  15 to 30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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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litude Systemes Yb 超快激光器

光纤激光器           混合激光器

振 荡 器 展 宽 器脉冲选单 放 大 器 压 缩 器 扩展模块

技 术 路 线

光纤&混合激光器的特点

◇ 灵活的重复频率选择（单发 -40 MHz）

◇ 可扩展的能量和平均功率

◇ 适度的平均功率仅需要空冷

◇ 纯净的光束分布

◇ 较少的空间传输，光路对准简单

光纤与混合激光器的区别

典型应用领域

精密机加工 半导体加工 医疗器件加工

眼科手术 内雕 玻璃切割

光纤激光器 光纤混合激光器

短脉冲（150-350 fs） 长脉冲（400-1000 fs）

空冷或水冷 仅水冷

型   号 DM20/30/40-527 DM50/60-527 DM100-527
波长 (nm) 527
脉冲能量 (mJ) @ 1kHz 20/30/40 50/60 100
平均功率 (W) @ 3kHz 30/45/60 75/90 150
脉宽 (ns) @ 1kHz ~170/150/130 ~120 ~100
重复频率 Single shot to 10 kHz
脉冲 - 脉冲不稳定性 <0.5% rms <0.75% rms
偏振态及偏振度 竖直 ; 100:1
光束直径 5.0 mm
光束发散角 8.0 mrad ± 15%
光斑圆度 >85%
光束质量 M2 因子 10 ~ 16
光束指向稳定性 <25 urad
长期稳定性 <0.5% rms
接口 RS 232 / 外部 TTL 触发 / 包含 GUI 软件
预热时间 <5 分钟
工作电压 100~240 V 200~240 V
交流电频率 50~ 60 Hz
功耗 ( 含水冷机 ) 0.8/1.0/1.6 kW 1.7/1.8 kW 2.3 kW
激光头尺寸 660.4x165.1x108.0 mm 660.4x304.8x108.0 mm
控制器尺寸 482.6 x 381.0x 133.4 mm
激光头重量 22.2 kg 38.1 kg
控制器重量 10.9 kg
环境温度 15 to 30 ° C

DM-527 YLF 系列技术参数

DM-527 YLF 系列功率 - 重复频率对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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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冷系统

◇ 超紧凑

◇ 生物光子学和成像的理想选择

◇ 可选倍频输出

典型特征

超快科学 精密计量 生命科学 THz 产生

典型应用

光纤飞秒放大器 Goji 系列

平均功率 5 W

脉冲能量 500 nJ

脉冲宽度  < 200 fs

重复频率 500 kHz-40MHz 

波长 1030 nm

光束质量 M2<1.3

空间模式 TEM00

尺寸 25*25*13 cm

典型特征

◇ 超紧凑轻便       ◇ 工业设计

◇ 空冷                  ◇ 自动控制

典
型
应
用 眼科手术 医疗器件生产

光纤飞秒振荡器 Mikan 系列

平均功率 1 W

脉冲能量 >20 nJ

脉冲宽度  < 250 fs

重复频率 54 MHz

波长 1030 nm

光束质量 M2>1.2

空间模式 TEM00

高能量（百毫焦）亚皮秒 Yb 激光系统

典型特征

◇ 高能量、高峰值功率

◇ 操作简捷

◇工业设计

◇ 频率可扩展到 UV & MIR

◇ Burst mode

◇ 24/7 运行设计

型号 MAGMA25 MAGMA75 MAGMA300

脉冲能量 25mJ 75mJ 300mJ

脉冲宽度   <500 fs   <500 fs   <5ps

重复频率 单发 -100 Hz 单发 -100Hz 单发 -100Hz

波长 1030 nm 1030 nm 1030 nm

光束质量 M2<1.3 M2<1.3 M2<1.3

能量稳定度 <0.3% rms <0.3% rms <0.3% rms

尺寸 75*50*22 cm 75*120*22 cm 82*120*22 cm

典型应用

加速器研究 大气成丝 THz 产生 X-ray 研究

MAGMA 系列具有高能量、高重复频率和高稳定性的优点，是一
款兼具高平均功率和高峰值功率的工业级激光系统。
该系统可用于超快 THz 产生、逆康普顿散射产生 x-ray 以及大气
成丝等科学研究，比起传统钛宝石激光器可产生更高通量的二次
光（射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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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功率 Tangerine
>20W

脉冲能量 >100 μJ

脉冲宽度   350 fs~10ps 

重复频率 单发 -40 MHz

波长 1030 nm

光束质量 M2<1.3

空间模式 TEM00

尺寸 125*42*16 cm

Tangerine HP
>35 W

Tangerine  HP2

>50 W
Tangerine  SP

高至 50 W

>200 μJ >250 μJ 高至 200 μJ

350 fs~10 ps 350 fs~10 ps <150 fs

高能量高重频超快光纤激光器 Tangerine 系列

典型特征
◇ 满足 24/7 运行的工业设计

◇ 高能量、高平均功率 

◇短脉冲选项

◇ 用于软 X 射线或 THz 产生的频率变换 超快科学 精密加工 粒子加速

典型应用

100 W 级高能量超快混合激光器 Tangor 系列

平均功率 Tangor
>50W

脉冲能量 >300 μJ

脉冲宽度  500 fs~10 ps

重复频率 单发 -40 MHz

波长 1030 nm

光束质量 M2<1.3

空间模式 TEM00

尺寸 68*48*16 cm

Tangor HP
>100 W

>500 μJ

典型特征
◇ 高平均功率      ◇ 工业设计

◇ Burst mode     ◇ SHG&THG 可选 

典
型
应
用 微电子精密加工 医疗器件生产

高能量混合飞秒激光器 Yuja 系列

平均功率 >10 W

脉冲能量 >100 μJ

脉冲宽度  < 500 fs~10ps 

重复频率 单发 -40 MHz

波长 1030 nm

光束质量 M2<1.3

空间模式 TEM00

尺寸 40*23*17 cm

典型特征
◇ 切割和钻孔的理想选择

◇ 体积小，易集成

◇可运行在 Burst mode 

◇ 可选 SHG 和 THG
医疗器件生产精密加工

典型应用

微电子

高重频超快光纤激光器 Satsuma 系列

平均功率 Satsuma
>5 W

脉冲能量 >10 μJ

脉冲宽度  < 350 fs~10ps 

重复频率 单发 -40 MHz

波长 1030 nm

光束质量 M2<1.2

空间模式 TEM00

尺寸 52*33*12 cm

Satsuma HP
>10 W

Satsuma HP2

>20 W
Satsuma HP3

>20 W

>20 μJ >40 μJ >40 μJ

典型特征

◇ 高速      ◇ 工业设计

◇ 空冷      ◇ SHG&THG 可选 

典
型
应
用 眼科手术 精密加工微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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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激光器

波量科技可为客户提供国际领先的创新型光纤激光器系列产品，包括

各种参数的光纤激光器、光纤放大器、宽带光纤光源以及光纤激光器

核心组件等高质量产品。产品在材料加工、科学、激光雷达和医疗领

域均有广阔应用市场和前景。

应用领域：
> 钻孔 / 切割 / 标记镜片和蓝宝石
> 刻划 / 图案化薄膜
> 焊接 / 标记透明及特殊塑料
> 标记各种材料
> 激光雷达与传感
> 频率转换和中红外产生
> 各种领域的科学研究
> 激光手术与美容

*1.55μm 和 2μm 处于人眼安全波段，可减少意外造成的视网膜损伤。

mJ 级高能量超快混合激光器 s-Pulse 系列

典型特征

◇ 高能量

◇ 操作简捷

◇工业设计

◇ SHG&THG 选项

◇ Burst mode

型号 s-Pulse HR
>2,5 W

s-Pulse HP
>4 W

s-Pulse HP2

>8 W
s-Pulse HE

>2W

脉冲能量 >40 μJ >1 mJ >2 mJ >5 mJ

脉冲宽度   <500 fs --- --- ---

重复频率 单发 -300 kHz 单发 -5 kHz 单发 -5 kHz 单发 -5 kHz

波长 1030 nm 1030 nm 1030 nm 1030~1053 nm

光束质量 M2<1.2 --- --- ---

空间模式 TEM00 --- --- ---

尺寸 43*32*16 cm 84*51*25 cm 75*51*24 cm 75*55*22 cm

典型应用

超快科学 精密计量 眼科手术 微电子 粒子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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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μm 连续 (CW ) 光纤激光器
(AP-CW1-MOD, AP-CW1, AP-CW)

·波长 1.9 至 2.1 μm 可选
·功率 10~100% 可调
·输出功率 mW~10 W
·线宽 <1 nm
·M2 ＜ 1.1
·可 TTL 电平外控触发

2μm 光纤放大器 
(AP-AMP1, AP-AMP)

·增益范围 1.9 至 2.1μm 可选
·功率 10~100% 可调
·输出功率 mW~5 W
·可选隔离器
·M2 ＜ 1.1
·功率稳定性 ±5%（25℃ 8 小时）

2μm 超连续光纤激光器 (AP-SC-MIR)

·10 dB 带宽＞ 500 nm（1.9 ～ 2.4μm）
·平均功率 100 mW
·额定脉冲频率 10 kHz
·M2 ＜ 1.1
·功率稳定性 ±5% (25℃）

2μm ASE 荧光宽带光源 (AP-ASE)  

·中心波长 1.95μm，20dB 带宽 170 nm
·中心波长 2.07μm，20dB 带宽 100 nm
·输出功率 20mW
·M2 ＜ 1.1
·功率稳定性 ±5% (25℃）

515 nm 纳秒绿光脉冲激光 (AP-515) 1μm 纳秒脉冲光纤激光器 (AP-1030）

·515 nm 波长
·平均功率 10-50 W
·脉宽 5 ns
·脉冲能量 100μJ
·重复频率 100-500 kHz
·M2 ＜ 1.2

·1μm 波长
·平均功率 100 W
·脉冲宽度 5 ns
·脉冲能量 100μJ
·重复频率 50 kHz~500 kHz
·M2 ＜ 1.3

2μm 纳秒脉冲光纤激光器 (AP-1950)

· 2 μm 波长
·平均功率 5 W
·脉宽 5 ns
·脉冲能量＞ 50μJ
·重复频率 100 kHz
·M2 ＜ 1.3

2μm 纳秒 调 Q 光纤激光器
(AP-QS1-MOD, AP-QS1, AP-QS)）

·2μm 波长
·峰值功率 10 W 至 10kW
·脉冲能量高达 mJ 量级
·脉宽 20~200 ns
·平均功率＞ 10 瓦

1-2μm 纳秒脉冲单频激光器 (AP-P-SF)  

·1μm，1.55μm，2μm 波长可选
·窄线宽
·脉冲能量 mJ 量级
·脉宽 2~300 ns
·重复频率 10-200 kHz
·M2 ＜ 1.2

2μmm 单频光纤激光器
(AP-SF1, AP-SF)  

·波长 1.9 至 2.1μm 可选
·输出功率 mW 到 W
·光谱线宽低至 10 kHz
· M2 ＜ 1.1,1.3

·

Fastlite系列专业产品
Professional products from Fastlite

波量科技向您推荐：世界领先的超快光源、脉冲整形及脉冲测量供应

商——Fastlite。Fastlite在超快领域具有多项发明专利，旗下多款产

品为世界首创，是广受世界超快领域研究和从业人员信赖的专业品

牌。

Ultrafast Source
超快光源

Measurement
测量仪器

Pulse shaping
脉冲整形

Delay line
超快延迟线

Fastlite 长期合作机构：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MPI）

密歇根大学超快光学中心（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Ultrafast 

Optical Science，CUOS）

法国超快超强激光厂商 Amplitude Technologies (Evry, France)

法国超快超强激光厂商 Thales Optronique (Elancourt, France)

美国知名超快激光厂商 Spectra Physics (Wien, Aust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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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ZZLER 的发明者是法国科学家 Pierre Tournois，他是 FASTLITE 公司的创始人，也是著名
的色散补偿元件 GTI 镜的发明者。
DAZZLER 的 物 理 名 称 为 声 光 可 编 程 色 散 滤 波 器（AOPDF, Acousto-opto Programmable 
Dispersive Filter）， 这 款 产 品 应 用 于 主 流 的 超 快 激 光 系 统（Amplitude, Thales, 
Femtolasers）中 , 其紧凑型、实用性以及用户友好性等优点为其赢得 OEM 以及科研客户的
好评。
DAZZLER 最典型的应用是压缩脉冲，比如具有正啁啾的宽带脉冲经过预先设置好的声波场，
长波（低频）的成分首先被衍射，经历的光程比较长，短波（高频）的成分随后被衍射，经
历的光程比较短，因此声波场的作用相当于产生一个负啁啾，从而起到压缩脉冲的作用。
此外，通过施加两个或者多个相位固定和时间延时固定的声波场，可以得到相位锁定、延时
固定的多个脉冲，这为光谱学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工具。
目前全世界已经有超过 500 套 DAZZLER 安装在超快激光系统中。

典型特征：
◇超紧凑设计

◇可集成在所有飞秒激光器中

◇可量化控制

◇无预脉冲或者后脉冲产生

应用场景：
◇ CPA, OPCPA 系统脉冲压缩

◇抑制放大器增益窄化

◇多维光谱学

◇ CEP 稳定性控制

声光可编程色散滤波器 -Dazzler

Dazzler 各型号覆盖超快激光的所有波段

DAZZLER-UHR-650-1100 基本参数
（其他型号请登陆我们的网站下载）

波长调谐范围 650-1100nm

瞬时带宽 450nm

光谱分辨率
0.2 nm at 650 nm
0.3 nm at 800 nm

0.4 nm at 1000 nm

强度控制动态范围 >45dB

最大可编程延时 8ps@800nm

最大衍射效率
50% on a 50 nm bandwidth

25% on a 100 nm bandwidth
 40% on a 100 nm bandwidth
40% on a 240 nm bandwidth 

典型声波场刷新时间 <3ms

输入激光能量要求 直径 2.5mm 下，最高不超过 30μJ

光学模块物理尺寸 48 x 94 x 20 mm3

典型光学抖动 <10fs ( 使用额外稳定器件可达 100as)

可选附件：

CEP 稳定功能
Streaming Mode

Time jitter 控制 射频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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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ZZLER-LN-1030 基本参数

波长调谐范围 1000-1060nm

瞬时带宽 60nm

光谱分辨率 0.4 nm at 1030 nm

强度控制动态范围 >45dB

最大可编程延时 9ps@1030nm

最大衍射效率  40% on a 40 nm bandwidth

典型声波场刷新时间 <10ms

输入激光参数要求

在保证较长瑞利长度的聚焦状态下使用；
光学口径：0.5x0.5mm;
相互作用距离 30mm;

光束发散度：±50mrad;
直径 0.15mm 下，最高不超过 3μJ;

线偏振

冷却条件 水冷

光学模块物理尺寸 60 x 60 x 25mm3

典型光学抖动 <10fs ( 使用额外稳定器件可达 100as)

应用场景：
◇掺镱和铒 CPA 激光系统脉冲压缩

◇抑制放大器增益窄化

◇多维光谱学

◇ CEP 稳定性控制

100kHz 高重复频率 Dazzler 啁啾扫描和脉冲测量 -Dazscope

 Dazscope 参数列表

基本参数 Dazscope800 DazscopeVIS

中心波长调谐范围 775 –825 nm 500-700nm

光谱带宽 20 –50 nm 10-24nm

脉冲宽度范围 20 –250 fs 30-200fs

输入脉冲强度 kHz 系统： ~0.1GW/cm2
<100Hz 系统 :~1GW/cm2

kHz 系统： ~0.2GW/cm2
<100Hz 系统 :~2GW/cm2

输入脉冲偏振 线偏振 线偏振

光学模块尺寸 200x70x30mm3 200x70x30mm3

Fastlite 于 2003 年发明了用于啁啾扫描的 Dazscope, 用于扩展 Dazzler 用户的脉冲测量能力，从
而得到最优化的脉冲压缩效果。
配合 Dazzler 的超大扫描范围， Dazscope 可以测量具有较大时间带宽积的脉冲，从而使其成为调
节和优化压缩器的理想工具。

Dazscope 整体解决方案包括在放大系统前端的 Dazzler 脉冲整形器和置于放大器后方用于测量二
倍频光谱的紧凑光学模块，该系统还可以用于优化超快振荡器或者 OPA/NOPA 的系统。测量原理
如下：Dazzler 首先对待测脉冲加载纯二阶色散，通过不断扫描预先设置好的啁啾量，结合输出的
二倍频光谱从而可以得到脉冲的强度和相位信息。
基本上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就可以精确获得脉冲的二阶、三阶和四阶色散值。

理论啁啾扫描图
复杂啁啾测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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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秒脉冲测量仪器 -Wizzler

FASTLITE 公司产品 WIZZLER 基于自参考光谱干涉（SRSI）的原理 , 待测脉冲和一个具有平坦相位
的 XPW 脉冲共线发生光谱干涉，通过提取光谱干涉中的相位和强度信息，可以精确的得到待测脉
冲波形。
WIZZLER 具有单次测量、高动态范围以及极易调节等优点，已经成为超快超强激光领域不可或缺
的测量诊断设备。

Wizzler 各型号详细参数列表

WIZZLER400 WIZZLER USP8 WIZZLER USP4 WIZZLER800 WIZZLER1030

可测光谱范围 380-400nm 550-1050nm 460-1040nm 560-1040nm 960-1080nm

可测脉冲宽度 35-100fs 8-100fs 4-100fs 20-100fs 50-1000fs

时间窗口测量范围 ±400fs ±400fs ±400fs ±400fs ±2500fs

时间对比度
动态范围 >40dB >40dB >40dB >40dB >40dB

脉冲能量要求 2-20μJ 5-15μJ 5-15μJ 2-20μJ 2-20μJ

电脑配置要求 •	 Windows XP，7, 8
•	 两个 USB 接口

尺寸 295x115mm

典型特征：
◇超高动态范围

◇光谱和相位均可单发测量

◇测量精度高

◇极易安装和调节

◇超紧凑设计

应用场景：
◇飞秒脉冲测量

◇傅里叶转换极限脉冲获得

◇优化 XPW 滤波器

◇优化空芯光纤压缩器

Dazzler/Wizzler：时间自适应光学系统

Wizzler 首先进行高动态范围和单次
的光谱相位测量。之后，和 Dazzler
相匹配的相位文件被创建。

原理介绍

测量与反馈实例 1：三阶和四阶色散

以下实例介绍 Dazzler-Wizzler 系统在不同光谱相位条件下的测
量反馈结果。在多种类型色散的情况下，Wizzler 都具有卓越
的表现。

安装在激光系统前级的 Dazzler 根据
测量的相位信息纠正系统残余的色
散。因此，无需调节放大器的色散单
元即可完成色散的纠正和傅里叶转换
脉冲的获得。

反馈前：
脉冲宽度 ( 测量 /FTL）：27.7fs/24.4fs
标准差 ( 测量 /FTL）：50.7fs/14.4fs

反馈后：
脉冲宽度 ( 测量 /FTL）：23.5fs/23.5fs
标准差 ( 测量 /FTL）：16.6fs/14.9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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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与反馈实例 2：三阶与混乱色散

测量与反馈实例 3：相位跳跃

测量与反馈实例 4：双脉冲

反馈前：
脉冲宽度 ( 测量 /FTL）：99.2fs/26.8fs
标准差 ( 测量 /FTL）：53.5fs/16.3fs

反馈后：
脉冲宽度 ( 测量 /FTL）：26.3fs/26.3fs
标准差 ( 测量 /FTL）：16.1fs/15.9fs

反馈前：
脉冲宽度 ( 测量 /FTL）：44fs/30.9fs
标准差 ( 测量 /FTL）：71.4fs/42.1fs

反馈后：
脉冲宽度 ( 测量 /FTL）：30.2fs/30.2fs
标准差 ( 测量 /FTL）：17.1fs/16.7fs

300fs 预脉冲产生

300fs 后脉冲产生

中红外光谱仪 MOZZA

Fastlite 公司的红外光谱仪 Mozza 是一台基于声光调制进行波长选择的新型光谱仪。Mozza 内
部的分光元件不是传统光谱仪中的光栅或棱镜结构，而是一个基于 TeO2 晶体声光调制作用的
带通滤波器 (Acousto-opticTunable Filter, AOTF)。通过控制加载在晶体上的声波频率来选择该
窄带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因而，通过扫描声波频率，可以选出入射光脉冲的不同频率成分，用
探测器记录其光学强度值。最后将声波频率重建为光频率，从而得到完整的入射光光谱。由于
Mozza 同时具有宽测量范围 (1-5um) 和高分辨率等优点，使得它成为红外光谱研究中的一个越
来越不可或缺的测量仪器。

Mozza 参数列表
光谱范围 1-5μm（2000-10000 cm-1）

扫描速度 25kHz

光谱分辨率 5cm-1

灵敏度 0.5pJ

动态范围 40dB

探测带宽 50/200kHz( 取决于增益设置 )

可选项 可连接 FROG, 测量至 9μm 的红外光

输入激光要求 1. 竖直线偏振；2. 光高可低至 38.1mm; 3. 聚焦或准直光束

触发 TTL

MOZZA 可分辨率和灵敏度曲线

水在红外光波段的吸收曲线
（红色代表理论曲线，蓝色是 Mozza 测量曲线）

MOZZA 测量 OPA 信号光、闲频光
和差频光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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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红外脉冲测量仪 FROZZER

FROZZER 是 Fastlite 专门为其高通量中红外 OPCPA 系统研发的扫描式脉冲诊断测量仪器。
FROZZER 可以测量 3 个光学周期到 5ps，1-9µm 的脉冲，其完美适用于掺镱、铒、铥激光
器以及 OPA/OPCPA 系统信号光、闲频光和差频产生的测量诊断。

典型特征：
◇ 3 个光学周期到 5ps 测量

◇  适合多种中红外光源

◇  超长扫描范围

◇ 1-9 µm 测量范围

◇ 极易操作

FROZZER 参数表

脉冲测量范围 3 个周期到 5ps

光谱测量范围 1-9µm

扫描范围 ±30ps

时间分辨率 150as

输入能量要求 0.1µJ-10µJ

输入光束直径 不大于 6mm

输入偏振要求 竖直线偏振

光学模块尺寸 243x174x81 mm3

Frozzer 测量结果：双脉冲

Frozzer 测量结果：3µm 波段 5 个光学周期

CEP 测量仪

在 CEP 稳定和相位标记的应用中，快速和单发 CEP 测量是必须的。
Fringeezz 是 Fastlite 公司开发的单次、kHz 载波包络相位测量仪器，
其放置于 f-to-2f 的光学设置之后，可以在 10kHz 的重复频率下提取每
一发的 CEP 误差。在超快激光领域，Fringeezz 所测量的 CEP 数据已
经成为了行业的标准。

典型特征：
◇ kHz 以上 CEP 单发测量

◇ 实时数据分析和数据存储

◇ 与 Dazzler 可组成反馈系统

◇ 可测量可见和红外波段

典型应用：
◇ CEP 单发快速测量

◇ 相位标记（Phase Tagging）

Fringeezz 参数
CEP 测量速度 >15kHz
单发测量最高重复频率 >100kHz
测量分辨率 6-10 mrad
实时软件分析 PSD, Statistics, Data-logging
输入激光要求：
◇ 5-10 个光谱干涉条纹

80nm 带宽，中心波长 800-900nm
30nm 带宽，中心波长 510nm

◇光谱干涉条纹对比度：>50%

◇入射狭缝：50um

◇能量：15-25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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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zzler/Fringeezz CEP 闭环反馈系统

通过 Dazzler（或者高重复频率 Dazzler）与 Fringeezz 的组合形成无色散高宽
带 CEP 稳定闭环反馈系统。
此系统是钛宝石放大器、OPCPA、其它 CEP 兼容系统以及高稳定性干涉仪的最
佳选择。

周期量级 OPCPA 系统 -Starzz

Fastlite 公司是超快激光领域卓越的器件和控制系统生产商，依托其丰富的超快技术、知识和人
才储备，近年来开发了一套高通量、CEP 稳定中红外 OPCPA 系统。
不同于低重复频率的钛宝石激光系统，该系统具有 100kHz 重频，是高次谐波产生和阿秒科学研
究的新一代理想驱动源。
结合了 Trumpf 超稳定工业级 Yb 激光器和 Fastilte 无与伦比的超快激光技术，该激光系统输出
20W/50fs/100kHz 中外激光 , 将为超快激光科学设立新的标准。

Red STARZZ Black STARZZ

重复频率 100kHz

中心波长范围 1.4-1.75μm 2.5-4.0μm

输出功率
   100W 泵浦功率
   200W 泵浦功率

10W
20W

7.5W
15W

脉冲宽度 <50fs

CEP 稳定性 <150mrad

脉冲 - 脉冲稳定性 <1.5% rms

调谐性 Yes

第二端口输出

中心波长 2.5-4.0μm 1.4-1.75μm

脉冲宽度 <100fs

输出功率
   100W 泵浦功率
   200W 泵浦功率

5W
10W

5W
10W

Starzz 内置 Fastlite 以下控制和测量仪器

100kHz Dazzler Mozza 红外光谱仪 多路同步系统 中红外 FROG CEP 测量系统



79Products www.wavequanta.com78 北京波量科技有限公司 Products

典型特征：
◇被动同步和自反馈系统保证 <150mrad CEP 稳定

◇全共线设计

◇色散控制使用块材料，结构稳定

◇工业级 Yb 激光作为泵浦源

◇激光内部充干燥空气，保证光谱平滑性

◇高重复频率 DAZZLER 技术、CEP 稳定技术

应用场景：
◇高次谐波产生

◇ XUV 光谱学

◇ XUV 成像研究

◇阿秒科学

Fastlite OPCPA 系统 Starzz 典型测量数据

功率长期稳定性 单发 CEP 稳定性
（同类产品世界最高水平）

接近傅里叶极限的脉冲宽度 相位噪声测量数据

Fastlite OPCPA 系统全球用户

用户单位 科研方向

欧盟 Extreme Light Infrastructure 匈牙利阿秒科学装置 高次谐波、阿秒科学

英国卢瑟福实验室 高次谐波、阿秒科学、超快光谱学

德国马克思玻恩研究所（MBI） 高次谐波、阿秒科学

加拿大 Paul Corkum 研究组 高次谐波、阿秒科学、XUV 光谱学

日本 Spring-8 同步辐射装置 高次谐波

中红外飞秒光源 twin Starzz - Pro

Starzz 系列高通量 OPCPA 系统是 Fastlite 超快技术能力和工业级掺镱放大器的完美结
合。设计上围绕 Fastlite 里程碑式的超快脉冲控制技术，集成 Amplitude Tangor 系列 
100W 飞秒工业激光器 ，输出可调谐 100kHz 中红外超快激光脉冲。结构简易性和系
统稳定性极大降低了极端科研条件下的实验时间。

典型特征：
◇ 紧凑 & Turn-key

◇单发数据存储并实时处理分析

◇干燥空气

◇集成泵浦光和 OPCPA 系统诊断

◇飞秒和皮秒双模式

◇ 可见光和紫外输出选项

应用场景：
◇ 二维光谱学

◇ 时间和频率分辨光谱学

◇超快分子科学

twin Starzz-Pro 基本参数

重复频率 100kHz

中红外 可见光 紫外光

中心波长调谐范围 3-9 μm 500-900nm 250-450nm

输出能量 >10μJ >3μJ >300nJ

平均功率 >1W >300mW >30mW

脉冲宽度（fs 模式） <100fs 10-30fs <50fs

脉冲宽度（ps 模式） ~1ps

脉冲 - 脉冲稳定性 <1%

twin Starzz-pro 内置以下仪器

100kHz Dazzler 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

典型输出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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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红外 OPCPA 模块 -twin Starzz 

twin Starzz 是一款独立的 OPCPA 模块，为用户提供可以兼容任何一款 2ps 以内超快
激光器的灵活性。设计上围绕 Fastlite 里程碑式的超快脉冲控制技术，输出可调谐中红
外超快激光脉冲。结构简易性和系统稳定性极大降低了极端科研条件下的实验时间。

典型特征：
◇ 紧凑 & Turn-key

◇单发数据存储并实时处理分析

◇干燥空气

◇集成泵浦光和 OPCPA 系统诊断

◇飞秒和皮秒双模式

◇ 可见光和紫外输出选项

应用场景：
◇ 二维光谱学

◇ 时间和频率分辨光谱学

◇超快分子科学

twin Starzz 基本参数

重复频率 <1MHz

中红外 可见光 紫外光

中心波长调谐范围 3-9 μm 500-900nm 250-450nm

输出能量 <10μJ <3μJ <300nJ

平均功率 <1W <300mW <30mW

脉冲宽度（fs 模式） <130fs 10-30fs <50fs

脉冲宽度（ps 模式） ~1ps

twin Starzz 内置以下仪器

100kHz Dazzler 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

典型输出光斑

Fastlite 色散管理解决方案

OR

色散管理是超快激光核心技术之一，包括对锁模脉冲的产生、脉冲展宽、脉冲压缩以及脉
冲的整形。Fastlite 公司是全球最专业的超快激光产品和服务供应商，波量科技也致力于成
为中国最好的超快激光服务公司，强强联合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超快激光解决方案。

块材料展宽器 / 棱栅对压缩器组合
在 mJ 量级的超快激光放大器中，使用块材料作为展宽器从紧凑性和稳定性的角度出发是
最佳的选择，但是与其配合的常规光栅对压缩器存在着高阶色散不可被补偿的天然劣势，
因此选择使用棱栅对可以补偿二阶、三阶和四阶色散。
此外该方案还具有 CEP 兼容的优势，配合 Dazzler 可以得到最佳的脉冲质量和 CEP 稳定性。

应用多个 FASTLITE 核心专利产品的 kHz 放大器

系统特征：
◇ 8mJ/22fs

◇ CEP 稳定性 240mrad

◇ 傅里叶转换极限脉冲

◇ 结构紧凑

◇ >80% 的压缩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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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解决方案

Laser & Optics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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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色散补偿器

色散补偿 - 脉冲压缩器 / 展宽器是啁啾脉冲放大系统（CPA）中两大

重要核心部件。展宽器通过引入色散将脉冲展宽，在放大过程中降低

峰值功率，保护系统元件，放大后脉冲通过压缩器补偿色散，将脉宽

压缩，提高峰值功率。常用的展宽器有：块材料、光栅展宽器等，压

缩器有：色散棱镜、光栅、啁啾镜等。除了激光系统内采用展宽器 /

压缩器，在科研应用实验中对脉冲宽度需要调整，而激光系统自身参

数调整无法满足时，仍需采用色散补偿器进行外部调整。

应用领域 :
> 啁啾脉冲放大系统内脉宽展宽、压缩
> CPA 系统升级改造
> 超快光谱应用
> 实验脉冲同步
> 脉宽调制实验

波量科技拥有丰富的色散补偿器设计搭建经验，可提供定制化的马丁

内兹光栅、欧浮纳光栅、块材料展宽器；光栅对、棱镜对、啁啾镜压缩器。

欢迎来电来函咨询。

> 反射式光栅
> 支持焦耳量级输入能量
> 结构紧凑
> 高传输效率 >75%  @800/1030/1064/1550 nm (UV 另议）
> 纳秒百皮秒 (ps~ns) 至数十飞秒 (fs) 变换

反射式光栅色散补偿器

> 透射式光栅
> 支持毫焦耳量级输入能量
> 结构紧凑
> 高传输效率 >80%  @800/1030/1064/1550 nm 
> 数百皮秒 (ps) 至数十飞秒 (fs) 变换

透射式光栅色散补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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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棱镜对 ( 适用色散 30000 fs2 以内 )
> 支持 5 mJ 输入能量
> 棱镜间距可调，GVD 调谐范围宽 ( 正负可调 )
> 高传输效率 >80% @800/1030/1064/1550 nm
> 数十皮秒 ps 至数十飞秒 fs 变换

棱镜对色散补偿器

空芯光纤光谱展宽、脉宽压缩系统

针对商用 CPA 系统需要光谱展宽脉宽再压缩，实现亚 10 fs 周期量级
输出。采用空芯光纤展宽光谱，啁啾镜、尖劈补偿色散，技术特征如下：
◇ 支持重频高达 : 10 kHz   
◇ 输入脉冲能量 : 0.5~5 mJ
◇ 输入脉宽 : <50 fs  
◇ 脉宽压缩比 : 5x-6x  
◇ 输出光谱带宽 :  400 - 950 nm( 针对钛宝石 CPA 系统 ) 
◇ 传输效率 : >50%( 空芯光纤效率 >60% ，可差分泵浦 )
◇ 输出脉宽 : <7 fs( 针对商用钛宝石 CPA 系统如 Femtopower )

超短脉冲谐波产生器（SHG/THG/FHG）

波量科技提供的超短脉冲谐波产生器可为 680 nm~1300 nm 波段的 fs/ps 激光
提供二次谐波产生（SHG）、三次谐波产生（THG）和四次谐波产生（FHG），
特别是基于钛宝石、Yb、Nd 等介质的振荡器和放大器。这些谐波产生器可以很
大程度扩展您激光器的波长使用范围。波量科技提供的超短脉冲谐波产生器根据具
体需求可采用时间补偿片与延时线同步两种技术，为您提供贴心的定制化服务。

◇ 紧凑，操作简单

◇ 高效率

◇低色散

◇ 可定制

典型特征
典
型
装
置

型号 THGH-fs1 THGH-ps2 THGL-fs3 THGL-ps4

SHG 能量 / 功率 >250 μJ >250μJ >250 mW >100 mW

SHG 脉宽   <180 fs 1 ps <180 fs 1 ps

SHG 效率 >25% >25% >20% >8%

THG 能量 / 功率 >150 μJ >150 μJ >150 mW >30 mW

THG 脉宽 <300 fs 1 ps <300 fs 1 ps

THG 效率 >15% 15% 12% >2%

钛宝石谐波产生器典型型号

1. THGH-fs 输入：1 mJ，120 fs，1 kHz@ 800 nm
2. THGH-ps 输入：1 mJ，1 ps，1 kHz@ 800 nm
3. THGL-fs 输入：1.26 W，100 fs，76 MHz@ 800 nm
4. THGL-fs 输入：1.26 W，1 ps，76 MHz@ 800 nm

典
型
应
用

超快科学 精密加工 粒子加速 微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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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短脉冲堆叠模块
波量科技提供的超短脉冲模块可用于 266 nm~1300 nm 波段的飞秒脉冲（35 
fs~200 fs）时域平顶分布脉冲或者特定分布的脉冲串产生。该模块根据具体的宽
度和间隔要求分为双折射堆叠和偏振分束 - 合束两种技术方案实现。另外，该模块
可以与波量科技提供的脉冲色散补偿器配合提供更丰富的分布变化。

典
型
应
用

超快科学 精密加工 粒子加速 微电子

双
折
射
堆
叠
原
理

偏
振
分
束
合
束
堆
叠
原
理

◇ 手动、电动模块可选

◇ 紧凑、高效率

◇平顶堆叠宽度 1ps~20 ps

◇脉冲串间隔 100 fs~1 ns

◇ 可定制

典型特征 典型分布

高重复频率Yb飞秒激光系统

和钛宝石激光器系统相比，半导体激光直接泵浦的Yb激光具有稳定、

易操作、紧凑和性价比高等特点，尤其在百飞秒脉冲时间尺度完全可

以满足应用需求的条件下，Yb飞秒激光是用户最佳的选择。

波量科技精通典型高重复频率飞秒激光系统，并与业界最前沿的公司

具有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已经为国内科研院所提供了基于碟片式、

全固态和光纤的飞秒激光全面解决方案。我们期待与您的合作，会根

据具体应用需求制定最佳解决方案。

激光系统和核心单元 典型特点 合作单位

光参量放大（OPA, OPCPA）系统 极短脉冲：<10fs Fastlite

碟片式Yb: YAG飞秒激光系统 >100kHz重复频率 Trumpf Scientific Lasers

飞秒光纤激光系统 MHz重复频率，低能量 Amplitude Systemes

现有激光系统的升级改造 灵活、快速、价格合理 波量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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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最优化激光系统的甄选

>激光系统维护和升级

>核心激光元器件的更换

>激光参数优化

>搭建激光系统和物理应用的“桥梁”

产品应用

>飞秒激光精密微加工

>高次谐波和阿秒脉冲产生驱动源

>THz光源

>光学参量放大泵浦光源

>超快光谱学

高重复频率Yb飞秒激光系统合作伙伴

高重频 Yb 激光系统色散解决方案

与钛宝石飞秒激光器相比，飞秒 Yb 光纤 / 固体激光器具有紧凑和高重复频率等特点，其系统色散
管理也具有特殊之处。 比如，光纤放大器本身引入的非线性效应（B 积分）较大，因此需要对脉冲
进行较大程度的展宽。光纤激光器本身要求紧凑和稳定，因此应该尽量避免使用体积较大的色散管
理元件。
波量科技具有多年的飞秒激光色散管理经验，可根据客户特殊的定制化要求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啁啾光纤布拉格光栅 (CFBG) + 透射光栅（TG） 啁啾体布拉格光栅 (CFBG)+ 体光栅（VBG）

块材料 + 棱栅对 ( 更适合 Yb 固体放大器） 基于 Dazzler 的压缩方案

◇ 展宽量可达 ns 量级

◇ 灵活调节 GDD & TOD

◇ 适合各种 Yb 飞秒激光器

◇ >80% 压缩器效率

典型特征

◇ 展宽量可达 ns 量级

◇ 结构极其紧凑

◇ 适合各种 Yb 飞秒激光器

◇ >95% 压缩器效率

典型特征

◇ 展宽量：>20ps

◇ 色散补偿至四阶以上

◇ 适合各种 Yb 飞秒激光器

◇ >75% 压缩器效率

典型特征

CFBG

TG VBG

CFBG

块材料

棱栅对

典型特征

◇ 傅里叶转换极限脉冲              ◇ 多种色散方式灵活组合

◇ CEP 稳定                                     ◇ 高达 100kHz 重复频率

CFBG

块材料

Dazzler

TG
CVBG

棱
栅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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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重频高通量高次谐波产生装置

高通量高次谐波 / 阿秒脉冲产生系统最关键的单元包括高重复频率激

光系统、真空气体靶室以及高次谐波 / 阿秒脉冲传输和控制。

目前驱动产生高次谐波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 高重复频率 (1-10kHz) 的钛宝石 CPA 激光系统

2. 高重复频率 (MHz) 的共振增强腔系统

3. 高重复频率的 OPCPA 系统

4. 高重复频率的基于相干合成的光纤 CPA 系统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钛宝石激光系统，但是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首

先钛宝石系统重复频率很难做到很高，一般小于 5kHz，并且需要专

门的技术人员来维护，不利于非激光专业的用户操作使用。共振增强

腔的好处是可以实现非常高的重复频率，但是共振增强腔技术难度很

高，尤其是单脉冲能量较低，不利于实现非常高的 HHG 通量。

目前高次谐波和阿秒研究前沿领域正在使用高重复频率的 Yb 激光

FCPA 系统或者 FCPA/ 薄片激光驱动的 OPCPA 激光系统来产生高通量

的 XUV 光源，这些研究单位的典型代表为欧洲 ELI 激光装置、加拿大

Corkum 研究组以及英国卢瑟福实验室。

Yb FCPA+ 脉冲压缩

100kHz OPCPA

Gas jet HHG

波量科技携手 Fastlite、Amplitude 以及 Ultrafast Innovations 等国际

顶尖公司为您提供最优化的高次谐波产生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波量

团队为客户提供激光光源、实验设计、实验平台搭建等一站式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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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量科技团队具有十年以上的CPA系统设计、搭建、维护及应用经

验，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能力范围

>CPA放大系统特殊定制光学元件

>钛宝石CPA放大系统的整体设计和定制化服务

>kHz,TW,PW等多种类型CPA放大系统的维保、改造和升级

>基于CPA激光系统的强场物理实验平台建设

相关产品

啁啾脉冲放大系统（CPA）整体
解决方案

啁啾脉冲放大(CPA)是提高超快激光脉冲峰值功率的最佳方案，广

泛的应用于原子分子物理、强场物理、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

同时，CPA系统是目前为止用于强场物理科研领域的最成熟的激

光驱动源，商品化的CPA系统的峰值功率已经可以达到1PW量

级，广泛的应用于电子加速、质子加速、超快X射线光源的产生等

极具科研价值和应用价值的领域。

钛宝石超快激光反射镜 高能量固体激光反射镜 透射光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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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安全且高能量运行

为您提供光路优化、泵浦源定期诊断、光学损伤评估等服务。

2. 傅里叶转换极限的脉冲宽度

为您提供系统色散管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展宽器、压缩器、脉冲整形

器的优化。

3. 衍射极限的焦斑质量

聚焦后的激光才具有实际应用的意义。聚焦光斑的质量（尺寸、能量

集中度等）取决于光束近场的强度分布和空间的波前均匀性，因此测

量和控制整个系统中的光束分布和波前畸变是提高光束质量，进而提

高功率密度的关键所在。

波量科技提供无像差扩束系统、优质离轴抛物面镜、波前诊断和矫正

系统，为您提供理想的衍射极限聚焦光斑。

Dazzler-wizzler的反馈系统: 
支持系统达到傅里叶转换极限脉冲

Deformable mirror & SID4的反馈系统：
超强激光聚焦光斑最优化

超强激光峰值功率优化
超强啁啾脉冲放大系统中，应用端（靶点）的峰值功率密度决定了电

子源、质子源以及X-射线光源质量，是衡量该系统的最重要的指标。

决定峰值功率密度的三个指标：能量、脉冲宽度和聚焦光斑的参数优

化是决定强场物理实验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极大地影响着实验的进程

和效率。

波量科技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完整的激光系统质量优化解决方案，保证

靶点处最优的激光表现，为您的科学实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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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器元件的固定和支撑

*多维调整架设计及高精度光路爬高/低架

光路衰减系统

*大口径光路匹配+极限空间匹配

波量科技成员具有多年激光领域开发应用经验，提供全方位的光机系

统设计解决方案。波量科技热忱欢迎客户咨询，期待为您解决定制化

的产品需求。

特殊定制光机械元件和系统

通常光学元件在实际应用时往往需要配合相应的机械设计方案，而这

些机械元件设计一般需要满足极高的形位精度以及相当稳定的机械结

构等条件，同时与光学元件的配合方式应当安全可靠，以免对脆弱的

光学元件造成损伤。

我们的团队具有多年实验室光机系统设计经验，同时拥有军工级加工

质量的机械加工合作伙伴，能够根据您的实际实验情况为您提供精

密，可靠，有效的机械设计方案和加工服务。

以下为我们为以往客户设计的一些定位，支撑，紧固等光机解决方

案。

超薄透射光栅的固定系统

*光栅厚度仅为0.9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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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FP的光束衰减系统基本结构

大口径衰减系统中的TFP安装

定制光束衰减系统

低功率激光系统，可以通过叠加不同衰减比例衰减片或使用可变衰减

片来实现，但不适合连续调节功率、能量；在高功率系统中，光束口

径较大，容易损坏衰减片。此时最佳的解决方案是使用半波片与偏振

片组合来实现连续调节功率、能量的衰减系统。

其原理是利用波片调节线偏振的方向来控制透过偏振器件的能量。低

能量下使用立方式偏振器件，比如格兰棱镜等，但在高能量下不适

用，首先是因为大口径的立方偏振器件非常昂贵，其次由于胶合的原

因，极易被打坏。所以只能选用大口径的基于偏振镀膜原理的薄膜偏

振片(TFP)。TFP的消光比在100：1左右，能够满足能量衰减的动态范

围。

波量科技成员具有多年激光领域开发应用经验，提供全方位的激光衰

减系统解决方案。波量科技热忱欢迎客户咨询，期待为您解决定制化

的产品需求。

相关产品

高阈值透射式（反射式）偏
振片

定制偏振片调整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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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第光隔离器原理图

波量科技解决方案团队具有多年的隔离器开发经验，可为客户提供不同

类型、口径的光学隔离器，适用于激光振荡器到拍瓦激光器等不同峰值

功率范围的光学系统。欢迎您来电来函咨询！

定制光束隔离系统

在任何激光放大系统中，不可避免的从放大端或者应用端产生一定的

返回光。返回光轻则影响前级光的性质，从而影响最终的激光状态参

数，重则会打坏光学元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因此，建立一套或者多套光学隔离系统将对维持激光系统的安全稳定

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光隔离器利用法拉第旋光晶体的磁致旋光效应：线偏光通过外加磁场

的晶体时，光的偏振方向会发生旋转，且晶体对线偏光的旋转方向不

依赖于传播方向，因此可以通过合理设计让光束往返晶体后偏振方向

旋转90°，无法再次通过隔离器，从而将返回光隔离出光路。

在很多情况下，客户要求入射光的偏振方向不发生变化，因此需要使

用法拉第旋转器、半波片的组合来实现这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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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生腔设计和脉冲提取

经过合适镀膜的电光调制器一般具有较高的损伤阈值，能够作为再生

放大器内放大脉冲控制以及导出的器件，根据您的实际需求，我们能

够为您提供包括再生腔内的脉冲放大和提取解决方案。

三、对比度提升

电光调制器响应速度很高，能够提供近乎方波的调制信号输出，同时

也可以在ns量级的时间尺度进行调制工作，因此可作为ns对比度提升

的选择。根据您的实际需求，我们能够为您提供基于电光调制器的ns

对比度提升解决方案。

波量科技团队关于电光调制器及其应用有着多年的使用和开发经验，

欢迎您来电来函咨询！

普克尔盒脉冲选单原理图

电光调制器解决方案

电光调制器是一种利用诸如GaAs，LiNbO3，LiTaO3等晶体的电光效应

制成的光学调制器件。利用电光调制器，我们能够设计特定的光路结

构对光信号的强度，偏振态，相位，延时等参数进行控制。

对于能量较高的激光脉冲，所需要的电光晶体口径一般较大，这种条

件下一般选择横向加压设计的电光调制器，响应频率上限可达1MHz。

对于能量较低，光斑口径较小，但需要较高调制频率的激光脉冲，可

选择纵向设计的高速电光调制器，响应频率可达500MHz。

电光调制器的常见应用：

一、脉冲选择

电光调制器可根据外界触发信号源按一定频率工作，同时根据所加电

压不同，电光晶体能够定量的改变输入脉冲的相位参数。因此，电光

调制器可以配合相应波长镀膜的波片和偏振选择元件，组成脉冲选择

系统。

普克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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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范围：

>气体靶和固体靶的设计和加工

>等离子体和靶的全方位诊断

>电子、质子及X-射线源的诊断

相关产品

Phasics 波前传感器: SID4

SID4可以用来精细诊断气体靶的静态密度
和离化条件下的动态密度，从而更好的解释
激光和气体的相互作用过程，并分析电子或
者次级辐射源的对应性质。

由SID4测量得到的等离子体离化过程 由SID4测量得到的等离子体密度

等离子体产生和诊断系统

1. 等离子体产生系统

在激光驱动强场物理实验中，主要包含激光系统、等离子体产生系统

以及诊断系统三部分。而等离子体产生系统决定了实验中加速粒子的

种类与品质，是否给出定量可控的等离子体产生系统决定着最终的实

验成败。激光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中的初始靶材通常分为固体、液

态、气体三大类，其中气体靶为电子加速实验最常用到的靶，固体靶

在质子加速中最常用。

2. 等离子体诊断系统

 光学诊断在激光等离子体实验中意义非凡，它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激光

与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后的演化状态，反推等离子体的密度信息，测

量等离子体的动态过程。阴影成像术与Nomarski干涉仪是目前主流的

光学诊断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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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光束在产生、传播的过程中经常受到调制，比如自由传播以及有

限光学口径所造成的衍射环状结构以及“热斑”。在空间频率域，这

种调制结构对应于高阶频率。因此可以使用透镜做“傅里叶转换”，

且可以使用小孔结构来将傅里叶平面上的有害结构去除，即空间滤

波。空间滤波一般配合真空像传递应用，在其基础上增加特殊设计的

孔状结构构成。

波量科技团队具有多年像传递以及空间滤波的设计开发经验，欢迎不

同领域的客户咨询，我们将为您提供全范围的专业解决方案。

空间滤波系统原理图

像传递系统解决方案

激光光束经过长距离的传播以后，由于相干光的衍射效应将导致光斑

横向空间分布出现被调制的结构。为了减小乃至去除这种影响，可以

使用像传递将光束质量良好的物平面成像到应用端的像平面。

像传递系统广泛应用于激光放大器以及超强激光装置的光束传输中。

一般由下图中的共焦双透镜组成，在高能量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焦点处

的空气击穿还会配合使用真空管。

像传递系统原理图

为某客户定制的像传递系统实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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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及重复频率锁定

周期量级飞秒激光脉冲内部CEP（载波包络相位）对电场强度影响很

大，对其敏感的实验如阿秒、阈上电离等必须考虑测量和锁定CEP。

振荡器重复频率较高，对振荡器的锁定称为快环。放大器的重复频率

较低，对放大器进行CEP锁定，称为慢环锁定。

由于光束指向性的不稳定、温度变化、振动及泵浦光能量抖动等因

素，即使振荡器的CEP锁定，放大后的CEP仍然存在不稳定的慢漂，需

要对放大器的CEP进行进一步的锁定。目前采用f-2f光谱干涉法测量飞

秒激光脉冲的CEP，通过不同的反馈控制方式已经实现了对飞秒放大

系统整体CEP的锁定。

相关产品
Dazzler/Fringeezz 

CEP闭环反馈系统

通过Dazzler（或者高重复频率Dazzler）

与Fringeezz的组合形成无色散高宽带CEP 

稳 定 闭 环 反 馈 系 统 。 此 系 统 是 钛 宝 石 放 大

器、OPCPA、其它CEP兼容系统以及高稳定性

干涉仪的最佳选择。

非线性光学系统解决方案

自从激光发明以来，基于非线性光学的频率变换为激光的应用带来无

穷的可能性。峰值功率密度极高的超快激光的非线性频率转换更是为

多种学科翻开新的篇章。波量科技凭借多年的非线性光学经验为您提

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应用：

>超快激光光谱学                          >周期量级脉冲压缩

>脉冲对比度提高                          >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CT）

>强场物理

能力范围：

>光学倍频、和频和差频                   >光学参量振荡

>光学参量放大                                     >交叉偏振滤波

>光学超连续和脉冲压缩                   >非线性光学过程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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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锁定的飞秒激光放大器

飞秒激光振荡器在特定的应用场合下，如飞秒光学频率梳，除了要锁

定CEP，还要通过腔长锁定重复频率。用PZT（压电陶瓷）驱动谐振腔

的一个腔镜，测量腔长与预定值之间的误差信号，通过比例-积分-微

分电路（PID）将误差信号变为控制信号，反馈控制PZT形变量，最终

可以实现重复频率的控制锁定。

光学频率梳中的PZT锁定腔长

波量科技与国内外合作商紧密合作，可以为用户提供CEP、重复频率

锁定激光器整体解决方案及其核心组件。波量科技热忱欢迎客户咨

询，期待满足您个性化的定制产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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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真空系统

在很多物理实验以及超强激光系统内部，为了避免高峰值功率激光与

空气相互作用而造成对光束质量的破坏，以及空气成分对实验结果的

影响，需要将激光系统压缩器、光路传输系统或实验靶室等放置于真

空条件下。此时就需要搭建真空系统，一般由真空腔体、真空泵、管

道、真空计等组成，可以实现不同的真空度需要。

应用场合：
高功率CPA压缩器；真空传像系统；
周期量级飞秒激光产生；高次谐波及阿秒脉冲研究；
超强激光高能量密度物理研究等

波量科技具有多年的研发经验，精通真空靶室、真空元器件、光学元
件的真空性质以及真空测量仪器等关键技术，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真
空解决方案，欢迎来电来函咨询。

        光学真空腔 置于真空腔内的高功率
飞秒激光压缩器

合作供应商



附录 1：Dazzler 原理及使用技巧
DAZZLER 的工作过程概括为声波和光波的相互作用，声波和光波的相互作用机理 [2] 可以用
下面的公式（1）（2）（3）表示。在时间域上，输出的光波的电场是输入光场和声波长的卷积，
在频率域上，输出光场是输入光场和声波场的乘积，并且入射光场、出射光场和声波长满足
相位匹配（能量守恒、动量守恒）。

然后我们可以从超快（宽谱）激光的角度来理解 AOPDF 对入射激光的相位和幅度调制过程，
入射激光各个频率成分只有和其相位匹配的声波才能发生最大效率相互作用。根据公式（3）
可知，可以通过调制声波场的相位和幅度来调制出射光场的光谱相位和幅度，这就代表了
DAZZLER 最基本的两个功能：光谱相位优化（色散补偿）和光谱形状调制（抑制增益窄化）。
如图二所示，具有正啁啾的宽带脉冲经过预先设置好的声波场，长波（低频）的成分首先被
衍射，经历的光程比较长，短波（高频）的成分随后被衍射，经历的光程比较短，因此声波
场的作用相当于产生一个负啁啾，从而起到压缩脉冲的作用。从实际超快激光系统的角度出
发，很容易就可以联想到，如果通过测量装置得到整个激光系统的剩余色散（光谱相位畸变），
然后将此色散的负值反馈到 DAZZLER 上可以将系统的色散调制成零，得到傅里叶转换极限
的脉冲。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将系统的光谱窄化信息测量出来然后反馈到 AOPDF 上，得到
最宽的光谱。此外，通过施加两个或者多个相位固定和时间延时固定的声波场，可以得到相
位锁定、延时固定的多个脉冲，这就是为光谱学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工具。

1. DAZZLER 的安装和调试技巧

（1）DAZZLER 初次安装
认真阅读说明书所标称的通光口径，调节 DAZZLR 的位置，一般光斑应从通光口靠近底部
1/3 位置处通过，否则衍射光斑可能会有切光的现象出现（见图 1）。

图 1 DAZZLER 通光口径示意图



对于 P 偏振的入射光，DAZZLER 应竖直放置。DAZZLER 会改变入射光偏振态 90°，故出射光变
为 S 偏振。反之，对于 S 偏振的入射光，DAZZLER 应水平放置。DAZZLER 会改变入射光偏振态
90°，故出射光变为 P 偏振。
按照激光系统的要求连接 DAZZLER 控制器触发信号。以 1 kHz 再生放大器为例；信号源输出的 1 
kHz 信号，触发电平有一定要求，TTL 信号要求 3V 以上电压。如果使用的是旧版 DAZZLER 需要
50 欧姆阻抗匹配接头 , 软件才能正确识别重复频率（新版不需要）。正常情况下 L1 灯应该呈绿
色闪烁状态。

图 2 DAZZLER 电源控制器示意图
 

（2）同步信号设置
同步设置的目的是保证入射激光和声波光场的有效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光脉冲达到的时候声波已
经处于等待的状态。打开 DAZZLER 软件，首先点击 setup，进行 Trigger and mode setting，这
里要求外接的触发信号与再生放大光导出时间之间的延时在 1us 以内。
实际控制需要一定提前量，约 21us，可以在设置里微调。 

图 3 DAZZLER 同步信号设置
（3）波长校正
由于相位匹配的影响和双折射性质的存在，不同的声光晶体角度对应不同的输出光谱的中心波长
（可参照非线性光参量放大过程来理解）。出厂时厂家已经做了相应的声光场和输出光谱之间的
校准，在安装的时候就是要回复这个校准。
首 先 在 DAZZLER 的 软 件 中 设 置 hole position， 比 如 在 800nm 处。 然 后 调 节 入 射 光 进 入
DAZZLER 的角度，会发现光谱会发生明显的移动，仔细调节将光谱凹陷中心调到设置值 800nm
处即可固定。

图 4 DAZZLER 软件操作界面
2.   注意事项
输出脉冲偏振和输入偏振垂直，因此在设置光路的时候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偏振元件。
严格按照厂家的要求确定输入激光的能量和光斑尺寸。
认真阅读厂家的说明书，防止 DAZZLER 操作不当损伤激光系统，尤其是防止产生光谱切割的情
况出现。

附录 2：Wizzler 原理及使用技巧
超短脉冲的诊断和测量是超快激光核心技术之一。由于超快脉冲宽度在皮秒或飞秒量级，不可
以使用直接探测的方式进行诊断，因此一般使用间接测量技术，比如自相关仪、SPIDER、FROG
等。Fastlite 公司另辟蹊径，发展了一套基于 XPW 技术的和自参考光谱干涉技术的脉冲诊断仪器
Wizzler，已经成为超快脉冲放大器用户的新宠。本文将对此仪器的原理和使用技巧进行详细的介
绍。

一、Wizzler 基本原理
交叉偏振滤波
要理解 Wizzler 的基本原理，就不得不先阐释一下交叉偏振滤波（XPW）技术，因为此技术是
Wizzler 光学部分的重要知识点。
交叉偏振波产生基于简并的四波混频三阶非线性原理，如图一所示，在具有非对称三阶极化特性的
氟化钡晶体中，经过起偏器的入射激光的偏振发生旋转，因此在正交检偏器的输出方向会有一定量
的输出，由于 XPW 是三阶非线性过程，因此转化效率严重依赖于入射激光的强度。也正是这种强
烈的强度依赖效应，脉冲结构中的噪声会被检偏器极大的抑制，因此 XPW 技术最早用来提高超强
激光的对比度，目前已经是商品化 TW/PW 激光的必备技术。
除此之外，XPW 还具有展宽光谱和空间滤波的作用。

如图二所示，入射激光脉冲首先经过定位光阑，作为 Alignment 的基准。波片和 P1-P4 偏振片起到
偏振旋转、能量衰减和偏振净化的作用。双折射片用于产生和入射脉冲延时固定、偏振垂直的小脉
冲（注意：此脉冲为真正的待测脉冲）。脉冲经 M1 聚焦到 XPW 晶体 BaF2 上，此时 XPW 效应被触发，
产生一个偏振垂直，但是和主脉冲没有延时的小脉冲（标记为 XPW 脉冲）。偏振片 P5 的偏振方向
与 P1-P4 正交，三个脉冲经过 P5 之后主脉冲被吸收，只剩下具有一定延时的待测脉冲和 XPW 脉冲，
二者发生光谱干涉。
通过光谱干涉图样，可以提取出光谱的强度信息和相位信息，进行傅里叶转换之后，得到脉冲的完
整信息。

图一、交叉偏振滤波的基本原理

图二 、Wizzler 光路设计



三、Wizzler 使用技巧
由于是完全共线的设计，Wizzler 内部光路调节非常简单，就算把所有的元件都拆装一遍也不会花费
很长的时间。下面就简单描述一下 Wizzler 调节方法以及使用技巧。
1) 移除 XPW 晶体，使用光阑和厂家提供的小孔进行光路的对准。验证是否对准的方法是看光谱仪
上的强度是否最强。注意：厂家提供的小孔背面贴有四分之一波片，因此需要旋转波片使得初始强
度合适。
2) 移除小孔，此时由于光路设计中偏振元件的正交性，光谱仪上此时应该没有信号，或者非常之微弱。
如果有较强的信号，说明偏振片的方向有所旋转，需要校正一下。如果发现有微弱的信号，并且有
光谱干涉的现象，说明双折射片的方法不正确，需要旋转一下，祛除干涉条纹。
3) 放入 XPW 晶体，此时光谱仪上应该有一个相对光滑的光谱出现。当然，这是建立在脉冲已经被
压缩到接近傅里叶极限的前提下。如果信号较弱，需要调节一下激光压缩器知道得到最强的光谱信
号和最宽的光谱宽度。
4) 最后一步是利用双折射片产生待测信号，适当旋转双折射片的角度，产生一个调制深度大约在
30% 的干涉图样。
5) 此时，Wizzler 界面上应该会给出一个详细的脉冲宽度数值和相位信息。

二、脉冲测量算法
在得到光谱干涉的图样以后，就需要对此信息进行处理，以期望得到完备的光谱强度和相位信息。
1. 如图三 A 所示，首先对光谱干涉图样进行傅里叶变换，得到中心的主脉冲和两个旁瓣脉冲，对旁
瓣脉冲进行滤波，并且延时到中心零点后做傅里叶变换，即可得到参与干涉的两个脉冲的相位之差：
Φ1（ω）- Φ2（ω）和电场的乘积：E1(ω)* E2(ω)。
2. 对中心主脉冲进行傅里叶变换，可以得到电场的平方和 E1

2
(ω)+E2

2
(ω)。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待测脉冲的完整电场幅度信息，只剩下待测脉冲的相位信息需要计算。接下来
就需要因此 XPW 的另外一个效应，也就是图三 C 的相位平坦效应，也就是说 XPW 脉冲的光谱相位
Φ2（ω）接近为零，因此也就知道了 Φ1（ω）的值。
3. 但是 XPW 脉冲的光谱相位为零假设是否成立呢，就需要引入一个迭代的算法进行修正，如图三 D
所示，经过得到多次循环可以对光谱相位进行修正，最终得到收敛的准确相位信息。 

图三 、Wizzler 算法解析

图四  Wizzler 内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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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片要求（Substrate Requirements） 

参数（Parameters） 要求（Specifications） 备注（Notes） 

材料（Material）   

尺寸（Dimension）   

有效尺寸（Clear Aperture）   

曲率半径(ROC)   

数量（Quantity）   

特殊要求(Special Requests)： 

镀膜要求（Coating Requirements） 

中心波长（Central 

Wavelength） 

  

带宽（Bandwidth）   

入射角（AOI）   

偏振（Polarization）   

单面还是双面（Double-size 

or single size） 

  

使用环境,（真空或者大气）

（Environments, Vacuum or 

Atmosphere） 

  

镀膜后表面质量（Post-

Coating Surface Quality） 

  

特殊要求(Special Requests)： 

激光器参数（Laser Parameters） 

能量（Energy）   

光斑尺寸(Beam Size)   

光斑空间分布(Beam Profile)   

脉冲宽度(Pulse duration)   

重复频率(Repetition Rate)   

其他(Others)   

附加服务 

是否需要镜架？   

是否需要光路设计？   

其他   

附录4：光学元件订制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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