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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及其在激光武器中的应用前景分析 

l 引言 

姬寒珊 

1963年世界上第一台光纤激光器诞生。 

1988年 E Snitzer首次描述了包层泵浦光纤 

激光器。1999年 V．Dominic等成功论证了 

世界 上 第 一 台 单 模 光 纤 激 光器 (输 出 

1 10w)。如今单根光纤激光器输出功率已达 

到KW级水平，并可提高到更高功率。美国 

著名的激光杂志“Laser focus world”2004年 

8月报道世界上单根光纤激光器的输出功率 

已达到 1．3KW，今后还可以按比例放大到更 

高功率。这些进展对光纤激光器在军事领 

域的应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 光纤激光器组成及优缺点 

2．1 光纤激光器的组成 

作为一类新型高效率高功率激光源，二 

级管泵浦固体激光器按其工作物质的几何 

构型不同可分为棒式、板条式、薄片式以及 

光纤式，其中光纤式固体激光器通常称为光 

纤激光器 1。与所有激光器一样它由三大部 

分组成 ：工作物质，谐振腔，泵浦系统。而与 

传统激光器不同的是，光纤激光器以掺杂的 

特种光纤为工作物质，以光纤光栅 为谐振 

腔，以侧面泵浦或端泵浦为泵浦方式。光纤 

激光器示意图如图1，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当 

泵浦光输入光纤后，在光纤中两个光栅之间 

多次反射同时泵浦掺杂工作物质，使其发生 

受激辐射产生光放大，从而发出激光。图 2 

给出了一种双包层光纤——D型光纤的结构 

图，其中纤芯是单模或接近单模的，而在 内 

包层与外包层之间的纤芯是多模 的外芯。 

虽然光纤激光器包含于固体激光器，但是由 

于其独特的结构，光纤激光器与传统的固体 

激光器相比具有很大的革新。它是高度一 

体化的激光器。这种激光器的传光路径是 

折线型的，并且不受光纤弯曲的影响。而传 

统激光器都是直线传播光路，对谐振腔的共 

轴性要求苛刻。 

ID LI) LI) I■带土一千^井 LD ∞ LD 

图 1俄罗斯 IPG公司的高功率光 

ID LD LI) I■带土一千^井 LD tD LD 

图 2 双包层光学光纤的结构图 

2．2 光纤激光器的优缺点 

光纤激光器用于激光武器的潜力主要 

由其独特优点决定的。与传统固体激光器 

相比，双包层光纤激光器具有如下优点： 

● 体积小，结构简单，使用灵活——非 

常符合未来激光武器 系统的紧凑性要求。 

它同时可适应多种武器平台，如地基／空基／ 

天基等作战平台，特别是在构建机载和天基 

强激光武器系统上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 效率高。光纤激光器的光光转换效 

率非常高。它独特的波导式结构设计，减少 

了不必要的能量损失，因而有潜力达到最高 

效率。目前光纤激光器的效率是 60％ 一 

80％，而其他激光器报导的最大效率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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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 热管理简单。每个光子产生的热量 

是晶体或碟片激光器的一半 3，这也是光纤 

激光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目前其他固体 

激光器都在寻求热管理技术上的突破，而光 

纤激光器很好的避开了这一问题。 

● 光束质量好。单根双包层光纤激光 

器的输出光束质量由光纤纤芯的波导结构 

(纤芯直径 d和数值孔径 NA)决定，不会因 

热变形而变化，因此易于达到单横模激光输 

出。 

● 此外，光纤激光器还具有高可靠性， 

低成本的特点。与化学激光器相比它还不 

用考虑排放物引起的污染问题。 

除了上述优点之外，光纤激光器还存在 

一 些缺点，是人们在应用时必须予以考虑 

的。 

● 单根输出取决于二极管泵浦源的亮 

度6。由于纤芯非常细，对泵浦源的要求很 

高，二极管泵浦源的亮度提不上去，光纤激 

光器的功率就会受到限制。 

● 高功率合成中的光束质量问题。根 

据报道成功的光束合成实验，他们采用的是 

对相位差信息进行实时修正，从而达到相干 

合成的目的。考虑到此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会存在一些偏差，即使光束组合技术得以实 

现，也是以牺牲光束质量为代价。 

随着二极管泵浦技术的发展，上述第一 

种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但是对于合成光束的 

质量问题，必须在技术上存在一个突破才能 

有所改善。 

总之，光纤激光器在微小型激光器应用 

方面具有优势，作为高平均功率、高光束质 

量激光器应用具有潜力。对于光纤激光器 

的优缺点，通过取长补短，就能充分发挥优 

势，为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选 

择。 

3 光纤激光器实现高功率的主要技术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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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光纤激光器实现高功率输出的途 

径有多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大模场面积 

(LMA)光纤设计和光束组合技术。前者在 

于尽可能提高单根光纤的输出功率，后者在 

于将多根光纤组合得到高功率输出。 

3．1 大模场面积(LMA)光纤设计 

单根光纤要实现高功率输出，唯一的方 

法就是改进光纤结构设计。双包层光纤是 

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 

为普通单包层光纤激光器受限于泵浦光源 

因而不能用于产生高功率。尽管从双包层 

光纤结构的单模纤芯可能获得衍射极限的 

光束质量，但是这一设计同时限制了可获得 

的最大输出功率。最近几年光纤技术的主 

要进步在于设计出高掺杂的大模场面积光 

纤，通过增加芯径和降低 NA能够保证单模 

输出，同时减少纤芯吸收 自发辐射的粒子以 

及增大光纤中的功率密度，从而增大了非线 

性效应的域值功率。当然，芯径不能无限增 

大而是存在一个上限，即必需保证激光器单 

模输出。利用这种光纤人们得到了千瓦级 

的功率输出，而在这种新型结构光纤问世以 

前，光纤激光器的输出功率都限制在 100W 

左右(连续波)。 

3．2 光束组合技术 

单根光纤输出的激光功率毕竟有限，要 

想获得武器级功率水平输出，必须考虑创新 

的方法。激光光束组合技术被认为是实现 

高功率激光器的最有前途的方式。最近几 

年人们广泛研究的主要有两种方法：相干光 

束组合(coherent beam combining)和非相干 

光束组合 (incoherent beam combining)。相 

干组合的光束亮度和光束质量要高于非相 

干组合光束，但是对于很多应用场合后者的 

亮度也是足够的。前者基于一个主振荡器 

爆炸式辐射产生多束光经过功率放大器放 

大后在干涉装置中通过相位补偿得到组合 

光束。这种方法对稳定性和精确性要求极 

高，但如果被组合的光束具有不同的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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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降低难度。后者又包括并联组合技 

术(如图 3)，光谱光束组合(Spectral beam 

combining)以及偏振光束组合 (polarization 

beam combining)。光谱光束组合技术依赖 
一 个类似于干涉仪的光学腔，又可称为波长 

光束组合。其示意图如图4，该激光腔由光 

纤激光器、传输透镜、光栅、以及输 出镜组 

成。每个光纤激光器接收输出镜的反馈并 

保持一个波长以便输出光束 与与其他激光 

器的输出重叠。激光的偏振输出在很多非 

线性应用中非常关键并且极易实现激光束 

的分离。偏振光束组合技术是在不可能无 

限增大 LMA芯径提高输出功率的情况下提 

出的，目前还处于研究阶段，2003年美国 

Nufem公司报道了相关试验及理论分析。值 

得指出的是，由于高功率激光器在工业界存 

在更广泛的应用，因此这些技术在其他领域 

也正在开展广泛的研究。比如光束组束技 

术就在激光推进等领域得到重视。这种发 

展思路在于经济强国依靠大的国防计划带 

动新技术的发展，以保持本国在该技术领域 

的领先地位。 

图3 光束并联组束示意图 

兜钎辙 
器 

图4 包含2根光纤的光谱光束组合激 

光器系统 

4 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在激光武器中的 

应用前景 

光纤的柔韧性使其能够通过弯曲而灵 

活的适应不同的安装环境，而且不影响光束 

的输出。通过在光纤内刻录光栅，或者进行 

光学镀膜等处理，使得在不增加镜片的情况 

下实现同等光路控制功能。这将大大减小 

整个系统的体积和重量，使其更容易在无人 

机、地面车辆等平台上使用。它的高效率使 

得在输出相同功率的条件下光纤激光器较 

其他激光器产生的热量要少，从而降低了对 

散热系统的要求，也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高效率也降低了每瓦输出所需的费用，使得 

同等条件下所用光纤较短。将来的便携式 

激光武器或者激光枪很可能采用这种激光 

器作为主要部件。如果技术上能够实现相 

干组合输出，那么光纤激光器将成为未来激 

光武器的强大竞争者。总之 ，光纤激光器正 

成为一种将来安装在运输飞机 、地面车辆、 

甚至可能是便携式系统的有前途的武器级 

固体激光器系统的备选方案。 

陆军可将高功率激光器安装在未来战 

斗系统(FCS)的地面车辆上，然后利用这种 

激光武器对付空对地导弹、火箭弹、迫击炮 

等。空军则可进行地对空导弹打击、导弹防 

御、反卫星等。海军利用激光武器系统主要 

对付反舰导弹、有人机、无人机、小型舰艇等 

目标。海军陆战队则可在保证附加破坏效 

应最小的条件下实现精确打击。 

在防空、光电对抗等活动中，光纤激光 

器更有短期实现的可能。因为这些作战模 

式只是对目标进行软杀伤，比起导弹防御等 

对目标进行硬破坏时所要求的激光器性能 

稍低。 

光纤激光器实现武器级功率输出以后 ， 

还可进行标准化生产，制作出独立的激光器 

单元，能够机动的安装到需要配备的武器平 

台上，这对武器装备的长远发展也具有重大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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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光纤激光器拥有强大的市场容 

量。其在工业界、医学界等领域的竞争力远 

远超过其他激光器。可以预测随着技术的 

进步，生产成本不断降低 ，市场容量越来越 

大，光纤制造工业对于制造特种光纤的兴趣 

也会不断提高 此时，军方完全可以利用光 

纤激光器市场来支持各种激光武器计划，这 

在研制能力和经费方面会是一个较大的突 

破。 

5 结束语 

第一代普通型高能激光器主要以化学 

激光器为代表；第二代节能型高能激光器的 

主要发展对象则是二极管泵浦的固体激光 

器；俄罗斯 IPG Photonics总裁 VALENTIN 

(上接第14页)内部的统一化——能够极大 

缩减各军兵种使用的防空导弹武器、无线电 

和电子光学装备的种类； 

(5)综合化——保证统一的防空导弹武 

器装备与其它各军兵种的武器和军用技术 

装备(全套航空装备、无线电电子对抗装备 

等)联合、协调使用，从而有利于综合对抗空 

中目标； 

(6)适应性——在没有预先技术一组织 

准备的情况下，统一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能 

够与任何防空(空天防御)区域内的永久性 

防御设施连接。 

可在以下主要方面对统一的防空导弹 

武器系统的火力、信息和指挥控制装备的技 

术性能进行完善： 

(1)扩大杀伤区的范围，增强导弹和 目 

标的通道性； 

(2)采用多种(物理原理上不同的)方法 

探测和跟踪空中目标； 

(3)使用具有不同引导方法的导弹； 

(4)提高装备携带的弹药基数； 

(5)增大侦察设备的作用距离和寿命， 

提高雷达的抗干扰能力、被测目标参数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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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ONTSEV称光纤激光器是第三代高能激 

光器的代表，它以卓越的性能和超值的价格 

对传统激光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为一 

项长期 目标，美国在发展高能固体激光器的 

过程中，将光纤激光器作为重点发展领域， 

在保证光纤激光器体积小巧、效率高、冷却 

散热方便、光束质量好等优点的同时，力争 

实现更高能量的激光输 出。因为只有这样 

才可以应用于高能激光武器中，逐步替代现 

有的体积庞大的激光系统。我们相信随着 

光纤激光器技术的发展，利用光纤激光器制 

造高能激光武器将是最具前景的发展方向。 

姬寒珊，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研究员 

量以及测量精度； 

(6)开发利用新 频段； 

(7)采用 目标等级和战术情况识别系 

统； 

(8)为指挥控制机构加装高效智能化、 

自动化设备； 

(9)采用新的系统和信息技术等。 

在国家防空(空天防御)系统中，最重要 

的防御对象 、陆军和海军的掩护可靠性，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一的防空导弹武器系 

统火力装备的能力。因此，当深入探讨构建 

未来统一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思路时，核 

心的工作之一就是做好火力装备的型号论 

证 。 

总之，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空袭与反空 

袭是“系统与系统的对抗”。对于敌方以诸 

军兵种联合作战所形成的空袭体系，也必须 

以系统的防 

空力量与之抗衡。建立超越单一军兵 

种范围的“联合一体化”的防空体系将从整 

体上对确保国家安全产生积极影响。 

姜广顺，空军装备研究院防空所三室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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