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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特点
  

   波长调谐范围覆盖 205-2300nm，无缝隙调谐。

     扫描二维码，登录网站看调谐视频

   内置集成光谱仪，调谐范围内波长完全通过电脑

     软件调节输出 ( 闭环波长反馈系统 )

   泵浦纳秒激光器和 OPO 一体化封装，稳定性高。  

     工业应用开发

   泵浦光，信号光，闲频光，不同出光孔输出

产品应用

   光声成像                   激光诱导荧光

   光学生物                   高分辨光谱学

   非线性光谱学            遥感

   过程监控                   燃烧研究

   显示制造和测试         激光雷达

355nm 纳秒激光器泵浦 OPO 光学示意图

我们提供一体化设计的 OPO 纳秒激光器，泵源纳秒激光器和 OPO 安装在一个基
板上，一个盒子封装，性能和稳定性得到最佳优化。通过内置的波长测量装置和
闭环波长反馈系统，所有调谐波长支持电脑软件控制输出。重复频率覆盖 10Hz-
100Hz。提供三种波长泵浦的 OPO，分别是：

 355nm 纳秒激光器泵浦，可调谐输出 410nm-710nm 和 710nm-2.3μm，UV 紫

外倍频输出 205-419nm，整体覆盖 205nm - 2300nm。线宽 <3 cm-1

 532nm 纳秒激光器泵浦，可调谐输出 670-1064 nm and 1064 nm -2.3 µm，线

宽 <4 cm-1

 1064nm 纳秒激光器泵浦，固定输出 1570nm 波长，全密封、线缆完全可拆卸，

工业应用标准开发。

205-2300nm，电脑调谐输出

高能量纳秒 OPO 激光器

可选项

  泵浦光，如 355nm，和信号光，闲频光，电脑控制从各自单独口输出。同时， 

    532nm 和 1064nm 激光从侧壁端口同时输出

  信号光或闲频光定制宽带扩束

  任意介于 205-2300nm 的波长固定输出

  任意双波长电脑控制快速切换输出，如 532nm 和 355nm

基本特点

   含独立触摸屏控制器，或电脑软件控制

   含 BURST 成串模式，软件控制输出任意数量脉冲

     的脉冲串

   含谐振腔内置光学快门，软件或触屏控制器快速

     开关光

   可内置集成电控能量衰减器，软件实时衰减能量

   可支持延长线缆，如 8m 线缆连接激光头和控制器

   中国区售后中心技术支持和配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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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nm 泵浦纳秒 OPO

Aurora II 15-10 Aurora II 30-10 Aurora II 45-10
OPO 可调波长范围

信频光 (nm) 410-710 410-710 410-710
闲频光 (nm) 710 - 2300 710 - 2300 710 - 2300

二倍频光 (nm) 205-419 205-419 205-419
输出脉冲能量

OPO(mJ) 15 30 45
二倍频 (mJ) 2 4 6
线宽 (cm-1) <4 <4 <4

峰峰脉冲稳定性 (σ%) at 
440nm <4 <4 <4

扫描步进
信频光 (420-710nm) ~0.01 ~0.01 ~0.01
闲频光 (710-2300nm) ~0.5 ~0.5 ~0.5

脉宽 (ns) 5-7 5-7 5-7
光斑直径（mm） 5 5 6

偏振态
信频光 垂直 垂直 垂直
闲频光 水平 水平 水平

泵浦激光器
重复频率 (Hz) 10 * 10 * 10 *
泵浦波长 (nm) 355 355 355

最大泵浦脉冲能量 (mJ) 70 135 240
脉冲宽度 (ns) 6-10 6-10 6-10
谐振腔类型 高斯腔 高斯腔 高斯腔

M2 <2 <2 <2
光束发散角 (mrad) <0.5 <0.5 <0.5

峰峰脉冲稳定性 (±%) 4 4 4
设备
电压（VAC） 220-250 220-250 220-250
频率（Hz） 50/60 50/60 50/60
电源位相 单相 单相 单相
环境温度（℃） 5-35 5-35 5-35
*：50 & 100Hz. 可选

冷却要求
风冷
最高温度（℃） 35
最低温度（℃） 5
许可潮湿度 %（无冷凝） 0-80
温控能耗 kW <2
水冷
最高水温（℃） 20
公称流量（lpm） 4-6
最低水压 (Bar [psi]) 2[30]
最高水压 (Bar [psi]) 4.5[65]
外水过滤 (μm) 100
外部旁路制冷机最高压强 (Bar [psi]) 5[73]
外部制冷热负荷 (kW) ~4
泵浦光额外制冷选项
泵浦能量 70mJ
重频

10Hz 风冷
20Hz 风冷
30Hz 制冷机
50Hz 水冷 / 水冷
100Hz 水冷 / 水冷

355nm 纳秒激光器泵浦 OPO 输出的调谐波长谱图

355nm 纳秒激光器泵浦 OPO 输出参数



www.fingqi.com 北京风启科技有限公司32

532nm 泵浦纳秒 OPO
1570nm 固定波长 OPO

型号 A22-60-10 A22-100-10
OPO 可调波长范围   

信频光 (nm) 670 - 1064 670 - 1064
闲频光 (nm) 1065 - 2300 1065 - 2300

输出脉冲能量   
OPO(mJ) 60 100

线宽 (cm-1) <4 <4
脉冲稳定性 (RMS%)  <1.3 <1.3

参数   
信频光扫描步长 (nm) ~0.1 ~0.1
闲频光扫描步长 (nm) ~1 ~1

脉冲宽度 (ns) 5-8 5-8

光束直径 (mm) 5 6
偏振态

信频光 水平 水平
闲频光 垂直 垂直

泵浦激光器   
重复频率 (Hz) 10 * 10 *
泵浦波长 (nm) 532 532

最大泵浦脉冲能量 (mJ) 300 425
脉冲宽度 (ns) 6-10 6-10
谐振腔类型 非稳腔 非稳腔

光束发散角 (mrad) <0.5 <0.5
峰峰脉冲稳定性 (±%) 3 3

*： 20, 30, 50 & 100Hz. 可选

532nm 纳秒激光器泵浦 OPO 参数

1570nm 固体纳秒激光器

型号 A-1.57 50-10 A-1.57 30-30
最大重复频率 * ≤ 10 ≤ 30
输出能量（mJ）@1.57μm 50 30
OPO 波长 (μm) 1.57 1.57
输出脉冲能量

OPO(mJ) 50 30
脉冲稳定性 (RMS%) <6 <6

信号光偏振态 线偏光 线偏光
信号光输出参数

光束直径 (mm) 6.5 5
光束发散角 (mrad) 12 12

脉冲宽度 (ns) 10-12 10-12
指向稳定性 (μrad) <100 <100

谐振腔类型 稳腔 稳腔
泵浦灯寿命 (pulses) 5 x 107 5 x 107

时序抖动 (ns) <0.5 <0.5
设备
电压（VAC） 90-250 220-250
频率（Hz） 47/63 47/63
电源位相 单相 单相
环境温度（℃） 5-35 5-35
功耗（W） 350 650
控制器类型 LPU350 LPU1000
*：也可以提供 100Hz 重复频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