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內容：規劃參訪慕尼黑雷射展，並拜訪主要的雷射國際廠商與研發單位
活動時間：108年6月22日(六)~6月29日(六)
主辦單位：雷射光谷推動促進會、台灣雷射科技應用協會

Ag
en

da
德國先進雷射
技術應用參訪團

德國是雷射產業發展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今年適逢奇數年，慕尼
黑雷射展是今年德國相當重要的展覽，全球重要雷射產業相關廠商都與
會參加。為推展台灣雷射產業，師法德國發展經驗，特籌組2019德國先
進雷射技術應用參訪團，希望藉此活動能讓大家對國際領先的雷射與相
關技術研發狀況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並能夠激發更多未來的創新想法。

※活動內容若因參訪單位因素，本小組有權變動行程

邀請函

開始時間 內容 目的 特色

六
~
日

6月22日~
6月23日

出發(桃園-法蘭克福或
阿姆斯特丹-慕尼黑) 移動

一 6月24日

參訪雷射展，會場拜會
重要廠商IPG(光纖雷射
)、GFH(超快雷射設備
廠商)

1. 觀摩及蒐集雷射源各
家發展與應用狀況

2. 拜訪光纖雷射源領導
廠商IPG

3. 拜訪超快雷射廠商-
GFH

全球最大雷射展覽、IPG-全
球最大光纖雷射公司、GFH-
德國重要超快雷射設備廠商

二 6月25日

參訪雷射展，會場拜會
重要廠商DIALS(二極體
雷射)、SCANLAB(掃描
振鏡)

1.觀摩及蒐集雷射關鍵
模組及設備各家發展狀
況
2.拜訪雷射二極體廠商
DIALS-Coherent
3.拜訪掃描振鏡模組公
司SCANLAB

全球主要雷射設備廠商參展、
DIALS-Coherent公司集團主
要雷射二極體公司、
SCANLAB-全球最大雷射光
路掃描模組公司

三 6月26日 拜訪EOS(慕尼黑) 拜訪雷射積層製造設備
公司EOS EOS-全球PBF設備指標公司

四 6月27日 拜訪Trumpf (斯圖加特)拜訪雷射應用公司Trumpf
Trumpf-全球最大雷射系統
整合公司

五
~
六

6月28日~
6月29日 回台(法蘭克福-桃園) 移動

2019



聯絡人：雷射光谷推動促進會秘書處
訪歐團工作小組邱慶龍
TEL：06-6939065 FAX：06-6939196 E-MAIL：bravechiu@itri.org.tw

請詳填報名表後FAX至06-6939196
或MAIL至bravechiu@itri.org.tw

公司名稱

姓名

職稱

公司電話/手機

Email

聯絡人

姓名/職稱

公司電話

手機

Email

全程預估費用：約12萬元(包含展覽門票、機票、住宿、當地交通)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108年5月31日(五)止
活動內容及有任何問題請洽本案聯絡人邱慶龍先生

德國先進雷射
技術應用參訪團

2019 報名表



IPG-全球最大的光纖雷射源廠商
 1991年創立於俄羅斯，2017年營收成長40%達到14億美元，主因為高功率光纖雷射

的強勁銷量(營收成長50%達8.6億美元，佔總營收61%)，中國市場佔總營收達44%

 IPG光纖雷射在短短幾年內成為全球領導廠商，以垂直整合策略營運，幾乎自製所有
光纖雷射關鍵組件，成本的控制優於其他同行

 IPG自2012年收購美國光子創新和德國Cosytronic起，七年時間總共收購了8家公司，
產品技術範圍含中紅外與紫外光波段、VBG組件等，業務面含收購巴西通訊設備公司
Padtec的海底網絡事業部(SND)

2018/11  IPG宣佈公司推出新一代高
功率雷射源，透過LDD、可調模式光
束（AMB）和新型QCW三項創新技
術，降低客戶購置成本同時提高生產
力。

1991
公司創立
於俄羅斯

1996
第一台10W單
模光纖雷射研
發成功

1998
在美國成立
總部

2009
世界首台
10kW
光纖雷射

2013
世界首台
10kW商用
光纖雷射

2017
推出
120kW
摻鐿光纖雷射

DILAS-Coherent
 1994年創立於德國Mainz，1994年德國雷射源大廠Rofin(羅光)收購80%股權，成為

羅光子公司，2016年隨羅光被美國Coherent公司收購，併入Coherent至今

 DILAS為歐洲重要雷射二極體製造商，供應雷射二極體單體/條、高功率雷射二極體、
高功率二極體雷射源及雷射系統，不僅可以供應集團需要的雷射二極體關鍵組件，可
供應高品質的產品給設備廠商

 DILAS的二極體雷射源為光纖耦合半導體雷射，擁有高光電轉換效率、全風冷散熱，
不需水冷卻，減少空間，品質深受高功率雷射加工設備廠商信任

1994
公司創立

於德國, Mainz

專注在二極體雷射開發
產品涵蓋Single Emitters、Single Bars、

Fiber-Coupled Modules、Vertical 
Stacked、

高功率二極體雷射源及系統

1994
Rofin(羅光)收購

80%
2016

隨Rofin併入
Coherent



SCANLAB
 1990年創立於德國，擁有超過350名員工，總部位於德國Garching，並在美國聖查爾

斯等地設立實驗室，在全球主要工業國家都設有聯絡辦公室

 SCANLAB為世界首屈一指的雷射掃描專家，專精於掃描模組及其元件製造，也包含
掃描加工製程與設備的解決方案

 SCANLAB提供雷射掃描加工的軟硬體，為雷射打標、雕刻、精微加工等製程不可或
缺的關鍵元件，可以應用於金屬加工、半導體、顯示器、LED等產業的精微加工製程，
目前為雷射掃描加工全球市占率之首

1990
公司創立
於德國

 專注在掃描器(galvanometer scanners)
及掃描加工製程與設備的軟硬體解決方案，
為世界第一掃描軟硬體供應商

德國EOS-全球領先PBF積層製造系統供應商
 EOS(Electro Optical Systems GmbH)於1989年在德國慕尼黑成立，專攻積層製造技術，

是全球領先與最大PBF AM系統供應商，金屬機台市占率30%以上。 2017年全球員工
1000人，銷售額3.45億歐元

 2017年設置新生產基地，最多可容納1000台工業3D列印設備，2018年11月發表使用100
萬個二極體雷射的塑膠列印設備(宣稱可取代塑膠射出成型機)及可10倍速製造之雷射金屬
列印機

 德國EOS為金屬積層製造標竿廠商，從單頭雷射提高功率或多頭同工外，更以陣列式光製
造提升製作效率為未來發展方向，並以製程監控、分析診斷、智慧排程、自動化整合為設
備發展目標，銜接上下游打造未來智慧工廠

200/400W金屬/塑
膠設備

1000W多頭金屬
設備

智慧監控
智慧排程

陣列式多光束
設備

智慧化數位工
廠



德國TRUMPF-全雷射工業4.0的先驅
 德國工具機大廠，創立於1923 年，從CNC、雷射源、雷射打標/銲接/切割

發展到金屬積層製造，已發展為工業用機床、雷射技術領域的世界領先企業，

2017/18年營業額達3566百萬歐元，擁有超過13,400名員工

 目前投入大量研發於其設備智慧化與優化軟體研發

TRUMPF芝加哥智慧工廠
 TRUMPF於2017年9月在芝加哥新建了一個科技中心，示範了人、機器、

自動化裝置與軟體的智慧協作

 佔地面積5,500平方公尺，投資額 2,600萬歐元

 加工者在擬實環境中體驗了網路化製造解決方案

智慧工廠中控中心，大螢幕即時顯示生產期間產線各機台製程參數之資訊。



雷射國際商品化領先技術現況
IPG Photonics

2018/11  IPG Photonics推出新一代
高功率光纖雷射：LDD(專利焊接監控
技術)、AMB(可調模式光束)及新的
QCW模式，提供薄金屬切割所需的精
度及厚鈑金所需的品質和速度

20 kW的光纖雷射，
可用於厚金屬板焊
接、造船、油管業

1500W直接二極體
雷射(Direct Diode
Laser) 應用於高速

焊接

基於汽車輕量化考量， IPG投入雷射焊接CFRP
：兩種聚醚醯亞胺(PEI, Polyetherimide)基材
的複合材料雷射焊接、雷射輔助直接銲接金屬
及塑膠(LAMP, Laser-Assisted Metal and 
Plastic)製程

100W 900fs
超快雷射

應用於超精密鑽切

Fraunhofer

• Fraunhofer ILT發表(Dec.
17, 2018)使用DOE設計之
雷射一刀切曲面玻璃技術

• Fraunhofer ILT發表CFRP 
雷射切割:以4kW的多模光
纖雷射切削8mm厚的CFRP

• Fraunhofer IWS發表遠距
雷切CFRP(Remote-laser 
cutting of CFRP): 以波長
1.07um的光纖雷射切割碳
纖維強化環氧樹脂(Carbon 
Fiber Reinforced Epoxy 
Resin)

Coherent

發表200W CO雷射用於玻璃切割、
PCB通孔鑽孔、皮膚表面修復

發表1KW 100ns雷射
應用於高速雷射清潔、
超高速雷射打印等應
用

TRUMPF

電動車-電池電極銲接應用
6kW Disk雷射用於銅與鍍
錫銅(電極與銅排導線)銲接，
其銲接深度可達1.7mm，
屬無噴濺製程。

半導體-矽晶圓切割
矽晶圓變薄後，鑽石切割變
得很困難，TruMicro
5000(10ps 500uJ)系列雷射
可以精密處理矽晶圓，在切
割邊緣上降低材料損耗。



AM關鍵技術發展近況

GE航空集團獲得美國
FAA批准在GEnx商用
航空發動機上安裝3D
列印引擎蓋支架

航太應用

高速列印
2018.11.08 
德國EOS於Formnext發表
使用100萬個二極體雷射的
塑膠列印設備(宣稱可取代
塑膠射出成型機)及可10倍
速製造之四雷射金屬列印機

直接製鞋

Adidas發表與Carbon 
公司合作的3D列印光
固技術ALPHAEDGE
4D跑鞋

車輛應用

德國 3D 列印公司 BigRep
發表世界第一台全 3D 列
印電動摩托車「NERA」！

車輛應用
福特斥資4500萬美元在密
西根州Redford成立先進
製造中心，以3D列印、VR
及Robots探索導入汽車製
造產線

新材料

德國Trumpf發表具有脈衝功
能的新綠光雷射，可以列印
熔點低的銅和貴金屬

產學共創

MIT集結12家國際AM相關
大廠籌組ADAPT中心(the 
Center for Additive and Digital 
Advanced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產學合作共
創AM生態

醫療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在綜合
科技期刊Advanced 
Science上發表，宣布成功
用人體細胞製造出世界上首
顆3D列印心臟。

資料來源：網路新聞, 工研院整理



展會介紹

• 主題：雷射及雷射系統、光路及其製造、光感測、
檢測與量測、光資訊、生醫、影像、照明、安全監
控

• 自1973年開始，每2年一次，今年雷射展預計將超
過 1300家廠商參加

• 同期有能源照明、生醫工程展覽

展會網址:
http://world-of-photonics.com/index-2.html

展會APP
https://world-of-photonics.com/about/services/app/

http://world-of-photonics.com/index-2.html
https://world-of-photonics.com/about/service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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