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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合影

About us 

关于我们   

       为满足国家需求，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于

2002年8月组建光学技术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08年12月

通过中科院重点实验室信息组现场评审，以信息组第一名

的成绩成功晋级为“中国科学院光学系统先进制造技术重

点实验室”2009年8月举行揭牌仪式并举办了首届学术委

员会会议。

       中国科学院光学系统先进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瞄准学

科前沿，面向国家重大工程对先进光学系统的迫切需求，

开展以光学系统技术为特色的应用基础与高技术创新研

究，解决复杂光学系统制造技术中共性、基础性问题，并

实现其工程应用。取得了以自由曲面偏轴光学系统设计技

术研究、2-4m量级碳化硅镜坯材料制备技术，大口径复

杂光学曲面全频段误差一致、高效收敛，基于人工微结构

的先进功能材料设计与制造技术研究为代表的一系列的显

著成果。

       近十年来，实验室先后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国

家重大工程科研项目，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国际

合作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军委科技委项目，

国防基础科研重点项目，总装预研，院重大，航空航天

型号等各类科研项目,总合同额超过20亿元。

       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77人，其中：研究员21人，副

研究员26人，助理研究员25人；40岁以下占总职工的

67%，65人具有研究生学历。以中青年研究人员为主、

老中青相结合，经验丰富、敢于进取、思想活跃、富于创

新精神。

       实验室目前使用科研用房总面积共计24149平方米,拥

有50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108台套,总值3.86亿元,全部

纳入中科院仪器设备公用共享网进行开放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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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军，男，1968 年生，吉林省人。

1990 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获工学学士

学位；1997年毕业于长春光机所研究生部，

获理学博士学位。长期在一线从事光学工程

技术研究，主要方向为光学系统先进制造技

术及其在大型光电设备中的工程化应用。在

大口径非球面自动化加工设备、大口径高精

度非球面加工工艺、离轴非球面高精度检测

与复杂光学系统装调技术等方面开展了开拓

性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取得系列创新成果；

任国家高分专项、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

目、载人航天工程重大项目等负责人；主持

研制成功四代大口径非球面数控加工设备、

复杂光学系统先进制造技术平台等，推动我

国光学系统先进制造技术跨越式发展、大幅

提升大型光电设备性能。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委会职务职称 是否院士工作单位

1 王家骐 男 主任研究员 是长春光机所

3 樊邦奎 委员研究员 是联参55所男

16 赵继 教授 否东北大学男

15 张学军 研究员 否长春光机所男

14 张新 研究员 否长春光机所男

8 韩昌元 研究员 否长春光机所总师办男

2 张广军 副主任教授 是东南大学男

4 姜会林 教授 是长春理工大学男

5 吕跃广 是中国北方电子设备研究所男

6 崔铁军 教授 是东南大学男

7 戴全辉 研究员 否航天科工集团三院男

9 李劲东 研究员 否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男

10 刘旭 教授 否浙江大学男

11 王涌天 教授 否北京理工大学男

12 王占山 教授 否同济大学男

13 翁志成 研究员 否长春光机所总师办男

研究员

出生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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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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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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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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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1969

1968

1959

1968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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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1957

1963

1963

18

17

男

男

郑立功

高劲松

研究员

研究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否

否

长春光机所

长春光机所



Collective honor

集体荣誉
        实验室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离轴三反光学系统先进

制造技术”2011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一项，该

团队获2015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大尺寸非

对称结构空间相机高质量成像技术”2019年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一项；“高结构刚度复杂曲面碳化硅光学

反射镜先进制造技术”2019年获得军队科学技术进步一等

奖一项，该团队获得2019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

奖。实验室同时还获得国防技术发明一等奖，吉林省科学

技术进步一等奖、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等省部级奖

项二十余项。

        实验室发表学术论文600余篇，其中SCI检索120

篇，EI检索165篇；申请专利220项，授权130项；国际

会议邀请报告40余次。



        实验室注重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与国内外著名

科研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

来实验室做学术报告，并注重交叉学科的交流，承办国

际学术会议，选派优秀中青年研究人员出国学习、进

修、访问、合作研究。实验室以项目合作方式与美国、

白俄、德国、日本等国家开展实质性研究工作。作为

目前世界上在建的口径最大的天文望远镜TMT（30m

口径望远镜）团队的合作成员，承担TMT第三镜组件

的研究工作，并成功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

作重大项目“TMT三镜加工及检测技术研究”。实验

室还承担了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专项“与白俄罗斯合

作研发高精度磁流变光学加工设备”等一系列国际合

作项目。

实验室导师招生信息

序号 导视姓名 导师类别 招生专业 研究方向

1 张学军 博导 光学工程 光学系统集成分析

3 高劲松 光学 薄膜光学博导

16

王灵杰 空间光学系统设计，红外光电成像系统研究，自由曲面光学系统设计硕导 光学工程

15

陶小平 成像系统检测与像质提升硕导 光学工程

14

8 冯晓国 自由曲面光学设计硕导 光学

2 张新 光学工程 光学设计,灵巧光学的光机一体化设计,计算成像博导

4 张峰 先进光学制造技术，复杂光学曲面制造技术博导 光学工程

5

6

王孝坤 光学制造与测试技术博导 光学

7 张舸 先进光学与结构材料硕导 凝聚态物理

9 邓伟杰 先进光学制造与检测硕导 光学

10 王岩松 隐身滤波材料：频率选择表面硕导 光学

11

超精密加工机理与工艺机械制造
及其自动化

12

李锐钢 先进光学制造技术硕导 光学工程

13

张忠玉 光学超精密加工与检测硕导 光学工程

Postgraduate education

研究生教育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国际合作与交流

       实验室现有博士生导师7人，硕士生导师11人，共培养

研究生100余名。在学研究生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自 然 基 金 等 多 项 课 题 ， 发 挥 了 重 要 的 作 用 。 多 名 同 学 在

L i g h t 、 A d v a n c e d O p t i c a l  M a t e r i a l s 、 O p t i c s 

Express、Applied Optics等权威期刊发表文章，并获得

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奖学金和大恒

光学优秀奖等荣誉。实验室毕业生的就业率为100%，主要

就业方向为高等院校、研究所、高新企业等。

       实验室充分发挥光学、光学工程、凝聚态物理、机械制

造及其自动化等学科优势，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机制，按照

一级学科制定培养方案，采取责任导师和导师指导小组制

度，重视学研结合、学创结合，支持研究生参与重大科研项

目，同时也非常重视与境外高校的合作，加强优秀学生的交

流，努力为学生未来的个人发展提供创新实践平台。

张志宇 博导

17 杨海贵 光学薄膜/微结构薄膜硕导 光学工程

李龙响 先进光学制造硕导 光学工程

曾雪峰 光学先进制造与像质提升硕导 光学工程



        先进光学系统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是应用光学领域的核心，先进设计理念和技术是关键。研究室全体成员，立足基础，敢

于创新，以建立国际一流的设计平台和研究团队为愿景，面向国家大型光电工程任务，搭建了全链路设计与仿真平台，在国内

率先开展了自由曲面光学设计、矢量像差理论、多模多光复杂光学系统、可见光级金属光学、计算成像、光学超分辨等前沿理

论与技术的研究；率先突破了自由曲面面离轴三反、多光合一等光学系统的一系列设计难关。多年来，研究室的科研成果已在

国家多项重大工程项目中取得成功应用。

ADVANCED OPTICAL SYSTEM DESIGN THEORY 

AND METHOD LABORATORY

先进光学系统设计理论与方法

        研究室建立了光学系统全链路设计与仿真平台，可实现面向国家航空、航天大型光电工程任务的系统级优

化设计与分析，已完成的高精度复杂光学系统涵盖离轴三反、自由曲面偏轴及大口径多光合一等设计和分析。

先进光学系统设计理论与方法

ADVANCED OPTICAL SYSTEM DESIGN THEORY AND METHOD LABORATORY

先进光学系统
优化设计与仿真分析



        围绕金属基光学系统应用，从设计、仿真到研制集成，具备完善的软硬件条件，形成国际领先的金属基光学系统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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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中心占地1000㎡,具备φ800mm口径的系统研制能力。

五轴加工中心 超精密车床 轮廓仪 三坐标测量机动态干涉仪

先进光学系统设计理论与方法

ADVANCED OPTICAL SYSTEM DESIGN THEORY AND METHOD LABORATORY

金属基光学系统
设计与制造

        自由曲面是一类非旋转对称、形状不规则的表面，可大幅提升光学系统像差平衡能力，实现系统功能高度集成，并简化系统

结构、降低成本，满足现代光学工程复杂化和集成化的应用需求，矢量像差理论能更准确的描述自由曲面光学系统的像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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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MP-RBSiC CERAMIC COMPOSITES

CIOMP-RBSiC陶瓷复合材料

光学反射镜材料性能对比

CIOMP-RBSiC陶瓷复合材料

CIOMP-RBSiC CERAMIC COMPOSITES

        通过优化的颗粒级配及烧结工艺，实现碳化硅陶瓷产品的显微组织结构均一、物理性能各向同性，从而保证材料优异的光

学加工性能。

 高比刚度：ULE的近4倍，可实现更高的结构刚度

 良好的热稳定性：Be的3倍多，降低热控要求 

 光学加工性：光学加工后，表面粗糙度值优于3nm 

 耐辐照性能：耐原子氧辐照，空间使用寿命长 

 安全性：无毒，对人体无危害径4m量级优

CIOMP-RBSiC
性能优势

       碳化硅陶瓷（SiC）复合材料以其优异的性能，广泛应用于空间光学、精密仪器、高速轨道交

通、新能源汽车等领域。CIOMP-SiC采用改进凝胶注模成型结合反应烧结技术的工艺路线，可实

现精密碳化硅陶瓷产品近净尺寸制备，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相关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吉林一

号”星座系列卫星、“天问一号”有效载荷及多项国家重大工程任务。



       实现超轻量化碳化硅反射镜坯制备，为进

一步降低光学系统重量提供技术支持。

 超轻量化

 复杂构件的近净尺寸成型

       采用室温消失模结合改进的凝胶注模成型

技术,材料的线收缩率<1.0%，可实现背部开

口、背部半封闭等各种复杂结构陶瓷产品的近

净尺寸成型。

 同质连接

       研究了碳化硅陶瓷素坯的连接方法，结合

反应烧结技术，获得了与母材显微组织结构及

性能一致的连接层，实现了碳化硅陶瓷的同质

连接。

素坯加工性

       素坯强度高、可加工性好，加工效率是烧

结体的10-20倍，缩短制备周期、降低加工成

本。

超大口径

       可实现2m-4m系列超大口径碳化硅反射

镜坯制备，满足大型光电系统应用需求。

Φ4mΦ3mΦ2m

CIOMP-RBSiC陶瓷复合材料

CIOMP-RBSiC CERAMIC COMPOSITES

CIOMP-RBSiC
制造能力

具备4m量级超大口径/超轻量化碳化硅反射镜坯研制开发能力，相关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具备碳化硅光机功能一体化组件、碳化硅复杂结构件研制开发能力。

镜坯原材料优选国内厂家、关键设备自主研发，制备工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碳化硅反射

镜坯制备领域实现了完全自主可控。

具备最大口径6m量级碳化硅反射镜坯研制开发平台。

注浆设备 机加设备

6m量级高温真空烧结设备 无损探伤设备

超大口径/超轻量化反射镜坯          

复杂结构件                              

光机功能结构一体化组件

CIOMP-RBSiC
应用领域



Φ2m超轻量化碳化硅反射镜

地基望远镜——2m反射镜

       应用于目前国内最大规模自适应光学系统。

 大型光电设备——4m反射镜

       目前世界公开报道口径最大的碳化硅反射镜（Φ

4.03m），相关成果受邀在SPIE Newsroom主页报

道，同时受到国内多家中央级媒体关注。

CIOMP-RBSiC陶瓷复合材料

CIOMP-RBSiC CERAMIC COMPOSITES

碳化硅复杂结构件

碳化硅框架

碳化硅支架

碳化硅散热片及其CMOS产品碳化硅框架

CIOMP-RBSiC
代表性产品

CIOMP-RBSiC
代表性产品

“吉林一号”光学A星——0.7m反射镜

     应用于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高分辨商用遥感卫

星。

“吉林一号”宽幅相机——1.5m反射镜

       应用于目前世界上幅宽最大的亚米级分辨率卫

星。

高分辨率空间遥感卫星——0.5m反射镜

       通过碳化硅光机功能机构一体化制备，实现更高

的结构刚度和系统稳定性。

“天问一号”——0.2m反射镜

       采用同质连接技术，实现了背部封闭结构碳化硅

反射镜的制备。

       反射镜面密度优于35kgm。



COMPLEX SURFACE OPTICAL SYSTEM 

MANUFACTURE AND METROLOGY

高精度复杂曲面光学系统制造

        自上世纪90 年代起，实验室围绕光学系统集成制造领域中的关键技术、学术热点开展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的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突破了高精度铣磨成型、计算机控制光学表面成形、应力盘高效研磨抛光、高精度磁流变抛光、高精度离子束

抛光等加工技术方法，同时开拓了Null Lens、全息补偿器、子孔径拼接等复杂曲面高精度检测技术，深入探索了组合加工与检

测技术，揭示了纳米级材料稳定去除规律并提出了光学加工全局优化策略，实现复杂曲面高效纳米精度制造。

        实验室突破了“离轴三反光学系统先进制造技术”，取得了以“大口径非球面自动加工设备”、“大口径高精度（离轴）非

球面加工技术”、“离轴非球面高精度检测技术”、“离轴三反系统高精度装调技术”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折射补偿器   振幅型CGH   位相型 CGH

面形精度rms7.5nm1.5m口径非球面

光学加工：

高效高精度铣磨设备及技术

大口径复杂曲面直接铣磨成型技术

计算机控制小磨头成型技术 (CCOS)

磁流变抛光技术(MRF)

离子束抛光技术 (IBF)

应力盘抛光技术 (SLP)

单点金刚车车削技术(SPDT)

高精度微纳光学元件制造技术

光学检测：

高精度三坐标轮廓测量

高效、高精度摆臂轮廓扫描检测技术(SAP) 

计算全息补偿检测技术(CGH)

折射式补偿检测技术(NullLens)

子孔径拼接检测技术(SST)

复杂曲面混合补偿检测技术

条纹反射法检测技术(SCOTS)

复杂曲面高精度结构参量控制技术

系统装调：

离轴三反系统共基准装调(CRA) 技术

扫描夏克哈特曼（SH）波前检测技术

高精度复杂曲面光学系统制造

COMPLEX SURFACE OPTICAL SYSTEM MANUFACTURE AND METROLOGY

1m量级离轴非球面 面形精度rms6.3nm

“碳卫星”载荷 “快舟一号”载荷 “吉林一号”载荷

成
果

应
用

︵
典

型
载

荷
︶



复杂光学元件铣磨及在线检测

设备 加工口径 可加工材料

DMG-Ultrasonic-100 1000mm

 
光学玻璃

光学晶体

金属

光学陶瓷

DMG-Ultrasonic-210FD 2000mm 

LOG-4000 4000mm

 

DMG-Ultrasonic-210FD LOG-4000

同轴、离轴非球面、自由曲面光学元件铣磨成型

金属基光学元件铣磨

水射流砂轮修锐技术

高端定制机械件制造

高精度光学器件铣磨服务

通用型光学加工设备型号及其加工能力

同轴、离轴非球面、自由曲面光学元件

晶体、半导体元件抛光

金属基光学元件

设备 加工口径 可加工材料

FSGJ-II 1200mm

FSGJ-III 1500mm

FSGJ-1500 1500mm

FSGJ-2500 2500mm

FSGJ-4000 4000mm
 

FSGJ-Robert I 2000mm

光学玻璃

光学晶体

光学陶瓷

设备 加工口径 可加工材料

MRF-600 600mm

MRF-2500 2500mm

MRF-4000 4000mm

IBF-800 800mm

IBF-1000 1000mm

IBF-1500 1500mm

光学玻璃

光学晶体

金属

光学陶瓷

确定性光学加工设备型号及其加工能力

高精度复杂曲面定制服务

高精度复杂曲面光学系统制造

COMPLEX SURFACE OPTICAL SYSTEM MANUFACTURE AND METROLOGY

高精度复杂曲面
铣磨成型技术

高精度复杂曲面
研抛技术



高品质光刻掩模板

高精度计算全息检具设计与制造

微透镜阵列、菲涅尔阵列

薄膜衍射元件及其成像系统光学镜面各加工阶段高精度检测

高精度检具设计、制造

高精度标准具设计、制造

复杂结构件测量

设备

轮廓检测 三坐标仪、摆臂轮廓检测仪

干涉检测 Zygo干涉仪、4D干涉仪、ESD干涉仪I

几何量测量 激光跟踪仪

凸非球面检测 子孔径拼接仪

表面质量检测 白光粗糙度仪、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检测基础设施
3m、10m、20m气浮检测平台；

8m、28m立式检测塔

检测设备型号及其检测应用

 
微纳制造服务

 
高精度检测

设备 能力

激光直写 加工范围400mm×400mm，最小特征尺寸600nm

单点金刚车 加工范围Φ700mm，四轴联动

离子束刻蚀 加工范围Φ1500mm，刻蚀深度均匀性优于1%

共聚焦显微镜 横向分辨率120nm，纵向分辨率10nm

白光干涉仪 横向分辨率120nm，纵向分辨率10nm

微纳制造设备

高精度复杂曲面光学系统制造

COMPLEX SURFACE OPTICAL SYSTEM MANUFACTURE AND METROLOGY

高精度复杂曲面
检测技术

微纳光学元件
制造技术



ADVANCED OPTICAL THIN FILM 

AND FUNCTIONAL FILM

先进光学薄膜与功能薄膜

        先进光学薄膜与功能薄膜组主要进行光学薄膜及功能薄膜的设计、制备、表征方面的基础及应用研究，包括紫外、可见、红

外波段高精度滤光片研究、渐变滤光片及高光谱仪器研究、大口径SiC反射镜表面改性及镀膜、结合光刻和激光微纳加工技术进

行图形滤光片、微结构硅基光电探测材料、曲面网栅结构、频率选择表面及其他功能薄膜研究等。其中，在大口径光学镀膜技术

研究方面，可进行最大口径Φ4m SiC 反射镜表面改性及镀膜。

先进光学薄膜与功能薄膜

ADVANCED OPTICAL THIN FILM AND FUNCTIONAL FILM



        拥有千余平的镀膜及微结构制备洁净室，先进镀膜、光刻设备20多台，其中镀膜设备涵盖蒸发、磁控溅射、离子束溅射及化

学气相沉积等多种镀膜方法。

莱宝电子束蒸发镀膜机                               Veeco离子束溅射镀膜机                               Φ 2.5m 电子束蒸发镀膜机

        完备的薄膜、微结构测试设备，可进行薄膜结构、应力、硬度、附着力等物理机械性能，以及薄膜与微结构表面形貌、光学

特性的测试。

薄膜、微结构性能测试平台

先进的镀膜及光刻设备

先进光学薄膜与功能薄膜

ADVANCED OPTICAL THIN FILM AND FUNCTIONAL FILM

        在国内较早的开展了碳化硅材料表面改性及镀膜的研究工作，实现了碳化硅反射镜改性及镀膜的工程化应用，并已完成2m

量级碳化硅反射镜的改性及镀膜工作，相关成果已经应用到神舟、天宫等国家重大项目。

大口径窄带负滤光片（D=650mm)

产品特点：

通带透过率>97%；

532nm处反射率高于92.5%。�

薄膜与微结构
制备及测试平台

大口径光学元件
镀膜

大口径SiC反射镜表面改性及镀膜

φ3.2m磁控溅射镀膜机                      5.5m×7m磁控溅射镀膜机                                            ABM曝光机



先进光学薄膜与功能薄膜

ADVANCED OPTICAL THIN FILM AND FUNCTIONAL FILM

产品特点：

光刻、镀膜复合工艺精密制作：图形误差≤2μm

优异的滤光特性，通带透过率≥95%

可选通道集成数目，可达8谱以上�

精确的尺寸控制：长度≥100mm，宽度≤0.7mm 

应用领域：

�空间多光谱成像

多光谱成像光谱仪�

医用多光谱成像�

渐变滤光片

产品特点：

新型高集成度分光器件，轻小便携

领先的光谱特性：分辨率1%@CWL，透过率≥80%

优异的色散性能，线性色散系数可达50nm/mm

宽工作范围，覆盖可见近红外波段

应用领域：

轻量化高光谱成像光谱仪

便携式光谱仪

医用内窥镜

紫外、可见、红外波段高精度滤光片

产品特点：

优异的光谱特性高透过率、高反射率

采用离子辅助、磁控溅射、离子束溅射等镀膜工艺

中心波长，透射特性可定制

应用领域：

光学成像系统

激光应用

生物医学

生物医学用薄膜滤光片

产品特点：

双离子束溅射工艺制作：截止深度≥OD6 

优异的滤光特性通带透过率≥95% 

优异的偏振钝化特性，大角度使用无偏振分离

应用领域：

荧光显微镜

双光子显微镜

光学成像系统

   高截止带通滤光片                                                                          

高精度光学
薄膜滤光片

 

窄带通滤光片                                                 长波通截止滤光片                                         

  45°消偏振分色滤光片

多光谱滤光片

像元级（马赛克）多通道滤光片

16通道滤光片实物图

产品特点：

��工 作 波 长：可见、红外波段

�单� 通道尺寸：10-30um

��光谱通道数：>8

��通带半峰宽：5-20nm

��峰值透过率：50-90%

��带外截止度：<0.5%



产品特点:

图像传感器上集成高光谱分光能力 

理想的信噪比控制，薄膜带外截止度优于1%。

应用领域： 

空气质量监测 

气体分析 

生物医学 

高光谱图像传感器 

        利用渐变滤光片取代传统光谱

仪器中的光栅、棱镜等分光系统，

实现光谱仪的小型化。

微型光谱仪

传统分光原理

滤光片分光原理

团队研制的微型光谱仪及技术参数

光谱范围 900-1700nm

光谱分辨率 9nm@900nm

尺寸 45*45*50mm

重量 79g

功耗 4.5W

接口 Usb3.0

        COSpectro VNIR成像光谱仪是一款采用变波长滤光片的高光谱成像仪。系统具有结构简单、尺寸小、重量轻、成本低、

功耗低、成像质量良好等优点，可搭载在小型机载平台上。镜头接口为标准C口，可接标准镜头，也可以和显微镜等成像设备

连接。

COSpectro VNIR成像光谱仪

成像实验

型号：COSpectro VNIR

光谱范围 400-1100nm

光谱分辨率 4nm@400nm

尺寸 29*29*41.5mm

重量 50g

功耗 4.5W

镜头接口 C Mount

像元数 2560*2048

先进光学薄膜与功能薄膜

ADVANCED OPTICAL THIN FILM AND FUNCTIONAL FILM

高光谱器件
及仪器



        本研究室利用飞秒激光微纳加工技术获得了在可见、红外波段都具有高吸收的黑硅材料，并且制备了在近红外波段具有较高

响应的黑硅探测器，在1064纳米处，其响应度为传统硅基探测器的2倍。 

微结构硅基光电探测材料

微结构表面等离激元光学

        基于硅基复合光栅的表面等离激元研究取得一系列进展，包括多模式谐振的近红外可调谐吸收、波导内附加相移的数值拟合

方法、以及模式杂化带来的高Q值低损耗特性等。 

工艺流程

基于微球自组装的微纳结构加工技术

微结构图案

先进光学薄膜与功能薄膜

ADVANCED OPTICAL THIN FILM AND FUNCTIONAL FILM

微纳结构光学
及应用

大尺寸红外超表面透镜设计及制造

         开展了大深宽比3D微纳结构的设计及制备技术研究，突破了大尺寸红外超表面透镜快速生成关键技术。 



大幅面、高精度刚性/柔性FSS阵列及PCB加工平台

最大加工幅面：1.5m×1.0m

线条精度±10um

可见/红外透明导电网栅膜生产线

以自主研发激光直写设备为核心

可满足定制化、高指标（线宽5um）批产需求

平面激光直写设备                  自主研发的球面第一代球面直写                             第二代球面直写

紧缩场微波暗室

可进行天线罩RCS测试、天线罩电性能测试、平板材料反射率测试

工作频率：4-18GHz

静区尺寸：1.2m（直径）×1.2m（高）

自由空间测试系统

准确测试各种材料的透过率、反射率、介电常数等

以点聚焦透镜天线为收发天线

工� 作频率：4-18GHz

先进光学薄膜与功能薄膜

ADVANCED OPTICAL THIN FILM AND FUNCTIONAL FILM

曲面网栅及
频率选择表面



新体制光学成像技术

NEXT-GENERATION OPTICAL IMAGING TECHNOLOGY

NEXT-GENERATION OPTICAL IMAGING TECHNOLOGY

新体制光学成像技术

       新体制光学成像系统是面向前沿应用领域光学系统性能需求，突破口径、体积、重量等限制的新一代先进光学

成像系统。新体制光学成像技术包括时域-空域信息重建、多通道多工作模式复合、共相位调控等高性能光学成像与

器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研究。

新体制
光学系统

计算成像体制

薄膜体制

干涉成像体制

旋转成像体制

拼接镜体制巨型反射镜体制



新体制光学成像技术

NEXT-GENERATION OPTICAL IMAGING TECHNOLOGY

新体制光学
共相位调控

新体制光学
成像机理研究

新体制光学成像机理研究 曲率一致性检测与控制

拼接镜体制反射镜曲率一致性检测精度优于1ppm

控制能力优于1‰，曲率一致性控制精度优于3ppm

检测精度优于PV λ/10。

系统波像差精度优于RMS λ/10。

旋转成像复原方法研究

成像性能测试及软件

波前共相位检测技术

波前共相位检测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