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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光子学（photonics）是研究光子作为信息和能量载体的科学，包括光子的产生、运动和转化；光子学与

信息科学的交叉形成信息光子学（Information photonics）, 它是传统波动光学的提高和发展，是近代光学和微

电子学的综合和升华。光子学包括光信息处理、光通信、光显示、激光技术、全息技术，光电子技术等多个不

同的发展方向和应用领域，其应用范围涵盖了光能量的发生到通信与信息处理。

近年来，信息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国珠三角、长三角、武汉光谷、环渤海湾、京津唐等高

技术开发区的光信息产业发展很快；我国高等院校普遍设立信息科学、光电信息、物理电子等学院和专业，新

增了相关的本科专业或硕士点、博士点，并开设了相关课程。然而，在实验教学中，许多学校仍然没有与相应

课程匹配的实验教学软硬件设备，或是实验设备陈旧，与目前的专业发展要求相比严重滞后。这造成了学生的

理论学习与操作实践之间的脱节，对于培养学生的科研工作能力非常不利。

近年来，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电研究所与各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知名教授专家合作，开发出了

一批符合专业发展趋势的专业实验成套设备，其中包含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科研成果，内容涵盖了傅里叶光学和

光信息处理、光电子与激光技术、光电子技术与光电检测、光通信等多个领域。实验系统产品面市后，受到广

大师生用户的一致好评，并多次在世行、日行货款人才培养项目以及政府教学实验设备采购招标中中标，成为

许多高等院校本科高年级学生、研究生课程不可或缺的教学实验设备。这些实验有如下特点：

一、前沿性：有相当一部分实验是本领域研究成果的结晶，具有先进性和前沿性，例如联合傅里叶变换图

像识别，半导体激光泵浦固体激光倍频、锁模、选频、体全息、掺铒光纤放大等等。

二、开放性：实验本身就是从科研成果中提炼而成，经过拓展、提高，就可以形成新的科研课题。

三、基础性：在近代光学、全息系列实验中，安排了光路调试、干涉仪调整、光栅制作、镜头参数测量、

光学平台防振性能检测等基础训练，对于养成良好的实验素养至关重要。

四、应用性：考虑到许多学生将来要从事应用、开发工作，走进产业界，因此安排了一些贴近应用的实验，

例如莫尔拓扑三维面形测量，多尺度小波变换测量、电子散斑干涉等，这些实验实际上是产品的预研。

我们相信，学生通过大恒的系列实验产品，经过比较全面的实验训练，将为今后的科研、教学和开发打下

坚实基础。我们提供的实验设备，还附有详细的讲义，希望对光电信息、物理电子、光电工程等学科的大学、

研究生实验教学有所帮助。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首

都师范大学等为我们实验产品的完善提供了多方支持和帮助，包括实验方案、讲义和关键器件，在此深致谢忱。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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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恒光电   您可信赖

大恒光电经营理念

质量方针

企业文化

管理理念

及时联络  一流品质  按期交货

诚信  责任  包容  分享

人性  效率  创新  协作

多年来，大恒光电针对最新教学大纲，同时吸取先

进国家及众多高校的开放性实验特色，秉承大恒光电开

发实验系统“主题前沿、结构开放、注重基础、突出应用”

的一贯理念，对我们的产品不断完善，每年更新很多能

够把握发展动向，与光电信息教学密切结合，突出交叉

学科优势，光学技术与工程应用紧密结合的产品。

大恒光电的实验设备，备受广大高校和科研单位的

好评。无论您的应用是光信息处理还是信息图像识别，

是激光器设计还是激光新技术应用，是光学非接触测量

还是光谱成分分析，是光电教学设备还是光学系统定制，

大恒光电都会以合适的光电产品和真诚的服务助您取得

成功。大恒光电值得您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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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S-HNGD-B 气体激光原理与技术综合实验

GCS-SZQX 数字全息记录与光学实时再现实验

GCS-PSL 全固态皮秒激光器折叠腔设计与锁模技术实验

GCS-DPSL 固体激光原理与技术综合实验

经典实验系统：

特色实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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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PR 基于光栅耦合的 SPR 传感测量液体折射率实验

GCS-JGXS  激光显示应用实验

GCS-TLTS 激光光镊原理与技术实验 ( 倒置光路 )

新产品：
新品

新品

新品

裸载玻片

捕捉到单个细胞

裸载玻片上激光聚焦点

捕捉到 6 个细胞团

激光点在细胞旁

捕捉到大细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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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S-OCT OCT 原理与技术综合实验系统（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转化优秀案例）

GCS-LIBS  基于 LIBS技术的金属定量检测实验系统（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转化优秀案例）

GCS-QPM 衍射相位显微原理与技术实验系统（产学合作协同育人优秀案例）

预售新品：

预售新品

预售新品

预售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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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GCS-HNGD 气体激光原理与技术综合实验 

激光器由光学谐振腔、工作物质、激励系统构成，相对一般光源，激光有良好的方向性，也就是说，光能量在

空间的分布高度集中在光的传播方向上，但它也有一定的发散度。在激光的横截面上，光强是以高斯函数型分布的，

故称作高斯光束。

同时激光还具有单色性好的特点，也就是说，它可以具有非常窄的谱线宽度。受激辐射后经过谐振腔等多种机

制的作用和相互干涉，最后形成一个或者多个离散的、稳定的谱线，这些谱线就是激光的模。

在激光生产与应用中，如定向、制导、精密测量、焊接、光通讯等，我们常常需要先知道激光器的构造，同时

还要了解激光器的各种参数指标。因此，激光原理与技术综合实验是光电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 知识点：

激光器谐振腔、激光模式（纵模，横模）、F-P 共焦球面扫描干涉仪、模式竞争、高斯光束变换、变倍扩束系统、

最佳工作电流、激光发散角、激光偏振态、激光光场分布、激光束腰

 ◆ 涉及课程：

光学、激光原理、激光技术、激光光学、工程光学、光电检测

 ◆ 实验内容 :

·短腔气体激光器谐振腔设计与调整

·气体激光输出偏振特性研究

·不同激光谐振腔型与激光输出功率关系 
·气体激光器纵模模式竞争观测及不同腔长对纵模间隔测量的影响

·气体激光器发散角测量

·气体激光高斯光束横模变换及参数测量（高斯光束光强一维分布、二维分布及三维分布）

·高斯光束束腰变换研究（高斯光束束腰位置、瑞利长度及 M 方因子测量）

 ◆ 实验原理：

本实验为典型的激光原理与技术综合实验，其内容覆盖了谐振腔设计、激光模式分析、激光器参数测量、高斯

光束测量与变换等多个知识点，内容丰富、训练全面。本实验仪器用具的选择和设计、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实验内

1-1 GCS-HN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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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效果图：

 ◆ 原理示意图：

容可根据教师需求发展成为不同方向的设计性实验，同时让学生掌握共焦球面扫描干涉仪原理、性能和使用方法。

教师可根据具体情况，将本实验作为光电专业相关课程的综合实验或设计性实验。

1-1 GCS-HNGD

计算机
CCD

He-Ne 半外腔模式
可调激光器

F-P 扫描干涉仪
控制电源

F-P 扫描干涉仪

示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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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指标：

·氦氖激光器组件：中心波长 λ0 632.8nm；输出功率 P≥1.5mW；激光谐振腔可调范围 L 290-450mm；增益管长

270mm，布儒斯特角封装；凹腔曲率半径 R0.5m、R1m、R2m；电源安全双开关（钥匙保护开关、船型开关），

带高压保护套电极插头； 
·共焦球面扫描干涉仪组件：工作波长 λ 632.8nm；自由光谱区 Δν2.5 GHz；精细常数 F ＞ 100；锯齿波幅度 A 

0-150V，频率 f 0-100Hz；含共焦腔二维加持及支撑器件；

·反光十字调节组件：单面抛光亮塑十字叉图案，靶心Φ1mm 透光小孔；

·偏振组件：Ф25.4mm，AR@400nm ～ 700nm，消光比 >500:1；端面 360°角度刻线；

·二维光束变换组件：Ф25.4mm，f=50.8mm ～ 200mm，光洁度 IV 级，宽带 MgF2 增透膜 400nm ～ 700nm，可

以实现激光束 2-4 倍扩展；

·线光束变换组件：Ф25.4mm，光洁度 IV 级，宽带 MgF2 增透膜 400nm ～ 700nm；

·滤光片组件：Ф25.4mm，T=10%@400-7000nm；

·CCD 光阑组件：通过孔Ф10mm；

·光阑组件：Ф2-29mm 可调；

·相机接收组件：分辨率 1280×1024，量化深度 10bit，像素大小 5.2μm×5.2μm，USB2.0 接口，快门时间

119us-100ms；
·激光功率指示器：标定波长 λ632.8nm，测量范围 2uw、20um、200uw、2mw、20mw、200mw 等可选，测量

精度 0.01uw；

·激光光束分析软件：背景采集，光斑直径测量，光场强度一维、二维和三维分布，包含相机参数设置模块，光斑

发散角计算模块，M 方因子计算模块，束腰位置及瑞利长度计算模块，USB2.0 硬件接口；

·精密光学导轨组件：1200mm（L）×100mm（W），适用于 GCM 系列机械调整部件；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He-Ne 半外腔激光器组件、光学导轨组件、偏振器组件、可变光阑组件、激光腔片组件、激光功率指示计组件、

共焦球面扫描干涉仪组件、高斯光束变换透镜组件、相机组件、光束分析与测量软件

 ◆ 必备设备：

    笔记本或者台式电脑、示波器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光学存储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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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GCS-DPSL 固体激光原理与技术综合实验

本实验为典型的激光原理与技术综合实验，其内容覆盖了构造固体激光器谐振腔、斜效率研究、激光被动调 Q、

激光倍频等多个知识点，内容丰富，训练全面，系统接近实际应用。本实验仪器用具的选择和设计具有很大的开放性，

实验内容可根据教师需求发展成为不同方向的设计性实验，如激光器谐振腔稳定性研究，腔长对转换效率的影响，

研究倍频效应等实验，既适合于教学研究，又可作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设计性实验。

1-2 GCS-DPSL

 ◆ 涉及课程：

激光原理与技术、光电子学、激光光学

 ◆ 实验内容：

·808nm 半导体泵浦光源的 I-P 曲线测量及阈值研究          
·1064nm 固体激光谐振腔设计与调整

·1064nm 固体激光输出模式调整及变化研究  
·1064nm 固体激光输出功率测量及斜效率曲线研究 
·固体激光腔内倍频 532nm 调整观察，匹配角与倍频效率关系研究              
·固体激光腔内被动调 Q 搭建                
·调 Q 脉冲输出重频、脉宽测量以及变化规律研究

1. 固体激光器阈值及功 - 功转换效率的测量及研究

 ◆ 知识点：

固体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泵浦、激光器谐振腔、阈值、功 - 功转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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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内容：

（1）掌握半导体泵浦固体激光器的工作原理和调试方法

（2）学会测量阈值及功 - 功转换效率

（3）研究腔长对阈值及功 - 功（泵浦光功率 - 输出激光功率）转换效率的影响

 ◆ 实验原理：

本实验采用 2W 半导体激光器作为泵浦（抽运）光源，光束整形后输出，通过透镜耦合，以端面泵浦的方式聚

焦至激光晶体。激光器通过谐振腔稳定性设计，采用平凹腔输出 1064nm 激光，可进行阈值与功 - 功（泵浦光功率 -
输出激光功率）转换效率的测量。

 ◆ 原理示意图：

LD 耦合系统 Nd:YAG 输出镜 功率计 准直器

2. 激光器倍频效应的研究

 ◆ 知识点：

激光器谐振腔、倍频晶体、倍频效应

 ◆ 实验内容：

（1）了解固体激光器倍频的基本原理

（2）研究倍频效应

 ◆ 实验原理：

在上述激光谐振腔内插入 KTP 晶体，进行腔内倍频，可产生 532nm 激光。

 ◆ 原理示意图：

LD 耦合系统 Nd:YAG KTP 输出镜
功率计 准直器

3. 激光被动调 Q 的研究

 ◆ 知识点：

被动调 Q、可饱和吸收晶体、脉冲宽度、重复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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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效果图：

 ◆ 技术指标：

·泵浦源组件：

TO3 封装温控泵浦源 λ=808nm，精度 ±5nm，P=2W，TO3 封装，TEC 控制，包括快轴整形；温控电源 工作

电流 0-2.3A 可调；（I 型配置）

光纤耦合激光器：λ=808nm，P>2W，芯径 105um， PVC 光纤保护套，集成 TEC 制冷，集成 RT，光纤接头

SMA905，光纤长度 50cm，一体式电源设计；（II 型配置）

·激光晶体 : 
Nd3+:YAG 晶体 Φ3*5mm，S1：AR@808nm&HR@1064nm,S2：AR@1064nm；四维可调；

Nd:YVO4 晶体 3×3mm，S1：AR@808nm&HR@1064nm,S2：AR@1064nm；四维可调；（II 型增配）

·耦合系统：

1-2 GCS-DPSL

LD 耦合系统 Nd:YAG Cr4+ :YAG 输出镜 探测器
准直器

示波器

激光脉宽测量图 倍频效果图

 ◆ 原理示意图：

 ◆ 实验内容：

（1）掌握固体激光器被动调 Q 的工作原理

（2）进行调 Q 脉冲的测量

 ◆ 实验原理：

将 Cr4+:YAG 晶体放入上述激光谐振腔内被动调 Q 产生脉冲激光，可测量不同泵浦光功率下的脉冲宽度和重复

频率，了解其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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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镜组耦合：1：1 耦合，Φ16*40，二维可调；（I 型配置）

光纤聚焦镜：适用波长 800-1100nm，光纤输入接口SMA，1：1倍率，工作距离 46mm，二维精密可调；（II型配置）     
·激光输出镜 :Ф20mm T=3%@1064nm、8%@1064nm，二维可调；

·被动调 Q 晶体：Cr4+:YAG 晶体，Φ7x1mm，AR@1064nm，四维可调；

·倍频晶体：KTP 3*3*5mm，AR@1064nm，五维可调；                                                                                               
·红外激光显示片：激发波段 800-1400nm，发射波长 585nm，感光面 30*50mm；

·激光功率指示器：标定波长 808nm、1064nm，最大量程 2W；

·快速光电探测器：上升时间 0.5ns@Vp-p,测量波长范围 850-1700nm，响应度 0.00094mV/uW，靶面直径 0.075mm，

耦合方式 DC 耦合，12V 积层电池供电。

·光轴指示激光：中心波长 650nm，2.5mW，四维可调；

·激光防护镜：防护波段 1064&532nm，OD6+@200-560nm&740-1200nm；

·掀盖式激光安全防护机箱：外形尺寸 850*300*230mm，光、电隔离分舱设计，外表面黄色烤漆美观处理，内表面

黑色吸光漆面处理，一体式铝合金底座板牢固稳定；

·精密光学导轨承载系统：600mm（长）×100mm（宽），适用于 GCM 系列机械调整部件，中心高 50mm；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半导体激光器泵浦源、探测器、半导体激光器、耦合系统、半导体红光准直器、激光上转换片、激光晶体

Nd:YAG、激光输出镜、被动调 Q 晶体 Cr4+:YAG、KTP 倍频晶体、功率指示计

 ◆ 必备设备：

示波器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光学存储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5 课时

固体激光和频套件（可选）

经过和频输出的激光输出波段在紫外区（10nm~400nm），它使用固体激光材料做为工作物质，在光数据储存、

光刻技术、光盘控制、微加工、大气探测、微电子学、光化学、光生物学以及医疗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 知识点：

紫外激光器、和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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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内容：

紫外和频 355nm 激光调试及研究

 ◆ 实验原理：

在固体激光器被动调 Q 后，先采用腔内倍频的方式对基频光进行倍频，之后通过一个聚焦透镜将倍频光和基频

光一起聚焦到和频晶体中进行和频，可产生 355nm 的三倍频激光。

 ◆ 原理示意图：

 ◆ 效果图：

◆ 技术指标：

·和频晶体：LBO, 3*3*10mm，四维可调；

·紫外二相色输出系统：Φ12.7mm，355nm 高反，532nm1064nm 高透；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LBO 晶体、分色输出组件、聚焦组件、讲义资料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光学存储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2 课时

1-2 GCS-DPSL

355nm 激光

分光片

和频晶体    聚焦镜

倍频、调 Q 后的激光
（主要成分 532nm、
1064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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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CS-LDTC 半导体激光原理与技术综合实验

半导体激光器是最典型的光电子器件之一。它是用半导体材料作为工作物质的一类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是现

代光通讯重要元件，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是光纤激光器和一些固体激光器的泵浦光源。由于半导体激光器有效率高、

使用方便、体积小、便于调制、价格低廉等特点，它在材料加工，医疗诊断等很多领域中有越来越多的应用。半导

体激光器的种类也越来越多，覆盖的波长范围也越来越宽，以适合不同应用的需要。器件的性能也在不断地得到改

进和提高。

本实验主要研究半导体激光的特性，光路简单，内容丰富，独立操作性强。完成本实验有助于学生对半导体激

光原理加深理解并更好的掌握，培养学生动手操作的积极性。

1-3 GCS-LDTC

 ◆ 知识点：

半导体激光、发散角、阈值电流、光谱特性、偏振态

 ◆ 涉及课程：

激光原理、光电子学、光谱学、基础物理

 ◆ 实验内容：

·半导体激光器件电学特性研究及 U-P、I-P 关系曲线绘制

·半导体激光器发光阈值测量及功 - 功转换效率研究

·半导体激光偏振特性研究

·半导体激光中心波长及谱线宽度测量

·半导体激光光束特性研究及发散角测量

·半导体激光光束整形及光束变换

 ◆ 实验原理：

半导体激光是一种相干辐射光源，要使它能产生激光，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增益条件：建立起激射媒质（有源区）内载流子的反转分布。当处于粒子数反转状态的大量电子与空穴复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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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产生受激发射作用。

要实际获得相干受激辐射，必须是受激辐射在光学谐振腔内得到多次反馈而形成激光振荡，激光器的谐振腔是

由半导体晶体的自然解理面作为反射镜形成的。

为了形成稳定振荡，激光媒质必须能提供足够大的增益，以弥补谐振腔引起的光损耗及从腔面的激光输出等引

起的损耗，不断增加腔内的光场。这就必须要有足够强的电流注入，即有足够的离子数反转，离子数反转程度越高，

得到的增益就越大，即要求必须满足一定的电流阈值条件。当激光器达到阈值，具有特定波长的光就能在腔内谐振

并被放大，最后形成激光而连续地输出。

 ◆ 原理示意图：

1、半导体激光器的工作特性

2、实验光路

半导体激光器

半导体激光器

数字光谱仪

白屏

半导体激光器

半导体激光器

偏振片

功率计

电脑

 ◆ 技术指标：

·半导体激光光源：波长 650nm，P>2mW，含激光耦合镜组件；

·精密测试电源：两档电流 10/30mA，最小电流调节精度 0.1mA, 电压实时监测；

·激光功率指示器：功率显示六档切换功率显示六档切换 2/20/200μW、2/20/200mW，标定波长 650nm，数显；

·数字式光谱仪：光谱范围 350-1000nm, 分辨率 1.1nm，USB2.0，光纤接口 SMA905，增益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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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CS-LDTC

·导光光纤：铠甲封装，石英，芯径 300um，光纤接口 SMA905，长度 1.5m，工作波长 200-2000nm；

·精密旋转工作台：可旋转角度 360°，微调范围±4°，微调分辨率±10 ＇；

·掀盖式激光安全防护机箱：外形尺寸 750*450*300mm. 光、电隔离分舱设计，外表面白色烤漆处理，内表面黑色

吸光漆面处理，一体式铝合金底座板牢固稳定；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半导体激光器、数字光谱仪、激光功率指示计、一体化机箱、精密控制电源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用笔记本）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光学储存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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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GCS-HNSG-XP

1-4 GCS-HNSG-XP 声光锁模与腔内选频单纵模激光实验

氦氖（He-Ne）激光器在光全息等研究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由于普通的 He-Ne 激光器在功率较高时（即

增益管较长时）会出现多个纵模，对于干涉、计量等一些要求单色性很强的激光研究领域不适用。通过腔内选频技

术得到的单纵模 He-Ne 激光器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在激光器中利用锁模技术可得到峰值功率很高的短脉冲激光。80 年代后期利用碰撞锁模技术可获得持续时间短

到飞秒量级的超短脉冲。极强的超短脉冲光源大大促进了非线性光学、时间分辨激光光谱学、等离子体物理等学科

的发展。

 ◆ 知识点：

谐振腔原理、激光模式分析、F-P 标准具、腔内选频、声光锁模技术

 ◆ 涉及课程：

激光原理与技术、光电检测

 ◆ 实验内容：

·氦氖全外腔激光器谐振腔设计与调整

·氦氖全外腔激光器模式测量与分析

·拉曼 - 奈斯衍射与声光调制原理研究、衍射特性研究

·声光调制锁模激光器谐振腔设计与调整   
·声光锁模激光器工作频率与谐振腔关系特性研究 
·F-P 标准具参数研究与单纵模输出谐振腔设计调整

 ◆ 实验原理：

本实验为典型的激光原理与技术综合实验，其内容覆盖了谐振腔设计、激光模式分析、声光调制、主动锁模、

光电检测，法布里－珀罗（F-P）标准具，腔内选频，单纵模激光器等多个知识点，内容丰富、训练全面，系统接近

实际应用。本实验仪器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实验内容可根据教师需求发展成为不同方向的设计性实验，如激光器谐

振腔稳定性研究，光电探测器设计，腔内选频单纵模激光器等实验，既适合于教学研究，又可作为理论和实践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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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设计性实验。

在激光器的腔内插入声光损耗调制器来实现对 633nm激光锁模。He-Ne激光介质的增益特性属非均匀增宽类型，

用扫描干涉仪观察纵模频谱，可看到各个纵模强度是随机涨落的，这是由于模式竞争引起的。因此，采用主动锁模

的调幅技术，在激光腔内插入声光损耗调制器，使激光纵模强度在腔内受到周期性的损耗调制，在增益线宽内所有

的纵模都会受到相邻纵模产生的边频耦合，迫使所有的纵模都以相同的相位振动实现了同步振荡，达到锁模的目的。

制作输出为单纵模的氦氖激光器有许多方法，为了制造有相当功率输出的单纵模激光器，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是对长腔多纵模激光器进行选模，改多纵模激光器为单纵模激光器。本实验采用 F-P 标准具插入腔内选模，是系统

内具有滤波器特性的选模法。使用 F-P 标准具选模，其腔内损耗要小于 Fox-Smith 腔选模，F-P 选模激光器腔片可

以配用最佳透过率的镜片作为输出镜，由于激光腔内有这样一个法珀标准具，将只允许增益的多普勒线型、谐振腔

腔模线型及 F-P 腔透过率线型相乘的重叠积分不为零的一个纵模形成单纵模激光振荡。

 ◆ 原理示意图：

声光锁模器

锯齿波发生器
示波器

探测器扫频干涉仪平腔镜

声光晶体

增益管

平凹腔镜

F-P 标准具

增益管
探测器扫频干涉仪

示波器
锯齿波发生器

平腔镜

平凹腔镜

1-4 GCS-HNSG-XP

腔内选频实验

锁模激光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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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效果图：

     

 ◆ 技术指标 :

·指示激光：中心波长632.8nm，功率≥1.5mW，电源安全双开关（钥匙保护开关、船型开关），带高压保护套电极插头，

二维可调；

·声光锁模器：工作波长 632.8nm，衍射效率 ≥30％，通光口径 Φ3mm，频率步进 1KHz，工作介质熔石英，衍射

模式拉曼 - 奈斯；

·超窄线宽激光谱线分析系统：适用波长 632.8nm，自由光谱区 2.5 GHz，精细常数＞ 100，加载锯齿波幅度 0-150V，
频率 5-75Hz；

·氦氖激光超长腔工作平台：中心波长 632.8nm，直腔输出功率 ≥25mW，增益管长 1.0m，可搭载 GCM 系列精密

光机调整部件；

·锁模输出激光：平均功率 ≥2mW，锁模脉冲重频：≥100MHz；
·激光功率指示器：标定波长 632.8nm，最大量程 100mW，最小读数 0.2mW；

·选频组件：△ N=0.1，光洁度Ⅰ级，平行度 2″；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He-Ne 外腔激光器组件、辅助激光器组件、声光锁模调制器系统、激光功率计、共焦球面扫描干涉仪组件、快

速脉冲探测器组件、声光锁模激光器调整组件、声光锁模激光器调整工具、F-P 标准具组件

 ◆ 必备设备：

示波器、光学平台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6 课时

1-4 GCS-HNSG-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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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CS-YAG

1-5 GCS-YAG 固体激光调 Q 技术与应用综合实验

固体激光器是各类激光器中最早获得激光输出的一种，发展非常迅速。固体激光器的特点是有较大的输出功率

和紧凑的结构，机械强度也较大，因此在工农业和军事上得到广泛的应用。例如在工业上用来打孔，切割、焊接等加工，

医学上用来作视网膜焊接，在军事上则利用强大的激光脉冲来测距和定向。

   
 ◆ 知识点：

谐振腔调整、泵浦（抽运）、固体激光器输出特性、电光调 Q、激光倍频、相位匹配角、功率密度、激光能量

 ◆ 涉及课程：

激光原理与技术、光电子学、激光光学

 ◆ 实验内容：

·灯泵固体激光器谐振腔设计与调整

·灯泵固体激光器输出特性研究与电 - 功曲线测量

·电光调制特性研究与调 Q 输出参数测量（脉宽及输出能量测量）

·激光腔外倍频输出研究

 ◆ 实验原理：

本实验为典型的激光原理与技术综合实验，其内容覆盖了构造固体激光器、谐振腔调整、激光器输出特性研究、

电光调 Q、激光倍频等多个知识点，内容丰富，训练全面，系统接近实际应用。既适合于教学研究，又可作为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的设计性实验。

本实验采用闪光灯侧面泵浦 YAG 方式，通过谐振腔稳定性设计，产生 1064nm 激光输出，可进行激光器输出特

性的测量。

利用晶体的电光效应制成 Q 开关，采用带起偏器的电光调 Q，产生峰值功率高、脉冲宽度窄的单脉冲激光。同

时采用腔外倍频技术，在动态、静态情况下输出 532nm 激光。

 ◆ 原理示意图：

532nm 激光

倍频晶体 前腔镜 起偏器 KD*P 晶体 后腔镜 指示激光器Nd：YAG 晶体及氙灯模块

激光谐振腔调整及倍频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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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效果图：

                      

                                        调 Q 脉宽测量效果图                                            调 Q 输出激光光斑

 ◆ 技术指标：

·光轴指示激光：650nm，2.5mW，四维可调；

·激光波长：YAG 输出 1064nm，倍频 532nm；

·最大输出能量： 900mJ(1064nm，静态 ) 200mJ(1064nm，动态 ) ；
·光束发散角：≤5mrad；
·数字触摸屏激光电源：液晶 7 寸显示屏，界面包含放电设置、工作参数、Q 参数设置、系统设置等模块；充电电

压 1000V（最高），输出平均功率 1kW，放电频率 1-10 可调，可外触发 EXT 设置；放电脉宽 200μs，晶体高

压 1-5000V，调 Q 延时 180μs（50-300μs 可调）体积：360mm×370mm×180mm；

·调 Q 方式： 电光调 Q，1 ～ 5KV( 可调 )，KD*P 晶体，四分之一电压 3400V，三维精密可调（含精密旋转架）；

·聚光腔：外部预留循环水接口，内部椭圆腔设计，聚四氟反射面，激光晶体：Nd：YAG，Ф7*110mm，氙灯泵浦；

·输出激光脉冲宽度：20ns 左右；

·激光输出镜：Ф20mm T=80%、60%、40%@1064nm 三种透过率；

·激光能量计：光谱范围 0.19μm~11μm，对应四档量程 19.9mJ、199.9mJ、1.999J、19.99J，最小分辨率 10μJ；
·快速光电探测器：上升时间 0.5ns@Vp-p,测量波长范围 850-1700nm，响应度 0.00094mV/uW，靶面直径 0.075mm，

耦合方式 DC 耦合，12V 积层电池供电；

·开合式激光安全防护机箱：外形尺寸 850*300*230mm，光、电隔离分舱设计，外表面黄色烤漆美观处理，内表面

黑色吸光漆面处理；

·激光防护镜：防护波段 1064&532nm，光密度 OD5+，可见光透过率 12%；

·精密光学导轨承载系统：600mm（长）×100mm（宽），适用于 GCM 系列机械调整部件，中心高 50mm；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开关型脉冲激光电源、辅助激光器组件、激光器谐振腔系统组件、激光能量计组件、冷却循环水箱

 ◆ 必备设备：

示波器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实验设备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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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议课时：

5 课时

固体激光调 Q 和频套件（选配）

经过和频输出的激光输出波段在紫外区（10nm~400nm），它使用固体激光材料做为工作物质，在光数据储存、

光刻技术、光盘控制、微加工、大气探测、微电子学、光化学、光生物学以及医疗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 知识点：

·紫外激光器、和频效应

 ◆ 实验内容：

紫外和频 355nm 激光调试及研究

 ◆ 实验原理：

在固体激光器电光调 Q 后，先采用腔外倍频的方式对基频光进行倍频，之将倍频光和基频光一同入射到和频晶

体中进行和频，可产生 355nm 的三倍频激光。

 ◆ 原理示意图：

紫外激光和频原理示意图

 ◆ 技术指标：

·和频晶体：LBO 3*3*10，四维可调；               
·紫外二相色输出系统：Φ12.7,355nm 高反，532nm1064nm 高透；

 ◆ 设备成套性：

LBO 晶体、分色输出组件、讲义资料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光学存储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2 课时

1-5 GCS-YAG

355nm 激光

分光片 和频晶体

倍频晶体 起偏器 指示激光器KD*P 晶体 后腔镜前腔镜 Nd：YAG 晶体及氙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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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CS-HNDU 多谱线氦氖激光器及放电管增益研究实验

一台激光器除激励电流源外，主要由增一益介质和谐振腔组成。He-Ne 激光器放电管内按一定气压充入的氦氖

混合气体被电流激励时，与某些谱线对应的上下能级的粒子数发生反转，使介质具有增益。He-Ne 激光器通过色散

选择谱线方法，可以使得氖原子在不同能级之间的跃迁所发出的荧光产生激光震荡输出激光，波长分布在近红外、

可见光区。

 ◆ 知识点：

粒子反转、自发辐射、小信号增益比、增益饱和、损耗、光谱电子能级跃迁、光谱分析

 ◆ 涉及课程：

激光原理、激光技术、光电检测

 ◆ 实验内容：

·观测氦氖激光器放电管自发辐射光谱 
·氦氖多谱线激光器谐振腔设计与调整 
·测量各条激光输出光谱线的波长

·测量各条输出谱线的最佳工作电流

 ◆ 实验原理：

本实验为典型的激光原理基础实验，通过荧光分析的方法研究氦氖激光器放电管增益特性。实验内容涵盖了激

光产生原理中大多数的知识点，同时通过调整色散器件，选择不同的激光振荡波长，可以得到可见光区内红、橙、

黄色 5 种不同的激光波长。本实验包含多个知识点，原理清晰、效应明显、训练全面，有助于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

激光产生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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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采用 1m 长 He-Ne 激光放电管，通过分析放电管发出的荧光波长和强度，得出激光器放电管的特性。在

满足辐射跃迁选择定则的两个能级之间，其自发辐射的光谱线强度只与上能级粒子数成正比，所以通过光谱线的自

发辐射强度就可以得到上能级粒子数，进一步得到粒子数差，可计算出各激光谱线相对 632.8nm 谱线的增益值。在

不同放电电流条件下，用各能级的相对 3S2 能级的粒子数差与放电电流作图，就可以求得各条激光谱线的最佳输出

功率的电流值。

氦氖混合气体中氦气通过非弹性碰撞使得氖原子电子跃迁到 3S 能级，从 3S 能级向 2P 能级跃迁的过程中发射

不同波长荧光，此段跃迁发射的光谱在可见范围内。本实验是在长度为 1 米的 He-Ne 激光器的腔内插入色散器件，

由于色散器件对于不同波长光的色散角度不同，导致只有一个波长的光在激光腔内可以按照原路返回，从而满足激

光振荡条件而产生激光。通过调整色散器件角度，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激光波长输出。

 ◆ 原理示意图：

 ◆ 效果图：

 

 ◆ 技术指标：

·光轴指示激光：中心波长 632.8nm，功率 ≥1.5mW，电源安全双开关（钥匙保护开关、船型开关），带高压保护

套电极插头，二维可调；

·氦氖长腔工作平台：腔长 1.3m，增益腔长 1m，主输出波长 632.8nm，直腔输出功率 ≥25mW，可搭载 GCM 系

列精密光机调整部件；

计算机

光谱仪

放电毛细管

单色仪

平凹腔镜

功率计

平凹腔镜

色散元件

增益管

1-6 GCS-HN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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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谐输出波长：632.8，611.8 等多个波长

·激光电源：0-20mA 可调，最佳工作电流 15mA；
·激光偏振状态：水平偏振；

·数字光谱仪：光谱范围 350-1000nm, 分辨率 1.1nm，USB2.0，光纤接口 SMA905，增益可调；

·导光光纤：铠甲封装，石英，芯径 300um，光纤接口 SMA905，长度 1.5m，工作波长 200-2000nm； 
·色散可调谐部件：融石英，360°旋转，双面通光；

·激光功率指示器：标定波长 632.8nm，最大量程 100mW，最小读数 0.2mW；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多谱线激光器、激光电源、色散选择调整部件、辅助激光器、偏振片组件、功率指示计、数字光谱仪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用笔记本）、光学平台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6 课时

1-6 GCS-HN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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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GCS-GAUSS 激光高斯光束的参数测量及光束变换实验

众所周知，激光器由光学谐振腔、工作物质、激励系统构成，相对一般光源，激光有良好的方向性，也就是说，

光能量在空间的分布高度集中在光的传播方向上，但它也有一定的发散度。在激光的横截面上，光强是以高斯函数

型分布的，故称作高斯光束。

在激光生产与应用中，如定向、制导、精密测量、光通讯等，需要了解激光光束的各种参数指标。因此，掌握

高斯光束测量方法是光电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

 ◆ 知识点：

高斯光束、激光光场分布、光束变换

 ◆ 涉及课程：

激光原理、激光技术、光学教程

 ◆ 实验内容：

·高斯光场分布观测

·高斯光束聚焦与焦斑观测

·激光高斯光束参数研究（束腰、发散角等）

·高斯光束线变换观测

·高斯光束面变换观测

·高斯光束平顶光束变换观测

·高斯光束点阵等衍射图样变换观测

 ◆ 实验原理：

本实验为典型的激光技术应用型实验，其内容覆盖了激光高斯光束测量、光学系统与高斯光束的变换、高斯光

束的聚焦与准直等多个知识点，内容丰富、训练全面。本实验仪器用具的选择和设计、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实验内

容可根据教师需求发展成为不同方向的设计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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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效果图：

                              方形光斑变换图                                                       点阵光斑变换图

光强分布示意图
 

◆ 技术指标：

·HeNe 激光器：中心波长 632.8nm；功率 ≥1.5mW，TEM00，安全双开关（钥匙保护开关、船型开关），安全保护

高压插头；

·衰减组件：基底材料 K9；外形尺寸Φ54± 0.1mm，波段 400 ～ 700nm，平行度 30"，光洁度 III 级，镀膜扇形角宽：

270°；

·二维光束变换组件：Ф25.4mm，f=50.8mm ～ 200mm，光洁度 IV 级，宽带 MgF2 增透膜 400nm ～ 700nm，可

以实现激光束 2-4 倍扩展；

·线光束变换组件：Ф25.4mm，f100mm 光洁度 IV 级，宽带 MgF2 增透膜 400nm ～ 700nm；

·滤光片组件：Ф25.4mm，半高宽 FWHM 10nm，透过率 T>50%，金属框封装；

·光阑组件：Ф2-29mm 可调；

·相机接收组件：分辨率 1280×1024，量化深度 10bit，像素大小 5.2μm×5.2μm，USB2.0 接口，快门时间

119us-100ms；
·激光光束分析软件：光场强度二维彩色分布，光斑直径测量，背景扣除等功能，最小测量尺寸 100μm，测量精度

5%；背景采集，光斑直径测量，光场强度一维、二维和三维分布，包含相机参数设置模块，光斑发散角计算模块，

1-7 GCS-G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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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方因子计算模块，束腰位置及瑞利长度计算模块，USB2.0 硬件接口；

·多衍射组件：多光束 9*9 点阵衍射图案，网格衍射图案，十字衍射图案，圆形衍射图案等衍射组件；

·光束匀光器：输入光斑Ф10mm，工作距离 600mm，矩形光斑 50X50mm，面均匀性 <5%；

·精密光学导轨：1200mm（长）×100mm（宽），可搭载 GCM 系列精密光机调整部件；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He-Ne 内腔激光器组件、光学导轨组件、可变光阑组件、高斯光束变换透镜组件、激光衰减器组件、CCD 组件、

光束分析与测量软件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用笔记本）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光学储存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6 课时

1-7 GCS-G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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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GCS-FL 光纤激光器原理实验

光纤激光器作为固体激光器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结构简单紧凑，成本低，光束质量好，热管理性能优良以及

光电效率高等优点，因此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研究应用。本实验系统围绕光纤激光器的基础构成，基本原理，

输出特性，特殊应用技术等方面展开，可以使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学习、了解、掌握光纤激光原理知识和工作方式，

再进一步得到基础的光纤相关实操锻炼。

 ◆ 知识点：

激光振荡器、激光放大器、光 - 光转换效率、放大倍数、激光自种子、激光单脉冲能量、激光脉冲峰值光率

 ◆ 涉及课程：

光纤光学、激光原理

 ◆ 实验内容：

·连续光纤激光（振荡器）输出功率及光 - 光转换效率测量

·连续光纤激光（振荡器）输出光谱测量

·高速调制半导体激光器输出平均功率、重复频率、脉冲宽度测量及变化规律研究

·半导体激光器“自种子”效应研究及输出光谱变化观测

·光纤激光放大器输出平均功率、重复频率、脉冲宽度测量及变化规律研究

·光纤激光放大器输出光谱测量及工作状态研究

 ◆ 实验原理：

连续光纤激光器工作示意图

从上面这张光纤激光器构成原理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其与固体激光器的相同与相异之处，激光三要素缺一不

可，只是激光工作物质由晶体替换成了增益光纤，谐振腔由空间分布变成了光纤纤芯内传输，也正是由于这些差异

使光纤激光具有工作稳定、光束质量易于控制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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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激光放大器工作示意图

获取大功率光纤激光输出，往往通过种子激光 + 放大器的工作模式来实现，也可以体现出光纤激光的效率高，

稳定性高的特点。光纤放大器通过受激辐射过程放大入射光（种子光），放大器本身就是一个不带反馈的激光器，

即没有光学谐振腔，其主要组成部分为泵浦源与增益介质，当用光泵浦放大器并实现粒子数反转后，将产生光增益，

如上图所示。

 ◆ 原理示意图：

976nm 激光器

掺镜光纤

输出准直隔离器 泵浦剥离 FBG（R-20%） FBG（R ＞ 99%）合束器

光纤激光振荡器光路构成示意图

976nm 激光器

合束器 输出准直聚焦器隔离器

1064nmLD

脉冲驱动

PC

掺镜光纤

光纤激光放大器光路构成示意图 

◆ 效果图：

                    

                                                           光纤激光输出功率探测                    调制半导体激光器脉冲“自种子”效应后输出光谱窄化

1-8 GCS-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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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重复频率及脉宽下的脉冲波形图

◆ 技术指标：

·半导体泵浦光纤激光光源：中心波长 976nm，最大输出功率 >=8W，105um 多模光纤耦合输出；

·半导体激光控制电源：5.6 ＂全彩触屏，加载电流 0-9000mA 连续可调，TEC 温控范围 15-35 度连续可调，带限流保护

设置功能；

·连续光纤激光（振荡器）：输出波长 1064nm，最高输出功率不低于 4W；

·高速调制半导体激光器：输出波长 1064nm，输出脉冲宽度 3-100ns，重复频率 10k-20MHz，通过软件可调，FC/APC
光纤端口；

·纳秒脉冲光纤激光放大器：输出平均功率不低于 500mW，输出放大率大于 100 倍；

·光纤激光器实验外箱：外形大小500×300×100mm，300×200×80mm，M6点阵螺孔，孔间距25mm，透明有机玻璃盖板，

内有光纤绕线保护盒；

·激光功率计：主机 5.6 ＂全彩触屏，配有大功率热点探头最大量程 20W，波长范围 200nm-25um，配有小功率光电探头

最大量程 30mW，波长范围 400-1100nm；

·快速光电探测器：测量光谱范围 900-1700nm，带宽 1GHz，上升沿 1ns；
·小型数字光谱仪：SMA905 光纤接口，光谱测量范围 275-1100nm，波长分辨率 1.2nm；

·红外激光显示片：激发波段 800-1400nm，发射波长 585nm，感光面 30×50mm；

·激光防护镜：防护波长 1064&532nm；

·光纤端面清洁器：特殊超净纤维带芯，清洁次数＞ 500，可更换带芯；

·光纤激光器准直输出隔离保护，防止回光。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半导体激光控制电源，光纤激光主体实验箱 A，光纤激光主体实验箱 B，激光功率计主机，激光热电功率探头，

激光光电功率探头，快速光电探测器，高速调制半导体激光器，小型数字光谱仪，激光红外显示片，激光防护镜，

光纤端面清洁器

 ◆ 必备设备：

示波器

 ◆ 建议课时：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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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GCS-OPO 光学参量振荡可调谐激光器实验 

由于工作物质特征频率的关系，一种激光器只能具有固定波长的激光输出，这就给其应用带来很大的局限性，

拓展激光波长覆盖范围一般利用可调谐激光器和非线性光学晶体的非线性效应，已成为物理学界、光学界、材料界

与技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光学参量振荡器 (Optical Parametric Oscillator，简称 OPO) 作为一种宽调谐相干光源，克服了固体和气体激光

器输出波长的局限性，能够产生从紫外到远红外激光。因其调谐范围宽、结构紧凑、使用方便以及功率高、波长覆

盖范围宽、具有较高的能量转换效率等诸多优点，己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

可调谐激光输出伴随的拉曼散射激光也是实验研究的重点，实验中不仅观察到一阶拉曼 - 斯托克斯散射激光，

在一段区域内还观察到二阶拉曼 - 斯托克斯散射激光，且两谱线与参量信号光谱线保持恒定波数差的情况下，同步

调谐。

◆ 知识点：

光学参量振荡器、电光调 Q 技术、激光腔设计、激光器偏振、激光倍频、相位匹配角、拉曼激光、斯托克斯散

射

◆ 涉及课程：

激光原理、非线性光学技术

◆ 实验内容：

·氙灯泵浦激光器谐振腔调整与设计

·氙灯泵浦激光器电 - 光输出曲线测试

·激光器电光调 Q 激光输出并测量激光脉宽、单脉冲能量

·激光腔外倍频及测量匹配角、倍频效率

·光学参量振荡器调整及可调谐激光器输出

·拉曼激光输出及斯托克斯激光光谱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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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原理：

光学参量振荡器作为一种宽调谐相干光源，能够输出从紫外到红外的连续激光，克服了激光器固定波长的局限性。

光学参量振荡与激光混频（倍频、和频及差频技术）都属于三波相干参量过程，是晶体二阶非线性极化效应的结果。

一束频率和强度比较高的激光束与一束频率及强度较低得光束同时通过非线性介质，结果是信号波获得放大，

同时还产生出第三束光波（空闲波）。如果把非线性介质放在光学共振腔内，让泵浦光波、信号光波及空闲光波多

次往返通过非线性介质，当信号光波和空闲光波由于参量放大得到的增益大于它们在共振腔内的损耗时，便在共振

腔内形成激光振荡。这就是光学参量振荡器。

拉曼散射可以看作入射光的电磁波使原子或分子电极化以后所产生的，因为原子和分子都是可以极化的，因而

产生瑞利散射，因为极化率又随着分子内部的运动（转动、振动等）而变化，所以产生拉曼散射。

在光谱图中有三种线，中央的是瑞利散射线，频率为 v0 强度最强；低频一侧的是斯托克斯线，与瑞利线的频差

为Δv，强度比瑞利线的强度弱很多，约为瑞利线的强度的几百万分之一至上万分之一；高频的一侧是反斯托克斯线，

与瑞利线的频差为Δv，但比斯托克斯线弱很多。

◆ 光路示意图：

 ◆ 效果图：

白屏
参量晶体 倍频晶体

宽带全反镜宽带输出镜

光纤

光纤光谱仪

计算机

前腔镜 后腔镜

指示激光器KD*P 晶体Nd：YAG 晶体及氙灯模块

起偏器

左边带参量谱 参量谱及斯托克斯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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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指标：

·光轴指示激光：中心波长 650nm，输出功率 >2.5mW，外形 Φ14×58mm，工作电压 DC 3V，发散度 0.1-0.2mrad，工

作温度 -10℃～ +40℃；四维调整 ；

·激光波长：基频 YAG 输出 1064nm，倍频 532nm，OPO 可调谐输出（610nm-900nm）；

·最大输出能量： 900mJ(1064nm，静态 ) 200mJ(1064nm，动态 ) ；
·数字触摸屏激光电源：液晶 7寸显示屏，界面包含放电设置、工作参数、Q参数设置、系统设置等模块；充电电压 1000V（最

高），输出平均功率 1kW，放电频率 1-10 可调，可外触发 EXT 设置；放电脉宽 200μs，晶体高压 1-5000V，调 Q 延

时 180μs（50-300μs 可调）体积：360mm×370mm×180mm；

·调 Q 方式：电光调 Q，1 ～ 5KV( 可调 )，KD*P 晶体，四分之一电压 3400V，四维精密可调；

·腔镜组件：1064nm 全反镜：Φ20mm R>99.9%@1064nm；

                      1064nm 输出镜：Φ20mm T=80%@1064nm；；

·倍频组件：KTP：Φ5×6mm，AR@1064nm；II 类匹配，相位角可调；

·OPO 组件：OPO 宽带全反镜：Φ20mm R>99.9%@600-950nm；

OPO 宽带输出镜：Φ20mm T=3%@600-950nm；

OPO 晶体：KTP 晶体，Φ3×5mm，AR@600-950nm
·激光能量计：光谱范围 0.19μm~11μm，对应四档量程 19.9mJ、199.9mJ、1.999J、19.99J，最小分辨率 10μJ；
·快速光电探测器：上升时间 0.5ns@Vp-p, 测量波长范围 850-1700nm，响应度 0.00094mV/uW，靶面直径 0.075mm，

耦合方式 DC 耦合，12V 积层电池供电

·光谱仪组件：光谱范围 350-1000nm, 分辨率 1.1nm，USB2.0，光纤接口 SMA905，积分时间：1-50ms，增益可调；

·导光光纤：铠甲封装，石英，芯径 300um，光纤接口 SMA905，长度 1.5m，工作波长 200-2000nm；

·激光防护镜：防护波段 1064&532nm，OD6+@200-560nm&740-1200nm；

·精密光学导轨承载系统：600mm（长）×100mm（宽），适用于 GCM 系列机械调整部件，中心高 50mm；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指示激光组件、氙灯控制电源组件、激光腔组件、电光调 Q 组件、倍频组件、532nm 滤波组件、能量探测组件、

脉冲探测组件、OPO 组件、光谱仪组件、实验讲义

◆ 必备设备：

示波器、电脑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光学储存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1-9 GCS-O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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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GCS-TPW 自相关法测量超短激光脉冲实验

超短脉冲激光已经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作为极短的时间探针来应用和研究，超短激光脉冲参

数的测量就变得非常重要。当激光脉冲到 ps 甚至 fs 的超短量级，采用诸如高速光电探测器 + 高速示波器的直接测量，

已经极其困难或成本极高难以接受。在此情况下，一系列间接测量方法被发展出来，其中自相关法具有运行稳定、

操作简单、精度高的优点，目前使用最广泛。了解学习自相关法的原理，对其技术细节进行研究并最终掌握该测量

方法，是本实验的设计初衷。

◆ 知识点：

迈克尔逊干涉、光程差、光延迟、光学非线性效应、相关性扫描

◆ 实验内容：

·观测晶体和频效应

·研究激光脉冲自相关性与晶体和频效应关系

·拟合皮秒激光脉冲强度自相关曲线

·测量皮秒激光脉冲宽度

◆ 实验原理：

利用改进后的迈克尔逊干涉光路，激光的时间量可以被转化成空间量。激光脉冲在光路中被一分为二，其中一

束被引入可变光学延迟线，再将两束激光合并，使一束激光对另一束激光进行扫描，合并后的激光被引入至非线性

晶体当中的同一点产生非线性效应。后端对产生的和频光进行接收和分析，当两束光所走过的光程完全相等也就是

由同一个脉冲被一分为二的两个“相关脉冲”同时进入非线性晶体时，产生的和频光最强。当光学延迟线对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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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光产生延迟，使两个脉冲到达非线性晶体时产生了微小的“时间差”，和频光就会随即减弱。直至延迟量带来的

“时间差”完全使两个“相关脉冲”错开，和频光完全消失。这样即可扫描出和频光的强度随延迟空间量变化的曲线，

即强度自相关曲线。该曲线又可以根据光速转化成随时间量的变化，取曲线的半高全宽再匹配相应系数，即为激光

的脉冲宽度。

◆ 原理示意图：

    

                       入射光束和频示意图                                                 两束光和频效果示意图

                                
◆ 效果图：

     

和频结果实物图

1-10 GCS-TPW

激光器

分光棱镜
延迟扫描

反射镜 聚焦透镜
微弱光探测器

SHG 晶体

反射镜反射镜

反射镜

反射镜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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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指标：

·系统参数：同轴框架结构设计 四根高精度不锈钢杆分别位于 30mm 方形的四个角上，杆直径 6mm，杆间距 30mm；三

维转接多节点模块，可沿光路在全空间扩展；器件可沿框架同光轴移动；结构稳定，中心偏差 ≤1%；系统最大扫描范围

300ps，延迟分辨率 70fs，中心波长 1064nm；

·固体激光器组件：固体锁模皮秒激光器，中心波长 1064nm，稳定锁模状态下总输出功率 >1W@80MHz，脉冲宽度

<20ps，TEM00 模；

·半导体激光器泵浦组件：光纤耦合输出半导体激光器（泵源），中心波长 808nm，波长偏差±3nm，105um 光纤芯径，

NA0.22，出纤功率可调 Pmax>3.5W，温度可调 T 25-35℃；

·反射镜组件：介质膜反射镜，Φ=25.4mm，平均反射率 ≥99.5%@1064nm，带可调俯仰镜架，单轴调整量±3°；

·分光镜组件：消偏振分光棱镜，K9 材料，T/R=48/48±5% 独立偏振，a=25.4mm，斜面镀消偏振分光膜，外表面镀宽

带多层增透膜，带夹持器件；

·平移台组件：手动扫描延迟线最大移动距离±25mm，最小读数 10um；

·光电探测器组件：快速光电探测器，响应波长范围 900-1700nm，响应时间 <1ns；
·微弱光探测器组件：光谱相应范围 185-870nm，峰值响应波长 400nm，输入光口可安装标准Φ25.4mm 滤色片或衰减片；

·实验外箱：标准光学底板 900（L）×600（W）×12.7（H），M6 点阵螺孔，间距 25mm，透明有机玻璃材质顶盖；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实验箱、固体锁模皮秒脉冲激光器、同轴光纤耦合输出半导体激光器、迈克尔逊干涉系统、可变光学延迟线、

非线性晶体、快速光电探测器、微弱光探测器

◆ 必备设备：

电脑 ( 可笔记本 )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光学存储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1-10 GCS-T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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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GCS-PSL

1-11 GCS-PSL 全固态皮秒激光器折叠腔设计与锁模技术实验

为了让激光变得更快、更强，调 Q 与锁模技术被发明并不断向前发展，这些新的激光技术需要将一些特殊器件

插入到谐振腔当中，而往往这些特殊器件在腔内需要高的激光能量密度来激发其最佳的物理性能，这样传统的直腔

设计（只有一个束腰）就不能满足需要。另外对于一些超短脉冲激光谐振腔，受重复频率的限制，往往需要很长，

这样对于提高稳定性的激光工程化研究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基于以上两方面考虑，折叠形激光谐振腔成为现代主

流的激光腔型。本实验平台即围绕着激光折叠腔与皮秒超窄脉冲锁模这两个激光技术主题展开，既可以分别了解到

此两项技术的原理特点与技术核心，又可以深入将二者结合起来，激发使用学生的探索兴趣，设计搭建并优化属于

自己的基于折叠腔型的超短脉冲激光模型，提前感受到当前激光产业的技术核心。

◆ 知识点：

激光折叠谐振腔、谐振腔设计与参数优化、全固态 Nd：YVO4 激光被动锁模、半导体可饱和吸收镜、皮秒超短

脉冲

◆ 涉及课程：

光学、激光原理、激光技术、激光光学

◆ 实验内容：

·激光晶体对泵浦光吸收效率研究

·直线型谐振腔设计与参数研究

·V 型折叠腔设计与参数研究  
·Z 型折叠腔设计与参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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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型折叠腔设计与参数研究

·SESAM 半导体可饱和吸收镜参数研究

·基于 SESAM 的被动锁模皮秒脉冲激光谐振腔设计与参数研究

·脉宽测量实验（需增配自相关仪）

◆ 实验原理：

直腔是伴随激光的发明第一时间产生的，折叠腔是由 H.W.Logelnik 于 l972 年在研究染料激光器时首次提出的，

各自具备不同的特点。

本实验平台采用半导体可饱和吸收镜（SESAM）作为锁模核心器件，该项锁模技术是随着半导体技术及材料的

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SESAM 最基本的原理结构就是把反射镜和可饱和吸收体结合在一起，底层一般为半导体反射镜其上生长一层

可饱和吸收体薄膜，最上层可能生长一层反射镜或直接利用半导体与空气的界面作为反射镜，这上下两个反射镜就

形成了一个 F-P 腔结构，改变吸收体的厚度以及两反射镜的反射率，可以调节吸收体的调制深度和反射镜的带宽，

两个反射镜和中间的可饱和吸收体共同决定整个结构的反射率。

◆ 原理示意图：

SESAM 锁模 Nd:YVO4 皮秒激光光路图

◆ 效果图：

       

                            连续锁模脉冲输出波形                                          调 Q 锁模脉冲波形

SESAM

O

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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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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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指标：

·半导体激光器泵浦组件：光纤耦合输出半导体激光器（泵源），中心波长 808nm，波长偏差±3nm，105um 光纤芯径，

NA0.22，出纤功率可调 Pmax>3.5W，温度可调 T 25-35℃

·激光全反镜组件：根据实验选择不同曲率的反射镜，包括 R ∞，R400，Φ12.7×5mm，反射率 >99.9%@1064nm，0°
入射高损伤阈值介质高反膜；激光部分反射输出镜，反射率 97%，1064nm 高损伤阈值介质膜；

·光纤输出聚焦镜组件，适用波长 800-1100nm，光纤输入接口 SMA，1：1 倍率，工作距离 46mm；

·吸收镜组件：SESAM 半导体可饱和吸收镜，工作波长 1064nm，工作面积 4×4mm；

·激光增益介质组件：a-cut Nd:YVO4 激光晶体，外形 3×3×6mm，通光面镀 1064nm 高反膜及 808nm 高透膜，采用软

性金属材料包裹侧面与热沉保护隔开；

·平移台组件：移动调整架手动升降台行程 25mm、手动平移台行程 25mm、电控平移台行程 200mm、控制器与电脑

USB 通信连接；

·光电探测器组件：快速光电探测器，响应波长范围 900-1700nm，响应时间 <1ns；
·激光功率计组件：最大量程 20W，热电探头 +5 寸彩色液晶全触屏主机，波长范围 200-25000nm 任意纳米整数波长；

·护目镜组件：防护波长 1064nm&532nm，转换片将红外激光转换成绿色荧光，光斑位置及形状清晰可辨，光学元件清

洁工具箱及元件收纳箱；

·实验外箱：标准光学底板 900（L）×600（L）×12.7（H）mm，M6 点阵孔距，间距 25mm，透明有机玻璃材质顶盖；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实验箱、半导体激光泵浦源、多维可调光纤聚焦镜头、激光晶体腔镜等谐振腔元件、功率计快速探测器等辅助

探测设备、护目镜转换片等安全辅助工具。

◆ 必备设备：

示波器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光学存储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1-11 GCS-P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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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pio-ps 强度自相关仪

Scorpio-ps 强度自相关仪是用来测量皮秒级超短脉冲激光的脉冲宽度的专门设备，本产品采用精密步进电机移

动台驱动光学延迟线进行扫描，测量覆盖当下主流全固态皮秒脉冲激光器所处的 1-100ps 脉宽范围和 1kHz 以上的

重频范围。Scorpio-ps 适用的激光波长为 900-1200nm，已将主要皮秒脉冲激光器的工作波长涵盖在内。Scorpio-ps
的全部光机电控部分均整合在一个工作舱内，通过 USB 线缆与电脑连接通讯，软件界面简单明了、功能齐备，除了

可以实时得出测量结果外，还可以将原始测量数据与拟合曲线保存，供用户二次调取使用。

Scorpio-ps 强度自相关仪是皮秒脉冲激光器在研发、生产、工业应用等领域内的合作拍档，密不可分。

◆ 主要参数指标：

·脉宽测量范围 1-100ps
·适用激光波长范围 900-1200nm
·适用激光重频范围 10kHz 及以上

·最大入射光强度 1W（振荡器），2uJ（放大器）

·入光口直径 2mm
·入射光偏振方向竖直

·连接方式 USB（无单独电气机箱）

·软件安装及使用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

·重复测量偏差 ±0.5ps（排除过程中激光器脉冲自身变化因素）

·电源供电 AC220V 50Hz

◆ 典型测量结果展示：

       

                        皮秒振荡器测量结果示意                                       皮秒放大器测量结果示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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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冲分裂诊断示意                                              皮秒放大器测量结果示意 2

◆ 外形尺寸（mm）：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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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光路示意：

漏光

USB

入光

晶体
探测器

步进电机移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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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GCS- TLTS

1-12 GCS-TLTS 激光光镊原理与技术实验系统

利用激光微束的动力学效应操纵和控制微小粒子运动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提出的一项高新技术，最早的研究是

基于控制原子运动的考虑，如加速、偏转、冷却原子束。激光微束操纵原子的技术于 80 年代中后期移植到生物微体

上，已经用“光阱”成功地捕获了电解质小球、病毒、细菌、活细胞、细胞器，甚至 DNA 等，并在理论上给予了深

入的研究。本实验将激光束整形聚焦技术与同轴照明显微技术通过“大恒共轴系统”完美结合在一起，既可以让使

用者清晰地观察到微米级的细胞粒子世界，又可以通过激光束精确地实现对细胞粒子的捕捉与移动，还可以进一步

拓展成为课题性研究激光束、光束梯度力、微粒大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与现实应用的实验系统。

光镊实物图（正置光路）

光镊实物图（倒置光路）

◆ 知识点：

激光光束整形聚焦、高斯光斑、同轴耦合照明、显微倍率、光阱、梯度力

◆ 涉及课程：

几何光学、物理光学、激光原理

◆ 实验内容：

·搭建调试激光束聚焦系统

·搭建调试同轴照明显微成像系统

·制备酵母菌细胞培养液，在构建的光镊系统下，对细胞进行抓取操控

·改变激光强度，观察激光强度与光镊束缚力大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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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原理：

光辐射将对物体产生力，主要表现为压力，称之为光辐射压力或光压。光压也可看成是光子流产生的压强。光

压虽然很小，往往只有几个 pN，但它足以克服微米级粒子的重力或摩擦力，实现对微粒的束缚与搬运。

如果微粒的折射率大于周围的介质折射率，微粒所受光束的合力方向指向光束焦点，力的大小与光束的会聚程

度与功率有关，正比于光的强度梯度，称之为梯度力。一旦微粒进入光束焦点附近，就可能被捕捉。

可用简单的数学公式表达几何光学近似下梯度力 F 的大小为：

n 为微粒周围介质的折射率，P 是激光束功率，c 为光速，Q 为一个小于 1 的无量纲数，称为陷阱效率系数，它

与被捕获粒子特性和光束会聚程度有关，通常由实验具体研究获得。

◆ 原理示意图：

光路示意图（正置）

光镊示意图（倒置）

成像透镜成像透镜
反射镜

反射镜

反射镜

分光镜

分光镜

显微物镜

操控物

三维微位移

相机

照明光源

准直透镜

扩束透镜

准直透镜

激光器 可调衰减器

计算机

三维微位移

操作物

分光镜

照明光源

准直透镜

会聚透镜

显微物镜

准直透镜 扩束透镜

反射镜

反射镜

反射镜激光器 可调衰减器

电脑

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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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图：

    

                裸载玻片                                    裸载玻片上激光聚焦点                             激光点在细胞旁

    

         捕捉到单个细胞                                 捕捉到 6 个细胞团                                    捕捉到大细胞团

◆ 技术指标：

·同轴框架结构：高精度不锈钢杆主体框架模块，杆间距 30mm，杆数量 4 根；三维转接多节点模块；叉式压板不锈钢立

柱支撑模块；同轴框架可搭载移动式Φ25.4mm 镜框、LED 光源架、分光棱镜架等主要光学原件支撑架；

·固体激光器：波长 532nm，输出功率不小于 50mW，横模分布 TEM00，TEC 温度控制范围 15-25℃；激光稳定性约 3%；

（可扩展其他波长与输出功率）

·多孔固定板：长宽 600*450mm，M6 螺纹孔，孔间距 25*25mm，表面发黑处理；

·同轴照明 LED 光源：功耗 >1W，亮度可调；

·反射镜组件：K9 基底，表面镀高反铝膜，Φ25.4mm，R>95%；

·中继成像透镜组件：K9 基底，表面镀增透膜，Φ25.4mm，f=150mm；

·圆形可调衰减器组件：激光功率调整范围，0-1/1000 连续可调；

·显微成像系统：40×，长工作距平场设计，畸变小；

·X、Y 平移组件：二维移动行程 25mm，系统分辨率 1um，最小读数 10um，台面 65×65mm；

·Z 向移动组件：

行程 50mm，75mm 台面，系统分辨率 1um，滚珠丝杠传动；（正置光镊配置）

行程 25mm，台面尺寸 65*66mm，系统分辨率 10um，交叉滚珠导轨传动；（倒置光镊配置）

·CMOS 数字相机组件：

分辨率 2048×1536，量化深度 8bit，像素大小 3.2μm×3.2μm，USB2.0通信接口；最小曝光时间 119us；（正置光镊配置）

分辨率 1280×1024，量化深度 8bit，像素大小 5.2μm×5.2μm，USB2.0通信接口；最小曝光时间 119us；（倒置光镊配置）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1-12 GCS- T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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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成套性：

底座台板、XYZ 三维移动平台、同轴耦合照明显微成像与激光束整形聚焦立体共轴系统、数字摄像机、图像采

集及显示软件、激光功率调整器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光学存储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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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GCS-JGXS 激光显示应用实验

近二十年以来，随着激光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及光学信息处理技术等方面的飞速发展，激光视频图像显示技术

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多通道智能激光大屏幕显示系统具有色彩鲜艳、显示面积大、亮度高、对比度及分辨率

高等特点也被广泛应用。

本实验选用振镜作为扫描显示的关键器件，作为激光显示系统中的核心部件，光学振镜由于具有转动惯量小、

转速快、响应时间短、以及固有频率高等特点，被认为是用做激光图像扫描的理想器件，在视频显示过程中起到了

非常关键的作用。实验现象明显，涉及激光输出控制相关内容，不但能训练学生动手能力，而且结果绚丽，可以提

升学生对激光显示的兴趣。

激光显示应用实物图

◆ 知识点：

激光原理、激光控制、振镜扫描、二向色原理

◆ 涉及课程：

激光原理、激光显示与应用

◆ 实验内容：

·了解三色激光合束原理，完成激光合束调节

·显示自行设计图案及文字 
·利用激光在显示区域涂鸦

◆ 实验原理：

实验过程激光器激光输出与振镜偏转均有电脑通过控制模块完成信号转换，振镜有 X Y 两个方向，激光有红绿

蓝三束；电脑控制的显示区域，即为振镜的扫描区域，当图像出现在显示区域的某一个位置，信号会通过控制模块

传输给扫描振镜，振镜的 x 方向和 y 方向分别会偏转固定角度形成扫描点。任何一个复杂的平面图像均可以通过数

1-13 GCS-JG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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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图像输入仪变换成数字信号输入至计算机，经编程计算转换成电流控制信号再输入驱动器，通过驱动器分别对 x
方向及 y 方向上振镜偏转角的控制实现对图像的扫描，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我们可以看到图像是整幅面出现的。

图像的色彩是红绿蓝三束激光合成的效果，彩色信息在电脑屏幕上出现，电脑会确认当前颜色，计算出RGB分量，

这个信息会通过控制模块，控制卡会给 RGB 激光器不同占空比的触发信号，实现激光器不同强度的输出，输出的激

光出现的振镜扫描位置，即可看到彩色。将整幅图扫描后可以在扫描区域获取彩色图样。

◆ 原理示意图：

激光显示示意图

◆ 效果图：

文字“激光”显示

文字“显示”显示

图像显示

显示屏 激光束

y 反射镜

y 振镜 振镜控制器

振镜控制器

电脑

x 反射镜

z

x

y

o

x 振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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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指标：

·红光激光光源：外形尺寸直径 20*20*70mm，波长 638nm，输出功率 50mw，工作电压 12V，触发信号 5V；可独立调整，

包含夹持，支撑系统；

·绿光激光光源：外形尺寸 20*20*70mm，波长 520nm，输出功率 50mw，工作电压 12V，触发信号 5V；可独立调整，

包含夹持，支撑系统；

·蓝光激光光源：外形尺寸 20*20*70mm，波长 450nm，输出功率 50mw，工作电压 12V，触发信号 5V；可独立调整，

包含夹持，支撑系统；

·反射镜组件：直径Φ40mm，加强铝，反射率 >95%，二维精密调整，包含夹持，支撑系统；

·二向色镜：透红反绿镜片 直径 Φ25.4mm，45°入射，R>98%@380-550nm,T>90%@584-800nm，透红绿反蓝镜片 
Ø25.4，45°入射，R>98%@380-475nm,T>90%@505-800nm 490nm；包含夹持，支撑系统；

·振镜组件：XY 扫描角度±30 度，单面反射率 >95%@400-700nm，供电电压±12V，位置系数 0.5V/ 度，工作温度 0-40
度，扫描速度 20Kpps，包含夹持，支撑系统；

·驱动控制电源组件：包含三种激光器和振镜驱动信号，输出激光器5V触发信号，振镜±12V控制信号，预留电脑通讯端口。

·白屏接收组件：白屏尺寸 100*100mm，表面喷塑。

·衰减组件：直径 25.4mm，偏振度 300:1，可以旋转 0-360 度；

·多孔固定板：外形尺寸 600*450*12.7mm，孔距 25mm，表面发黑，含地脚

·软件模块：软件包含图像设计、扫描图像翻转和镜像、多幅面同时显示、字体颜色设置、连续动画播放、单幅播放、快

速创建文字、快速图像矢量图生成；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笔记本）、光学平台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光学储存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2 课时

1-13 GCS-JG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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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GCS-UPFL 超短脉冲掺镱光纤激光器实验

超短脉冲激光器作为激光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在近三十年间得到了飞速发展。由于其具有输出脉冲宽度

窄以及峰值功率高等特点，因此超短脉冲激光在高次谐波产生、超快化学、阿秒脉冲产生等前沿基础科学研究以及

材料精密加工、光学测量、THz 产生、生物医疗以及成像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目前超短脉冲激光器主要包

括固体自由空间激光器以及光纤激光器。基于光纤的超短脉冲激光器具有结构简单紧凑，成本较低，光束质量好，

热管理性能优良等特点，作为第三代激光器的代表，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成为了光电子技术领域中的研究热点之一。

当前现代光电技术制造业和光生物科技发展迅猛，相关行业对熟悉飞秒脉冲激光基本特性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大，

然而国内高校和相关科研院所针对学生开展的普及性飞秒激光实验条件却显得不足。其原因主要是目前高校和科研

单位的飞秒激光器主要为基于块状激光晶体和光学器件的固体激光器 ，且大都专用于某个具体科研领域。这类飞秒

激光系统往往价格昂贵，操作复杂，维护繁琐，这决定了其很难应用到通常的以教学为目的的光学实验中。在此背

景下，研制适合于日常高校光学或光电技术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熟悉、了解飞秒激光的教学实验和演示的

飞秒激光器便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我们推出的超短脉冲光纤激光器套件便是结合目前脉冲动力学发展与被动锁

模技术的适合高校以及相关科研院所实验以及教学的飞秒激光系统。该系统应具有可操作性强、维护方便、稳定性

好等特点。

基于非线性偏振旋转的掺镱光纤锁模激光器实验图

◆ 知识点：

超短脉冲、被动锁模技术、耗散孤子、激光振荡器、脉冲压缩、脉冲宽度测量、激光单脉冲能量、激光脉冲峰

值功率

◆ 涉及课程：

光纤光学、激光原理与技术

◆ 实验内容：

·熟悉 NPR 被动锁模光纤激光器构成，了解各部分光学元件功能及用途

·脉冲锁模调试，调试过程中通过示波器观察调 Q 锁模、CW 锁模、多脉冲锁模等现象

·输出脉冲脉宽及光谱测量

·腔外脉冲压缩

·测量锁模光纤激光器输出光功率随泵浦功率的变化，并计算相应的斜率效率

·根据测得的平均功率、重复频率计算脉冲峰值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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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原理：

激光腔模式实现相位锁定（在某些点上实现相长干涉，其他位置相消干涉）

锁模是激光器中获得超短脉冲的一种常用技术。锁模脉冲各纵模之间间隔固定并且初始相位保持固定的相位差，

腔内纵模进行相干叠加，实现超短脉冲输出。锁模技术依照实施方式的不同通常可分为主动锁模、被动锁模以及主

被动混合锁模。其中主动锁模光纤激光器是通过外加周期信号对谐振腔内的参量进行控制，实现纵模之间相位固定

的一种锁模手段。其特点是在腔内加入调制器件，由外部注入光脉冲，从而实现对腔内光波的主动调制进而实现锁模。

与之相比，被动锁模技术是利用腔内被动锁模器件产生超短光脉冲。被动锁模光纤激光器可以产生飞秒量级脉冲，

峰值功率可以达到千瓦甚至兆瓦量级，并可以实现全光纤结构，提升了被动锁模光纤激光器在环境中的稳定性。另外，

被动锁模器件不需要像主动锁模器件那样需要外加调制信号，而是通过光纤内非线性效应或者可饱和吸收体自身的

吸收特性来实现锁模功能，成本也得到大幅度降低。被动锁模根据不同的锁模方式可分为非线性偏振旋转锁模（NPR）、

可饱和吸收体锁模、非线性光学环镜锁模等。用于被动锁模的可饱和吸收体主要有半导体可饱和吸收镜、碳纳米管、

石墨烯、拓扑绝缘体、以及黑磷等。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锁模，其本质均为可饱和吸收体的透过率与光强相关。锁模过程的工作原理可以理解为：初

始激光噪声具有大致等于荧光带宽的光谱含量，同时具有随机相位关系的纵模之间的干涉，导致光强度起伏。脉冲

的总量很大，其中存在少量超过平均强度的峰值在放大过程中得到平滑和加宽。当腔内光强超过可饱和吸收光强时，

可饱和吸收体对光的吸收变为非线性。这个过程中脉冲中心部分强度高的部分漂白了可饱和吸收体，低损耗经过可

饱和吸收体，而脉冲边沿强度较小的部分受到可饱和吸收体较大的吸收而被有效抑制，这个过程使得脉冲时域变窄。

强度较大的脉冲在激光腔内获得大的净增益，而强度较低的边沿部分在腔内循环过程中基本完全被抑制，最终初始

噪声在激光谐振腔内演化为超短脉冲输出。

非线性偏振旋转工作原理

本教学实验中采用的锁模技术是非线性偏振旋转锁模，该被动锁模技术是利用光脉冲在腔内的偏振态变化来实

现可饱和吸收体作用。其基本工作原理为：脉冲首先经过起偏器，起偏器使脉冲光场变为线性偏振光，通过偏振控

制器后，线性偏振光变成椭圆偏振光，当脉冲在光纤中传输时，由于光纤中的自相位调制和交叉相位调制作用，使

得脉冲不同位置的偏振态发生变化，脉冲能量较大的部分受到的非线性作用大，发生偏振旋转的角度相对较大，而

能量小的部分对应的偏振态改变较小，这样当在脉冲经过检偏器时，适当旋转检偏器的角度，使检偏器角度恰好旋

起偏器 光纤 检偏器

传播方向

ØL+ØNLØL

V V
ψ

U Uθ

偏振控制器

1-14 GCS-UP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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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对应脉冲能量高的方向，使得脉冲能量高的部分可以完全通过，而能量低的部分不能通过，这样就起到了可饱

和吸收体的作用。实验中通常采用两个四分之一波片、一个二分之一波片、偏振相关隔离器以及偏振分光器来构成

可饱和吸收体。

根据环形腔腔内色散不同，NPE 锁模可以分为：孤子类锁模、展宽脉冲类锁模、全正色散自相似类锁模等。不

同类型的激光器具有不同的特征，如：孤子类容易实现稳定锁模，但是单脉冲能量低；展宽脉冲类脉冲锁模光谱宽，

可支持较短的压缩后脉冲宽度，但是其需要对腔内色散进行一定的设计；全正色散耗散孤子类脉冲能量大，但是脉

冲较宽，需要额外的脉冲压缩装置实现窄脉宽激光输出。

被动锁模光纤激光器及脉冲压缩光路构成示意图

◆ 技术指标：

·半导体泵浦激光光源：中心波长 976nm，带 FBG 锁波长，最大输出功率不低于 8W，105um 多模光纤耦合输出；

·半导体激光控制电源：5.6 ＂全彩触屏，加载电流 0-9999mA 连续可调，TEC 温控范围 15-35 度连续可调，带限流保护

设置功能；

·被动锁模光纤激光器套件：输出重复频率 30-80MHz，脉冲宽度＜ 10ps，脉冲能量＞ 5nJ；
·腔外光栅对压缩后脉冲宽度＜ 200fs；
·自相关仪：脉宽测量范围>50fs，适用激光波长范围900-1200nm，适用激光重频范围10kHz及以上，最大入射光强度1W（振

荡器），2uJ（放大器），入光口直径 2mm，入射光偏振方向竖直，连接方式 USB，软件安装及使用在 Windows 操作

系统下，电源供电 AC220V50Hz；

·光纤激光器实验外箱：外形大小500×300×100mm，300×200×80mm，M6点阵螺孔，孔间距25mm，透明有机玻璃盖板；

·激光功率计：主机 5.6 ＂全彩触屏操作，配有大功率热电探头最大量程 20W，波长范围 200nm-25um，配有小功率高灵

敏光电探头最大量程 30mW，波长范围 400-1100nm；

·快速光电探测器：测量光谱范围 900-1700nm，带宽 100MHz，上升沿 10ns；
·小型数字光谱仪：SMA905 光纤接口，光谱测量范围 350-1100nm，波长分辨率 1.2nm；

·红外激光显示片：激发波段 800-1400nm，发射波长 585nm；

·激光防护镜：防护波长 1064&532nm；

·光纤端面清洁器：特殊超净纤维带芯，清洁次数＞ 500，可更换带芯；

·锁模光纤激光器输出带隔离器保护，防止返回光损伤；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 系统主要构成：

半导体激光控制电源，被动锁模掺镱光纤激光器实验箱，自相关仪，激光功率计主机，热电激光功率探头，光

电激光功率探头，快速光电探测器，示波器，小型数字光谱仪，激光红外显示片，激光防护镜，配套支撑调整架

Pump diode

Combiner

Laser output

λ/4 λ/4 λ/2

Yb-doped fiber

Transmission
gratings

Birefringent
plate

lsolator

lsolator

PBS

P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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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GCS-SX01

1-15 GCS-SX01 激光微细加工实训平台

本实训系统为激光微加工系统的入门级应用装置，具备可调强度脉冲激光光源、激光调聚焦装置、激光聚焦点

微运动控制装置、同轴照明装置、金相显微成像装置等激光微加工系统的主要构成。由于采用开放式的零部件搭建

构成，使用者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可以体会了解各功能模块在综合系统中所起到的作用，各部分的参数如何调整，

调整后会对整个激光微细加工实训装置的功能产生什么影响。在学习了解的基础上，使用者在操作体会过程中需要

动手精细调节，使实训系统工作在最佳加工状态，直至在样品上加工出最满意的微结构图案作品。在激光微细加工

的过程中，使用者还可以通过体会激光的参数与不同物质相互作用的效果关系，总结出各种“加工工艺”，启发思

考对于其他更有难度的加工应用需要扩展出的工艺功能需求。

◆ 知识点：

激光光束整形聚焦、高斯光斑、同轴耦合照明、显微倍率、4f 系统、激光脉冲、占空比

◆ 涉及课程：

几何光学、激光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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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内容：

·学习理解构成系统的各部分中所包含的几何光学与激光光学知识

·调试校准 4f 激光束聚焦系统

·精确定位当前 Z 向激光加工面

·调试校准同轴照明及金相显微成像系统，并标定当前的显微放大倍数

·学习并绘制矢量加工图

·标定作图尺寸与系统微细加工尺寸的比例关系

·在加工物表面进行微结构加工

·尝试对系统进行调整，进行不同幅面的微结构加工

·对加工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估

·对加工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故障排查

◆ 实验原理：

束腰示意图

根据衍射理论，用理想透镜对准直激光束进行聚焦，聚焦光斑的大小取决于 D
fM λ2

，选用最优光束质量的激光，
波长尽量短，聚焦镜的焦距尽量小，则可以获取尽量小的聚焦光斑，则可以为激光微细加工创造先决条件。

聚焦镜

加工面
4f 透镜组

打标示意图

在短焦聚焦镜的焦面范围内，聚焦点需要“可控地动起来”，样品表面才会被刻划出目标微结构，这样需要在

聚焦镜的前方加入“4f”透镜组，如此二维偏折的激光束才会被锁定在聚焦面中，等比例小角度偏折。

照明与金相显微成像是微细加工加工系统必不可少的“配套工具”，由于激光聚焦点以及加工面处于短焦聚焦

镜的焦面附近，因此旁轴照明光很难照亮加工区域，因此只能采用同轴落射照明的方式。照明与显微成像部分，需

要与激光聚焦部分共用同一个短焦聚焦镜，因此三个部分的整个叠加是整个实训系统最关键的地方。

激光束的偏摆运动，由软件对二维扫描振镜的精确控制实现，软件支持对常规矢量图形的绘制编辑，并且可以

对运动速度、起始位置和激光通断进行控制，功能强大而又易于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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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训光路示意：

◆ 实训效果图：

       

                                        同心圆靶环                                                    机械零件外形图

       

                                        椭圆环组                                                    精细分辨字体（皮秒激光）

1-15 GCS-SX01

成像透镜
反射镜

二维扫描振镜

反射镜

分光镜

分光镜

显微物镜

加工物

三维微位移

相机

照明光源

准直透镜

4f 透镜 1

4f 透镜 2

激光输出端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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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指标：

·光纤激光光源：中心波长 1064nm，输出功率 20W，纳秒级脉冲，占空比可调；

·X、Y 二维平移组件：移动行程 25mm，系统分辨率 1um，最小读数 10um；

·Z 向平移组件：移动行程 50mm，75mm 台面，系统分辨率 1um；

·典型加工物组件：外形（装卡外形）76.2×25.4×1mm；

·同轴笼式系统：系统夹持光学元件通光口径 25.4mm，支撑连接杠直径 6mm，杠间距 30×30mm，可灵活拆装；

·底座台板：大小 600×600×12.7mm，M6 点阵螺孔，孔间距 25mm；

·同轴照明光源：3W 功耗 LED；

·分光分束平片：直径 25.4mm，可见光波长 50% 分束；

·显微物镜聚焦：10X、40×，长工作距；

·微型黑白数字摄像机：USB2.0 数据接口，130 万像素，最大分辨率 1280×1024；
·中继成像透镜：焦距 100、150、200mm，可见光增透；

·金相显微成像系统：综合最大放大率 1000X；
·常规光学元件：工作中心波长 1064nm；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底座台板，XYZ 三维移动平台，多层同轴笼式系统主体，二维精密扫描振镜，激光束 4f 系统，激光束聚焦系统，

同轴照明系统，金相显微成像系统，光纤激光器，供电及综合控制箱，图形控制软件

◆ 必备设备：

电脑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光学存储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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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CS-JHSJ 几何光学与光学设计综合实验

本系列实验以光学的概念为基础，用几何学的方法研究光在介质中的传播规律和光学系统的成像特性。内容覆

盖了工程光学的多个知识点和经典实验，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有助于学生系统、全面地理解几何光学的基本定律，

成像的基本概念，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能力。

 ◆ 知识点：

几何光学的基本定律与成像概念、理想光学系统、经典光学系统

 ◆ 涉及课程：

光学、工程光学、应用光学、光学设计与实验

 ◆ 实验内容：

·自准直测量透镜焦距实验

·二次成像测量透镜焦距实验

·光学透镜组基点测量

·望远系统的搭建和放大倍数测量 
·显微系统搭建与光学系统分辨率检测 
·平行光管测量凹透镜焦距

·平行光管测量凸透镜焦距

1．薄透镜焦距测量

 ◆ 实验内容：

·光学系统的共轴调节

2-1 GCS-JH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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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准直法测定薄透镜的焦距

·二次成像法测定薄透镜的焦距

·测量数据的分析与透镜成像规律的研究

2．光学系统基点测量

 ◆ 实验内容：

·光学系统的共轴调节

·透镜组基点的测量

 ◆ 实验原理：

每个厚透镜及共轴球面透镜组都有六个基点。即两个焦点 F,F'；两个主点 H,H'；两个节点 N,N'。

3．自组望远系统的搭建和放大倍数测量

 ◆ 实验内容：

·望远镜的构造及原理的学习

·望远镜的搭建和放大倍数的测量

 ◆ 实验原理：

望远镜是帮助人们看清远处物体以便观察、瞄准与测量的一种助视仪器，通过本实验使学生更加了解望远镜原理，

自己搭建望远镜，测量相关参数。

4．显微镜搭建与光学系统分辨率检测

 ◆ 实验内容：

·显微镜的原理的学习

·显微镜的搭建和放大倍数及分辨能力的测定

 ◆ 实验原理：

显微镜主要是用来帮助人眼观察近处的微小物体，显微镜与放大镜的区别是二级放大。通过本实验使学生更了

解显微镜的原理，自己搭建显微镜，测量相关参数。

 ◆ 技术指标：

·LED光源成像组件：红色，波长 623nm，发光面积 40*40mm，功耗 >1W，亮度可调，成像图案“F”，LED点阵排列，

发光尺寸 30mm，供电电源 5V；                                      
·基点测量专用镜头组：包含镜组座和齿轮齿条，镜组口径 Φ40mm，镜片间距 10-180mm 可调，透镜焦距

f200mm 和 f350mm，Φ6 双杠长 200mm；齿轮齿条行程 150mm，预留 Φ12.7 的支撑座，支撑座可通过齿轮齿

条寻找节点位置；

·变换透镜：Φ25.4 ～ 50mm,f30 ～ 150mm，AR@400 ～ 700nm；

2-1 GCS-JH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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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接收屏：表面喷塑哑光设计，最小刻度 1mm； 
·反射镜组件：表面镀铝，Φ40mm，R>95%@400 ～ 700nm；                
·分辨率板：每一线条组合单元由相邻互成 45°的四组明暗相间的平行线条组成，线条间隔宽度等于线条宽度，分

辨率板最高刻线数高达 200 线对 /mm；

·平行光管：通光孔径Ф50mm，f400，包含 50μm100μm星孔，可更换分划板，预留 LED光源接口和光纤束转接口；

·焦距仪测量目标物：通过光孔径Ф8mm，表面镀铬，目标间距 1mm；

·毫米尺：10mm 可读范围，背光 LED 照明，最小刻度 1mm；

·图像设备：分辨率 768*576，CCD 图像靶面尺寸 1/3”，分辨率 420 线，灵敏度 0.05lux，传输速率 40MB/S； 
·横向平移组件：正推平移台，台面 65*65mm，预留 M3，M4 转接孔，行程 ±12.5mm，千分丝杆读数，测量精度

0.001um；

·LCD 显示组件：8 英寸液晶显示组件，支持 VGA，AV，BNC 不同信号输出模式；                         
·精密光学导轨：1200mm（长）×100mm（宽），可搭载 GCM 系列精密光机调整部件；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加强铝反射镜、毛玻璃、干板架、分划板、目标板、节点架、标尺、分辨率板、讲义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实验挂图

 ◆ 建议课时：

4 课时

2-1 GCS-JH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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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GCS-ABE 光学系统像差理论综合实验

实际光学系统所成的像，都不可能完全符合理想，所谓像差也就是实际光学系统和理想光学系统成像的差别。

像差的大小也就代表了光学系统成像质量的优劣。当成像光束孔径角增大或成像范围增大时就会产生球差，慧差，

像散，像面弯曲和畸变等单色像差，当光学系统采用白光或者复色光成像时还会产生位置色差和倍率色差等。像差

使像变模糊、失真，在光学测量中还会影响测量精度。此外，像差知识也是几何光学和光学设计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本实验系统让实验者了解并掌握像差产生的原因，观察各种像差，学会减少像差的办法，从而加深对概念的理解。

学习掌握光学系统像差测量的原理和方法。

 
 ◆ 知识点：

光线的光路计算、球差、正弦差和慧差、场曲和像散、畸变、色差、阴影法、星点法

 ◆ 涉及课程：

光学、工程光学、光学系统设计、光电测试技术

 ◆ 实验内容：

·星点法测量光学系统色差、球差、像散

·星点法观测彗差

·刀口阴影法测量光学系统色差、球差、像散

·激光剪切干涉法测量光学系统初级球差

 ◆ 实验原理：

阴影检验法的实质在于根据所观察的阴影图判断实际波面对球面波的偏差。阴影检验法测量球差的光路如图 1
所示。点光源 S 经平行光管物镜和被测物镜后成像在 S' 点。如果被测物镜无像差，S' 可看成球面波的球心。眼睛处

在 S' 点出后面并靠近 S' 点向被测物镜的出瞳调焦，可观察到整个均匀明亮的出瞳。通过在轴向所观察到的阴影图的

变化来测量对应的环带的焦点位置，从而测出相应的各像差值。

星点检验法是通过观察点目标的成像质量，来定性判断光学系统的成像质量。本实验使用点光源作为点目标，

通过光学系统成像，观察在像面及像面附近不同横截面上的衍射像的圆度，判定像质。

平板剪切干涉是采用一块具有一定厚度的高质量光学平板将通过被测光学系统的具有空间相干性的波面分裂为

两个完全相同的波面，并且使这两个波面彼此相对错位，在这两个波面的重叠区将产生干涉，从剪切干涉图解出系

统的像差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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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效果图：

   

        

                                           球差模拟                                                                             像散模拟

     

                                 球差效果图                                                                             像散效果图

     

                                        球差系数测量结果                                                                      色差效果图 

 ◆ 技术指标：

·HeNe 激光器：波长 632.8nm；功率 ≥2mW，TEM00，安全双开关（钥匙保护开关、船型开关），安全保护高压插头；

·三色 LED 光源：红、绿、蓝单色，功耗 >1W，亮度可调；

·图像传感器：彩色 CMOS 相机，靶面尺寸 1/2″，分辨率 2048*1536，像素 3.2um，光谱相应 400um-1030um，

电子快门 55us-600ms，支持 C/c++,labview, 的开发，可用 halcon，openCV, 支持 xp，win7，win8（32bit/64bit），

2-2 GCS-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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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 1.6v@550nm/Lux/s, 帧率 15 帧 / 秒，USB2.0；含支撑底座；  
·平行平晶：Φ50mm，带保护框，光洁度Ⅲ级，平行度《2″；

·平行光管：平行光管：通光孔径 Ф50mm，f400，包含 50μm100μm 星孔，可更换分划板，预留 LED 光源接口

和光纤束转接口；

·光纤传光束：光纤通光孔径 4mm，长度 0.8m；银色金属保护外套；

·刀口组件：带保护套，57mm*52mm*6.5mm，刀刃长 30mm，可 90° 45°双向切割光轴，XY 双向切割范围

25mm；

·环带光阑：Ф30、20、10mm 三种环直径，环宽 1mm，分别可模拟离轴到近轴光束；

·像差专用软件：像差模拟软件，剪切干涉法计算离轴距离及初级球差；

·激光扩束组件：40х显微物镜，NA0.65 含支撑镜架；

·待测透镜组件：直径Φ40mm, 焦距 f200mm，（提供球差、慧差和像差测试条件）含镜架；

·精密光学导轨：1200mm（长）×100mm（宽），可搭载 GCM 系列精密光机调整部件；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氦氖激光器、单色 LED 光源、特殊镜头组件、平行平晶、平行光管、刀口、像差测量软件、黑白数字摄像机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用笔记本）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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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CS-CH-I 数字式光学传递函数测量和像质评价实验

光学成像系统是一种基本的信息传递和处理系统，研究光学系统的成像过程和成像质量，是现代光学信息处理

领域的重要内容。基于频谱分析方法和线性系统理论的光学传递函数（Optical transfer function, OTF），表征光学

系统对不同空间频率的目标的传递性能，被公认为目前评价光学系统成像质量比较客观、有效的方法，广泛应用于

光学设计过程和光学系统的检验。

 ◆ 知识点：

光学传递函数（OTF）、调制传递函数（MTF）、空间频率、截止频率、调制度

 ◆ 涉及课程：

几何光学、工程光学、信息光学、应用光学、光学设计等

 ◆ 实验内容：

·成像光路搭建与矩形光栅清晰像获取

·抽样、平均和统计算法计算 MTF 值

·测量不同空间频率下矩形光栅成像系统的传递函数

·绘制单波长成像系统传递函数曲线并作像质评价价

·不同波长成像系统传递函数曲线测量与像质综合评价

 ◆ 实验原理：

本实验是传统光学实验和 CCD、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手段相结合的现代光学实验，装置系统实际上是数字式 MTF
仪的模型，接近实际应用。本实验注重学生对实验原理的理解，同时培养学生利用相关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实验直观且有很强的指导性，可作为相关专业学生的研究型实验。

本实验使用几组不同线对数的矩形光栅作为目标物，经过待测光学系统，用 CCD 对光栅的像进行抽样，通过计

算机软件对抽样值进行统计处理，测定光栅像的归一化的调制度，从而得到待测光学系统在给定线对数下的 MTF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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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效果图：

                          

                                       目标物的像                                                          对抽样值的统计

 ◆ 技术指标：

·系统光源：红、绿、蓝三色 LED 光源，功耗 >1W，亮度可调；

·测量空间频率范围：10 ～ 80lp/mm；

·图像传感器：黑白 CMOS，靶面尺寸 1/1.8″，灵敏度 1.6v@550nm/Lux/s, 帧率 15 帧 / 秒，分辨率 1280*1024，
USB2.0；

·透镜组件：Φ40mm f150mm Φ40mmf80mm，AR@400 ～ 700nm；

·MTF 专用测量软件：显示光栅像，二维灰度分布获取，抽样直方图统计，当前空间频率 MTF 值计算；

·横向平移组件：正（侧）推平移台，台面 65*65mm，预留 M3，M4 转接孔，行程 ±12.5mm，千分丝杆读数，测

量精度 0.001um；

·精密光学导轨：800mm（长）×100mm（宽）可搭载 GCM 系列精密光机调整部件；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导轨和调节系统、LED 光源、待测透镜及支架、波形发生器、图像采集系统、黑白数字摄像机、专用测量软件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笔记本）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

 ◆ 建议课时：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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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GCS-CH-II 连续空间频率传递函数测量实验

光学成像系统是一种基本的信息传递和处理系统，研究光学系统的成像过程和成像质量评价，是现代光学信息

处理领域的重要内容。基于频谱分析方法和线性系统理论的光学传递函数（optical transfer function, 简称 OTF），

表征光学系统对不同空间频率的目标的传递性能，被公认为目前评价光学系统成像质量比较客观、有效的方法，广

泛应用于光学设计过程和光学系统的检验。本实验对连续空间频率的传递函数进行测量，是实用光学传递函数仪的

简化模型。

 

 ◆ 知识点：

衍射受限系统、空间频率、截止频率、线扩散函数（LSF）、快速傅里叶变换、光学传递函数（OTF）

 ◆ 涉及课程：

几何光学、工程光学、信息光学、应用光学、光学设计等

 ◆ 实验内容：

·狭缝成像光路搭建与清晰像获取

·应用线扩散函数算法测量已知成像系统传递函数

·不同波长传递函数测量与最终像质评价

 ◆ 实验原理：

本实验用狭缝作为目标物，对光学系统的弥散像进行测量，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算出连续空间频率下的光学传

递函数，用来评价待测光学镜头的成像质量。并对镜头离焦，观察传递函数的变化。实验原理清晰，装置简洁，结

果准确直观，接近实际应用。本实验注重学生对实验原理的理解，同时培养学生利用相关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可作为相关专业学生的研究型实验。

以狭缝作为一维函数，由待测透镜对其成像，即狭缝光强的线扩散函数 (LSF)。使用显微物镜将 LSF 放大，

通过 CCD 送入计算机中并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将 LSF 转换成它连续空间频率下的谱函数曲线，即调制传递函数

（MTF），简称传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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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效果图：

                                                   

      光强的线扩散函数图                   线扩散函数三维图                     线扩散函数二维图                       传递函数图              

 ◆ 技术指标：

·系统光源：红、绿、蓝三色 LED 光源，功耗 >1W，亮度可调；

·系统稳定性：5％；

·测量空间频率范围：0 ～ 100lp/mm；

·狭缝：玻璃镀铬，狭缝宽 20um，直径 25.4mm，厚度 2mm，精度±0.1μm,OD3+@400 ～ 700nm；

·透镜组件：Φ40mm f200mm Φ40mmf80mm，AR@400 ～ 700nm；

·图像传感器：黑白 CMOS，靶面尺寸 1/1.8″，灵敏度 1.6v@550nm/Lux/s, 帧率 15 帧 / 秒，分辨率 1280*1024，
USB2.0；

·测量软件：图像读取模块，线扩散函数计算模块，MTF 计算模块，结果报告模块；

·横向平移组件：正（侧）推平移台，台面 65*65mm，预留 M3，M4 转接孔，行程 ±12.5mm，千分丝杆读数，测

量精度 0.001um；

·精密光学导轨：800mm（长）×100mm（宽）可搭载 GCM 系列精密光机调整部件；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LED 单色光源、准直镜、狭缝、数字摄像机、共轭成像镜组、实验专用软件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笔记本）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3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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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GCS-PZGX 激光偏振综合实验 

本实验为偏振光学的综合实验，包括偏振光的产生、检验以及特性的研究和重要的应用。内容涉及调制偏振光、

波片特性研究、相位延迟测量等多方面的知识。可作为光电、光信息、光学工程、光电检测等专业的本科或研究生教学，

也可作为科研部件应用。

调制偏振光在光学精密测量和光学信息传递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光学相位延迟测量系统的研究，可用于光

学延迟器的相位延迟，也可以用于产生任意的光学相位延迟量。

 ◆  知识点：

偏振光理论、波片、相位补偿、电光调制、光学相位延迟、光学测量

 ◆  涉及课程：

物理光学、非线性光学、光电检测

 ◆  实验内容：

·偏振片偏振方向和波片的快（慢）轴标定实验

·马吕斯定律的验证实验

·偏振光的产生与检验实验

·不同偏振光相互转换实验

·琼斯矩阵的表示与计算实验

·方解石晶体双折射与角度测量实验

·利用索列尔 - 巴比涅相位补偿器测量波片的相位延迟 
·利用“调制法”测量波片的相位延迟（II 型配置）

 ◆  实验原理 :

光波是一种电磁波，电磁波是横波，光波中的电矢量与波的传播方向垂直。光的偏振现象清楚的显示了光的横

波性。光波的电矢量和磁矢量相互垂直，且都垂直于光的传播方向。我们知道光有五种偏振状态，即线偏振光、椭

圆偏振光、圆偏振光、自然光和部分偏振光。不同的偏振状态在控制相位延迟的时候可以相互转化，实验中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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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固定偏振方向的激光器，偏振分光或者偏振器件、相位延迟器件、相位补偿器件、功率探测器和时间探测器

件等特殊器件就可以完成偏振态的相互转化，相位测量等内容。

 ◆  原理示意图：

马吕斯定律验证示意图

偏振态相互转化示意图

“调制法”测量波片相位延迟实验原理示意图

 ◆  实验效果图：

马吕斯定律验证模拟图

2-5 GCS-PZGX

激光器 偏振片 偏振片 功率计

激光器 偏振片

四分之一波片

偏振片 功率计

激光器 起偏器

P E S A

D

O

C

M

波片电光调制晶体

电光调制电源

Soleil-Barbinet 补偿器

检偏器

示波器

光电探测器



0070
www.cdhcedu.com

大恒光电

琼斯矩阵表征偏振态变化

波片相位延迟测量效果图

 ◆  技术指标：

·固体激光器组件：中心波长：532nm；输出功率：≥50mW；光束发散角：≤1.2mrad；模式：TEM00；TEC 温度控

制范围：15-25℃，功率稳定性﹤±1.5%@8h  ；消光比：100:1；M2 因子：<1.2；
·索列尔 - 巴比涅相位补偿器：适用波长：400~1000nm；调整相位范围：0~2π；通光口径：10mm；相位精度：

λ/300；相位稳定性：λ/400；测微丝杆位移精度：0.001mm，测微丝杆位移行程： 25mm 度盘精度：2′度盘

旋转范围：360°；

·光电探测器：探测器类型 Si, 可测波长 500-1050nm，灵敏度 0.00033mV/uW；放大倍数：10 倍，1000 倍可调；

·偏振分光组件：偏振分光棱镜，偏振度 500:1, 尺寸 25.4*25.4*25.4mm，工作波长 532nm；

·功率计组件：工作波长 532nm；量程 2μW、20uW、200uW、2mw、20mW、200mW 六档可选，分辨率 :0.01uW，

数显；

·电光调制器组件：KD*P 晶体调制器，环形电极，最小分辨率 0.001uW，调制频率 2KHz；（II 型配置）

·偏振片：Φ25.4mm，通光孔径 22mm，厚度 2mm，波长范围 400-700nm；视场角＞ ±45°，入射光为平行偏

振光时单个偏振片透过率大于 50%，消光比 500:1，含镜架；

·波片：石英晶体材料，λ/4@532nm,Φ25.4mm，厚度 1mm±0.1，延迟精度λ/100；

2-5 GCS-PZ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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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GCS-PZGX

·方解石晶体组件：尺寸 5*5%30mm；表面抛光，可以 360 度绕轴旋转；

·圆形可调衰减器：基底材料 K9；外形尺寸 Φ54± 0.1mm，波段 400 ～ 700nm，平行度 30"，光洁度 III 级，镀

膜扇形角宽： 270°；

·横向平移组件 : 台面 65*65mm，预留 M3、M4 转接孔，行程 12.5mm，千分丝杆最小读数 0.001um；

·精密光学导轨：1200mm（长）×100mm（宽）可搭载 GCM 系列精密光机调整部件；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固体激光器、索列尔 - 巴比涅补偿器、电光调制晶体、电光晶体信号源、起偏器、检偏器、光电探测器

 ◆  必备设备：

示波器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光学储存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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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GCS-SLM 空间光调制器参数测量与创新应用实验 

空间光调制器是一类能将信息加载于一维或两维的光学数据场上，以便有效的利用光的固有速度、并行性和互

连能力的器件。这类器件可在随时间变化的电驱动信号或其他信号的控制下，改变空间上光分布的振幅或强度、相

位、偏振态以及波长，或者把非相干光转化成相干光。由于它的这种性质，可作为实时光学信息处理、光计算等系

统中构造单元或关键的器件。空间光调制器是实时光学信息处理，自适应光学和光计算等现代光学领域的关键器件，

很大程度上，空间光调制器的性能决定了这些领域的实用价值和发展前景。

 ◆  知识点：

空间光调制器 (SLM)、振幅调制、位相调制、衍射光学元件

 ◆  涉及课程：

光信息处理、光计算、自适应光学、工程光学

 ◆  实验内容：

·液晶自然扭曲方向测量

·空间光调制器振幅调制特性研究与测量

·空间光调制器相位调制特性研究与测量

·空间光调制器调制特性研究及傅里叶变换应用

·空间光调制器调制特性研究及常用透射光学器件模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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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原理：

空间光调制器一般按照读出光的读出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反射式和透射式；而按照输入控制信号的方式不同又

可分为光寻址 (OA-SLM) 和电寻址 (EA-SLM) 。最常见的空间光调制器是液晶空间光调制器，应用光－光直接转换，

效率高、能耗低、速度快、质量好。可广泛应用到光计算、模式识别、信息处理、显示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实验是传统光信息处理实验与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手段相结合的现代光学实验，旨在让学生了解空间光调制器

的广泛应用，和科研价值。本实验注重学生对光信息处理中关键器件的理解，同时利用 SLM 解决实际科研与产业应

用问题的能力，实验直观且有很强的指导性，可作为相关专业学生的研究型实验。

光学信息处理系统处理光波荷载的信息。这些信息用光波的某一参数的空间分布来表征，例如强度、相位、偏振。

用光波来荷载信息具有宽带、多束光可以在空间并行传播、大容量、高速度等显著的特点。 在信息处理中，信号源（信

源）和信号处理系统往往是两个独立的系统。 信源产生的信号，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接口器件，才能耦合到处理系

统进行处理。 该接口器件就是空间光调制器 (SLM)。空间光调制器是一个二维器件，可以看成一个透过率 (或反射率 )
受到写入信号控制的滤光片，写入信号把信息传递到 SLM 上相应位置、以改变 SLM 的透过率分布的过程，称为“寻

址”(addressing)。
通常有两种寻址方式，对应于两类空间光调制器。 当写入信号是电信号时，采用电寻址的方法来控制 SLM 的

复数透过率。 常用的电寻址的方式是通过 SLM 上两组正交的栅状电极，用逐行扫描的方法，把信号加到对应的单

元上去。 电寻址又称为矩阵寻址，一对相邻的行电极和一对相邻的列电极之间的区域构成 SLM 的最小单元，又称

像素（pixel），它给出 SLM 的分辨率极限。

空间光调制器是近代光信息处理系统中关键的器件，它可以用作物函数的输入，也可以作为空间滤波器件而存在。

特别是相位型的空间光调制器件由于它的高的光能利用率和高的衍射效率而广泛的用在光电混合信息处理系统中。

 ◆  效果图：

    

SLM 相位标定图

 
                       DOE 设计效果图                                相位调制错位图                                  多边形衍射图

2-6 GCS-S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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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指标：

·固体激光及组件：输出功率 P>50mW，中心波长 λ 532nm，光束直径 1.5mm，光束发散角 1mrad，功率稳定性

<5%；含激光夹持器、支座，磁座；三维调整；

·空间滤波器组件： 40X 显微物镜，15um，25um 两种规格针孔；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一维调整；

·光束准直组件：配Φ25.4mm，f100mm 透镜；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三维调整；

·反射镜组件：配Φ40 加强铝反射镜；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三维调整；

·分光光楔组件：配Φ50.8mm，T:R=5:5@450~650nm，45°入射，楔角 4°，楔面 450~650nm 宽带增透分光光楔；

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三维调整；

·圆形可调衰减器：基底材料 K9；外形尺寸 Φ54± 0.1mm，波段 400 ～ 700nm，平行度 30"，光洁度 III 级，镀

膜扇形角宽： 270°；

·偏振组件：Ф25.4mm，AR@400nm ～ 700nm，消光比 >500:1；端面 360°角度刻线；

·光阑组件：Ф2-29mm 可调；

·图像设备：靶面尺寸 1/1.8” 数字 CMOS，分辨率 1280*1024，像元大小 5.2μm；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

·空间光调制器：透射式 LCD，液晶尺寸 0.9 英寸，像素 18um，分辨率 1024X768 ，填充因子 67%，相位调制能

力 0-1.5П@400nm—700nm，透过率 55%，工作波长：400-700nm，数据接口 :VGA，灰阶 8 位，256 阶；

·激光功率指示器：标定波长λ 532nm，测量范围2um、20uw、200uw、2mw、20mw、200mw等可选，测量精度0.01uw
·实验专用软件：软件包含 DOE 衍射设计模块、常用光学元件模拟（包含单缝，双缝，圆孔，光栅，多边形，星型

等元件）、相位计算模块、黑栅效应抑制模块，USB2.0 软件锁；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电寻址空间光调制器组件、激光器组件、分光系统组件、相位调制软件、图像采集系统

 ◆  必备设备：

笔记本或者台式电脑（需配 VGA，DVI 双输出显卡）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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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GCS-DSC 电光声光磁光调制实验

通过介质中的特殊物理效应对光束进行调制，称为外调制。常用的效应有：电光效应、声光效应、磁光效应。

本实验可以完成这三种调制方法，实验内容全面。可作为本科生物理光学课程的配套实验内容。

1、GCS-DSTZ-DG 晶体的电光调制实验

 ◆  知识点：

电光效应、电光调制、汇聚偏振光干涉、半波电压、电光系数

 ◆  涉及课程：

物理光学、光电子学、晶体光学等

 ◆  实验内容：

·铌酸锂晶体横向电光效应研究

·晶体汇聚偏振光干涉现象观察

·铌酸锂晶体半波电压测量，并计算电光系数

·电光信号调制与解调（方波调制、正弦波调制、声音调制传输）

 ◆  实验原理 :

晶体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其折射率将发生变化，当光波通过此介质时，其传输特性就受到影响，光学参数发

生相应改变，这种现象称为电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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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理示意图：

会聚偏振光干涉

半波电压测量

 ◆  实验效果图：    

        

调制倍频效果图

会聚偏振光干涉

 ◆  技术指标：

·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波长 650nm；功率 10mW；

·电光调制器：电压 0-1000V 可调，内置方波、正弦等调制信号，频率 0-10K 连续可调；

·电光晶体：LiNbO3 晶体；尺寸 5x5x30mm，两侧镀银电极，增加导电橡胶；

·波片：石英晶体，λ/4；650nm；Φ25.4mm；

激光器

激光器

起偏器

起偏器

聚焦镜

检偏器

检偏器

观察屏

探测器

示波器

铌酸锂晶体

铌酸锂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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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振片：Φ25.4mm，通光孔径 22mm，厚度 2mm，波长范围 400-700nm；视场角＞ ±45°，入射光为平行偏

振光时单个偏振片透过率大于 50%，消光比 500:1，含镜架；

·激光功率指示器：标定波长λ650nm，测量范围2uw、20um、200uw、2mw、20mw、200mw等可选，测量精度0.01uw；
·光电探测器：探测器类型 Si, 可测波长 500-1050nm，灵敏度 0.00033mV/uW；放大倍数：10 倍，1000 倍可调；

·精密光学导轨：800mm（长）×100mm（宽），可搭载 GCM 系列精密光机调整部件；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Ф；

 ◆  设备成套性：

半导体激光器组件、光学导轨组件、偏振片组件、电光调制器组件、激光功率计组件、波片

 ◆  必备设备：

示波器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光学储存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2 课时

2、GCS-DSTZ-SG 晶体的声光调制实验

 ◆  知识点：

声光效应、声光调制、声光音频传输

 ◆  涉及课程：

物理光学、光电子学、晶体光学等

 ◆  实验内容：

·晶体的声光效应研究

·声光衍射角的测量

·声光信号的调制、解调

 ◆  实验原理：

声光效应是指光通过某一受到超声波扰动的介质时发生衍射现象，声光效应为控制激光束的频率、方向和强度

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

2-7 GCS-DS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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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理示意图：

声光效应

 ◆  技术指标：

·半导体激光器：波长 650nm，10mW；

·声光调制器：声光材料 融石英，工作波长 650nm，工作频率 : 100MHz，衍射效率 ≥70％，静态透过率 ≥90%， 
24V 电源；

·光电探测器：探测器类型 Si, 可测波长 500-1050nm，灵敏度 0.00033mV/uW；放大倍数：10 倍，1000 倍可调；

·专用接收屏：表面喷塑哑光设计，100*100mm，最小刻度 1mm；

·光学导轨调整架：800×100mm 可搭载 GCM 系列精密零部件；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
    局部误差 0.2-0.5，面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Ф；

·精密机械调整部件：角度精度 4’，分辨率 0.005mm；

 ◆  设备成套性：

半导体激光器 、声光调制器组件、声光晶体组件、光学导轨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激光护目镜、光学清洁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2 课时

3、GCS-DSTZ-CG  晶体的磁光调制实验

 ◆  知识点：

磁光效应、维尔德常数、磁光调制

 ◆  涉及课程：

物理光学、光电子学、晶体光学等

 ◆  实验内容：

激光器 声光调制器

光阑

探测器

2-7 GCS-DS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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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磁光效应实验

·磁光晶体维尔德常数测量

 ◆  实验原理：

恒定或低频的外磁场会破坏晶体的对称性，在一些介质中，线偏振光沿外磁场方向传播时，光波会随光波传播

方向逐渐旋转。此现象称为磁光效应或法拉第效应。

◆  原理示意图：

◆  技术指标：

·半导体激光器：波长 650nm，10mW;
·励磁线圈：磁场强度 0 ～ 100mT，可调 ;
·磁光晶体： 铽镓石榴石（TGG，）,Ф4×25mm，熔点 1725 ℃，密度 7.13g/cm3，透射损耗 <0.1%/cm，热导率 7.4W 

m-1K-1，抗激光损伤阈值 >1GW/cm2；
·偏振片：Φ50mm，通光孔径 48mm，厚度 2mm，波长范围 400-700nm；视场角＞ ±45°，入射光为平行偏振

光时单个偏振片透过率大于 50%，消光比 500:1，含镜架；；

·光学导轨调整架：800×100mm 可搭载 GCM 系列精密零部件

·高斯计：测量范围：0-200mT-2000MT，分辨率 0.1mT，供电 9V；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

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Ф

·精密机械调整部件：角度精度 4’，分辨率 0.005mm；

 ◆  设备成套性：

半导体激光器 、激励磁线圈、磁光晶体组件、偏振片、光学导轨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激光护目镜、光学清洁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2 课时

2-7 GCS-DSTZ

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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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GCS-POZH 物理光学综合实验

物理光学是光学与光学工程专业的主要内容，本实验以光的波动性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电磁波理论和傅立叶分

析两个角度，研究光的传播、干涉、衍射、偏振等性质。大恒光电应用全新一代空间光调制器（SLM），从波的叠

加原理出发，研究光的干涉规律，讨论光的相干性；围绕衍射阐述光的波动性，运用 SLM 模拟二元光学元件，从实

际出发研究光的衍射；研究光在晶体中的传播特性和偏振元件对光的作用。本实验是紧贴光电专业《工程光学》等

相关课程的专业配套实验。

  

 ◆  知识点：

光波的干涉理论、杨氏双缝干涉、马赫 -曾德干涉、迈克尔逊干涉、光波标量衍射理论、菲涅尔衍射、夫琅禾费衍射、

晶体偏振器件、马吕斯定律、消光比、偏振光的变换与测定。

 ◆  涉及课程：

光学、工程光学、物理光学

 ◆  实验内容：

·杨氏双缝干涉实验

·马赫 - 曾德干涉实验

·迈克尔逊干涉实验

·菲涅尔衍射实验

·夫琅禾费衍射实验

·马吕斯定律验证实验

·偏振光产生与检验

·测量布儒斯特角计算样品折射率

·衍射光学元件（DOE）设计（II 型配置）

1、杨氏双缝干涉实验

 ◆  实验内容：

·杨氏双缝干涉公式验证

·观察杨氏双缝观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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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原理：

激光经过聚焦照射在双缝上，会在其后产生干涉条纹。本实验即对该现象进行研究。

 ◆  实验效果图：

     

2、马赫 - 曾德干涉实验

 ◆  实验内容：

·光学系统的精确调节

·马赫 - 曾德干涉系统的搭建

·测量空气的折射率

 ◆  实验原理：

激光器
聚焦镜 双缝 CMOS 摄像机

激光器 扩束镜
准直镜 分光光楔

分光光楔

反射镜

反射镜

观察屏



0082
www.cdhcedu.com

大恒光电

它是由两块分光光楔（半反半透镜）和两块全反射镜组成，平行光经反射镜及分光光楔两次反射后射出。若两

束光在水平方向有一个交角，那么在屏幕的竖直方向出现干涉条纹，而且两束光交角越大，干涉条纹越密。

3、迈克尔逊干涉实验

 ◆  实验内容：

·组装并调节迈克尔逊干涉仪，观察点光源产生的非定域干涉条纹

·观察干涉条纹反衬度随光程差变化，了解光源相干长度的意义

·测量空气的折射率

 ◆  实验原理：

经过扩束、准直出的平行光由分光光楔的分为两束光。这两束分别经两个反射镜反射又回到分光光楔上，在分

光光楔上透过和反射的这两束光在其的上侧空间形成一非定域的干涉场。屏幕放在干涉场中垂直于光束方向，在屏

幕上可看到干涉条纹。

4、菲涅尔衍射实验

 ◆  实验内容：

·观察和验证圆孔和单缝菲涅耳衍射现象

·改变衍射屏大小形状和距离，观察衍射变化的规律

·学习使用空间光调制器

观察屏

反射镜

反射镜

分光光楔

准直镜激光器 扩束镜

2-8  GCS-POZH



www.cdhcedu.com

大恒光电 0083

 ◆  实验简介：

菲涅尔衍射为近场衍射，接收屏上可见同心圆环，且接收屏沿光轴移动时，圆孔中心有明暗交替的变化，若改

变孔半径，同样可以看到明暗交替的变化。

 ◆  实验效果图：

    

5、夫琅禾费衍射实验

 ◆  实验内容：

·观察和验证圆孔和单缝菲涅耳衍射现象

·改变衍射屏大小形状和距离，观察衍射变化的规律

·学习使用空间光调制器

 ◆  实验原理：

光源和观察幕离障碍物（孔或屏）均为无穷远的衍射现象。激光经扩束、准直所得平行光垂直入射到障碍物，

借助于成像透镜将无穷远处的衍射图样成像于其像方焦面上观察。

激光器 扩束镜
准直镜

目标物组件

汇聚透镜

CMOS 摄像机

2-8  GCS-POZH

激光器 扩束镜
准直镜 目标物组件

变换透镜

CMOS 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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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效果图：

    

6、衍射光学元件（DOE）设计（II 型配置）

 ◆  实验内容：

·了解空间光调制器的相关应用。

·理解空间光调制器的“黑栅效应”。

·学习衍射光学元件的设计方法。

·利用空间光调制器设计动态衍射光学元件。

 ◆  实验原理：

衍射光学是光学与微电子技术相互渗透、交叉而形成的前沿学科，也是微光学 (Micro-optics) 领域的主要研究内

容。其基本内涵为 : 基于光波的衍射理论，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并用各种微细加工工艺，在片基或传统光学

器件表面刻蚀产生两个或多个台阶甚至连续形状的浮雕结构，形成纯相位、具有极高衍射效率的一类衍射光学元件。

电寻址空间光调制器是由单个分离的像素组成的，控制较为方便，主要用作电光实时接口器件，可看成是数字式的

器件。衍射光学元件 DOE 的典型光学系统是 DOE 图案位于输入平面内，入射光垂直并透射过输入面，经自由传播，

在输出平面上观察衍射图样。

目前，基于这一思想的优化设计方法主要有盖师贝格 - 撒克斯通算法 (Gerchberg-Saxton Algorithm，简称

GS)、模拟退火算法 (Simulated Annealing Algorithm，简称 SA) 和遗传算法 (Genetic Algorithm，简称 GA)、杨 - 顾
算法 (Yang-Gu Algorithm，简称 YG) 以及多种混合算法等。

实验中采用 GS 算法模拟衍射光学元件，并使用相机接收输出衍射图样，实验光路如上图所示。

2-8  GCS-POZH

偏振片 偏振片

变换透镜SLM
CMOS 摄像机

激光器 扩束镜
准直镜



www.cdhcedu.com

大恒光电 0085

 ◆  实验效果图：

  

7、马吕斯定律验证实验

 ◆  实验内容：

·理解光的波动性及光的偏正现象

·学习偏振光检偏实验中透光强度与偏振夹角的关系

·验证马吕斯定律

 ◆  实验原理：

两平行放置的偏振片的透光轴互成 θ 角，设入射到第二片偏振片的偏振光振动振幅为 E0，光强 I0，则从第二

片偏振片透射出来的偏振光振动振幅变为 E0cosθ，光强 I=(E0cosθ)²=I0cos²θ，称作马吕斯定律。

8、偏振光的产生与检验

 ◆  实验内容：

·观察光的偏振现象，加深对光波传播规律的认识

·掌握产生和检验偏振光的原理和方法

 ◆  实验原理：

2-8  GCS-POZH

激光器 偏振片 偏振片 功率计

激光器

四分之一波片

偏振片 偏振片 功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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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光经过媒质的反射、折射或者吸收后，在某一方向上振动比另外方向上强，这种光称为部分偏振光。如果

光振动始终被限制在某一确定的平面内，则称为平面偏振光，也称为线偏振光或完全偏振光。偏振光电矢量 E 的端

点在垂直于传播方向的平面内运动轨迹是一圆周的，称为圆偏振光，是一椭圆的则称为椭圆偏振光。本实验将对此

三类偏振光进行分析。

9、测量棱镜布儒斯特角计算折射率

 ◆  实验内容：                                                

·测量布儒斯特角 
·测量棱镜的折射率

 ◆   实验原理：

激光器

旋转台

观察屏或功率计探头

偏振片

自然光在电介质界面上反射和折射时，一般情况下反射光和折射光都是部分偏振光，只有当入射角为某特定角

时反射光才是线偏振光，其振动方向与入射面垂直，此特定角称为布儒斯特角或起偏角。

 ◆  技术指标：

·固体激光及组件：输出功率 P>50mW，中心波长 λ 532nm，光束直径 1.5mm，光束发散角 1mrad，功率稳定性

<5%；含激光夹持器、支座，磁座；三维调整；

·空间滤波器组件：40X 显微物镜，15um，25um 两种规格针孔；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一维调整；

·光束准直组件：配Φ25.4mm，f100mm 透镜；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三维调整；

·分光光楔：Φ50.8mm，角 4°±3′；楔面 450~650nm 宽带增透；含镜架；

·反射镜组件：Φ40mm，含镜架；

·空间光调制器： 透射式 LCD；液晶尺寸 0.9 英寸；像素 18um；分辨率：1024×768；填充因子：67%；相位调

制能力 1.5π@400-700nm；透过率：55%；工作波长：400nm-700nm；数据接口：VGA，灰度阶数：8 位，256 阶；

（II 型配置）

·目标物组件：玻璃基底尺寸 63*63mm，含保护金属框，包含圆孔、单缝、双缝、四边形、六边形、单丝，其中缝

宽分别为 100um、200um、300um 和 400um；圆形直径分别为 100um、200um、300um、400um；方形边长分

别为 100um、200um、300um、400um；六角形外接圆直径分别为 100um、200um、300um、400um；双缝 缝

2-8  GCS-PO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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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80um，缝间距分辨为 100um，200um，300um，400um，缝宽 200un，缝间距 500um，600um，700um，

800um，图像通光，其余部分不通光；单丝 100um 200um 300um 400um，单丝不通光，其他部分通光；

·圆形可调衰减器：基底材料 K9；外形尺寸 Φ54± 0.1mm，波段 400 ～ 700nm，平行度 30"，光洁度 III 级，镀

膜扇形角宽： 270°；

·四分之一波片组件：Φ25.4mm，1/4λ@532nm，最小刻度 1 度；含镜架；

·二分之一波片组件：Φ25.4mm,1/2λ@532nm，最小刻度 1 度；含镜架；

·横向平移组件 : 台面 65*65mm，预留 M3、M4 转接孔，行程 12.5mm，千分丝杆最小读数 0.001um；

·偏振组件：Φ25.4mm，偏振度 500：1，最小刻度 1 度，工作波长 380-760nm；

·精密手动转台：盘面直径Φ110mm，主尺最小分辨率 1°，结合附尺可到 0.1°，机械表面发黑处理，盘面印字，

打标；

·功率计组件：工作波长 532nm，量程 2μW、20uW、200uW、2mw、20mW、200mW 六档可选，分辨率 :0.01uW，

数显；

·专用接收屏：表面喷塑哑光设计，100*100mm，最小刻度 1mm；

·专用计算软件：内置条纹分析模块、干涉实验分析模块、衍射实验分析模块、偏振实验分析模块；可自行生成

SLM 目标板（缝、孔、多边形等），进行相关实验的公式验证以及多种关系图的绘制；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偏振片、旋转台、磁性表座、干板架、卷尺、盖布、实验软件、讲义

 ◆  必备设备：

光学平台、笔记本（计算机需有 HDMI）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8 课时

2-8  GCS-PO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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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GCS-CSCL 应用光学综合实验

实际光学系统成像与理想光学系统成像之间的差异成为像差，该参数主要用于评价光学系统的成像质量；传递

函数测量法是工程上常用于光学系统成像质量评价的方法。光学系统相差理论及传递函数测量时《工程光学》课程

的重要章节。大恒光电开发的像差测量实验，采用专门设计的像差镜片，像差现象清晰；传递函数测量实验，采用

调制传递函数（MTF）测量法，紧密结合实际工程应用。本实验紧贴光电教学内容，适用于光电专业本科生实验，

亦可作为高职院校实训设备使用。

 ◆  知识点：

光学系统的球差、色差、慧差、象散、分辨率、调制传递函数（MTF）、线扩散函数。

 ◆  涉及课程：

光学、工程光学、物理光学

 ◆  实验内容：

·自准直测量透镜焦距测量实验

·二次成像测量透镜焦距实验

·焦距仪测量透镜焦距实验

·光学透镜组基点测量

·望远系统的搭建和放大倍数测量 
·显微系统搭建与光学系统分辨率检测 
·光学系统像差的计算机模拟

·平行光管的调整及使用方法

·轴向位置色差的测量实验

·球差、慧差、像散的星点法观测实验

·刀口阴影法原理及阴影法测量光学系统像差

·剪切干涉法测量光学系统像差

·利用变频朗奇光栅测量光学系统 MTF 值

·基于线扩散函数测量光学系统 MTF 值

1、透镜焦距测量实验

 ◆  实验内容：

·学会调节光学系统共轴

·掌握薄凸透镜焦距的常用测定方法

·研究透镜成像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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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原理：

当物体与白屏的距离 >4 ' 时，保持其相对位置不变，则会聚透镜置于物体与白屏之间，可以找到两个位置，

在白屏上都能看到清晰的像。这种方法称为二次成像法或贝塞尔法。这种方法中不须考虑透镜本身的厚度，因此用

这种方法测出的焦距一般较为准确。

二次成像实物图

2、光学系统基点测量

 ◆  实验内容：

·光学系统的共轴调节

·透镜组基点的测量

 ◆  实验原理：

每个厚透镜及共轴球面透镜组都有六个基点。即两个焦点 F,F ＇；两个主点 H,H ＇；两个节点 N,N ＇。

测量基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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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基点光路图

3、望远系统的搭建和参数测量

 ◆  实验内容：

·望远镜的构造及原理的学习

·望远镜的搭建和放大倍数的测量

 ◆  实验原理：

望远镜是帮助人们看清远处物体以便观察、瞄准与测量的一种助视仪器，通过本实验使学生更加了解望远镜原理，

自己搭建望远镜，测量相关参数。

自组望远镜光路图

4、显微镜搭建与光学系统分辨率检测

 ◆  实验内容：

2-9 GCS-CSCL

眼睛
目镜

物镜 望远目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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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的原理的学习

·显微镜的搭建和放大倍数及分辨能力的测定

 ◆  实验原理：

显微镜主要是用来帮助人眼观察近处的微小物体，显微镜与放大镜的区别是二级放大。通过本实验使学生更了

解显微镜的原理，自己搭建显微镜，测量相关参数。

自组显微镜

5、光学系统像差的计算机模拟

 ◆  实验内容：

·通过计算机模拟光学系统像差

 ◆  实验原理：

通过计算机软件将球差、慧差和像散的现象进行模拟。

 ◆  实验效果图：

    

                         球差模拟图                                 慧差模拟图                                  像散模拟图

2-9 GCS-CS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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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镜

物镜

分辨率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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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平行光管的调整及使用方法

 ◆  实验内容：

·掌握平行光管的使用方法

·了解平行光管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  实验原理：

平行光管系统由物镜及置于物镜焦平面上的针孔和 LED 光源组成。由于针孔置于物镜的焦平面上，因此，当光

源通过针孔并经过透镜后，会成为一束平行光。因为针孔的位置影响了出光的效果，故需要对平行光管进行调节。

平行光管调整光路图

7．轴向位置色差的测量实验

 ◆  实验内容：

·了解色差的产生原理

·学会用平行光管测量透镜的色差

·掌握星点法测量成像系统单色像差的原理及方法

 ◆  实验原理：

色差光路示意图

光学材料（透镜）对于不同波长光的折射率是不同的，也就是折射角度不同。波长愈短折射率愈大，波长愈长

折射率愈小，同一薄透镜对不同单色光，每一种单色光都有不同的焦距。本内容将利用 CMOS 摄像机与精密平移台

对透镜的色差进行测量与研究。

2-9 GCS-CS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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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差光路图

 ◆  实验效果图：

8、球差、慧差、像散的星点法观测实验

 ◆  实验内容：

·球差的观察与测量

·像散的观察与测量

·慧差的观察

 ◆  实验简介：

测量球差、像散与观察慧差的光路图

球差：轴上点发出的同心光束经光学系统后，不再是同心光束，不同入射高度的光线交光轴于不同位置，相对

近轴像点（理想像点）有不同程度的偏离，这种偏离称为轴向球差。

慧差：彗差是轴外像差之一，它体现的是轴外物点发出的宽光束经系统成像后的失对称情况，彗差既与孔径相

2-9 GCS-CS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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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又与视场相关。若系统存在较大彗差，则将导致轴外像点成为彗星状的弥散斑，影响轴外像点的清晰程度。

像散：由于发光物点不在光学系统的光轴上，它所发出的光束与光轴有一倾斜角。该光束经透镜折射后，其子

午细光束与弧矢细光束的汇聚点不在一个点上。即光束不能聚焦于一点，成像不清晰，故产生像散。

本内容将针对此三种像差进行研究与分析。

 ◆  实验效果图：

  

  

球差效果

  

慧差效果

  

  

像散效果

2-9 GCS-CS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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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刀口阴影法原理及阴影法测量光学系统像差

 ◆  实验内容：

·熟悉刀口阴影法检测几何像差原理

·掌握球差的阴影图特征

·利用图像处理方法测量轴向球差

·利用刀口阴影法观察与测量像散

 ◆  实验原理：

球差的测量：实际光学系统由于存在球差 , 成像光束经过系统后不再会聚于轴上同一点。此时 , 如果用刀口切割

成像光束 , 根据系统球差的不同情况 , 视场中会出现不同的图案形状。当刀口正好切割在汇聚点时，视场中光斑会完

全变暗；若没有切割在汇聚点上，则视场中光斑会半明半暗。我们改变光阑大小分别找到聚焦点，计算聚焦点之间

的距离为轴向球差。

像散的测量：利用刀口在经过环带光阑选光的光束汇聚点前后移动并切割，可以观察到在 CMOS 上所成的像的

变化。我们通过记录 CMOS 上所成的半圆环像的开口方向由弧矢方向变换到子午方向时刀口移动的距离计算光学系

统的像散。

刀口法测量像差光路图

 ◆  实验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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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剪切干涉法测量光学系统像差

 ◆  实验内容：

·利用球差镜片的剪切干涉条纹分布测算出该镜头的初级球差比例系数和光路的轴向离焦量。

 ◆  实验原理：

剪切干涉是利用待测波面自身干涉的一种干涉方法，它具有一般光学干涉测量方法的优点即非接触性、灵敏度

高和精度高，同时由于它无需参考光束，采用共光路系统，因此干涉条纹稳定，对环境要求低。横向剪切干涉是其

中重要的一种形式。由于剪切干涉在光路上的简单化，不用参考光速，干涉波面的解比较复杂，在数学处理上较繁琐，

因此需要通过计算机来实现。

2-9 GCS-CS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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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效果图：

11、利用变频朗奇光栅测量光学系统 MTF 值

 ◆  实验内容：

·了解光学镜头传递函数测量的基本原理。

·掌握传递函数测量和成像品质评价的近似方法。

·学习抽样、平均和统计算法。

 ◆  实验原理：

本实验用 CMOS 对朗奇光栅的像进行抽样处理，测定像的归一化的调制度，并观察离焦对 MTF 的影响。

传递函数测量光路图

2-9 GCS-CS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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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效果图：

    

12、基于线扩散函数测量光学系统 MTF 值

 ◆  实验内容：

·了解衍射受限的基本概念

·了解线扩散函数在光学传递函数中的基本原理和应用

·了解快速傅里叶变换在计算测量时的应用

·了解传递函数评估的基本原理

 ◆  实验原理：

当目标物为一狭缝，设狭缝的方向为轴时 , 我们可以认为在 x 轴上它是一个非周期的函数，它可以分解成无限

多个频率间隔的振幅频谱函数。由于它们是空间频率的连续函数。因此对它的传递函数的研究可以得到所测光学系

统在一段连续的空间频率的传函分布。

 ◆  实验效果图：

      

 ◆  技术指标：

·氦氖激光器：波长 632.8nm；功率 ≥1.5mW，TEM00，安全双开关（钥匙保护开关、船型开关），安全保护高压插头；

·平行光管：通光孔径Ф50mm，f400，包含 50μm100μm星孔，可更换分划板，预留 LED光源接口和光纤束转接口，

可以更换红绿蓝 LED，亮度可调；

2-9 GCS-CS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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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传感器：彩色 CMOS 相机，靶面尺寸 1/2″，分辨率 2048*1536，像素 3.2um，光谱相应 400um-1030um，

电子快门 55us-600ms，支持 C/c++,labview, 的开发，可用 halcon，openCV, 支持 xp，win7，win8（32bit/64bit），

灵敏度 1.6v@550nm/Lux/s, 帧率 15 帧 / 秒，USB2.0；含支撑底座；

·刀口组件：带保护套，57mm*52mm*6.5mm，刀刃长 30mm，可 45°双向切割光轴，XY 双向切割范围 25mm；

·环带光阑：Ф30、20、10mm 三种环直径，环宽 1mm，在测量球差和色差实验中，可模拟离轴到近轴环型光束；

·LED 光源组件：红、绿、蓝三色 LED 光源，功耗 >1W，亮度可调，可与平行光管匹配使用；

·朗奇光栅组件：玻璃镀铬，外形尺寸 63*63mm，提供 10-80lp/mm 等空间频率范围；

·激光扩束组件：40х显微物镜，NA0.65 含支撑镜架；

·待测透镜组件：直径Φ40mm, 焦距 f200mm，（提供球差、慧差和像差测试条件）含镜架；

·分划板组件：玻璃镀铬，狭缝宽 20um，狭缝间距 1mm；

·LED光源成像组件：红色，波长 623nm，发光面积 40*40mm，功耗 >1W，亮度可调，成像图案“F”，LED点阵排列，

发光尺寸 30mm，供电电源 5V；
·基点测量专用镜头组：包含镜组座和齿轮齿条，镜组口径 Φ40mm，镜片间距 10-180mm 可调，透镜焦距

f200mm 和 f350mm，Φ6 双杠长 200mm；齿轮齿条行程 150mm，预留 Φ12.7 的支撑座，支撑座可通过齿轮齿

条寻找节点位置；

·变换透镜：Φ20 ～ 50mm,f30 ～ 150mm，AR@400 ～ 700nm；

·反射镜组件：表面镀铝，Φ40mm，R>95%@400 ～ 700nm；

·分辨率板：每一线条组合单元由相邻互成 45°的四组明暗相间的平行线条组成，线条间隔宽度等于线条宽度，分

辨率板最高刻线数高达 200 线对 /mm；

·毫米尺：10mm 可读范围，背光 LED 照明，最小刻度 1mm；

·光纤传光束：光纤通光孔径 4mm，长度 0.8m；银色金属保护外套；

·专用接收屏：表面喷塑哑光设计，100*100mm，最小刻度 1mm；

·精密光学导轨：L×W=1200mm×100mm，配套滑块、一维移动滑块、调节支座、支杆；高精度调节镜架：稳定

性 <2′；

·计算软件组件：像差仿真软件：球差模拟，彗差模拟，像散模拟，场曲模拟；剪切法测量初级球差及离焦量计算软件；

朗奇光栅测量 MTF 软件模块：不同空间频率条纹强度分析，灰度归一化及直方图统计模块，子午方向和弧矢方向

MTF 计算模块；线扩散法测量光学系统 MTF 模块；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旋转台、磁性表座、干板架、卷尺、盖布、实验软件、讲义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笔记本）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光学干燥箱、激光防护眼镜、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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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GCS-3DS 光学偏振 3D 成像实验

现在 3D 影像技术在电影行业已经日益普及，而且还在逐步向家庭电视领域扩展，相信不久以后，3D 影像技术

会以各种形式全面取代现有的传统 2D 影像世界，彻底颠覆我们的日常视觉感观。3D 映像技术属于人的视觉领域，

因此除人体生理因素外一定是涉及并应用了很多光学知识，本实验系统就是以现有比较成熟的 3D 影像实施技术为

模型，阐释了我们所学到的光学知识在里面所起到的作用，激发相关专业学生认知的兴趣和创新思维。

  

人之所以能够从视觉上感知到 3 维图形，是因为人的两只眼睛分别以两个不同角度接收到了所视物体辐射出的

可见光波，并在大脑中合成出了立体图形。如果我们闭上一只眼睛，只用一只眼睛看物体，会感觉物体的立体感大

大减弱，就是因为大脑只从一只眼睛获取的物体信息无法确切地合成三维图形。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除了直接用眼睛看真实的物体之外，看到的更多图像是由照相机、摄像机等影像设备记录

下来重现给人类的眼睛的，而这些设备当下只能接收物体的单路直接图像，并同时呈现给我们的双眼，因此我们的

眼睛也只能得到平面二维图形信息。这样说来，只要我们在记录环节模仿人眼的观察角度记录两幅图像，并通过我

们掌握的光学知识使这两幅图像只能被各自应该观察的左右眼分别看到，那我们的大脑就能合成出原本的物体立体

像了，我们就或得了很强的立体感。

本实验主要体现在 3D 影像的呈现获取方面，尤其是采用偏振光的原理知识实现分路投影并分路接收的实验内

容方法，使实验者再一次充分回味体会了物理光学中偏振的概念与分类的知识点。而记录环节上如果使用者感兴趣

并条件允许，也可以自行拍摄并制作投影幻灯片，并用本实验系统呈现出自己创作的作品。

1、通过限制视场的方法强制合成 3D 影像

将已经制作好的两张彩色幻灯片（分别模拟人左右眼看到的同一物体的图像）并排平放在明亮的桌面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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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所示，两只眼睛分别通过两个限光筒只能看到各自对应的左右幻灯片，专注地看各自的图像，几秒钟后，大脑即

可合成出一幅 3D 图像。

2、线偏振正交消光法合成 3D 影像

将两张幻灯片分别放置于并行的两个照明投影光路中，如下图所示，投影像能够清晰成在一块偏振幕布上，观

察者头戴线偏振 3D 眼镜，左右投影光路的末端依次加入偏振片，旋转偏振方向分别与 3D 眼镜左右镜片的偏振方向

对应，由于线偏振光平行通过，正交消光原理，左眼只能看到左幻灯片的投影像，右眼只能看到右幻灯片的投影像。

两眼专注地看各自的图像，几秒钟后，大脑即可合成出一幅 3D 图像。

线偏振 3D 投影光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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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圆偏振转线偏振正交消光法合成 3D 影像

在并行的两个投影光路中，对应左眼的这路放置起偏偏振片和四分之一波片使出射的投影光成为左旋的圆偏振

光，对应右眼的这路放置起偏偏振片和四分之一波片使出射的投影光成为右旋的圆偏振光，成像在同一块偏振幕布上，

观察者头戴圆偏“Real D”眼镜，此时右眼镜片只能对右旋圆偏振光复原成线偏光平行通过，对左旋圆偏振光复原

正线偏振光却方向正交，无法通过，而左眼镜片正相反，可以使左旋光复原并平行通过，右旋光被复原后正交消光。

因此实现左眼看左图，右眼看右图。专注看几秒钟后，大脑即可合成出一幅 3D 图像。

圆偏振 3D 投影及接收原理示意图

4、红、蓝分色法合成 3D 影像

此方法利用了可见光分波长分路选择的原理，左投影光路加入红色滤色片被调制成宽带红光出射，右投影光路

加入蓝色滤色片被调制成宽带蓝光出射。在同一个白屏上成像，观察者头戴红蓝眼镜，实现左右眼各自接收对应的

投影像的光，专注看几秒种后，大脑即可合成出一幅 3D 图像。

◆  知识点：

线偏振光、圆偏振光、复合光波长分色、影像合成

 ◆  实验系统特点：

·实验内容方法丰富多样，体现的相关光学知识清晰明了

·实验系统以大恒同轴光路系统为基础构成，小巧灵活，搭建调节简单容易上手，教师可以在课堂现场带领学生完成

2-10 GCS-3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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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现象有趣直观，实验内容与现实生活直接相关，可以强烈激发学生的求知探索欲

 ◆  实验内容：

·了解如何产生和测量线性偏振光和圆偏振光

·基于 RealD™ 影院技术，使用圆偏振光产生 3D 投影

·使用线性偏振的红蓝立体 3D 图像和 3D 投影的实验

·测量透过光学介质的光的偏振角的旋转

 ◆  技术指标：

·同轴框架结构：四根高精度不锈钢杆分别位于 30mm 方形的四个角上，杆直径 6mm，杆间距 30mm；三维转接

多节点模块，可沿光路在全空间扩展；同轴框架可搭载移动式 Φ25.4mm 镜框、LED 光源架、分光棱镜架、45 度

反射镜架等主要光学器件；器件可沿框架同光轴移动；结构稳定，中心偏差 ≤1%；                                       
·LED 光源组件：白光，功耗 >1W，亮度可调，配 LED 匀光器                  
·不锈钢杆组件：Φ=6mm，L1=100mm，L2=200mm，螺纹副为阴 - 阳；

·支撑组件：调节支座及支杆，L=102mm，配有同轴系统支撑座，可与固定板完美契合；

·偏振组件：Φ25.4mm；消光比 500:1 ，成对使用，夹角配合双光源角度                    
·3D 眼镜：线偏

·固定板组件：尺寸 300*450mm，M6 螺纹孔，孔间距 25*25mm，表面发黑处理；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主要配置：

光学多孔面包板、白光 LED 光源、标准遮光筒、白光整形照明组件、彩色幻灯片、白光投影成像组件、偏振投

影幕、起偏器、线偏 3D 眼镜、圆偏 3D 眼镜、红蓝 3D 眼镜

 ◆  建议课时 :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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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GCS-VB 漩涡光光束产生及分析实验

漩涡光束是有连续螺旋状相位的光束，光束的波阵面是像旋涡状的具有奇异性。漩涡光束的相位是以 2π 整数

倍的螺旋形式围绕光轴变化，且光束中心光强为零。涡漩光束又称暗中空光束，这种光学涡旋在光束传播过程中类

似流体涡旋，会有绕中心旋转的现象。光学涡旋主要被应用光学微操纵技术。与传统方法相比，光学微操纵具有无

接触、无损伤、可靠性高、重复性高、精度高等特点，光子在对介观粒子的微操纵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本实验为典型的激光波前调制实验，能让学生全面波前分布对激光输出的影响，与当前科研方向紧密相连。实

验内容丰富，知识点清晰，实验现象明显。不但能训练学生动手能力，而且能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能力。

  

 ◆  知识点：

螺旋相位光束、光学涡旋、相位奇异性、角动量、光学操控、空间光调制器

 ◆  涉及课程：

信息光学、工程光学、物理光学

 ◆  实验内容：

·熟悉涡漩光束的基本原理和特征现象

·验证位错光栅生成涡漩光束的基本原理

·分析光束中心与光栅中心之间偏差对光强分布的影响

·量化分析拓扑荷数与空心光束直径之间的关系

·验证分数阶拓扑荷数生成涡漩光束的特性

 ◆  实验原理：

漩涡光束的产生有多种方法，常见的主要有几何光学法、模式变换法、横模选择法、螺旋相位片法、光学全息法、

计算全息法等。位错光栅是一种利用计算全息技术来获得涡漩光束的方法，利用螺旋波中心光强为零的特点与平面

波进行干涉即可获得位错光栅结构的性质。

螺旋相位板是另外一种参漩涡光束的方法，螺旋相位板是一种折射率为 n0 的螺旋形状的透明板，其厚度与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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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板中心的方位角 θ 成正比，螺旋状表面类似于一个旋转台阶，当光束通过这种透明板时，相位板的折射率和周围

介质的折射率不同将引入附加光程差，使得透射光束被赋予一个螺旋相位因子，实验中利用相位型空间光调制器，

针对不同的位置变换不同的相位，最终实现相位连续变化的效果，如果用平面光入射到被调制的空间光调制器，出

射的光束即可被调制为螺旋相位，产生漩涡光。

 ◆  原理示意图：

绿光
激光器

圆形可调
衰减器

空间滤波器 双凸透镜
空间调光制

数字相机

 ◆  效果图：

 

拓扑荷数与暗内核直径变换实物图

◆  技术指标：

·固体激光器：中心波长：532nm，输出功率：>50mW，光束发散角：≤1.2mrad，模式：TEM00，功率稳定性﹤

±1.5%@4h，消光比：100:1，偏振方向：水平偏振，M2 因子：<1.0；包含夹持，支撑系统；

·空间滤波器组件： 40×显微物镜， 15um，25um 两种规格针孔，高精度三维调节机构，微调精度 0.002mm；

·光束准直组件：Φ25mm，f100mm 透镜；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三维调整；

·图像传感器：彩色 CMOS 相机，靶面尺寸 1/2″，分辨率 2048*1536，像素大小 3.2um，光谱相应 400um-
1030um，电子快门 55us-600ms，支持 C/c++,labview, 的开发，可用 halcon，openCV, 支持 xp，win7，win8
（32bit/64bit），灵敏度 1.6v@550nm/Lux/s, 帧率 15 帧 / 秒，USB2.0；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

·反射式相位型空间光调制器：调制模式：纯相位调制，2π@532nm，分辨率 1920X1080，液晶有效区域：8.064 
x 4.536mm ，对比度 1000：1(532nm) ；显示速度 60Hz，光谱范围 400nm—700nm，像素大小 4.5um，反射率：

>82%，最大光强：< 2 W/cm2，响应时间：4~6ms，工作温度：10~45 摄氏度；

·软件模块：软件包含常规光学元件模拟，包含常规孔，缝，光栅能模拟；错位光栅模拟，包含不同拓扑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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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光束相位模拟，包含不同灰阶分布模拟，USB2.0 软件锁，包含图像加载 软件，可以控制显示时间，单幅显示，

连续播放等常用功能；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笔记本）、光学平台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光学储存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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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GCS-JY 光学车间检验实训平台

本实训平台旨在为光学冷加工产业，光学仪器产业，光电显示产业，激光产业，以及应用到光学系统的相关产

业培养光学检验人员。我们对光学检验中的基本工作进行系统性的培训，同时也介绍一些先进的检验方法和工艺。

  

 ◆  知识点：

光学检验、焦距、光洁度、像差、面型、透过率、消光比、平行度、传递函数

 ◆  涉及课程：

光学仪器、光学车间检验、光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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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内容：

·光学车间检验制度学习

·光学元件线性尺寸的检验

·光学元件的检验和清洁

·测量显微镜的使用

·薄透镜焦距检验

·光学元件角度 / 平行度的检验

·光学透镜偏心检验

·光学元件近轴像差的检验

·光学元件 MTF 检验

·光学元件分光比检验

·光学镜头的检验

·光学波片的相位延迟检验

·检验数据整理及质量分析

 ◆  技术指标：

·激光器：半导体红光激光，器波长 650nm，功率 15mW，工作电压 5V；半导体绿光激光器，波长 532nm，功率

10mW，工作电压 5V；半导体蓝光激光器，波长 450nm，功率 20mW，工作电压 5V；
·起（检）偏器：偏振片，φ25.4mm；

·索列尔 - 巴比涅相位补偿器：400~1000nm；调整相位范围：0~2π；通光口径：10mm；相位精度：λ/300；相

位稳定性：λ/400；测微丝杆位移精度：0.001mm，测微丝杆位移行程： 25mm 度盘精度：2′度盘旋转范围： 
360°；

·光学平板：300x450x12.7mm，孔距 25mm；

·三色 LED 光源：红、绿、蓝单色，功耗 >1W，亮度可调；

·平行光管：通光孔径Ф50mm，f400，包含 50μm100μm星孔，可更换分划板，预留 LED光源接口和光纤束转接口；

·测角仪：测角仪：测角精度 1′，望远镜系统物镜 焦距：170mm 通光口径：φ30mm 视场：3° 22ˊ 望远镜系

统目镜焦距：24.3mm 目镜视度调节范围：不小于±5 屈光度；

·测量显微镜：放大倍数 25X/100X，视场直径 5.6mm/1mm；平移精度 0.01mm；转动精度 6′；

·光学系统中心偏测量仪：目镜放大倍率 15x，目镜分划板格值 0.06mm，显微镜系统上下粗动最大行程 50mm，准

直光管物镜焦距120mm，物镜可根据待测光学元件焦距进行选择，外形尺寸560x250x160mm，顶针距离0-150mm, 
平行度 0.004mm；

·焦距测量系统：测量口径＜ 50mm；

·激光功率指示器：标定波长λ650nm，测量范围2uw、20um、200uw、2mw、20mw、200mw等可选，测量精度0.01uw；
·光学洁净工作台：单人单面，垂直送风；洁净度 100 级 @≥0.5um，噪音 ≤62dB(A)，平均风速 0.25-0.45m/s，照

度 ≥300lux，最大功耗 300W，重量 85Kg，工作尺寸 700x500x520mm；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  设备成套性：

白光光源组件、激光光源组件、光学显微镜组件、光学放大镜组件、面型检验器组件、透镜偏心测量仪、测角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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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功率指示计组件、焦距测量组件、光学洁净工作台、光学车间检验工艺

 ◆  必备设备：

电脑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10 课时

2-12 GCS-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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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GCS-GDTC 光电探测器特性测量实验

光电探测器是一种把光辐射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的器件，其工作原理基于光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光电

效应。光电探测器是光电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性能直接影响着光电系统的性能。因此，无论是设计还是使用光

电系统，深入了解光电探测器的性能参数都是很重要的。

通常，光电探测器的响应特性用来表征光电探测器在确定入射光照下输出信号和入射光辐射之间的关系。主要

的响应特征包括：响应度、光谱响应、时间响应特性等性能参数。

本实验是光电子学的典型实验，内容涉及到热释电探测器、硅光电二极管、光敏电阻等多种常用的光电探测器件，

包括了对光电探测器使用方法的介绍，对各种光电探测器的性能参数测量等等，有助于学生全面深入的理解光电探

测器的原理和应用技术。在本实验系统基础上还可进行其他光电探测器实验的拓展。本实验可作为相关课程的综合

性或设计性实验。

 ◆  知识点：

热释电探测器、硅光电二极管、单色仪、辐射功率、光谱响应度、峰值响应

 ◆  涉及课程：

光电子学、光谱学、光电检测

 ◆  实验内容：

1. 光电探测器光谱响应度的测量

·利用热释电探测器标定光源光谱强度分布

·光电二极管探测器光谱响应度的测试

◆  实验原理：

利用单色仪对辐射源的辐射功率进行分光，得到不同波长的单色辐射。用一个光谱响应度已知的探测器为基准，

用各种波长的单色辐射分别照射待测探测器和基准探测器，测量其输出的电信号，通过计算即可得到待测探测器的

光谱响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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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理示意图：

2. 光电探测器响应时间的测试

·光电二极管不同负载电阻下响应时间的测量

·光电二极管不同偏置电压下响应时间的测量

·利用幅频特性和截止频率完成光敏电阻响应时间的测量

◆  实验原理：

信号发生器产生调制的光信号，通过光电二极管和光敏电阻进行转换，由示波器接收。分析示波器电信号的相

关参数可以得到光电探测器响应时间。

 ◆  原理示意图：

 

 ◆  效果图：

幅频法测量光敏电阻时间响应

光电探测器 示波器
信号发生器

3-1 GCS-GDTC

光源

调制盘

单色仪

示波器

前置放大器及带通
放大器

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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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指标：

·光源：150W 卤素光源，亮度连续可调；

·光谱响应特性测试电源：调制信号频率 25Hz，选频放大频率 25Hz，响应时间 200ns，暗电流 ≤0.1μA，检频输出，

电路增益 150X；
·探测器时间响应测试电源：含硅光二级管、光敏电阻测试，负载电阻可变 500Ω、1KΩ、10KΩ、50KΩ 和

100kΩ，偏置电压可调 5V、10V、15V，内置正弦信号 / 脉冲信号，频率可调

·光电二极管相应范围：400-1100nm；

·单色仪：准确度 3nm 光谱范围 400-900nm；

·热释电探测器相应范围：0.3-9μm；

·光纤传光束：芯径 4mm，长度 800mm，石英材料；

·光纤准直镜：标准光纤束接口，准直光斑直径约 30mm；

·精密光学导轨：500mm（长）×100mm（宽），可搭载 GCM 系列精密光机调整部件；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Ф；

 ◆  设备成套性：

光纤光源、光栅单色仪、选频放大器和调制盘驱动器、光电探测器时间常数实验仪、热释电探测器、光电二极

管探测器、斩波器

 ◆  必备设备：

示波器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3-1 GCS-GD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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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GCS-FIGY 光纤陀螺特性研究及应用综合实验

陀螺是惯性技术的关键器件之一，要用于角主速度的测量。早期的陀螺是机电式的，如挠性陀螺、液浮陀螺、

静电陀螺等，但其有体积大、结构复杂、成本高的缺点。Sagnac 效应的发现，以及随后激光和光纤的发明及相关技

术的飞速进步，为基于 Sagnac 效应的光学陀螺奠定了技术基础。其中，光纤陀螺与传统的机电式陀螺相比，具有

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无可动部件、耐恶劣工作环境、电磁兼容性好等优点，可覆盖陆地、航空、航天等所有

陀螺仪的应用领域。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只需要改变光纤环长度和直径即可改变现行的测量范围，无需重新设计。

现代干涉式光纤陀螺技术可谓光纤传感领域之集大成者，其内容涉及光源相干性、光的干涉、光的偏振、电光调制、

微弱信号检测等技术。本实验在掌握光纤陀螺工作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几个简单有趣的实验，使学生了解光纤陀螺

的基本构成、调制方式和信号检测方法，加深对 Sagnac 效应的理解，提高学生对实验的兴趣。本实验可作为相关

课程的综合性或设计性试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  知识点 :

光学Sagnac效应、光的模式、光的耦合、光的干涉、光的偏振、互易性、消光比、电光调制、特征频率、半波电压、

光电探测、调制解调

 ◆  涉及课程 :

物理光学、高等光学、激光原理、光纤光学、光电子学、光电检测、微弱信号检测

 ◆  实验内容 :

·用可见光搭建 Sagnac 干涉仪，观察 Sagnac 干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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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陀螺结构及工作原理研究

·光源特性测试

·光纤环特征频率测试

·Y 波导相位调制器半波电压测试

·不同调制信号下陀螺开环探测器输出测试

·方波调制时的闭环探测器输出测试

·转台角速率测量

·光纤陀螺参数计算

·倾斜光纤环法平面，观察陀螺输出变化

 ◆  实验原理：

Y波导相位调制器

光源

探测器

耦合器

检测电路

光纤环

陀螺输出

光纤陀螺原理图

在一个任意几何形状的闭合光学环路中，从任意一点发出的沿相反方向传播的两束光波，绕行一周返回到该点时，

如果闭合光路在其平面内相对惯性空间有旋转，则两束光波的相位将发生变化，这称为 Sagnac 效应。当用光纤环

实现闭合光学环路并形成环形干涉仪时，其输出为：

                                                                
                                                                              （1）

式中，I0 是入射光的光强；θ是旋转引起的相位变化，也称为 Sagnac 相移，它与旋转角速度Ω的关系为：

                                                                 
                       

                                                                                                                                                                             （2）

式中，L 为光纤长度；R 为光纤环的半径；λ0 为光波长；c 为真空中的光速。光纤环形干涉仪的优势是可以采

用多匝光路来增强 Sagnac 相移，此时式中的光纤长度 L=2πRN，N 是光纤线圈的匝数。联合式（1）、（2）就能

够通过检测干涉光强的变化来感知转速。

 ◆  指标参数：

·光纤陀螺主系统参数：零偏稳定性 小于 5° /h，最大输入角速率 ±500° /s，数据输出间隔 1s，数据通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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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 串口（电气控制盒与上位机间通信），无线通信（光纤陀螺与电气控制盒间通信），预留光源检测接口 
FC/PC，通信速率：38400bps，工作电压：AC220V，工作温度 -10—40°；

·光纤陀螺副系统：同轴框架结构 四根高精度不锈钢杆分别位于 30mm 方形的四个角上，杆直径 6mm，杆间距

30mm；三维转接多节点模块，中心偏差 ≤1%；激光器组件 中心波长 λ=650nm，输出功率 P≥10mW，光斑直径

6mm，直流供电，带夹持器件；扩束镜组件 K9 材料，直径 Φ=6mm，焦距 f=-9.8mm，带夹持器件；准直镜组件 
K9 材料，直径 Φ=25.4mm，焦距 f=75mm，带夹持器件；分光镜组件：宽带分光棱镜，K9 材料，T/R=50/50，
a=25.4mm，斜面镀分光膜，带夹持器件；反射镜组件 加强铝反射镜，Φ=25.4mm，可见光平均反射率 ≥92%，

带可调俯仰镜架；

·光纤环组件：直径 60mm，光纤长度 L>200m，带骨架，保偏光纤，工作波长 1310nm，模场直径 6.5±1um，包

层 125±1um；

·SLD 光源： 超辐射二极管，中心波长 1310nm，线宽±40nm@-10dB，输出功率 P>10mW；

·光纤耦合器组件：2×2 保偏输出，分光比为 50:50；
·集成光学调制器：分光比为 50:50，半波电压为 3.7V；
·精密转台组件：台面尺寸 φ200mm，传动比 300:1，重复定为精度 <0.0010mm，中心负重 45kg， 自重 7.3kg，

配合步进电机控制器；可阶梯倾斜调整，调整角度 0-90°；

·步行电机控制器组件： Iput:AC100-240V,Output:DC24V 3A; 最大维数 15,；8 档精度调节；通讯方式 USB 转

CAN, 最高频率 23.697Hz；最大通讯距离 1500m；

·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大于 10V（可调），输出频率大于 500KHz（可调），输出波形方波、正弦波、锯齿波、三角波；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

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光纤陀螺主系统（含 SLD 光源及其驱动电路、光纤耦合器、集成光学调制器、光纤环、探测器、信号处理电路）、

副系统（LD 激光光源、分束器、耦合器、光纤跳线、合束器）、转台、电源系统

 ◆  必备设备：

电脑、示波器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光学干燥箱、激光防护眼镜、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6 课时

3-2 GCS-FI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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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GCS-SWCL 光学传感三维面形测量实验

光学三维传感是指用光学手段获取物体三维空间信息的方法和技术，主要是指获得物体表面三维形状信息的方

法和技术，是信息光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基于结构光的三维传感技术具有大量程、非接触、速度快、系统柔性好、

精度适中等优点，已经广泛应用于三维模型重建、物体表面轮廓三维测量以及工业环境中的尺寸和形位参数的检测

等领域。采用结构照明的三维传感方法，包括位相测量轮廓术、傅立叶变换轮廓术等，近年来在研究领域受到了极

大的重视。

     

 ◆  知识点：

空间相位检测法、傅里叶变换轮廓法、光学三角法、光栅条纹、相位 - 高度转换

 ◆  涉及课程：

信息光学、傅里叶光学、光学测量技术、光电检测技术

 ◆  实验内容：

·利用光电混合系统实现三维投影光路的搭建

·了解光学三维检测系统的基本标定方法，并标定整个测量系统

·利用相移算法获取正弦光栅投影图

·利用专业相位计算软件恢复物体面形

·处理分析实验结果并修正实验方案以提高实验精度

 ◆  实验原理：

投影光栅相位法是三维轮廓测量中的热点之一，其测量原理是光栅图样投射到被测物体表面，相位和振幅受到

物面高度的调制使光栅像发生变形，通过解调可以得到包含高度信息的相位变化，最后根据三角法原理完成相位 ---
高度的转换。根据相位检测方法的不同，主要有 Moire 轮廓术、Fourier 变换轮廓术，相位测量轮廓术，本实验就是

采用了相位测量轮廓术。

相位测量轮廓术采用正弦光栅投影相移技术。基本原理是利用条纹投影相移技术将投影到物体上的正弦光栅依

次移动一定的相位，由采集到的移相变形条纹图计算得到包含物体高度信息的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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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理示意图：

 ◆  实验效果图：

   

 ◆  技术指标：

·光纤输出白光点光源：Ф4mm 光纤束，150W，卤素光源，亮度可调；

·LED 光源：白光，功耗 >1W, 亮度可调。

·控制器：Iput:AC100-240V,Output:DC24V 3A; 最大维数 15,；8 档精度调节；通讯方式 USB 转 CAN, 最高频率

23.697Hz；最大通讯距离 1500m；

·电控平移台标定系统，行程 100mm，滚珠丝杠，导程 4，分辨率 0.001m，最大速度 40 mm/s, 重复定位

<0.003；
·指示激光器：波长 650nm，功率 10mw，0-3V 可调；

·正弦光栅：63X63mm，2Lp/mm；

·双胶合准直系统：F=90/120mm，变倍扩束系统；

·CCD 摄 像 机： 黑 白 CMOS， 靶 面 尺 寸 1/1.8 ″， 灵 敏 度 1.6v@550nm/Lux/s, 帧 率 15 帧 / 秒， 分 辨 率

1280*1024，USB2.0，进口成像镜头，焦距 16mm，光圈 1.6；
·测量软件构成：光学三维标定系统软件，相位测量的相移算法与误差分析软件，三维测量高度识别软件；

·掀盖式激光安全防护多用途机箱：外形尺寸 850*450*300mm，光、电隔离分舱设计，外表面白色烤漆美观处理，

内表面黑色吸光漆面处理，一体式铝合金底座板牢固稳定，整个底板预留 25*25mm 标准距离 M6 转接孔，方便设

3-3 GCS-SWCL

LD 参考光
CCD

目标物

正弦光栅

准直透镜 扩束透镜
白屏分光平片光纤光源

偏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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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自主实验；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光纤白光点光源、光栅投影系统、正弦光栅、百万像素定焦镜头、面阵 CCD、测量物、软件、激光安全防护机箱

 ◆  必备设备：

电脑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5 课时

3-3 GCS-SW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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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GCS-IMAGE

3-4GCS-IMAGE 机器视觉创新综合实验

机器视觉技术是计算机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综合了光学、电子、机械、计算机软硬件等方面技术，涉及到

计算机、图像处理、模式识别、人工智能、信号处理、人工智能、信号处理、光机电一体化等多个领域。自起步发

展至今已有 20 多年历史，其功能与应用范围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逐渐完善和推广。

本实验针对一套完整的机器视觉系统，涉及相机的标定技术、拍摄镜头的品质评价及照明方式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涉及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应用和文字识别等高端视觉技术。

 ◆  知识点：

相机标定、标定模型、图像坐标系、同轴照明、侧照明、背光照明、光谱特性、结构光照明、远心镜头、定焦镜头、

镜头分辨力、景深、光圈数、图像的滤波、图像增强、直方图规划、阈值分割、特征测量检测、OCR 识别、边缘检测、

颜色识别。

 ◆  涉及课程：

相机标定原理技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光谱照明技术、成像系统参数研究、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光电信号

处理技术、模式匹配识别原理技术、机器视觉原理技术研究

 ◆  实验内容：

·根据待测物的特征，选择背光照明、同轴照明和低角度照明等不同照明方式对拍摄样品的影响；

·观测不同色光（红、绿、蓝）对同一样品的拍摄效果，了解光谱对视觉成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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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远心成像镜头相关参数（工作距离、放大率、景深等）；

·了解相机标定的过程，完成相机标定；

·利用机器视觉软件对样品进行常见几何参数测量、OCR 识别、二维码识别、管脚间距测量、面积测量等应用；

 ◆  实验原理：

机器视觉就是用机器代替人眼来做测量和判断。机器视觉系统是指通过机器视觉产品（即图像摄取装置，分

CMOS和CCD两种）将被摄取目标转换成图像信号，传送给专用的图像处理系统，根据像素分布和亮度、颜色等信息，

转变成数字化信号；图像系统对这些信号进行各种运算来抽取目标的特征，进而根据判别的结果来控制现场的设备

动作。系统一般包括照明光源、拍摄镜头、采集系统、软件处理系统。

 ◆  原理示意图：

      

 ◆  效果图：

      

 ◆  技术指标：

·图像传感器：黑白 CMOS，靶面尺寸 1/1.8″，灵敏度 1.6v@550nm/Lux/s, 帧率 15 帧 / 秒，分辨率 1280*1024，
USB2.0；

·光学支架：尺寸 690*420*300mm，平移距离不小于 400mm，丝杠设计，移动过程自动锁紧，承重不小于 5kg；
·照明光源：低角度环带照明光源；外径 75，与法线成 90°，功率 2.5W, 红光；背光照明光源：面积 100*100, 功

率 25/42W，红光；同轴照明光源；50*50，红光

·拍摄系统：低畸变远心成像镜头；放大倍数×0.12； 远心度 <0.3°畸变 ≤0.4% 成像面积 50mm 工作距 150mm；

定焦镜头；光圈数 16，f ＇ 16
·分辨率板：美标，正片，分辨率 1-228(LP/mm)，外形 63.5x63.5mm，最小分辨 0.002mm；

·点阵标定板：正片 63*63，实心原点 7*7，圆点直径 2mm，圆心距 4mm；

·RGB 照明光源：红、绿、蓝、白 LED 光源，亮度可调；

·软件处理系统：目标图像采集模块 具备鼠标自动识别圆阵列标定相机；光学系统分辨率测量模块 截取测量区域可

以进行鼠标进行任意选取被测量分辨率板局部区域；二维码生成和采集模块 可快速编码解码；工件参数测量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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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面积测量、测量管脚； OCR 识别模块工件表面数字、字母信息识别；几何尺寸测量模块 包括圆心距测量模块、

线间距测量模块、圆直径测量模块、角度测量模块等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光学检验架、数字摄像机、远心镜头、配套照明光源、标准待测物、专用相机、专业测量软件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笔记本）

 ◆  建议课时 :

4 课时

3-4 GCS-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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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GCS-ZG 远心镜头光学测量实验

精密测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各个行业中，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运用远心测量系统 -多尺度小波变换数据处理，

可得到三维大景深、无畸变测量的精确结果，被广泛应用于卫星遥感图形识别和常规特征识别、机器人视觉、医学

生物图像处理和其它精密光电测量领域。

 ◆  知识点：

远心系统、点扩散函数、卷积、傅里叶变换、滤波、Haar- 高斯小波变换、相关因子

 ◆  涉及课程：

几何光学、傅里叶光学、光学信息处理、光学测量、光电检测

 ◆  实验内容：

·非接触测量系统的搭建和标定

·通过系统获取待测物体图片

·利用 Haar- 高斯小波变换提取出图像的准确边缘数据二维物体轮廓尺寸测量

·完成矩形及圆形相关参数测量

 ◆  实验原理：

待测物体通过远心系统成像到 CCD 上，通过计算机对采集的图像进行数字化处理。利用 Haar- 高斯小波变换

提取出图像的准确边缘数据，由远心成像技术实现大景深、无畸变的非接触测量。

 ◆  原理示意图：

 

 
 

远心光路示意图 

 

 
CCD 

CCD

远心光路示意图

待测物体准直透镜光源

计算机

远心成像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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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效果图：

          

          

          

 ◆  技术指标：

·白光 LED 光源：白光 LED 光源：发光面积 100*100mm，亮度可调；

·远心物镜系统：外形尺寸：φ70x138，工作距离 150mm，系统总长：132mm；物 / 像倍率：0.12；物方视场：

40x30，像方视场 1/3″，像方畸变：0.03%；接口 C，远心度＜ 0.2°，f/#:F4-F16，滤镜螺纹 M67x0.75；
·系统稳定性：＜ 5％，测量图形最大尺寸：φ45；
·测量精度：长度测量＜ 5%；直径测量＜ 5%；

·图像传感器：黑白 CMOS，靶面尺寸 1/1.8″，灵敏度 1.6v@550nm/Lux/s, 帧率 15 帧 / 秒，分辨率 1280*1024，
USB2.0；

·软件组件：X轴Y轴标定模块 小波函数参数选取（伸缩因子，平移因子，分离因子等），标定图片读取，标定值输入，

相机标定系数计算，标定曲线拟合；线测量模块 待测图形读取，小波参数测量，干扰设计输入，计算结果输出及

图像三维显示；圆测量模块 圆心自动检测，不同角度三维旋转显示，圆直径自动测量，数据输出存储。

·掀盖式激光安全防护多用途机箱：外形尺寸 750*450*300mm，光、电隔离分舱设计，外表面白色烤漆美观处理，

内表面黑色吸光漆面处理，一体式铝合金底座板牢固稳定，整个底板预留 25*25mm 标准距离 M6 转接孔，方便设

计自主实验；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 ±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

狭缝图像 狭缝的灰阶三维图

圆环图像 圆环的灰阶三维图

小波函数 小波变换的二维狭缝图



00124
www.cdhcedu.com

大恒光电

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白光光源、平行光管、远心测量物镜、CCD、图像采集卡、标定测量物、软件

 ◆  必备设备：

电脑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3-5  GCS-ZG



www.cdhcedu.com

大恒光电 00125

3-6  GCS-LLE

3-6  GCS-LLE 2D 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实验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激光测距、物体三维轮廓探测和数据信息提取技术也有了极大的发展，

被广泛地应用于产品设计、体积测量、逆向工程仿真、机器视觉以及生物医疗等领域。

激光位移传感器是利用激光技术进行位移测量的传感器，它主要是由激光器、激光检测器和测量电路组成。本

实验系统根据激光三角测量法，通过激光线扫描测量手段及图像采集技术，将原有实物轮廓转化为计算机上的三维

数字模型。此项技术还可以用于对易碎、柔软物体以及不允许接触的物体进行三维测量。实验涉及硬件操作和软件

控制，实验内容丰富，能扩展学生视野，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典型实验。

 ◆  知识点：

激光原理、激光三角测量法、激光传感器、CCD 成像技术、图像处理与显示、光电测量

 ◆  涉及课程：

激光技术与应用、光电技术、传感技术与应用、光电检测技术与应用、CCD 应用技术

 ◆  实验内容：

·学习激光三角法的基本原理

·2D 位移传感器实验系统的安装与调试 
·2D 激光位移传感器实验系统的标定 
·利用 2D 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物体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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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原理 :

本实验系统是基于激光三角测量法，结合电控技术和图像采集技术实现非接触三维测量的实验系统。实验系统

由激光器、CCD、光学系统、电控平移台、电控旋转台以及控制部分构成。激光三角法位移测量是用一束激光以某

一角度聚焦在被测物体表面，然后从另一角度对物体表面上的激光光斑进行成像，物体表面激光照射点的位置高度

不同，所接受散射或反射光线的角度也不同，用 CCD 光电探测器测出光斑像的位置，从而计算出物体表面激光照射

点的位置高度。当物体沿激光线方向发生移动时，测量结果就将发生改变，从而实现用激光测量物体的位移。实际

测量时由计算机控制的步进电动机或旋转电机带动被测物体纵向移动或转动，移动或转动过程中细线光斑会照射到

物体外形每一部分，同时 CCD 摄像机会采集到每一幅亮线图片。将获取的图片输入计算机机进行处理，根据三角测

量原理还原出物体的空间三维信息，恢复出物体的三维轮廓。

 ◆  原理示意图：

 ◆  效果图：

3-6  GCS-LLE

计算机

采集器 CCD
成像镜头

目标物

实验箱

线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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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指标：

·线激光器：线光斑输出，波长 532nm；功率 ≥5mW；

·电控旋转台：分辨率 0.0005mm ＇，重复定位 <0.0015mm；

·控制器：Iput:AC100-240V，Output:DC24V 3A；最大维数 15；8 档精度调节；20 档速度选择；通讯方式 USB 转

CAN，最高频率 23.697Hz；最大通讯距离 1500m；

·测量范围与精度：测量旋转体，范围 200-300mm, 精度 0.05mm；

·相机接收组件：分辨率 1280×1024，量化深度 10bit，像素大小 5.2μm×5.2μm，USB2.0 接口；

·电控平移台：行程 100mm，台面尺寸 75x75mm，分辨率 0.001mm，水平负载 5kg，重复定位精度 <0.003mm，

最大速度 40mm/s；电机控制；

·光学实验箱：900*500*300mm，液压支杆前向开合，箱内喷涂消光漆；

·专业处理软件：包括平移台控制、图像采集、数据处理和三维重建等四部分模块，自动完成控制线光束扫描，物

体多角度拍摄，系统标定，物体复原模型图动态输出；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实验系统箱式设计、线激光器组件、导轨滑块组件、电控平移台组件、电控旋转台组件、控制器、图像处理软

件

 ◆  必备设备：

电脑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5 课时

3-6  GCS-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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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GCS-TF 薄膜厚度测量综合实验

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光学薄膜的需求不断增大，对器件特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物理厚度是薄膜最基本的参

数之一，它会影响整个器件的最终性能，因此快速而精确地测量薄膜厚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  知识点：

白光干涉原理、光纤光谱仪、Y 型导光光纤

 ◆  涉及课程：

光学、光电子学、光电检测、光谱分析

 ◆  实验内容 :

·了解白光干涉原理

·搭建薄膜厚度测量实验装置，完成局部厚度测量

·测量样品不同位置膜厚差异

 ◆  实验原理：

薄膜测量系统是基于白光干涉的原理来确定光学薄膜的厚度。白光干涉图样通过数学函数被计算出薄膜厚度。

对于单层膜来说，如果已知薄膜介质的 n 和 k 值就可以计算出它的物理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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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示意图：

   
 ◆  技术指标 :

·系统参数：测量 100nm-10um 范围薄膜；误差 5%；

·数字光谱仪组件：工作波长 350-1000nm，分辨率 1.2nm，2048 像素，信噪比 250：1；积分时间 1ms-21s，数

据接口 USB2.0，光纤输入接口 SMA905；
·标准白光光源组件：380nm—2500nm，稳定性 5%；

·Y 型光纤：长 1m；芯径 300um，NA0.22；
·支架组件：用于光纤夹持，可齿轮齿条升降，移动距离±75mm；

·测试样品组件：提供 300nm500nm 厚 SiO2 膜层样品各 1 个，Ф50.8mm；可扩展 Ag,、Al、Al2O3、Au、
CaF2、Fe、MgF2 等上百种膜层测量；

·软件组件：软件包含反射率测量模块、透过率测量模块和薄膜厚度测量模块；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

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数字光谱仪组件、标准白光光源组件、Y 型光纤组件、待测样品组件

 ◆  必备设备：

笔记本或者台式电脑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光学存储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2 课时

3-7 GCS-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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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GCS-ZSC

3-8 GCS-ZSC 基于 Z 扫描测量光学非线性实验系统

非线性效应是指强光作用下由于介质的非线性极化而产生的效应，包括光学谐波，倍频，受激啦曼散射，双光

子吸收，饱和吸收，自聚焦，自散焦等。由 SheikBahae 等人最先提出的激光 Z 扫描技术的实验装置是对材料的非

线性特征参数测量的最直观的方式。本实验基于 Z 扫描光路原理，优化了各项功能配置，使用户尤其是学生可以贴

切体会到自聚焦、自散焦等光学非线性现象，并且可以掌握表征材料非线性效应强弱的非线性系数的物理意义以及

测量过程。

 ◆  知识点：

Z 扫描技术、非线性光学参数、激光束腰、功率密度

 ◆  涉及课程：

光学、非线性光学、光电检测

 ◆  实验内容 :

·搭建 Z 扫描检测光路

·测量非线性材料，完成“闭孔”扫描测量并拟合测量曲线

·测量非线性材料，完成“开孔”扫描测量并拟合测量曲线

·测量激光聚焦光斑的直径

·计算材料的非线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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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原理：

高斯光束入射时，可将具有负非线性系数的薄介质视为一个变焦距的薄透镜，取透镜焦距后的焦点为 Z 轴的原

点，当非线性介质从较大的 +Z 处移向原点时，开始光强较低，可忽略非线性引致的光折射效应，由孔 A 处测得的

透过率 T 保持相对不变，即为系统的线性透过率 S。当样品运动扫描至焦点附近时，光强的增大使非线性引致的光

折射效应显著加强，样品相当于一个负透镜将光束准直，使得孔径 A 处的光束变窄，导致测量的透过率增加，因而，

在接近 Z=0 处，T-Z 曲线呈现峰值。当非线性介质移过圆点 S 时，样品的自散焦作用将导致孔径 A 处的光束展宽，

造成透过率减小，同理自散焦作用在近 Z=0 处才最为明显，使得 T-Z 曲线呈现谷值，在原点处，远场透射率与线性

值相同。由上述分析可定性的得到 Z 扫描曲线，它呈先峰后谷形状。而一个具有正非线性系数的光学非线性样品其

Z 扫描曲线则呈现出先谷后峰形状。根据拟合的曲线可进一步计算研究材料的各项非线性参数。

 ◆  原理示意图：

 ◆  效果图：

   

                                   闭孔扫描曲线拟合                                        开孔扫描曲线拟合

 ◆  技术指标 :

·同轴框架结构：四根高精度不锈钢杆分别位于 30mm 方形的四个角上，杆直径 6mm，杆间距 30mm；三维转接

多节点模块，可沿光路在全空间扩展；同轴框架可搭载移动式 Φ25.4mm 镜框、分光棱镜架、45 度反射镜架等主

要光学器件；器件可沿框架同光轴移动；结构稳定，中心偏差 ≤1%；

·固体激光光源：中心波长λ=532nm，激光横模 TEM00，输出功率 P>50mW，稳定性 <5%；

·精密平移台组件：一维手动移动，行程 L 25mm，65х65mm 台面，分辨率 10um；

·电控移动台组件：行程 L100mm，台面 100х100mm，系统分辨率 10um，滚珠丝杠传动，步进电机驱动，控制

3-8 GCS-ZSC

激光器
扩束透镜 准直透镜 聚焦透镜 样品 限光孔 功率探测器

电控扫描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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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与电脑 USB 通信连接；

·标准实验箱：外形 750（L）×450（W）×300（H）mm，孔间距 25mm，M6 点阵螺孔；

·激光功率指示器：功率显示六档切换功率显示六档切换 2/20/200μW、2/20/200mW，标定波长 532nm；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

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固体激光器组件、同轴框架组件、波片组件、可变光阑组件、激光功率指示计组件、高斯光束变换透镜组件、

电动控制组件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笔记本）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光学存储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3-8 GCS-Z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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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GCS-LED

3-9 GCS-LED LED 参数测试综合实验

LED作为新型的发光器件已被广泛使用，LED的各种参数（工作电流，光谱特性等）直接影响器件的性能和使用。

对 LED 参数进行测试是研究和使用此类器件必不可少的步骤。

          

 ◆ 知识点：

V-I-P 曲线，发散角测量，光谱测量

 ◆ 涉及课程：

光电子学、光谱学、发光学、光电子器件

 ◆ 实验内容：

·测量 LED 的 I-V-E 曲线（电学、光学特性）

·测量 LED 的发散角（光学特性）

·测量 LED 的光谱（光学特性）

·测量 LED 随温度（T）的变化对其波长漂移的影响（热学特性）

 ◆ 实验原理：

LED 的发光光谱是指发光的相对强度（或能量）随波长（或频率）变化的分布曲线。LED 的发光亮度 B 是单位

面积发光强度的量度。发光强度的角分布 Iθ 是描述 LED 发光在空间各个方向上光强分布。它主要取决于封装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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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包括支架、模粒头、环氧树脂中添加散射剂与否）。通过可调电源控制 LED 的亮度，用数字光谱仪等设备测量

并记录 LED 的光谱范围等。

 ◆ 原理示意图：

发散角测量示意图

LED 光谱参数测量示意图

 ◆ 效果图：

          

                    LED 发光强度随电流的变化曲线                   LED 发光强度随电压的变化曲线
 

◆ 技术指标：

·LED 绿光：中心波长：528nm；

·LED 蓝光：中心波长：451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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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红光：中心波长：621nm；

·LED 白光：红、绿、蓝三色混合； 
·光照度探测器响应波长：280 － 780nm；

·数字光谱仪：工作波长 350-1000nm，分辨率 1.1nm，2048 像素，信噪比 250：1；积分时间 1ms-21s，数据接

口 USB2.0，光纤输入接口 SMA905；
·积分球：外形尺寸 64mm（L）х64mm（W）х64mm（H），内部直径 Φ50mm，采样口直径 10mm，接口

SMA905，8°角设计，可用于透射 / 反射测量；

·导光光纤：铠甲封装，石英，芯径 300um，光纤接口 SMA905，长度 1.5m，工作波长 200-2000nm；

·测试电源：五档 10/30/50/200/500mA. 调节精度 0.1mA, 电压监测；TEC 温控电源，温度显示 0.1℃ , 温控范围

20-60℃；

·发光二级管光谱范围：400-650nm 响应时间 200s；暗电流 ≤0.1μA；
·掀盖式激光安全防护机箱：外形尺寸 750*450*300mm，光、电隔离分舱设计，外表面蓝色烤漆美观处理，内表面

黑色吸光漆面处理，一体式铝合金底座板牢固稳定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面粗

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测试暗箱、测试电源、数字光谱仪、LED 若干、照度计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笔记本）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3-9 GCS-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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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GCS-GPCL 光谱仪及光谱测量综合实验

随着计算机、CCD 技术及微晶刻蚀技术的发展，微型数字光谱仪也成为了实验室光谱分析的重要工具。本公司

数字光谱仪采用特殊微型晶片光学结构并改进一般光谱仪准直面镜 - 平面光学结构 - 聚焦面镜的设计架构，以单一元

件与最小体积完成分光和聚焦功能，并达成 1.3nm 的光谱分辨率；具有波长探测范围较宽，高稳定性，可编程控制，

设计紧凑，便于携带和测量等优势，在光电检测设备、环境检测系统、色彩侦测管理、医学检测和光谱分析方面都

有广泛的应用。

本实验以LED、卤素灯等为主要对象，以光谱分析为基本方法研究色度学的基本概念。对色坐标、三基色、刺激值、

色纯度等做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延伸了透过率测量、反射率测量等实际应用。

   

   

实验配置实物图

 ◆ 知识点：

颜色刺激、三原色、色坐标、色纯度、色温、主波长、显示度、CIE 标准色度系统、半导体发光二极管、透射

及反射光谱、数字光谱仪、光谱分辨率

 ◆ 涉及课程：

色彩工程学、色度学、工程光学

 ◆ 实验内容：

·不同光源（卤素灯、LED 等）光谱测量及分析实验

·LED 发光角度测量实验 
·显示度测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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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率测量实验 
·反射率测量实验 
·吸收度测量实验

·样品浓度测量实验

 ◆ 实验原理：

实验中使用数字光谱仪测量不同光源的光谱分布，然后根据光谱分析的基本算法在色坐标中计算三刺激值、色

纯度、主波长等基本光度学概念；

实验中使用光谱仪测量透过不同样品（如红、绿、蓝滤色片）前后的光谱强度计算透过率；

利用光谱仪检测不同角度下 LED 发光强度即可获取角度与光谱强度的分布曲线，计算发光角度。

 ◆ 实验结果：

       

实验色度图                                                      LED 测试结果

 ◆ 技术指标：

·数字光谱仪组件：工作波长 350-1000nm，分辨率 1.1nm，积分时间 1ms-21s，数据接口：USB2.0，光纤输入接

口 SMA905；
·标准白光光源组件：380nm—2500nm，稳定性 5%；

·LED 光源组件：白光 LED、红光 LED、绿光 LED、蓝光 LED，DC5V；
·积分球：外形尺寸 64mm（L）х64mm（W）х64mm（H），内部直径 Φ50mm，采样口直径 10mm，接口

SMA905，8 度角设计，可用于透射 / 反射测量；

·反射测量组件：直径 25mm，红、绿、蓝、白不透光印刷品；

·透射测量组件：红光滤色片、绿光绿色片、蓝光绿色片；

·多功能测量平台组件：可实现透射测量光路搭建、反射测量光路搭建，预留液体透过率测量功能，可安装

10*10mm 比色皿安装位置；；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3-10  GCS-GP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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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备成套性：

数字光谱仪组件、白光光源组件、LED 光源组件、中性密度衰减组件、滤色组件、多功能测量平台组件、光谱

采集及分析软件、实验讲义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笔记本）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2 课时

3-10  GCS-GP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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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GCS-HW 红外成像原理及应用实验

红外热成像是通过对热红外敏感的 CCD 对物体进行成像，能反映出物体表面的温度场。热红外在军事、工业、

汽车辅助驾驶、医学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实验通过究黑体辐射源和红外相机研究热辐射规律及成像应用。让学生

掌握热辐射基本规律和红外成像的基本原理，并指导学生处理红外图像提取未知信息。

 ◆ 知识点：

黑体辐射、红外成像、普朗克辐射定律、紫外灾难、温度标定

 ◆ 涉及课程：

光电子学、红外及红外成像、光电检测

 ◆ 实验内容 :

·理解热辐射规律及红外热成像原理

·掌握红外热像仪的构成及测温定标方法

·掌握红外热像仪的典型应用

 ◆ 实验原理：

当物体的温度高于绝对零度时，均有红外光向周围空间辐射出来，红外辐射的物理本质是热辐射。其微观机理

是物体内部带电粒子不停的运动导致热辐射效应。热辐射的波长和频率在 0.76 100μ之间，与电磁波一样具有反射、

透射和吸收等性质。本实验主要研究通过红外 CCD 接收辐射源的电磁波，验证传输规律，标定温度变化范围，间接

测量辐射体温度。

 ◆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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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

·黑体辐射源：环境温度 +10.0℃～ 400.0℃，温度分辨率 0.1℃，传感器精度 ±（0.38 ＋ 0.002 ︱ t ︱）℃ ，度稳

定性 ±（0.1 ～ 0.3）℃ /h，有效发射率 ≥0.97，升温时间      100℃ ≤30 分钟，传感器 Pt100 铂电阻，控温方式 
PID，电源 220VAC 50Hz，尺寸       W235mm×H390mm×D235mm

·红外成像仪组件：光读出非制冷焦平面，像素 384×288，波长范围：8 ～ 14μm，视场角  24°×18°，最大帧

频 50Hz，测温范围：0℃～ 100℃，电源 12V DC，数据接口：USB2.0；软件功能：4 种调色板，包括黑白、反转、

铁红、彩虹等，自动校正背景温度，鼠标实时显示、高温追踪、平均温度、自定义测温点；

·红外镜头组件：成像范围大于 0.5m，波长范围：8 ～ 14μm；

·温度控制台：台面尺寸 150×150mm，最大功率 300W，温控范围 0℃—450℃，精度 0.1℃；

·精密光学导轨组件：1200mm（L）×100mm（W），适用于 GCM 系列机械调整部件；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

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黑体辐射源组件、光学导轨组件、红外相机组件、红外镜头组件、恒温加热台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笔记本）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光学存储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3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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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GCS-LM  拉曼光谱分析测量综合实验

拉曼光谱是分子或凝聚态物质的散射光谱，入射光是强单色光 , 散射光除含有频率未变的光（称瑞利散射）外，

还含有相当弱的有频率增减的光 , 其中带有散射体结构和状态的信息。

在凝聚态物理学中 , 拉曼光谱是取得结构和状态信息的重要手段 , 因此拉曼光谱在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各领域得

到广泛的应用。

 ◆ 知识点：

拉曼散射  瑞利散射  数字光谱仪、光谱分辨率

 ◆ 涉及课程：

光谱检测、工程光学

 ◆ 实验内容 :

·光谱仪的使用说明

·液体样品拉曼光谱测量光路搭建

·固体样品拉曼光谱测量光路搭建

·拉曼光谱测量

 ◆ 实验原理：

光子和分子之间在碰撞时发生了能量交换，这不仅使光子改变了其运动方向，也改变了其能量，使散射光频率

与入射光频率不同，这种散射在光谱上称为拉曼散射，拉曼光谱是分子或凝聚态物质的散射光谱，入射光是强单色光 ,
散射光除含有频率未变的光（称瑞利散射）外，还含有相当弱的有频率增减的光 , 其中带有散射体结构和状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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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曼光谱图中有三种线，中央的是瑞利散射线，频率为 0ν ，强度最强；低频一侧的是斯托克斯线，与瑞利线

的频差为 ν∆ ，强度比瑞利线的强度弱很多，约为瑞利线的强度的几百万分之一至上万分之一；高频的一侧是反斯

托克斯线，与瑞利斯托克斯线的频差亦为 ν∆ , 和斯托克斯线对称的分布在瑞利线两侧，强度比斯托克斯线的强度
又要弱很多，这两种都为拉曼光谱。

实验结果：

技术指标：

·光谱仪：输出接口 SMA905；线阵 CCD，像素 2048 个，工作 / 储存温度 0 ~ 45℃，工作 / 储存湿度 5%-80%，

光谱范围 200cm-1 ～ 3200cm-1，波长分辨率：7 cm-1 @1000 cm-1，积分时间 8ms ~20S，波长稳定性

<0.01nm/℃ ( 标准 )。
·拉曼探头：探头主件：102×30×13mm，不锈钢探棒：45 mm，激发端：105 μm VIS-NIR 波段；接收端：200 

μm VIS-NIR 波段；输入接口：SMA905( 接口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试用光谱范围：150cm-1 ～ 4000cm-1，
有效滤除瑞利信号，滤光片激光截止深度 ：OD6 ，探头工作焦距 ：7.5mm，耦合率 ：60% ～ 70% ；合束段耐

受拉力 ：50N ，合束段铠甲规格 ：Φ8.5mm，PVC 黑色外铠，内部抹平金属双扣管。

·拉曼激光器：785±0.5nm，线宽＜ 0.1nm，半导体激光器蝶型封装，内置体布拉格光栅，内置 TEC 双向温度制冷，

内置 PD，热敏电阻，激光器噪音：≤1% RMS(10Hz-100MHz)，激光功率稳定性 ：≤2% P-P(@2hrs)，激光器使

用寿命 ：10,000.00hrs，输出功率 ：0~500mW 可调；

·软件模块 : 软件模块包含激光器控制模块和拉曼采谱采集模块，激光器控制模块可以调整激光器的输出功率，控

制激光器的输出；拉曼光谱的采集模块包括了单次采集、连续采集；可以设置积分时间和平均次数，可以对光谱

预处理，如数据剪切、数据平滑、背景扣除、谱峰检测等；可以对图谱放大、缩小和自适应大小；可以快速保存、

能复制或导出当前谱图数据，包括文本文件、CSV 文件等文件格式；数据库模块：支持自由定制自己的标准匹配

数据库，支持根据特定类别建立子数据库，提供正检索、逆检索、混合物剖析等多种匹配算法，可对未知物进行

快速匹配结果并解析其主要成份。数据库：包含常见数据库，支持自建数据库；

·透射测试组件：可以安装拉曼探头，并可以安装 10mm*10mm 比色皿，CCl4, 乙醇，波长范围 700-1100nm；拉

3-12 GCS-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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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样品池。

·反射样品测试组件：底板 450*300*12.7mm，表面 25*25 间距的 M6 螺纹孔，齿轮齿条纵向移动，移动范围

±75mm；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 ±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

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

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数字光谱仪组件、白光光源组件、LED 光源组件、中性密度衰减组件、滤色组件、多功能测量平台组件、光谱

采集及分析软件、实验讲义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实验挂图

 ◆ 建议课时：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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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GCS-CCD 光电图像传感器及应用综合实验

光电图像技术主要是用于优化图像质量，提取有用信息，识别预定目标等，其中核心器件为电荷耦合器件（Charge 
coupled devices，简称 CCD）。CCD 有线阵列与面阵列两种基本类型，各有不同的工作原理与特性。线阵 CCD 由

于工作原理简单，易于掌握，通常用于工业领域的非接触自动检测设备上，尤其是自动化生产过程或生产线上用作

在线非接触光电检测设备，主要检测物体的尺寸、运动速度、加速度、运动规律、位置、面形、粗糙度、变形量、

光学特性变化、条码信息和其他应用。面阵 CCD 又称全幅式 CCD，阵列型 CCD。相比线阵 CCD，它的优点是可

以获取二维图像信息，测量图像直观，是工业相机、数码相机、摄像机等系统的核心器件，广泛应用于面积、形状、

尺寸、位置、甚至温度等的测量。本实验平台主要就是让学生从驱动原理到实际应用，综合了解熟悉光电图像技术

的基础及核心知识点。

    

 ◆ 知识点：

线阵 CCD、面阵 CCD、二值化处理、非接触尺寸测量、角位置测量、图像点运算、几何尺寸测量、颜色检测。

 ◆ 涉及课程：

光学、光电图像技术、数字图像处理

 ◆ 实验内容 :

·线阵 CCD 驱动信号测试分析实验

·线阵 CCD 传感特性测量实验

·线阵 CCD 图像二值化处理实验

·柱状工件直径测量实验

·非接触式角度测量实验

·面阵 CCD 驱动信号测试分析实验

·面阵 CCD 传感特性测量实验

·面阵 CCD 灰度直方图及数值变换实验

·机械工件二维数据测量实验

·彩色面阵 CCD 颜色处理及识别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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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原理：

投影成像测量法主要适用于测量与 CCD 传感面的尺寸相当的物体的尺寸。如图 4.1 所示，此方法利用一束平行

光照射在被测物体上，最终投影在 CCD 的传感面上，被测物的尺寸可以通过计算 CCD 上产生的阴影宽度获得，只

要数据采集系统计算出阴影部分像元个数与像元尺寸的乘积就得到了被测物体的尺寸，这里假设平行光是理想的。

投影法的测量精度由平行光的准直性和 CCD 像元尺寸决定。但是，平行光准直度很难达到理想情况，因此还需要用

算法对测量值进行修正，对尺寸进行标定来使得测量结果准确。

 ◆ 原理示意图：

投影成像测量法光路

 ◆ 效果图：

线阵 CCD 输出波形

技术指标 :

·LED 光源，白光，亮度渐变可调，含配套 LED 匀光器。

·光纤耦合输出激光器：650nm，P>2mW，单模光纤，芯径 4μm，TEM00，PVC 光纤保护套，光纤接头 FC/PC；

·光纤准直镜：平行光斑输出，光斑直径 40mm，接口 FCPC；

·线阵CCD组件：分辨率 2160×1，像素尺寸 14um×14um，10芯航空插口及USB2.0数据传输接口，配偏振衰减器。

·彩色面阵 CCD，分辨率 752×582，像素大小 6.5um×6.25um，10 芯航空插口及 USB2.0 数据传输接口。

·掀盖式激光安全防护多用途机箱：外形尺寸 750*450*300mm，光、电隔离分舱设计，外表面白色烤漆美观处理，

内表面黑色吸光漆面处理，一体式铝合金底座板牢固稳定，整个底板预留 25*25mm 标准距离 M6 转接孔，方便设

3-13 GCS-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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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GCS-CCD

计自主实验；

·加强铝反射镜组件：Ф40mm 含调节支座；

·机械旋转台，台面直径Ф80mm，360°手动旋转，微调范围±3°，微调分辨率±5′；

·软件组件：传感器驱动模块，图像二值化处理模块，工件直径测量模块，角度测量模块，灰度直方图测量模块，

灰度线性、阈值、变换，拉伸、均衡变换模块，工件直径、圆心距、线距测量模块，三原色分解及合成处理模块。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

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实验箱、面阵 CCD、线阵 CCD、光源等

 ◆ 必备设备：

示波器、电脑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光学存储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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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GCS-SGZH

3-14 GCS-SGZH 自搭建光谱仪设计及光谱测量实验

光谱是将包含多种波长的复合光以波长 ( 或频率 ) 为横轴、以光强为纵轴进行的分解排列，即形成光谱图，以此

来分析光束的成分，光谱仪是用于光谱检测的设备。

光作用在物质上会产生透射、散射、吸收和发射光谱，光谱检测技术是研究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手段之一，

是现代科学技术中研究物质微观结构的一种重要方法，具有灵敏度高，可无损检测等优势。检测光源光谱分布是光

谱仪的基本功能，更多的是通过光谱分析，可以得到所研究物质的相关信息，包含元素的种类，组分以及内部的能

级结构、化学键性质、反应动力学等等，因此被广泛运用在生物医学、环境监测、卫生检疫、食品制药、金属工业

和科学研究等领域。

 ◆ 知识点：

光谱分布、光栅衍射、光谱分辨率、光谱仪结构设计

 ◆ 涉及课程：

光谱学、工程光学

 ◆ 实验原理：

光谱仪按采用的色散元件不同通常可分为：棱镜光谱仪和光栅光谱仪，它们各有所长．光栅光谱仪具有覆盖波

段宽，分辨率高的特点，随着闪耀光栅的出现，加工技术的不断提升，高精密光栅的制作成本越来越低，光栅光谱

仪逐渐取代了棱镜光谱仪，成为一种最常用的光谱仪，如各种吸收光谱仪、荧光光谱仪、拉曼光谱仪等．因此，作

为光电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通过自己的设计与搭建，深入了解光栅光谱仪的工作原理、设计结

构和各部件对实验系统的影响或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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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理示意图：

反射镜

凹面镜

白屏（相机）

反射光栅

光源 狭隘 准直透镜

反射光路示意图

◆ 实验内容：

·了解光栅光谱仪的原理

·了解常用光栅光谱仪的结构

·搭建透射光栅光谱仪

·搭建反射光栅光谱仪

·光栅光谱仪的定标实验

·光栅光谱仪测量 LED 光谱实验

◆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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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指标：

·实验多孔板：标准光学底板 600（L）*450（W）*12.7(H),M6 点阵螺纹孔，孔间距 25*25mm；

·LED 光源组件：红、绿、蓝三色 LED 光源，功耗 >1W，亮度可调；

·透射光栅组件：K9 光学玻璃，外形尺寸 63*63*2mm，空间频率 100 线 /mm；

·反射光栅：闪耀光栅，25*25*6mm，闪耀波长 550nm，空间分辨率 150L/mm,300L/mm, 光栅常数误差 <3%；

·变换透镜组件：Ф50mm，f=50.8mm ～ 150mm，光洁度 IV 级，宽带 MgF2 增透膜 400nm ～ 700nm；

·彩色数字相机：300 万分辨率，彩色 CMOS，靶面尺寸 1/1.8″，灵敏度 1.6v@550nm/Lux/s, 帧率 15 帧 / 秒，分

辨率 2048*1536，USB2.0；
·软件组件：软件包含标定和计算，标定过程可以选取标准波长的位置，可以读取像素坐标，可以计算拟合系数，

可获取采集范围，可计算未知光谱数值；

·凹面镜：加强铝反射镜，反射率 >98%，直径 25.4mm，可以二维俯仰调整；

·矩形反射镜：加强铝平面镜，反射率 >98%，40*60mm；

·狭缝组件：可调狭缝宽度 0-10mm，外形尺寸 40*40mm；

·白屏组件：表面喷塑哑光设计，最小刻度 1mm； 
·汞灯：全长 155mm，功率 >20W，输入电压 220V，发光中心高度：75mm，四条特征波长；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 设备成套性：

汞灯、透射光栅、反射光栅、数字相机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光学储存干燥箱、实验挂图

◆ 建议课时：

4 课时

3-14 GCS-S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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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GCS-SPR 基于光栅耦合的 SPR 传感测量液体折射率实验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SPR）的原理是当入射光照射在金属膜表面时，形成消逝

波进入金属薄膜内，引起金属与介质表面的表面等离子体波。当消逝波和表面等离子体波的波矢匹配时产生共振，

能量从光子转移到表面等离子体上，导致反射光的能量急剧减少，形成特征共振峰。

基于 SPR 技术的传感器可以对生物分子进行识别、定量检测生物分子，也可以研究生物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同

时它具有较高的灵敏度、无需标记样品、可实时监测且检测速度快等优点，故而它广泛应用于生物科技、药物筛选、

临床诊断、食物检测及环境监测等方面。

本实验旨在引导学生加深对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原理的理解，提高学生动手搭建光路的能力，锻炼学生分析问题

的思维方式，为他们打开纳米光子学领域的大门。实验为典型的激光波前调制实验，能让学生全面波前分布对激光

输出的影响，与当前科研方向紧密相连。实验内容丰富，知识点清晰，实验现象明显。不但能训练学生动手能力，

而且能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能力。

 ◆ 知识点：

表面等离子体波、电磁波、光谱分析、光栅衍射

 ◆ 涉及课程：

物理光学、光谱学、工程光学

◆ 实验内容 :

·理解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原理

·掌握通过光栅耦合激发 SPR 的波矢匹配条件，能够计算出入射角度、光栅周期和 SPR 共振波长之间的关系

·搭建反射光谱测量光路

·测量不同折射率液体的 SPR 光谱

·了解 SPR 传感器的评价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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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原理：

SPR 传感器实验的首要条件是要激发表面等离子体激元 (Surface Plasmon Polaritons，SPPs)，SPPs 产生常

见有三种方式：棱镜耦合、波导耦合和光栅耦合。

本实验采用光栅耦合，利用光栅来引入额外的附加波矢分量。对于光栅耦合激发的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可以通

过调制其光栅周期来满足匹配要求。SPPs 本质上是光子和金属导体中的自由电子相互作用后被金属表面所俘获的一

种特殊形式的电磁波。如图所示，在一个半无限大的金属膜和绝缘体介质的交界面处，当有入射光照射时，金属表

面的自由电子与入射波相互耦合，同时相干振荡，产生沿交界面传播的表面等离极化激元。由于 TE 波在界面处只有

水平分量，因此不能在金属表面产生电子极化现象；而 TM 波因其在绝缘体介质和金属内部电磁场空间分量分布的

不连续，在金属 - 介质交界面上产生极化电荷，它们可以沿着交界面纵向振荡进而向前传播，故而能够激发 SPPs。

光栅耦合的特点是金属 - 介质界面形成一个周期性起伏的正弦形曲面。光波入射到金属光栅的表面产生不同阶

次的衍射光，而不同阶次的衍射光分别对应于不同的衍射角。如果入射光的平面垂直于衍射光栅凹槽的朝向，那么

衍射光波矢则平行于界面方向 x 方向上的分量有：

式中，m 是衍射阶次， 是入射光在 x 方向上的波矢分量， 是光栅波矢 , 是 m 阶衍射光在 x 方
向上的波矢分量。当某一阶次的衍射光波 x 方向的波矢分量满足波矢匹配条件时，入射光的绝大部分能量由金属膜

层中的倏逝波传递给金属 - 介质界面上的 SPPs，会导致该阶次衍射光波能量的大幅度下降，衍射光响应曲线将有一

个明显的共振吸收峰，通常称该现象为表面等离子体共振。

表面等离子体激元的传播常数 与表面介质的折射率 有关。通过光栅耦合方式激发出 SPPs 时，若表面

覆盖的介质不同，则其折射率 也会不同，进而导致 SPR 吸收峰的位置有相应改变。当金属光栅表面为某一待测
分析物时，通过分析共振角度或共振波长的偏移量就可以确定待测分析物的折射率。

  ◆ 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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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图：

不同材料的光谱吸收峰不同

◆ 技术指标：

·宽带卤素灯光源：波长范围 380nm—2500nm，功率 150W；

·准直镜组件：Φ25.4mm，f50mm 胶合透镜；含支杆，调节支座等支撑部件；

·格兰泰勒棱镜组件：通光孔径 Φ8mm，波长范围 200-2500nm，透过率 >85%@632nm, 光损伤阈值 100W/cm2,
消光比 105:1 CMOS，波前畸变λ/8，0-360 度旋转，二维俯仰调节，含支杆，调节支座等支撑部件；

·聚焦透镜组件：Φ25.4mm，f40mm 胶合透镜；含支杆，调节支座等支撑部件

·数字光谱仪组件：工作波长 350-1000nm，狭缝宽度 25um，分辨率 1.1nm，2048 像素，信噪比 250：1；积分时

间 1ms-21s，数据接口 USB2.0，光纤输入接口 SMA905； 
·多模导光光纤：工作波长 200-2500nm，长度 1.5m，铠甲封装，芯径 300um，SMA 接口，自带塑料保护帽；

·精密旋转台组件：圆盘直径 56.6mm，旋转范围 0-360 度，微调范围±4 度，微调精度±10 分，预留 M6 安装孔；

·精密平移组件：平移台，台面 65*65mm，预留M3，M4转接孔，行程±12.5mm，千分丝杆读数，测量精度 0.001um
·软件功能：光谱显示模块，光谱数据导出，反射率计算模块，透过率计算模块，吸收峰显示模块，光源色坐标显

示模块等。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笔记本）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光学储存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3-15 GCS-SPR



www.cdhcedu.com

大恒光电 00153

3-16 GCS-GT

3-16 GCS-GT 光弹效应实验

光弹性实验方法是一种利用光学原理解决弹性力学问题的一种实验方法，这种实验方法一般用来分析具有暂时

双折射现象的透明材料。各向同性透明的非晶体材料，如聚碳酸酯或环氧树脂，在无力状态下没有双折射性质，受

力之后具有双折射性能，在受力后，以偏振光透过模型，由于应力的存在，产生光的暂时双折射现象，再透过检偏

镜后产生干涉，可以看到规律的明暗条纹图样，根据条纹分布即可推算出构件内的应力分布情况。能有效而准确地

确定受力模型各点的主应力差和主应力方向，并能计算出各点的主应力数值。

本实验选为典型圆盘作为实验对象，在竖直方向施加力，采用数字摄像机采集等差图和等倾图，后续提取条纹

级数和分析等倾线，计算主应力差。实验现象明显，原理清楚，涉及光学和力学相关内容，不但能训练学生动手能力，

而且能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能力。

光弹实验实物图

 ◆ 知识点：

偏振原理、光的干涉、等差线、等倾线、光弹性原理

 ◆ 涉及课程：

力学原理、工程光学、物理光学

◆ 实验内容 :

·了解光弹性试验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光弹性仪结构 
·观察模型受力时的条形图案，认识等差线和等倾线

·材料条纹值得计算

·通过等差线和等倾线提取级数和主应力角度，计算主应力分布

 ◆ 实验原理：

各向同向的介质在某一方向受应力时，偏振光通过此介质时，沿两主力方向分解为偏振光相互垂直分量，传播

速度不同，因此会产生光程差。

当光程差为光波波长的整数倍时 D Nλ= ， 0,1, 2,N = 产生干涉相消，呈现暗场，同时满足光程差为同一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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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波长的各点，形成条纹，在白光照射下产生的干涉花样中，彩色的条纹称为等差线，它的疏密情况反映的是应力

的大小；待测模型内主应力中心与偏振镜轴重合的点，形成黑色的条纹，称为等倾线，它反映应力的方向。

在分析等差线的过程中，等倾线会等差分析有一定影响，实验过程可以使用 1/4 波片消除等倾线，在光弹性材

料的前后各插入一个 1/4 波片，两个 1/4 波片的取向正交，并与两个偏振片成 45 度，此时等倾线将消失。在分析主

应力方向时我们希望获取不同角度的等倾线，这时需要取下 1/4 波片，获取不同角度的等倾线。在通过等差线和等

倾线提取级数和主应力角度，计算主应力分布；

  ◆ 原理示意图：

面光源 起偏器 1/4 波片 测试样片 1/4 波片 检偏器 数字相机

光弹实验实物图

◆ 效果图：

不同角度下的等倾图

◆ 技术指标：

·白光 LED 面光源：发光面积 100*100mm，光源均匀性 >95%，红光中心波长 630nm，输出功率 0-5W；绿光中

3-16 GCS-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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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波长 525nm，输出功率 0-5W；蓝光中心波长 465nm，输出功率 0-5W；RGB 光源亮度均可独立调整，包含夹持，

支撑系统；

·偏振片组件： 通过孔径Φ100mm，工作波长 400-750nm，偏振度 300:1；旋转角度 0-360 度，旋转最小读数 1 度，

包含夹持，支撑系统；

·波片组件：1/4λ@525nm，旋转角度 0-360 度，旋转最小读数 1 度，包含夹持，支撑系统；

·光弹结构施力组件：加持圆片范围Φ50-70mm，施力大小 0-200kg，数字显示；

·成像镜头组件：定焦成像镜头，焦距 16mm， 光圈 1.6， C 接口；

·测试样品：透明树脂材料，圆形，Φ65mm，透光率 95%；

·图像传感器：CMOS，靶面尺寸 1/2″，分辨率 2048*1536，像素大小 3.2um，光谱相应 400um-1030um，电子

快门 55us-600ms，支持 C/c++,labview, 的开发，可用 halcon，openCV, 支持 xp，win7，win8（32bit/64bit），

灵敏度 1.6v@550nm/Lux/s, 帧率 15 帧 / 秒，USB2.0；含支撑底座；

·软件模块：软件包含等差图 /等倾图读取模块，级数提取模块，等倾线提取模块，等倾图拟合模块，应力计算模块等；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笔记本）、光学平台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光学储存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3-16 GCS-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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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GCS-AB

4-1 GCS-AB 阿贝成像原理和空间调制伪彩色编码实验

阿贝所提出的显微物镜成像原理以及随后的阿贝——波特实验在傅里叶光学早期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

些实验简单漂亮，对相干成像的机理、对频谱的分析和综合的原理做出了深刻的解释。同时，这种简单模板作滤波

的方法，直到今天在图像处理中仍然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假彩色编码方法有若干种，按其性质可分为等空间频率假彩色编码和等密度假彩色编码两类；按其处理方法则

可分为相干光处理和白光处理两类。等空间频率假彩色编码是对图像的不同的空间频率赋予不同的颜色，从而使图

像按空间频率的不同显示不同的色彩；等密度假彩色编码则是对图像的不同灰度赋予不同的颜色。前者用以突出图

像的结构差异，后者则用来突出图像的灰度差异，以提高对黑白图像的视判读能力。黑白图片的假彩色化已在遥感、

生物医学和气象等领域的图像处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知识点：

阿贝成像、空间滤波、θ调制、光栅衍射、假彩色编码

 ◆  涉及课程：

工程光学、信息光学、基础物理

 ◆  实验内容：

·搭建并观察傅里叶变换频谱分布

·完成低通、高通滤波实验并观察滤波图样

·完成方向滤波实验并观察滤波图样

·利用三维光栅实现伪彩色编码实验

 ◆  实验原理 :

据阿贝成像原理，用相干光照明物体经由凸透镜成像可分为两步：第一部凸透镜把物面上的光场分布为 g(x,y)
产生的衍射光变为透镜后焦面上的频谱分布为 G（fx,fy），第二步是后焦面上分布为 G（fx,fy）的光场衍射后在像平

面上复合还原为放大或缩小的 g(x11,y11)。根据这一原理，由于透镜孔径的限制，物光场中空间频率高衍射角大的

成份不能进入透镜，导致高频成份的丢失，从而像平面所成的像不能反映由这些高频成份决定的细节；此外，根据

这一原理可进行空间滤波，即在频谱面（透镜的后焦面）放置一些用来减弱某些空间频率成份或改变某些空间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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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位相的滤波器，导致像平面发生相应的变化。

对于一幅图像的不同区域分别用取向不同 ( 方位角不同 ) 的光栅预先进行调制，经多次曝光和显影、定影等处理

后制成透明胶片，并将其放人光学信息处理，系统中的输入面，用白光照明，则在其频谱面上，不同方位的频谱均

呈彩虹颜色。如果在频谱面上开一些小孔，则在不同的方位角上，小孔可选取不同颜色的谱，最后在信息处理系统

的输出面上便得到所需的彩色图像。由于这种编码方法是利用不同方位的光栅对图像不同空间部位进行调制来实现

的，故称为调制空间假彩色编码。

 ◆  效果图 :

       

方向滤波示意图

       

   阿贝成像效果图                            调制伪彩色编码效果图

 ◆  技术指标：

·LED 光源：白光，输入电压 5V，功耗 >1W，亮度可调；

·激光光源：半导体激光器，波长 650nm，功率 10mW，外径Φ16，亮度可调；

·变换透镜：Φ6-50mm，f10-200mm，含镜座，可做扩束，准直及傅里叶变换；

·光栅字组件：外径Φ40mm，栅格参数 10L/mm，“光”尺寸 15*12*6mm；

·三维光栅：100L/mm, 天安门图形；

·滤波器组件：θ板、方向滤波板、低通滤波、高通滤波等；

·图像设备：分辨率 768*576，CCD 图像靶面尺寸 1/3”，分辨率 420 线，灵敏度 0.05lux，传输速率 40MB/S； 
·横向平移组件：正推平移台，台面 65*65mm，预留 M3，M4 转接孔，行程 ±12.5mm，千分丝杆读数，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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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um；

·LCD 显示组件：8 英寸液晶显示组件，支持 VGA，AV，BNC 不同信号输出模式；

·精密光学导轨：1200mm（长）×100mm（宽），可搭载 GCM 系列精密光机调整部件；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半导体激光器、白光 LED、滤波器组件、三维光栅、光栅字、精密导轨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光学储存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2 课时

4-1 GCS-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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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GCS-QXZX 免冲洗全息照相综合实验 

免冲洗再现全息综合实验是在传统全息基础上，改进了干板冲洗方式，简化再现流程，避免湿处理，省去繁琐

的溶液配比，具有以下优势：

 1、光路搭建相对容易 ；  
2、干板免冲洗，恒温箱加热即可，避免了有害化学药剂的使用；

3、彩虹全息和反射全息均可以使用自然光再现，不用在原光路中观察再现像； 
4、效果明显，色彩鲜艳

     

 ◆  知识点：

全息图的记录和再现，干涉，衍射，衍射光栅

 ◆  涉及课程：

全息照相、光信息与技术、信息光学

 ◆  实验内容：

·学习全息照相的基本原理

·掌握绿光反射式全息照相的拍摄与免冲洗再现

·掌握绿光透射式全息照相的拍摄与免冲洗白光再现

·掌握绿光彩虹全息照相的拍摄与免冲洗白光再现

·掌握绿光全息资料存储的拍摄与免冲洗再现

·掌握绿光全息光栅的拍摄与免冲洗再现

 ◆  实验原理：

全息照相包括记录和再现两个过程。相干光束经过分光后形成两束光，一束光照明待记录的物体，从物体上散

射的光波称为物光；另一束光与物光成一定的角度直接照明干板，称为参考光。物光和参考光相干叠加，产生类似

光栅的精细干涉条纹，被记录在干板上，形成一张全息图底片，称全息图的记录。用原参考光照明全息图后，其衍

射光波重建了记录时的物光波前，即可再现出与原物相同的三维立体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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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效果图：

 ◆  技术指标：

·固体激光器：中心波长：532nm；输出功率：≥50mW；单纵模输出  ；线宽：﹤ 0.00001nm；相干长度：>50m；

光束发散角：≤1.2mrad；模式：TEM00  ；功率稳定性﹤±1.5%@4h  ；消光比：100:1；M2 因子：<1.2；电源

外形尺寸 200x170x100mm；激光头尺寸 115x80x50mm；

·空间滤波器组件： 40×显微物镜， 15um，25um 两种规格针孔，高精度三维调节机构，微调精度 0.002mm
·光束准直组件：Φ25mm，f100mm 透镜；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三维调整；

·反射镜组件：Φ40mm 加强铝反射镜；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三维调整；

·快门及控制器：Φ5mm；无线遥控，线控，精度 1ms，最多支持三路同时使用，可编程；

·全息干板：532nm 感光灵敏波长 λ=532nm ，反差系数 ≥4 ；灵敏度 ≥30μ/cm2 ，乳胶厚度：7μm ；分辨率

≥3000 条 /mm；

·恒温控制全息复现核心设备：温度控制范围室温 +30 度 -200 度，温度控制精度 0.1 度，时间可调，可定时；外形

尺寸 450*450*350mm；全息复现免冲洗实验核心设备，不可或缺；

·紫外全息复现灯：电源 220V，功率 36W，UV 波长 365nm，可定时 120s， 外形尺寸 200mm*200mm*100mm；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单纵模固体激光器、扩束器、反射镜及镜架、恒温控制全息复现核心设备、紫外全息复现灯

 ◆  必备设备：

光学平台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实验设备展板

4-2  GCS-QXZX

透射式全息再现图 全息照相再现图 彩虹全息再现图 全息资料存储效果图



www.cdhcedu.com

大恒光电 00161

4-3 GCS-SZQX

4-3 GCS-SZQX 数字全息记录与光学实时再现实验

计算机及 CCD 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全息技术的革新。全息术已涉及形貌测量、微小物体检测、数字全息显微、

防伪、医学诊断等许多领域。

传统光学全息实验是通过银盐干板或光致聚合物等记录全息图，拍摄过程对环境要求较高，冲洗过程繁琐。

本实验在传统全息术基础上，开发了数字全息、计算模拟全息和光学实时再现等全息技术。数字全息是用高分辨率

CMOS 记录全息图，并由计算机对全息图进行数字再现。计算模拟全息是通过计算机模拟全息图，并通过软件实现

数字再现。光学实时再现是通过再现空间光调制器上的全息图实现的。通过在实验系统中引入光电成像器件以及数

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应用，对实现光信息专业学生的综合专业技能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本实验为典型的光信息实验，能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实验技能。实验内容丰富，知识点清晰，实验现象明显。

不但能训练学生动手能力，而且能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能力。教师还可根据具体情况，将计算模拟全息作为信息光学

课程的演示实验。

 ◆  知识点：

传统全息术、数字全息、计算模拟全息、菲涅尔衍射、相干光干涉、空间光调制器、光学再现

 ◆  涉及课程 :

信息光学、工程光学、物理光学

 ◆  实验内容 :

·理解数字记录、光学记录、数字再现、光学实时再现

·理解计算模拟全息原理，实现数字记录，数字再现

·理解可视数字全息原理，在空间光调制器上加载计算模拟全息图，利用再现光路恢复物信息，实现数字记录，光

学再现

·理解数字全息实验原理，搭建透射干涉光路采集全息图，通过软件再现物信息，实现光学记录，数字再现

·理解实时传统全息实验原理，了解与传统全息之间的异同，通过空间光调制器再现全息图，完成光学记录，光学再现

·数字全息层析实验

 ◆  实验原理 :

本实验在传统全息术基础上，根据菲涅尔衍射理论，开发了数字全息、计算模拟全息和光学实时再现等典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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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数字全息是通过干涉光路，用高分辨率数字摄像机替代干板记录干涉全息图，并由计算机模拟光场以数字

的形式对全息图进行再现。计算模拟全息是利用计算机模拟物光和参考光通过计算获得模拟全息图，仍然通过计算

机模拟光场实现数字再现。光学实现再现是将模拟全息图或数字全息图加载到空间光调制器，同时用参考光照射，

在空间光调制器后面即可用白屏或 CCD 接收再现图像。

 ◆  原理示意图：

透射全息光路示意图

反射全息光路示意图

 光学实时再现光路示意图

光学实时再现光路示意图（II 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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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图：

         

 ◆  技术指标：

·固体激光器：波长 532nm，功率 ≥50mW；含激光夹持器、支座，磁座；三维调整；

·空间滤波器组件： 40X 显微物镜，15um，25um 两种规格针孔，高精度三维调节机构，微调精度 0.002mm；

·光束准直组件：Φ25mm，f100mm 透镜；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三维调整；

·反射镜组件：Φ40mm 加强铝反射镜；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三维调整；

·分光光楔组件：配 Φ50.8mm，T:R=5:5@450~650nm， 45°入射，楔角 4° ±3，楔面 450~650nm 宽带增透分

光光楔；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三维调整；

·全息照相物：配照相物相关夹持机械件；

·图像传感器：CMOS，靶面尺寸 1/1.8″，灵敏度 1.6v@550nm/Lux/s, 帧率 15 帧 / 秒，分辨率 1280*1024，
USB2.0；含支杆，调节支座，磁座；

·空间光调制器组件：透射式空间光调制 振幅相位混合调制，分辨率 1024X768，靶面尺寸 0.9inch，像素大

小 18um，对比度 1000：1(532nm)  2000：1（633nm），显示速度 60Hz，光谱范围 400nm—700nm，接口

VGA；
·图像采集设备：CCD 相机，分辨率 768*576，CCD 图像靶面尺寸 1/3”，分辨率 420 线，灵敏度 0.05lux，传输

速率 40MB/S； 
·LCD 显示组件：8 英寸液晶显示组件，支持 VGA，AV，BNC 不同信号输出模式；

·软件模块：软件包含单平面菲涅耳全息图数字模拟；多平面菲涅耳全息图数字模拟；一步菲涅耳全息图重建；分

步菲涅耳全息图重建（傅里叶变换，频谱滤波及再现）；像面全息模拟；像面全息重建；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笔记本）、光学平台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光学储存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6 课时

4-3 GCS-SZ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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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GCS-IOZH 信息光学综合实验

信息光学综合实验是基于信息光学教程设计的综合性实验，包含傅立叶变换、频谱处理等相关内容。信息光学

在研究传统全息的基础上，开设数字全息、傅里叶相关变换能内容。本实验紧贴光电教学内容，适用于光电专业本

科生实验，亦可作为高职院校实训设备使用。

 ◆  知识点：

阿贝成像、空间滤波、θ调制、光栅衍射、数字全息图记录、数字全息图再现、信息存储、相关变换

 ◆  涉及课程：

光学、工程光学、物理光学

 ◆  实验内容：

·不同物体傅里叶变换变换频谱仿真

·阿贝成像及滤波实验；

·调制空间伪彩色编码实验；

·光学图像相减实验；

·利用复合光栅实现光学微分处理实验；

·傅里叶变换及加密应用实验

·傅里叶相关变换的功率谱记录及相关信号的分析实验

·数字全息记录及数字再现实验

·数字全息记录及光学再现实验

·光学全息记录及数字再现实验

·数字全息图记录及全息图光学再现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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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效果图：

4-4  GCS-IOZH

圆孔的频谱分布

狭缝频谱的三维频谱分布图

两圆孔记录的功率谱

圆孔频谱的三维分布图

伪彩色编码效果图

两圆孔相关峰 全息图光学再现效果图

 ◆  技术指标：

·激光光源：中心波长 532nm；功率 ≥50mW，TEM00，安全开关（钥匙保护开关、船型开关），安全保护航空插头； 
·LED 光源：白光，输入电压 5V，功耗 >1W，亮度可调； 
·空间滤波器组件：40×显微物镜，15um，25um 针孔，高精度三维调节机构，微调精度 0.002mm；·光束准直组件：

Φ25.4mm，f100mm，工作波长 400-760nm，含镜座；

·变换透镜：Φ50mm，f=150mm，工作波长 400-760nm，含镜座；

·反射镜组件：Φ40mm 加强铝反射镜，R>99.9%@400-760nm；

·分光光楔组件：配 Φ50.8mm，T:R=5:5@450~650nm， 45°入射，楔角 4° ±3，楔面 450~650nm 宽带增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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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光楔；

·三维光栅：100L/mm, 金属保护套，金属表面发黑，天安门图形；

·光栅字组件：外径Φ40mm，栅格参数 10L/mm，“光”尺寸 15*12*6mm；

·复合光栅组件：长 60mm，宽 40mm，100-102 线 /mm；

·滤波器组件：θ板、方向滤波板、低通滤波、高通滤波等；

·目标识别物：纵向移动；多组对比物；

·狭缝组件：狭缝 0-10mm 可调；

·可控分光比分光组件：光强比 T:R=1:1-10:1@450~650nm 45°入射；

·空间光调制器组件：透射式空间光调制 振幅相位混合调制，分辨率 1024X768，靶面尺寸 0.63inch，对比度 
1000：1(532nm)  2000：1（633nm），显示速度 60Hz，光谱范围 400nm—700nm，VGA/HDMI 接口；

·图像传感器：黑白 CMOS，靶面尺寸 1/1.8″，灵敏度 1.6v@550nm/Lux/s, 帧率 15 帧 / 秒，分辨率 1280*1024，
像素大小 5.2*5.2um，USB2.0；

·图像设备：CCD 相机，分辨率 768*576，CCD 图像靶面尺寸 1/3”，分辨率 420 线，灵敏度 0.05lux，传输速率

40MB/S； 
·横向平移组件：正推平移台，台面 65*65mm，预留 M3，M4 转接孔，行程 ±12.5mm，千分丝杆读数，测量精度

0.001um；

·LCD 显示组件：8 英寸液晶显示组件，支持 VGA，AV，BNC 不同信号输出模式；

·偏振组件：Φ25.4mm，偏振度 500：1，工作波长 380-760nm；专用接收屏：表面喷塑哑光设计，200*100mm，

最小刻度 1mm；

·软件组件：包含图像生成模块，频谱计算显示模块；光学联合相关模块；数字全息记录模块，数字全息再现模块；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激光器、LED 光源、扩束镜、准直镜、变换透镜、图像目标物、干板架、卷尺、讲义

 ◆  必备设备：

光学平台、电脑（可笔记本）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光学干燥箱、激光防护眼镜、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10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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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GCS-XG 实时联合傅里叶相关图像识别实验

本实验为典型的近代光电信息混合处理实验，其内容覆盖了马赫 -曾德尔干涉仪、功率谱探测、液晶空间光调制器、

相关识别等多个知识点，内容丰富、训练全面，系统接近实际应用。本实验仪器用具的选择和光路设计、安装调整

有很大的灵活性，本实验内容还可以进行后续开拓，例如设计特征识别的阈值、相关峰的三维显示、目标图像相对

于参考图像的比例缩放和旋转对识别的影响等等，既适合于教学演示，又可作为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类实验。

本实验可开出拓展实验。在“联合傅里叶相关图像识别实验”平台上，增加部分实验器件，即可完成本系列的实验。

本系列实验覆盖了光学全息和光学信息处理的大部分典型实验，内容丰富，和教学内容结合紧密，有助于学生系统

全面的理解相关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教师可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其中的部分实验，作为相关课程的演示

实验或综合实验开出。详细情况请与大恒光电销售人员联系。

 ◆  知识点：

相干光学处理、联合傅里叶变换、马赫 - 曾德尔干涉仪、光电混合相关识别、光波的空间调制、功率谱

 ◆  涉及课程：

光学、光学信息处理、傅里叶信息光学、相干光学

 ◆  实验内容：

·光学实验主要仪器、光路调整与技巧

·马赫－曾德尔干涉光路的搭建

·联合傅里叶变换功率谱的实时记录实验

·联合傅里叶变换功率谱的实时读出实验

·联合傅里叶相关图像实时识别实验

 ◆  实验原理：

将待识别的目标图像与参考图像通过马赫 - 曾德尔干涉仪并行输入相干光处理系统，用 CCD 将联合傅里叶变

换谱转换成功率谱，输入到电寻址的液晶空间光调制器 LCD 上，再一次通过透镜的傅里叶变换形成相关输出，由

CCD 探测并显示。如果目标图像与参考图像的基本特征一致，则输出图像具有一对明显的相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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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理示意图：

 ◆  效果图：

  

功率谱

          

相关输出

激光器

目标物计算机

监视器 CCD 傅里叶透镜

分光镜

分光镜

反射镜

CCD

反射镜

反射镜

SLM

目标物

分光镜

傅里叶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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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指标：

·光源：氦氖激光，波长 632.8nm，功率 1.5mW,TEM00，安全双开关，钥匙保护开关、船型开关，安全保护高压插

头Φ44x290mm；

·空间滤波器组件： 40×显微物镜，15um，25um 针孔两种规格，高精度三维调节机构，微调精度 0.002mm
·光束准直系统：Φ25.4mm，f150mm；含镜架；

·马赫 - 曾德尔干涉系统：Φ40mm，加强铝高反；

·傅里叶变换透镜：Φ40mm，f200mm；

·目标识别物：纵向移动，3 组对比物；

·分光片光楔：Φ50.8mm，楔角 4°±3′；楔面 450~650nm 宽带增透；

·空间光调制器组件：透射式空间光调制 振幅相位混合调制，分辨率 1024X768，靶面尺寸 1.3inch，像素大小

26um，对比度 1000：1(532nm)  2000：1（633nm），显示速度 60Hz，光谱范围 400nm—700nm，VGA 接口；

·可变衰减器：Φ50mm，相对密度范围 0-3.0，连续可调；

·图像传感器组件：CCD；图像软件靶面尺寸 1/3”；CCD 分辨率 420 线，灵敏度 0.5lux，传输速率 40MB/S，分

辨率 768×576×24Bit（PAL）四路复合视频输入，1 路 S-Video；
·图像采集组件：黑白 CMOS，靶面尺寸 1/1.8 ″，灵敏度 1.6v@550nm/Lux/s, 帧率 15 帧 / 秒，分辨率

1280*1024，像素大小 5.2*5.2um，USB2.0；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HeNe 内腔激光器、光束扩束准直系统、马赫 - 曾德尔干涉系统、图像采集组件、黑白监视器、傅里叶变换透镜、

电寻址空间光调制器、可变衰减器、目标识别物

 ◆  必备设备：

电脑（可笔记本）、光学平台

 ◆  选配清单：

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6 课时

4-5 GCS-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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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GCS-JD 体全息晶体存储实验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大量信息的交换与存储已成为信息社会亟待解决的课题，光信息存储技术是上世纪七十

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光波荷载信息的存储技术，具有存储密度大、信息输入速率高、快速随机存取信息及存储寿命长

等特点，目前已成为最有应用前景的信息存储和读出技术。其中全息存储技术是利用干涉存储、衍射再现的原理来

实现信息的存储和读出，这种方法尤其适合图像的记录和存储。全息存储技术在光计算领域，如光学神经网络、光

互连、模式识别和自动控制等领域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是大容量、高速信息存储领域的前沿研究课题。目前，体

全息存储器已经接近实用化阶段。

 ◆  知识点：

体全息、光折变晶体、信息存储

 ◆  涉及课程：

信息光学、傅里叶光学、工程光学、晶体光学

 ◆  实验内容：

·马赫 - 曾德尔干涉仪实验

·简单光栅的晶体存储实验

·体积全息图的记录和再现

 ◆  实验原理：

在信息写入过程中，物光束携带一定信息入射到记录介质，参考光束以特定方向直接到达记录介质，物光和参

考光在同一介质体积中形成干涉条纹。记录介质对干涉条纹强度的响应而产生一定的折射率分布，因而在记录介质

中形成类似光栅结构的全息图。一边改变参考光相对于全息图的入射角，一边改变物光所携带的信息，不同的图像

信息与不同角度的参考光波一一对应，在同一记录介质中可进行角度复用的多重记录。读出过程则利用了光的衍射

原理，用适当选择的参考光（是写入过程中某一参考光的复现）照明全息图，衍射光束即可再现出与此参考光相对

应的物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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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理示意图：

简单光栅存储示意图

图像存储示意图

 ◆  技术指标：

·光源：波长 532nm，功率 >50mW，TEM00, 安全开关；

·扩束组件：Φ6mm，f=-9.8mm，含镜架；                
·光束准直系统：Φ25.4mm，f=150mm；含镜架；

·马赫 - 曾德尔干涉系统：Φ40mm，加强铝高反；

·傅里叶变换透镜：Φ40mm，f=200mm；

·分光组件：25.4*25.4*25.4mm，偏振分光；

·可变衰减器：Φ50mm，相对密度范围 0-3.0，连续可调；

·半波片组件：Φ25.4mm，工作波长 532nm；含支架

4-6 GCS-JD

激光器

波片

波片

计算机

快门

晶体

观察屏

快门

反射镜

反射镜

偏振分光棱镜

激光器

快门

快门

波片

偏振分光棱镜
反射镜

计算机

cco

监视器

反射镜

扩束镜
准直镜 object

存储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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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传感器组件：CCD 靶面尺寸 1/3”；分辨率 420 线，灵敏度 0.5lux，传输速率 40MB/S，分辨率

768×576×24Bit；
·偏振组件：Φ25.4mm，偏振度 500：1，工作波长 380-760nm；

·存储晶体：铌酸锂，10*10*10mm；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固体激光器、扩束准直组件、石英晶体 λ/2 波片、偏振分光棱镜、参考光扫描光路系统、偏振片物光傅立叶变

换系统、非线性数据存储晶体、面阵 CCD、圆形衰减器、可变光阑、快门控制系统、黑白监视器、功率计

 ◆  必备设备：

电脑、光学平台、光学暗室

 ◆  选配清单：

液晶空间光调制器、旋转台、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6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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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GCS-GKSX 点矩阵全息光刻实训实验

点矩阵全息技术是近来国际流行的一种新型全息图制作技术。其原理是用计算机控制光学系统的各项参数，使

激光束在置于精密二维自动平台的光刻胶版上以象素点为单位曝光，形成点矩阵全息图。本实训装备是基于第五代

计算机全息制版系统，他用过图像控制信号来驱动整个系统的制图动作，因此实现制作复杂图形的功能。本技术在

高端的激光防伪产品中以得到广泛应用，他是传统全息制版向数字化飞跃的杰出产物。完成本实验有利于学生更加

深刻的理解点阵式全息技术，掌握本实验的调试方法能够极大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  知识点：

全息技术、点矩阵全息图、光刻技术、衍射光栅、干涉

 ◆  涉及课程：

衍射光学、信息光学、全息技术应用、全息防伪

 ◆  实验内容：

·准光学工业设备光机控模块拆装组合

·固体激光光束准直、分光和聚焦调节

·全息光刻系统的软硬件联机调试

·刻蚀目标图的灰阶变换预处理

·色彩动感变换点矩阵全息图的刻蚀

 ◆  实验原理：

点矩阵全息是用光刻机来制作的，通常的做法是利用通用作图软件（Photoshop、CorelDraw 等）按一定的制

图原则制作一幅电子图形，并将其按 8 位灰度或索引色方式生成以 BMP 为后后缀的电子文档，即电子图像，其中每

一个象素与点矩阵全息图的象素一一对应。每一个像素具有一定的灰阶（0-255 级之间），本系统把 0 到 255 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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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GCS-GKSX

分成 80 级。在系统软件的控制下，光刻机通过步进电机驱动二维平移台进行扫描，在每一个指定的象素点上， 根
据电子图像对应的灰阶对主截面的方位角进行编码，即 0 ～ 180°对应于 0 ～ 79 级，角分辨率大约为 2.25° / 级，

改变角度就改变了光栅的取向。也就是说，记录点矩阵全息图的过程，就是根据电子图像的信息逐点（像素）对光

刻胶板上的微元光栅的方位角进行编码的过程，灰阶对应于光栅的方位角。空间频率则是另一个可供编码的参数，

但本系统不对其进行编码。若以一定的规律对形成全息图的微元光栅的取向进行编码，就能得到具有动感的点矩阵

全息图。

 ◆  原理示意图：

 ◆  效果图：

 ◆  技术指标：

·光源：固体激光，波长 473nm，P>10mw，独立稳压电源；

·分光准直组件：光栅色散，0-180 度旋转，准直镜头，外形尺寸Φ40x200mm；

·控制器：Iput:AC100-240V,Output:DC24V 3A; 最大维数 15,；8 档精度调节；20 档速度选择；通讯方式 USB 转

CAN, 最高频率 23.697Hz；最大通讯距离 1500m，级联数量 3；
·精密电控平移台：台面尺寸 75x75mm，行程 50mm，直线导轨，滚珠丝杠；导程 4，分辨率 0.001mm，最大速

度 40mm/s，安装孔距 25x50mm；

·光刻胶板：感光灵敏波长 λ=473nm ，反差系数 ≥4 ；灵敏度 ≥30μ/cm2 ，胶厚度：10μm ；分辨率 ≥3000 条 /
mm；工作温度 -40-80℃；

反射镜

光栅
准直组件

聚焦镜头

光刻胶版

控制器

激光电源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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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镜头：Φ64.5x42.5mm；焦距 f50mm，最大光圈 F/1.4，全自动光圈率；图像角度 46°；

·控制系统：全自动软件控制，二维平移、转角旋转、外触发脉冲激光四轴联动，自动计时、自动校准补偿功能，

USB2.0 接口，最低分辨率 1024x768，使用环境 Windows XP，Windows 7 系统；

·刻蚀幅面：最大 50x50mm，点间距 ≤300μm；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激光器、反射组件、动旋转组件、光栅分光组件、聚焦系统、精密机械移动部件、四轴步进电机控制组件、控

制软件

 ◆  必备设备：

全息光刻板、电脑（可笔记本）、暗室环境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4-7 GCS-GK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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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GCS-FIB 光纤技术基础综合实验 

光纤技术基础实验是针对初次接触光纤相关实验内容的学生开发的基础性实验产品。实验涵盖光纤结构认识测

量、光纤参数测量、光纤耦合、光纤输出准直、光纤干涉仪等内容。

 ◆  知识点：

光纤几何参数、模场直径、数值孔径、光纤耦合、马赫 - 增德干涉

 ◆  涉及课程：

光纤通信原理、光电检测

 ◆  实验内容：

·光纤端面观察

5-1  GCS-F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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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数值孔径的测量

·光纤耦合实验及耦合效率的测量

·光纤损耗测量

·光纤准直实验

·信号调制及声音传输实验

·自组光纤马赫 - 曾德干涉实验

·光纤温度传感实验

 ◆  实验原理：

通过耦合透镜，可以将光耦合进光纤。通过对光纤出射光的测试可以得到光纤的更重性能参数。

 ◆  效果图 :

               

◆  技术指标：

·半导体激光器：波长 650nm，可输入调制信号或者音频信号，频率输入 0-5KHz，电压输入 0-5V，直流输出功率 
1mW；

·光纤耦合输出激光器：650nm，P>2mW，单模光纤，芯径 4μm，TEM00，PVC 光纤保护套，光纤接头 FC/PC；

·光纤分路器：分束比 5：5@650nm，芯径 4um，NA 0.22；
·光纤准直镜头：FC/PC 接口准直镜，10mm 准直光斑；

·多模光纤跳线，1m，FC/PC, 芯径 62.5μm；

·单模光纤跳线，1m，FC/PC，芯径 4μm；

·光纤温度传感组件：包含光纤分路器、温度加温模块、温度显示模块，接口为 fcpc；
·光纤耦合器，三维精密调整，接口类型 FC/PC；数值孔径 0.22；
·宽带消偏振分光棱镜组件：450-650nm，25.4×25.4mm，分光比 1:1；

5-1  GCS-F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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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端面观察仪：400X 放大，内置 LED 照明光源；

·LCD 显示组件：8 英寸液晶显示组件，支持 VGA，AV，BNC 不同信号输出模式；

·标定波长λ 650nm，测量范围 2uw、20um、200uw、2mw、20mw、200mw 等可选，测量精度 0.01uw；

·图像设备：靶面尺寸 1/3”CCD，灵敏度 0.05lux，传输速率 40MB/S，768*57624Bit；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激光器、光纤端面观察仪、图像设备、单模光纤、多模光纤、光纤准直镜头、光纤耦合组件、宽带分光棱镜组件、

视频监视器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激光护目镜、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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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GCS-WYQJ

5-2  GCS-WYQJ 光纤无源器件测试实验

光无源器件对光纤通信系统的性能影响重大，此外光无源器件在光纤传感和其他光纤应用领域也大有用武之地。

本实验选取了常用的光纤无源器件对其进行使用和测试，使学生在实验中认识了解器件用途指标，学习使用这些器件。

 ◆  知识点：

光无源器件、耦合器 /分路器 (Coupler/Splitter)、隔离器 (Isolator)、衰减器、波分复用 /解复用器（WDM）的插损、

回损、隔离度、PDL

 ◆  涉及课程：

光通信原理、光子器件

 ◆  实验内容：

·光纤耦合器参数测量实验

·光纤波分复用器参数测量实验

·光纤隔离器参数测量实验

·光纤衰减器参数测量实验

 ◆  实验原理：

通过搭建各种器件的使用环境，使用激光光源和激光功率计可以测试各种光纤无源器件的参数指标。

 ◆  原理示意图：
偏振片

偏振片

偏振片

偏振片

波片

波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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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指标：

·光纤光源：1310/1550 双波长光纤光源，功率 2mW，FC/PC; 稳定性 <0.1dB，输出连续可调；

·耦合器：分束比 50:50 2×2 FC/PC；

·耦合器：分束比 70:30 FC/PC；

·高隔离度 WDM：>45db,FC/PC；

·固定衰减器：法兰式（5dB）法兰式（10dB）；

·跳线：FC/PC-FC/PC 1m；

·光纤功率计：1310/1550 双波长；InGaAs；FC 接口；量程自动切换（mW/μW/nW）；分辨率 0.001dB；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光纤光源、光纤功率计、5：5 耦合器、分束比不等耦合器、高隔离度 WDM、固定衰减器、法兰式、跳线

 ◆  选配清单：

激光护目镜

 ◆  建议课时：

4 课时

5-2  GCS-WY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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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GCS-BCF-I

5-3  GCS-BCF-I 光波分复用分插复用实验

本实验是综合了波分复用（WDM）实验和光学分插复用（OADM）模拟实验，是光通信学科的典型实验，学生

通过实际搭建系统光路和进行实际操作，可深入理解波分复用（WDM）和信号分插复用（OADM）的观念、原理、

实现方法及其在光纤通信中的意义。本实验可作为相关课程的演示实验或综合型实验。

 ◆  知识点：

波分复用（WDM）、信号分插复用（OADM）、解复用

 ◆  涉及课程：

光学、光纤原理、光通信原理、光通信技术

 ◆  实验内容：

·波分复用（WDM）模拟实验

·信号分插复用（OADM）模拟实验

·干涉膜型复用器和光栅型解复用器

·在光纤及空气等不同介质中复合光调制及解调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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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原理：

实验通过三色可见激光加载信息，在空间光路中，搭建了全光网络中两种重要技术（WDM、OADM）的结构，

使复杂的光通信结构一目了然。

 ◆  原理示意图：

波分复用：

分插复用：

 

◆  技术指标：

·绿光激光器：波长 532nm, 功率 ≥10mW；

·蓝光激光器：波长 473nm，功率 ≥10mW；

·红光激光器：波长 650nm，功率 ≥1.5mW 内置音频调制模块；

·声光调制器：波长 532nm，声光频率 100MHz，24V 电源，调制带宽 10MHz；

反射镜
透红反绿蓝 A1 透红绿反蓝 B

光纤耦合
光纤

光阑 斩波器 耦合镜聚光

光栅解复用

探测器

声光调制晶体

650 激光器 532 激光器 473 激光器 

5-3  GCS-BCF-I

反射镜 透红反绿蓝 A1 透红绿反蓝 B 光栅解复用

光阑 斩波器

耦合镜聚光

探测器

声光调制晶体

650 激光器 532 激光器 473 激光器 

透红反绿蓝 A2

透红反绿蓝 A3

光纤耦合 光纤

光栅解复用

650 激光器

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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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音频解调器：波长范围 400-800nm，带宽 10K；
·波分复用器：Φ25.4mm，红绿蓝光复用；

·光栅型复用器：100lp/mm；

·斩波器：10-100Hz，电流可调，含支架；

·二向色性镜组件：Φ25.4mm，红绿蓝混色调整；

·光纤耦合器，三维精密调整，接口类型 FC/PC；数值孔径 0.22；
·多模光纤：FC/PC，1m，芯径 62.5um，可三维调整；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固体激光器：532nm 、固体激光器：473nm 、半导体激光器：650nm 、声光调制器、光电音频解调器、薄膜

型复用器、光栅型复用器、圆形可调衰减器组件、斩波器、精密机械调整架若干

 ◆  必备设备：

光学平台

 ◆  选配清单：

激光防护眼镜、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5 课时

5-3  GCS-BC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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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GCS-OXC 光交叉连接实验

光通信学科的典型实验，内容涉及光纤通信的核心问题和关键技术。原理清晰，效果直观，灵活性强。本实验

可作为相关课程的演示实验或综合性实验。

 ◆  知识点：

全光网、OXC、电寻址空间光调制器

 ◆  涉及课程：

光学、光通信原理、光通信技术

 ◆  实验内容：

·搭建光交叉连接（OXC）实验

·在光纤及空气等不同介质中复合光调制及解调实验

·利用空间光调制器完成多路光信号实时控制

 ◆  实验原理：

实验通过三色可见激光加载信息，在空间光路中，搭建了全光网络中OXC的结构，使复杂的光通信结构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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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理示意图：

 ◆  技术指标：

·绿光激光器：波长 532nm，功率 ≥10mW；

·蓝光激光器：波长 450nm，功率 ≥10mW；

·半导体激光器：650nm，功率 ≥1.5mW 内置音频调制模块；

·空间光调制器：透射式 LCD；液晶尺寸 1.3 英寸；像素 26um；分辨率：1024×768；填充因子：67%；相位调

制能力 1.5π@400-700nm；透过率：55%；刷新频率：60Hz；工作波长：400nm-700nm；数据接口：VGA，灰

度阶数：8 位，256 阶；

·声光调制器：波长 532nm；声光频率 100MHz；24V 电源；调制带宽 10MHz；
·光电音频解调器：波长范围 400-800nm，带宽 10K；
·扩束组件：Φ6mm f-10mm；

·斩波器：0-100Hz，电流可调；

·狭缝：0-10mm 可调，含支架；

·直角棱镜：25.4×25.4×25.4mm；

·准直系统：Φ30mm，f=180mm；

·偏振片：Φ25.4mm；偏振度 500:1；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5-4  GCS-OXC

激光器

斩波器

显微物镜

透镜

狭缝

狭缝

准走镜

扩束镜

扬声器 示波器

内调制激光器

音源

音源

激光器

声光调制器光阑 显微物镜准直镜

直角棱镜

偏振片 偏振片 柱透镜

光电接收器

狭缝准直镜 S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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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固体激光器：532nm； 固体激光器：473nm； 半导体激光器：650nm ；空间光调制器；声光调制器：波长

532nm；光电音频解调器；圆形可调衰减器组件；斩波器；可调狭缝组件；直角棱镜组件；扩束组件：Φ30mm；偏振片：

Φ25.4mm；精密机械调整部件若干。

 ◆  必备设备：

光学平台

 ◆  选配清单：

激光防护眼镜、光学清洁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5 课时

5-4  GCS-O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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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GCS-FS 光纤传感综合实验

本实验系统提供开放式、模块化的光纤传感实验平台，可进行多项有关光纤传感的实验，有助于学生全面深入

地学习基本原理 , 了解实际应用，掌握基本技能。本实验可作为相关课程的专题性或综合性实验。

       

       

 ◆  知识点：

LD 光源、P-I,V-I 特性曲线、透射式光纤位移传感器、反射式光纤位移传感器、微弯式光纤位移传感器

 ◆  涉及课程：

光纤光学、光电检测

 ◆  实验内容：

·光源的 P-I 特性测量实验

·透射式横 ( 纵 ) 向光纤位移传感

·反射式光纤位移传感

·微弯式光纤位移 / 压力传感

·光纤电流传感实验（II 型配置）

·光纤电压传感实验（II 型配置）

·光纤温度传感实验（II 型配置）



00188
www.cdhcedu.com

大恒光电

 ◆  实验原理：

当光纤的位置、所受压力变化时，光纤的光强会随之变化，通过测量光强变化就可以间接测量一些物理量。基

于此原理可以制作测量位移和压力的光纤传感器。

 ◆  原理示意图：

 ◆  技术指标：

·激光光源组件：

DFB 激光器：波长 1550nm，单模光纤端口 FC/PC，功率连续可调，功率 P>2mW，线宽小于 0.5nm（@-20db）；

（I 型配置）

光纤耦合输出激光器：650nm，P>2mW，单模光纤，芯径 4μm，TEM00，PVC 光纤保护套，光纤接头 FC/PC；

（II 型配置）

·功率计组件：

1550 功率计 光纤接口 FC/PC，标定波长 850、980、1310、1490、1550、1625nm，可测功率范围 -50 到

17dbm；dbm 与 mW 可同时显示；（I 型配置）

650 功率计：光纤接口 FC/PC，功率显示六档切换功率显示六档切换 2/20/200μW、2/20/200mW，标定波长

650nm；；（II 型配置）

·反射式一体光纤：FC/PC 接口，双芯直切熔接端面；

·微弯曲测试光纤：简易保护包层，外径 0.5mm，FC/PC 接口，单模；

·精密光纤调整架：四维微动调整，度数精度 1μm；

·光纤电压传感组件：开放式设计，包含偏振分光棱镜组件、电光晶体组件，电压控制组件、偏振片组件和光纤耦

合组件；偏振分光棱镜组件 a=b=c=25.4mm，T/R 分别为 P 光（水平）/S 光（竖直），面型 λ/4@632.8nm，

光洁度 IV 级，通光孔径 >90%；电光晶体组件 LiNbO3 晶体，尺寸 5x5x30mm，两侧镀银电极，增加导电橡胶；

电压控制组件：电压 0-1000V 连续可调；偏振片组件 Φ25.4mm，通光孔径 22mm，厚度 2mm，波长范围 400-
700nm；视场角＞ ±45°，透过率大于 50%，消光比 500:1；光纤耦合组件 三维精密调整，FC/PC 接口；（II
型配置）

·光纤电流传感组件：开放式设计，包含偏振分光棱镜组件、磁光晶体组件、电流控制组件、偏振片组件和光纤耦

合组件；偏振分光棱镜组件 a=b=c=25.4mm，T/R 分别为 P 光（水平）/S 光（竖直），面型 λ/4@632.8nm，

光洁度 IV 级，通光孔径 >90%；磁光晶体组件 TGG 晶体（铽镓石榴石），尺寸 3.5х23.5mm；电流控制组件：

电压 0-1A 连续可调；偏振片组件 Φ25.4mm，通光孔径 22mm，厚度 2mm，波长范围 400-700nm；视场角＞

±45°，透过率大于 50%，消光比 500:1；光纤耦合组件 三维精密调整，FC/PC 接口；（II 型配置）

·温度传感组件：包含光纤分束组件、合束组件、温度控制组件，光纤分束组件 接口类型 FC/PC，分光比 5：5，

5-5  GCS-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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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径 4um，PVC 保护；合束组件 a=b=c=25.4mm，T/R=5：5，面型 λ/4@632.8nm，光洁度 IV 级，通光孔径

>90%，温度控制组件，温控范围 0℃—100℃，精度 0.1℃；（II 型配置）

·精密光学导轨：500mm（长）×100mm（宽）；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5 维调整；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光纤激光器、光纤功率计、光纤传感组件、精密光学导轨及支架 、精密光纤调整架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5-5  GCS-FS



00190
www.cdhcedu.com

大恒光电

5-6  GCS-EDFA 掺铒光纤放大器工作特性与参数测量实验

掺铒光纤放大器（EDFA, erbium-doped fiber amplifier）可对光信号进行直接放大，同时还具有实时、高增益、

宽带、在线、低噪声、低损耗的全光放大功能，是新一代全光网络光纤通信系统中必不可少的关键器件。

 ◆  知识点：

掺铒光纤放大器、光通信、全光网络、波分复用器、隔离器、增益、噪声、饱和输出

 ◆  涉及课程：

光电子学、光纤通信、光纤通信网络等

 ◆  实验内容：

·连接信号光、掺铒光纤放大器组件及功率监测组件

·掺铒光纤放大器参数测试：计算增益、输出饱和功率、噪声系数

 ◆  实验原理：

较长波长（例如 1.55m）信号光通过被较短波长（例如 0.98m）泵浦光激活的掺铒光纤时，在信号光的感应下，

亚稳态上的粒子以受激辐射的方式跃迁到基态，同时释放出一个与感应光子全同的光子，从而实现了信号光在掺铒

光纤的传播过程中不断放大。

 ◆  原理示意图：

信号输入
光隔离器 1光衰减器 11550nm 分布反馈激光器

输出

5-6  GCS-EDFA

光功率计光衰减器 2 滤色片光隔离器 2

掺铒光纤放大器
泵浦光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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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指标：

·EDFA 主机：工作波长 1550nm，最大输出功率 17dBM，输入功率 -40dbm—0dbm, 接口 FC/APC；

·激光光源：波长 1550nmDFB，单模光纤端口 FC/PC，功率连续可调，最高功率约 2mW；

·光功率计：双通道测量端口，光纤接口 FC，标定波长 850、980、1310、1490、1550、1625nm，可测功率范围 -50
到 17dbm，dbm 与 mW 可同时显示；

·隔离器峰值隔离度：>38dB；
·光可变衰减器 , 衰减范围 0-40dB 和稳定性 +/-0.1dB；
·光纤跳线 1m  FC/PC  FC/APC；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EDFA 主机、光纤耦合激光光源、光功率计、光纤跳线

 ◆  建议课时：

6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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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GCS-FTX 光纤通讯综合实验

光纤通讯传输是光纤通信相关课程的基础实验，OADM 光网络是 DWDM（密集波分复用）网络及智能光网络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光纤通讯传输实验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光无源器件知识及其应用，增进对 DWDM 光网络的

OADM 功能的认识、理解和思考。

 ◆  知识点：

WDM、OADM、音频信号光传输、视频信号光传输、点对点光纤通信

 ◆  涉及课程：

光电子学、光纤通信、光通信网络

 ◆  实验内容 :

·音频信号（视频信号）调制和解调

·音频信号光纤长距传输实验

·视频信号光纤长距光传输实验

·音频视频信号 OADM 信号传输实验

 ◆  实验原理：

OADM 即光分插复用，是城域网关键设备。主要功能是根据需求（电信管理网智能控制）可实现本地上载和下

载信息。通过光分插复用器（OADM）可以实现各波长的光信号在中间站的分出与插入，即完成上 / 下光路，利用这

种方式可以完成 DWDM 系统的环形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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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理示意图：

OADM 光传输拓扑示意图

5-7  GCS-FTX



00194
www.cdhcedu.com

大恒光电

 ◆  技术指标 :

·光纤无源器件：WDM 组件，工作波长 1310/1550nm，隔离度 <30dB，插入损耗 <1dB，偏振相关损耗 <0.2dB；
·视频发射和接收模块：工作波长 1310nm，光源强度 -5dbm，单模 9um 传输光纤，光纤接口 FCPC，视频信号

调制输入；

·音频发射和接收模块：工作波长 1550nm，光源强度 -5dbm，单模 9um 光纤，光纤接口 FCPC，音频信号调制输入；

·匹配光纤：单模光纤；芯径 9um，长度 100m
·图像设备：CCD 相机，分辨率 768*576，CCD 图像靶面尺寸 1/3”，分辨率 420 线，灵敏度 0.05lux，传输速率

40MB/S； 
·LCD 显示组件：8 英寸液晶显示组件，支持 VGA，AV，BNC 不同信号输出模式；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

±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

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WDM/OADM 组件、发射模块、接收模块、图像采集模块、单模光纤、MP3、音箱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光学存储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5-7  GCS-F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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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GCS-FBG 光纤光栅传感综合实验

光纤光栅传感器（Fiber Bragg Grating Sensor）属于光纤传感器的一种，基于光纤光栅的传感过程是通过外界

物理参量对光纤布拉格（Bragg）波长的调制来获取传感信息，是一种波长调制型光纤传感器。

随着光纤通信技术向着超高速、大容量通信系统的方向发展，以及逐步向全光网络的演进 , 在光通信迅猛发展

的带动下，光纤光栅已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光纤无光源器件之一。光纤在激光照射下，利用光纤纤芯的光敏感特性 .光
纤的折射率将随光强的空间分布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在光纤轴向上就会形成周期性的折射率波动，即为光纤光栅。

由于光纤光栅具有高灵敏度、低损耗、易制作、性能稳定可靠、易与系统及其它光纤器件连接等优点，因而在光通信、

光纤传感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  知识点：

光纤布拉格光栅、温度传感、位移传感、应变传感、SLED 光源

 ◆  涉及课程：

物理光学、信息光学、光电检测

 ◆  实验内容：

·光纤光栅解调原理

·光纤光栅测量微应变

·温度传感原理与温度测量

·位移传感原理与位移测量

 ◆  实验原理 :

光纤光栅是利用光纤中的光敏性制成的。所谓光纤中的光敏性是指激光通过掺杂光纤时，光纤的折射率将随光

强的空间分布发生相应变化的特性。而在纤芯内形成的空间相位光栅，其作用的实质就是在纤芯内形成一个窄带的（透

射或反射）滤波器或反射镜。当被测温度或压力加在光纤光栅上时。由光纤光栅反射回的光信号可通过 3 dB 光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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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耦合器送到波长鉴别器或波长分析器，然后通过光探测器进行光电转换，最后由计算机进行分析、储存，并按用

户规定的格式在计算机上显示出反射光信号的光谱，从而计算出被测量的大小。

 ◆  原理示意图：

       

 ◆  效果图：

温度测量光谱随时间变化图

光纤光栅原理示意图

光纤光栅解调原理示意图

光源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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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参数设置界面

 ◆  技术指标：

·光源：SLED 光源，中心波长 1545-1565nm，FC/APC 接口；

·环形器：单向环形传输，三端口，FC/APC；

·光纤光栅解调仪：220V 交流供电，RS232 串口，FC/APC 接口，单通道，波长分辨率 1pm；

·专用测量软件：开发平台：VC/Labview 平台，通信接口：以太网 \RS232; 光谱显示、波长显示、存储、应变位移

温度测量和数据存储；

·温度传感器：FC/APC 接口，测温范围 -50℃ -120℃，测量精度±0.5℃；

·位移传感器：FC/APC 接口，测量范围：10/50/100/200mm，测量精度：0.5%FS，灵敏度：  0.1%FS，位移测量

组件：测量范围 0-20mm，精度 1um；

·应变传感器：中心波长 1550nm，反射率大于 90%，FC/PC 接口；

·温度控制组件：0-80 摄氏度，温控显示精度 0.1° C
·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SLED 光源、光纤光栅解调仪、光纤环形器、光纤跳线、光纤光栅应变传感组件、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组件

 ◆  必备设备：

电脑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光学储存干燥箱、实验挂图

 ◆  建议课时：

4 课时

5-8 GCS-F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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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GCS-TQCS 量子加密通信模拟实验

近年来，由于量子力学和密码学的结合，诞生了量子密码学，它可完成传统数学方法无法完成的完善保密系统，

量子密码学是在量子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安全通信系统，它从根本上解决了通信线路被消极监听的问题。

本实验系统以光学偏振编码的方式进行量子保密通信，诠释了 BB84 量子密钥分配协议的工作原理，和在无噪声信

道上的加密通信及发现监听者的反窃听应用过程。使学生清晰简明地了解到传统光学知识是如何在现代先进通信领

域中应用。

     

 ◆  知识点：

量子密码原理、BB84 协议、量子密钥分配、加解密模块、光束偏振态

 ◆  涉及课程：

信息光学、量子通信

 ◆  实验内容：

·搭建基于偏振控制的量子通信实验光路

·根据 BB84 协议生成量子密钥并分配

·无窃听环境下，按照生成密钥进行通信

·在有窃听环境下，探测由窃听导致的错我，判断窃听者的存在

 ◆  实验原理：

在传统的物理信道中，当存在窃听者时，收发双方不会知道窃听者的存在，尤其像光盘和无线电波，其中所携

带的信息在被复制或截收时都难以被发现，但当信息以量子为载体时，根据量子力学原理，微观世界的粒子的位置

不可能被确定，它总是以不同的概率存在于不同的地方。对未知状态的量子系统的每一次测量都必将改变系统原来

的状态。反过来说，如果系统状态没有改变，也就没有测量或窃听行为的发生。也就是说，一个位置的量子状态不

可能被复制或克隆，因此它也被成为不可克隆原理。量子密码学利用了量子的不确定性，一旦信道上有窃听发生，

通信本身必然受到影响，从而达到发现窃听者的目的，保证信道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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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理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建立通信模型光路，如果窃听者 Eve 不存在，则 Alice 发出的信息直接被 Bob 接收。如果 Eve 截获

窃听了 Alice 发出的信息，她会试图将截获的信息再发给 Bob，以掩盖窃听的存在。

共轭基 字符 偏振态

+ 0 ∣

1 ―

x
0 ∕

1 ＼

待发送的二进制字符 0、1 与两种共轭基结合就会有四种偏振态，Alice 通过偏振旋转器调整好光束的偏振态，

将二进制码发送出去，Bob 和 Eve 均可以对发出的偏振光束进行接收，期间进行通信安全性的甄别，确定是否存在

窃听。如果存在窃听，此次形成的密钥作废，如果不存在窃听，可按照此次行程的密钥进行正文的通信，整个通信

过程完全按照 BB84 协议执行。

 ◆  效果图：

        

               无窃听状态下 Alice 与 Bob 通过各自                                    在终端控制器上实现角色选择
                        随机选择偏振态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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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钥生成与数据传送两阶段选择                                   Alice 生成并发送密钥

       

                                       Bob 接收密钥                                最终传输接收到的每一位数据可以直接显示出结果

        

                       Eve 对 Alice 发送的密钥进行截获                                Eve 将截获的密钥转发给 Bob

 ◆  技术指标：

·同轴框架结构：高精度不锈钢杆主体框架模块，杆间距 30mm，杆数量 4 根；三维转接多节点模块；叉式压板不

锈钢立柱支撑模块；同轴框架可搭载移动式Φ25.4mm 镜框、LED 光源架、分光棱镜架等主要光学原件支撑架；

·固体激光器：波长 :532nm，输出功率不小于 :40mW，激光稳定性约 3%； 
·多孔固定板：尺寸 600*450mm，M6 螺纹孔，孔间距 25mm，表面发黑处理；

·偏振分光器，工作波长 532nm，Tp/Ts > 500：1；
·偏振旋转器，直径 25.4mm，中心波长 532nm，相位延迟精度λ/100，最小旋转读数 2°；

·量子通信终端处理器，具备发送模式与接收模式，5"，800×480 全彩色触摸液晶屏，可随机生成共轭基及二进制

量子发送编码，并翻译接收的二进制量子编码；

·光电探测器组件 : 感光范围 400-800nm，电池供电，直流耦合输出 ;
·反射镜组件：K9 基底，表面镀高反铝膜，Φ25.4mm，R>95%；

5-9 GCS-TQ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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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 ±2%，直径 -0.2mm，中心偏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

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  设备成套性：

光学多孔面包板、绿光激光光源、偏振旋光器、偏振分光器、光电探测器、量子通信终端处理器

 ◆  选配清单：

光学平台、光学清洁箱、激光防护眼镜、光学存储干燥箱、实验设备展板

 ◆  建议课时：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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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Daheng Group.lnc
大恒光电
Daheng Optics

序号 实验型号 实验名称
1 GCS-HNCS 氦氖激光器内参数测量实验
2 GCS-BZG 光电倍增管特性及微弱光信号探测实验
3 GCS-TYGF 太阳能光伏特性研究实验
4 GCS-TYGF-AC 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综合实验
5 GCS-TZP 光学调制盘的调制与信号解调实验
6 GCS-DS 电子散斑干涉实验
7 GCS-LSHOW 光显示特性研究及应用实验
8 GCS-ZMXS LED 驱动及智能控制综合实验
9 GCS-ZMGY 新型照明光源特性研究实验
10 GCS-JGDK 光电对抗 - 侦查告警与干扰综合设计实验
11 GCS-JDGX 近代光学综合实验
12 GCS-WFCL 利用复合光栅实现光学微分处理实验
13 GCS-QXGS 全息光栅制作与参数测量实验
14 GCS-QXZX 全息照相实验
15 GCS-QXCH 全息资料存储实验

姓名及管辖区域 手机 微信号 邮箱
牛佳（西北、东北、华北） 13511018987 13511018987 13511018987@163.com

姜浩（华中、华南、天津、江西）13070157888 jianghao-88888 jianghao6666@126.com
王浩然（北京地区、山东、西南）13811104659 13811104659 704725619@qq.com

肖学刚（华东） 13436605508 13436605508 xiaoxuegang@cdhcorp.com.cn
袁子强（上海地区） 17621232075 yzq320721 yuanzqiang@outlook.com
任光杰（上海地区） 18920306901 18920306901 renguangjie@cdhcorp.com.cn

李秀芳（其他） 13426196325 crystal0507li xfli0401@126.com

大恒光电还从事各类光学元件、机械调整部件、同轴调整架和光学平台的

生产和销售，样本产品库存充足、种类齐全、现货供应。

另有系列专属定制实验系统，详情咨询网站、邮箱及客户经理

光学元件 机械调整部件 同轴调整架 光学平台

通用定制实验系统：

详见《大恒光电产品样本》
http://www.cdhbu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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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条款：

付款方式：

联系方式：

大恒光电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对于本公司生产之产品，我们承诺提供一年有限质保。具体条例如下：

1. 保修期自购买日期起生效。在有效期间内。在有限期内正常使用和维护情况下，产品本身机件材料及工艺出现

问题，发生故障时，经我公司查验属实，您将得到我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为您提供的免费服务。

2. 特别声明

2.1  我司的服务承诺仅限于产品硬件本身，对于其他原因造成的损伤不在免费服务范围之内。

2.2  维修部件如超过免费保修期，我司将按成本收取维修费。

2.3  当您向我司维修机构申请保修服务时，请出示销售清单 . 装箱单或保修卡复印件。如不能出示相关单据或

       单据内容与送修产品不符，我司有权不提供保修服务。

2.4  销售商向您做出的额外承诺，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请您在购机时向销售商索要书面证明，以保证销售商

       对您额外承诺的兑现。

3. 出现以下情况我司有权不提供免费服务：

3.1  超过保修有效期的；

3.2  未按产品说明书条例的要求使用、维护、保管而造成损坏的；

3.3  未经授权擅自拆动造成损坏的；

3.4  无有效购买凭证的；

3.5  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坏，如磕碰等原因造成的损伤；

3.6  涂改保修卡内容及机身标签内容；

3.7  因其他不可抗力造成损坏的；

4. 该样本中所有的型号规格参数如有改动恕不另行通知，最终解释权归大恒

    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接受现金、支票、汇票及电汇。

客户可直接到本公司光电所选购产品，亦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来函订购。

电话：(010)82782668

传真：(010)82782669

邮箱：cdhcedu@cdhcorp.com.cn

网址：www.cdhcedu.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甲 9 号 3 号楼，北京 8618 信箱

邮编：1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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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北京总部：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甲 9 号 3 号楼

电话：010-82782668-（光电系统）

传真：010-82782669
邮箱：cdhcedu@cdhcorp.com.cn
网址：www.cdhcedu.com

上海分中心：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开发区宜山路 889 号齐来大厦 203 
电话：021-53390959

深圳分中心：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虚拟大学园 R3-B 栋 215 室

电话：0755-86665161

西安分中心：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仲英楼 B609（研发中心）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泓理楼 4 层 4123（产品展示、实习实训中心）

电话：13511018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