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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镜头

(57)摘要

一种光学镜头，其具有一光轴，所述光学镜

头包括从物侧朝向像侧沿着所述光轴设置的第

一透镜组和第二透镜组以及像平面，一种光学镜

头，其具有一光轴，所述光学镜头包括从物侧朝

向像侧沿着所述光轴设置的第一透镜组和第二

透镜组以及像平面，所述光学镜头满足如下关系

式：0.88<(EFLG1-EFLG2)/(EFLG1+EFLG2)<1.11，

其中，EFLG1为第一透镜组的焦距。EFLG2为第二

透镜组的焦距。本发明所述光学镜头实现较广的

视角同时，减小了光学镜头的整体尺寸以及提高

成像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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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学镜头，其具有一光轴，所述光学镜头包括从物侧朝向像侧沿着所述光轴设

置的透镜组以及像平面，所述透镜组由第一透镜元件、第二透镜元件、第三透镜元件、第四

透镜元件、第五透镜元件及第六透镜元件组成，第二透镜元件、第三透镜元件、第五透镜元

件以及第六透镜元件具有正屈光度，所述第一透镜元件和所述第四透镜元件具有负屈光

度，所述第一透镜元件具有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所述第二透镜元件具有第三表面和第四

表面，所述第三透镜元件具有第五表面和第六表面，所述第四透镜元件具有第七表面和第

八表面，所述第五透镜元件具有第九表面和第十表面，所述第六透镜元件具有第十一表面

和第十二表面，所述第一表面为朝向物侧方向凸伸的凸曲面，所述第二表面中部为朝向像

方的凹曲面，所述第三表面为朝向物方的凹曲面，所述第四表面为朝向像方的凸曲面，所述

第五表面为朝向物方的凸曲面，所述第六表面为朝向像方的凸曲面，所述第七表面中部为

朝向物方的凹曲面，所述第八表面为朝向像方的凹曲面，所述第九表面中部为朝向物方的

凸曲面，所述第十表面为朝向所述像方的凸曲面，所述第十一表面为朝向物方的凸曲面，所

述第十二表面为朝向像方的凹曲面，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学镜头满足如下关系式：

0.88<(EFLG1-EFLG2)/(EFLG1+EFLG2)<1.11；0.01<T45*D8/D9<0.71；

其中，EFLG1为第一透镜组的焦距，EFLG2为第二透镜组的焦距，T45是第八表面中心与

所述第九表面中心之间的厚度，D8是第八表面的直径，D9是第九表面的直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光学镜头，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位于所述第六透镜元件与所述像平

面之间且间隔设置的滤光片，所述滤光片具有一前表面以及与所述前表面相对的后表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光学镜头，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位于所述光轴上且设置于所述第

三透镜元件和所述第四透镜元件之间的光圈。

4.如权利要求2所述光学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学镜头进一步满足如下关系：20<

(V3-V4)/(N4-N3)<1020，20<(V5-V4)/(N4-N5)<1020，其中，V3是第三透镜元件的阿贝数，V4

是第四透镜元件的阿贝数，V5是第五透镜元件的阿贝数，N3是第三透镜元件的折射率，N4是

第四透镜元件的折射率，N5是第五透镜元件的折射率。

5.如权利要求2所述光学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学镜头进一步满足如下关系：-1.14

<(f1*f3)/(f4*f5)<4.57，其中，f1是第一透镜元件的焦距，f3是第三透镜元件的焦距，f4是

第四透镜元件的焦距，f5是第五透镜元件的焦距。

6.如权利要求2所述光学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学镜头进一步满足如下关系：0.1<

TTL/(D1*IMH)<0.91，其中，TTL为从第一表面中心到像平面之间的距离，D1是第一透镜元件

的通光孔径，IMH是像平面上最大像圈高度。

7.如权利要求2所述光学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学镜头进一步满足如下关系：100°<

2ω<179°；其中，ω是视场角的大小的一半。

8.如权利要求2所述光学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学镜头进一步满足如下关系：1.36<

|D1/D2|<4.78，1.53<|D2/S2|<5.63，其中，D1是第一透镜元件的通光孔径，D2是第二透镜元

件的通光孔径，S2表示第二表面在光轴上的投影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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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镜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镜头，特别涉及一种光学镜头。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可携式电子产品飞速发展，大多电子产品，例如手机，相机，监控等均

内置相机而实现摄像功能。如此，使得光学镜头在电子产品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0003] 在相机中，摄像头通过获取可见光而捕捉到物体并最终使得物体在底片或者屏幕

上成像。一般来说，所述摄像头中镜头的视场角越大,能够拍摄到的物体越多，从而使得广

角镜头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然而，目前对于大多数的广角镜头存在尺寸相对较大且的成

像品质欠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尺寸较小、成像品质较高的广角光学镜头。

[0005] 一种光学镜头，其具有一光轴，所述光学镜头包括从物侧朝向像侧沿着所述光轴

设置的第一透镜组和第二透镜组以及像平面，所述第一透镜组包括的第一透镜元件、第二

透镜元件，所述第二透镜组包括第三透镜元件、第四透镜元件、第五透镜元件、第六透镜元

件，所述第一透镜元件具有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所述第二透镜元件具有第三表面和第四

表面，所述第三透镜元件具有第五表面和第六表面，所述第四透镜元件具有第七表面和第

八表面，所述第五透镜元件具有第九表面和第十表面，所述第六透镜元件具有第十一表面

和第十二表面，所述光学镜头满足如下关系式：

[0006] 0.88<(EFLG1-EFLG2)/(EFLG1+EFLG2)<1.11；0.01<T45*D8/D9<0.71；其中，EFLG1

为第一透镜组1001的焦距。EFLG2为第二透镜组1002的焦距，T45是第八表面402中心与所述

第九表面501中心之间的厚度，D8是第八表面402的直径，D9是第九表面的直径。

[0007] 进一步地，还包括位于所述第六透镜元件与所述像平面之间且间隔设置的滤光

片，所述滤光片具有一前表面以及与所述前表面相对的后表面。

[0008] 进一步地，还包括一位于所述光轴上且设置于所述第三透镜元件和所述第四透镜

元件之间的光圈。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表面为朝向物侧方向凸伸的凸曲面，所述第二表面中部为朝

向像方的凹曲面，所述第三表面为朝向物方的凹曲面，所述第四表面为朝向像方的凸曲面，

所述第五表面为朝向物方的凸曲面，所述第六表面为朝向像方的凸曲面，所述第七表面中

部为朝向物方的凹曲面，所述第八表面为朝向像方的凹曲面，所述第九表面中部为朝向物

方的凸曲面，所述第十表面为朝向所述像方的凸曲面，所述第十一表面为朝向物方的凸曲

面，所述第十二表面为朝向像方的凹曲面。

[0010] 进一步地，第二透镜元件、第三透镜元件、第五透镜元件以及第六透镜元件具有正

屈光度，所述第一透镜元件和所述第四透镜元件具有负屈光度。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光学镜头进一步满足如下关系：20<(V3-V4)/(N4-N3)<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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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5-V4)/(N4-N5)<1020，其中，V3是第三透镜元件的阿贝数，V4是第四透镜元件的阿贝数，

V5是第五透镜元件的阿贝数，N3是第三透镜元件的折射率，N4是第四透镜元件的折射率，N5

是第五透镜元件的折射率。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光学镜头进一步满足如下关系：-1.14<(f1*f3)/(f4*f5)<4.57，其

中，F1是第一透镜元件的焦距，F3是第三透镜元件的焦距，F4是第四透镜元件的焦距，F5是

第五透镜元件的焦距。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光学镜头进一步满足如下关系：0.1<TTL/(D1*IMH)<0.91，其中，D1

是第一透镜元件的通光孔径，IMH是像平面上最大像圈高度。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光学镜头进一步满足如下关系：100°<2ω<179°；其中，ω是视场角

的大小的一半。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光学镜头进一步满足如下关系：1.36<|D1/D2|<4.78，1.53<|D2/S2

|<5.63，其中，D1是第一透镜元件的通光孔径，D2是第二透镜元件的通光孔径，S2为内凹的

深度，也即，S2表示第二表面在光轴上的投影长度。IMH是像平面上最大像圈高度。

[0016] 本发明所述光学镜头实现较广的视角同时，减小了光学镜头的整体尺寸以及提高

成像品质。

附图说明

[0017] 图1所示为本发明所述光学镜头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所示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纵向成像球差分布特性区

曲线图。

[0019] 图3所示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在横向成像球差分布特性

曲线图。

[0020] 图4所示分别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的成像场曲特性曲线

图。

[0021] 图5所示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成像畸变特性曲线图。

[0022] 图6所示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在纵向成像球差分布特性

曲线图。

[0023] 图7所示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在横向成像球差分布特性

曲线图。

[0024] 图8所示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成像场曲特性曲线图。

[0025] 图9所示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成像畸变特性曲线图。

[0026]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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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说　明　书 3/10 页

5

CN 108627952 B

5



[0028]

[0029]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本发明实施方式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方式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说　明　书 4/10 页

6

CN 108627952 B

6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方式，而不是全部的实施方

式。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

的所有其他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1] 本文中所使用的方位词“第一”、“第二”均是以使用时所述第一基板的位置定义，

而并不限定。

[0032]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方式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

[0033]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方式中所述光学镜头100包括从物侧朝向像侧方向依次排

列设置的第一透镜元件10、第二透镜元件20、第三透镜元件30、第四透镜元件40、第五透镜

元件50以及第六透镜元件60、滤光片70以及像平面80。其中，所述第一透镜元件10、第二透

镜元件20共同组成第一透镜组1001。所述第三透镜元件30、第四透镜元件40、第五透镜元件

50以及第六透镜元件60共同组成第二透镜组1002。

[0034] 所述光学镜头100具有一光轴110。所述第一透镜元件10、第二透镜元件20、第三透

镜元件30、第四透镜元件40、第五透镜元件50以及所述第六透镜元件60均关于所述光轴110

对称设置。

[0035] 所述第一透镜元件10具有负屈光度，其具有第一表面101及第二表面102。所述第

一表面101为朝向物侧方向凸伸的凸曲面。所述第二表面102中部为朝向像方的凹曲面，所

述第二表面102周缘呈平面。

[0036] 所述第二透镜元件20具有正屈光度。所述第二透镜元件20具有第三表面201和第

四表面202。所述第三表面201为朝向物方的凹曲面。所述第四表面202为朝向像方的凸曲

面。

[0037] 所述第三透镜元件30具有正屈光度。所述第三透镜元件30具有第五表面301和第

六表面302。所述第五表面301为朝向物方的凸曲面。所述第六表面302为朝向像方的凸曲

面。

[0038] 第四透镜元件40具有负屈光度。所述第四透镜元件40具有第七表面401和第八表

面402。所述第七表面401中部为朝向物方的凹曲面。所述第八表面402为朝向像方的凹曲

面。

[0039] 所述第三透镜元件30和第四透镜元件40之间还设置有一光圈120。所述光圈120位

于所述光轴110上且靠近所述第三透镜元件30的第六表面302设置。

[0040] 所述第五透镜元件50具有正屈光度。所述第五透镜元件50具有第九表面501和第

十表面502。所述第九表面501边缘为平面，所述第九表面501中部为朝向物方的凸曲面。所

述第十表面502为朝向所述像方的凸曲面。

[0041] 第六透镜元件60具有正屈光度。所述第六透镜元件60具有第十一表面601和第十

二表面602。所述第十一表面601为朝向物方的凸曲面。所述第十二表面602为朝向像方的凹

曲面。

[0042] 所述滤光片70用于过滤经过所述第六透镜元件60的光线中的红外光，从而避免物

体在所述像平面80的成像品质。所述滤光片70具有前表面71和与所述前表面相对的后表面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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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所述像平面80用于成像。

[0044] 在本发明中，所述第一透镜元件10、第二透镜元件20、第三透镜元件30、所述第四

透镜元件40、第五透镜元件50以及所述第六透镜元件60的第一表面101、第二表面102、第三

表面201、第四表面202、第五表面301、第六表面302、第七表面401、第八表面402、第九表面

501、第十表面502、第十一表面601、第十二表面602满足如下非球面公式：

[0045] (a)

[0046] 其中，以非球面与光轴所交错的点做参考点，z是对应到h的数值下与参考点的距

离，c是曲率半径的倒数，h为非球面上距离光轴的长度，K为圆锥定数(Conic  Constant)，Ai

为i次的非球面系数(i-th  order  Aspherical  Coefficient)。∑Aihi表示对Aihi累加，i为自

然数。

[0047] 进一步地，本发明所述光学镜头满足如下关系：

[0048] 0.88<(EFLG1-EFLG2)/(EFLG1+EFLG2)<1.11   (1)；

[0049] 0.01<T45*D8/D9<0.71   (2)；

[0050] 20<(V3-V4)/(N4-N3)<1020   (3)；

[0051] 20<(V5-V4)/(N4-N5)<1020   (4)；

[0052] 1.14<(f1*f3)/(f4*f5)<4.57   (5)；

[0053] 0.1<TTL/(D1*IMH)<0.91   (6)；

[0054] 100°<2ω<179°   (7)；

[0055] 1.36<|D1/D2|<4.78   (8)；

[0056] 1.53<|D2/S2|<5.63   (9)；

[0057] 其中，EFLG1为第一透镜组1001的焦距。EFLG2为第二透镜组1002的焦距。T45是第

八表面402中心与所述第九表面501中心之间的厚度。D8是第八表面402的直径。D9是第九表

面的直径。V3是第三透镜元件30的阿贝数。V4是第四透镜元件40的阿贝数。V5是第五透镜元

件50的阿贝数。N3是第三透镜元件30的折射率。N4是第四透镜元件40的折射率。N5是第五透

镜元件50的折射率。F1是第一透镜元件10的焦距。F3是第三透镜元件30的焦距。F4是第四透

镜元件40的焦距。F5是第五透镜元件50的焦距。TTL从第一表面101中心到像平面80之间的

距离。D1是第一透镜元件10的通光孔径。D2是第二透镜元件20的通光孔径。S2为内凹的深

度，也即，第二表面102在光轴110上的投影长度。IMH是像平面80上最大像圈高度。ω是视场

角的大小的一半。

[0058] 通过满足上述关系式(1)-(4)，可以有效的减小光学透镜的相差，从而提高光学镜

头的出光角度和成像质量。

[0059] 通过满足关系式(5)，可以平衡所述第一透镜元件10、第三透镜元件30、第四透镜

元件40和所述第五透镜元件50的屈光度差异，从而减小偏心公差。

[0060] 通过满足关系式(6)，限制了最大成像圆与光学透镜长度之间的比率，提高成像品

质。

[0061] 关系式(7)，保证了本发明中所述光学镜头的视场角大小。

[0062] 关系式(8)-(9)，用于进一步地限制第一透镜元件10的大小、厚度及斜度，从而降

低所述第一透镜元件10的成型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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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本发明所述光学镜头将通过不同实施例进一步阐述如下：

[0064] 实施例一：

[0065] 如下表1-2分别表示了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的部分参数。表1中，其

中，R表示相应表面的曲率半径，L代表相邻的二表面在光轴110上的间隔距离，Nd表示每个

表面的折射率，Vd表示不同的透镜元件阿贝数，h表示非球面距离光轴的高度，K表示圆锥定

数。

[0066] 通过将表1-2中的数值均满足上述公式(a)，可以获得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光

学镜头中所述第一透镜元件10、第二透镜元件20、第三透镜元件30、所述第四透镜元件40、

第五透镜元件50以及所述第六透镜元件60对应的第一表面101、第二表面102、第三表面

201、第四表面202、第五表面301、第六表面302、第七表面401、第八表面402、第九表面501、

第十表面502、第十一表面601、第十二表面602的非球面形状。

[0067] 表1

[0068]

[0069]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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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0071]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第一实施例所述光学镜头中，上述关系式(1)-(9)的数值如

下：

[0072] (EFLG1-EFLG2)/(EFLG1+EFLG2)＝0.95；T45*D8/D9＝0.044；(V3-V4)/(N4-N3)＝

297；(V5-V4)/(N4-N5)＝297；(f1*f3)/(f4*f5)＝2.30；TTL/(D1*IMH)＝0.30；2ω＝120°；|

D1/D2|＝2.06；|D2/S2|＝2.56.

[0073] 进一步地，附图2所示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波长400-

700纳米)成像球差在纵向分布的特性区曲线图。由附图2可知，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光

学镜头对可见光在纵向成像的球差被控制在-0.01mm-0.02mm之间。

[0074] 进一步地，附图3所示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成像在横向

的分布特性曲线图。从图3可知，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成像在横向球

差被控制在-1μm～4μm。

[0075] 进一步地，附图4所示分别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的成像场

曲特性曲线图。其中，曲线T及S分别为子午场曲(tangential  field  curvature)特性曲线

及弧矢场曲(sagittal  field  curvature)特性曲线。由附图3可知，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所

述光学镜头的子午场曲值和弧矢场曲值被控制在-0.02mm～0.03mm范围内。

[0076] 进一步地，附图5所示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的畸变特性

曲线图。由此可知，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的畸变量被控制在-20％～2％之间。

[0077] 第二实施例

[0078] 如下表3-4分别表示了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的部分参数。表1中，其

中，R表示相应表面的曲率半径，T代表相邻的二表面在光轴110上的间隔距离，Nd表示每个

表面的折射率，Vd表示阿贝数，h表示非球面距离光轴的高度，K表示圆锥定数。

[0079] 表3-4中的数值同样满足上述公式(a)，从而可以获得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所述光

学镜头中所述第一透镜元件10、第二透镜元件20、第三透镜元件30、所述第四透镜元件40、

第五透镜元件50以及所述第六透镜元件60对应的第一表面101、第二表面102、第三表面

201、第四表面202、第五表面301、第六表面302、第七表面401、第八表面402、第九表面501、

第十表面502、第十一表面601、第十二表面602的非球面状。

[0080] 表3

说　明　书 8/10 页

10

CN 108627952 B

10



[0081]

[0082] 表4

[0083]

[0084]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第二实施例所述光学镜头中，上述关系式(1)-(9)的数值如

下：

[0085] (EFLG1-EFLG2)/(EFLG1+EFLG2)＝1.00；T45*D8/D9＝0.047；(V3-V4)/(N4-N3)＝

297；(V5-V4)/(N4-N5)＝297；(f1*f3)/(f4*f5)＝2 .20；TTL/(D1*IMH)＝0 .32；2ω＝

147.7°；|D1/D2|＝2.06；|D2/S2|＝2.64.

[0086] 进一步地，参附图6-9所示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的成像

球差在纵向分布的特性曲线图、成像球差在横向分布特性曲线图、成像场曲特性曲线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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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像畸变特性曲线图。

[0087] 由附图6可知，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成像在纵向球差控制

在-0.01mm-0.02mm范围内。

[0088] 由附图7所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对可见光成像在横向球差被控

制在-1μm～3μm之间。

[0089] 由附图8可知，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的子午场曲值和弧矢场曲值被

控制在-4mm～4mm范围内。

[0090] 由附图9可知，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所述光学镜头100的畸变量被控制在-30％～0

之间。

[0091]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述光学镜头均通过上述关系式(1)-(9)实现较广的视角，同时

还进一步的减小了光学镜头的整体尺寸，以及提高了光学镜头的成像品质。

[0092] 可以理解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做

出其它各种相应的改变与变形，而所有这些改变与变形都应属于本发明的权利要求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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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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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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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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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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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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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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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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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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