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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_ 一 二-亠_ I 11 Ί 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申請書格式、順序及粗體字，請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請勿塡寫）

※申請案號：92129448
※申請日期：92年10月23日 ※【比分類： 殳2耳 羊纟·

壹、發明名稱：

（中）物鏡光學元件及光學攝像裝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外）Objective optical element and optical pickup apparatus__________  

貳、申請人：（共1人）

國籍：（中英）日本 JAPAN

1・姓名： （中）柯尼卡美樂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英）KONICA MINOLTA HOLDINGS, INC.
代表人： （中）1・岩居文雄 

（英）

地址： （中）日本國東京都千代田區丸之內一一六一一
（英）日本国東京都千代田区丸（Ό內1 — 6 — 1

參、發明人：（共7人）

1・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MIMORI, MITSURU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中）日本國東京都八王子市石丿【I町二九七Ο番地 柯尼卡美樂達歐普特“ 

股份有限公司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日本国東京都八王子市石川町2 9 7 0番地 

η二力夕才卜株式会社內

2・姓名：（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ATARASHI, YUICHI

地址：（中）日本國東景都八王子市石川町二九七Ο番地柯尼卡美樂達歐普特 

股份有限公司內__________________
（英）日本国東京都八王子市石川町2 9 7 0番地

η二力夕才卜株式会社內

3・姓名：（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ΙΚΕΝΑΚΑ, ΚΙΥΟΝ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中）日本國東京都八王子市石川町二九七Ο番地柯尼卡美樂達歐普特 
股份有限公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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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本国東京都八王子市石川町2 9 7 0番地

750532

Π二力W丿1/夕才卜株式会社內

4・姓名：（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SAKAMOTO, KATSUYA

地址：（中）日本國東索都八王子市石川町二九七Ο番地柯尼卡美樂達歐普特 

股份有限公司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日本国東京都八王子市石川町2 9 7 0番地 

η二力｛丿丿1/夕才卜株式会社內

5・姓名：（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OTA, ΚΟΗΕ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中）日本國東京都八王子市石川町二九七Ο番地柯尼卡美樂達歐普特 

股份有限公司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日本国東京都八王子市石川町2 9 7 0番地 

η二力W丿儿夕才卜株式会社內

6・姓名：（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英）SAITO, SHINICHIR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中）日本國東京都八王子市石川町二九七Ο番地柯尼卡美樂達歐普特 
股份有限公司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日本国東京都八王子市石川町2 9 7 0番地 
η二力W丿儿夕才卜株式会社內

7・姓名：（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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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日本國東京都八王子市石川町二九七Ο番地柯尼卡美樂達歐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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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本国東京都八王子市石川町2 9 7 0番地

Π二力夕才卜株式会社內

肆、聲明事項：
◎本案申請前已向下列國家（地區）申請專利□主張國際優先權：

【格式請依:受理國家（地區）；申請日；申請案號數 順序註記】

1. 日本 ；2002/10/31 ; 2002-318795 口有主張優先權_________

2. 日本 ；2002/11/19 ; 2002-335205 口有主張優先權

3.日本 ；2002/11/22 ; 2002-339165 Μ有主張優先權

4.日本 ；2002/11/28 ; 2002-345063 Υ有主張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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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係關於一種物鏡光學元件，其會聚一光 

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及一種光 

裝置。

量在

攝像

【先前技術】

近年來，以一短波長紅色雷射的實際應用，已議 

代表一高密度光學資訊記錄媒體（其亦稱爲光碟）之 

DVD （數位視頻光碟），此DVD具有如CD的相屁 

且具有更大的容量。

於 DVD用的記錄裝置中，當使用具有65 0nm出 

之半導體雷射時，光碟側上的物鏡的數値孔徑 N A 1 

作爲 0.6・0.65。DVD的軌距及最短凹槽長度分 

0.74pm及0.4μπι，此意指DVD已被製成具有比CD 

一半或較少許的較高密度，其軌距爲Ι.όμηι且最短巴 

度爲0.83gm。再者，於D VD中，其保護基板的厚 

0.6 mm，其爲 CD的保護基板的厚度的一半，用來捋 

一光碟傾向光軸時所造成之彗形像差爲小。

除了上述的 CD及 DVD之外，已發展出各種谖 

光碟，其中光源波長係相互不同，且，保護基板厚侵 

互不同，諸如例如，CD-R、RW、VD （視頻碟）

（迷你碟）及MO （磁光碟）。

再者，致使半導體雷射的波長之技術更短已被蚤 

展出 

商用 

尺寸

波長

被製 

別爲 

多出 

槽長 

度爲 

制當

格的

係相

、MD

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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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且，已有先進的硏究及發展用於包含具有約0.1 mm的 

厚度的保護基板之高密度光碟（以下稱爲“高密度

DVD"），其利用包含約400nm的波長之紫色半導體雷射 

光源及一物鏡，其中影像側上的數値孔徑（NA ）已被增 

強至約0.85，且，用於包含具有約0.6皿皿的厚度的保護基 

板之高密度 DVD，其利用一物鏡，其中影像側上的數値 

孔徑（ΝΑ ）已被增強至約0.65。

因此，已被建議過各種所謂的光學攝像裝置，其具有 

以一單一物鏡用於會聚兩種各具有不同波長的光通量之相 

容性在兩種光碟的資訊記錄表面上 。

已知有一種具有相容性的光學攝像裝置，其中包含一 

樓梯形不連續表面之階形結構（繞射結構）係形成在一物 

鏡的表面上，或在與物鏡分開配置之光學元件的表面上 

（例如，見專利文件1 -專利文件3 ）。

專利文件1 .專利文件3揭示一種光學攝像裝置，其 

中設有包含樓梯形階及折射型物鏡的繞射結構之平坦立體 

圖像光學元件係分開配置的。

於揭示的裝置中，資訊的記錄及複製係以以下的方式 

用來實施於兩種具有單一物鏡的光碟；換言之，在兩種以 

準直儀瞄準的平行光的波長中，具有一波長在一側上之光 

通量，在傳輸通過全息圖光學元件之後，藉著物鏡而會聚 

在一指定光碟上，然而，具有一波長在另一側上之光射 

線，在通過全息圖光學元件時，被繞射而發散，然後，其 

它光射線中之第一階繞射光係藉著物鏡而會聚在一指定光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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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上。

再者，上述的專利文件3揭示一種設有物鏡的光學攝 

像裝置，此物鏡上形成有包括樓梯形階（帶板）之繞射結 

構。

在此光學攝像裝置中，具有波長65 0nm的光通量， 

係藉著物鏡的凸面形狀以及藉著物鏡的兩表面上之非球形 

表面形狀，而會聚在 DVD的記錄表面上，且，在以準直 

儀透鏡瞄準的平行光的 65 0nm及 7 8 0nm的兩波長類型 

中，具有波長7 80nm的光通量係會聚在 CDR的記錄表面 

上。

專利文件 1 : TOKKAIHEI No. 9・ 54973

專利文件 2 : TOKKAIHEI No. 9-3 06 1 8

專利文件 1 : TOKKAI No. 2002-27 773 2

（本發明欲解決的問題）

附帶地，揭示於專利文件1-3中的每一種裝置係所謂 

的無限系統的光學攝像裝置，其中，兩種各具有自不同光 

源發射的不同波長之光通量，係藉著準直儀瞄準成平行 

光，然後，被致使進入設有繞射結構或物鏡的全息圖光學 

元件。

於無限系統的光學攝像裝置中，已產生導致大尺寸裝 

置及高成本裝置之問題，因爲需要配置諸如準直儀的光學 

元件，來將光通量轉換成平行光於光源與物鏡之間。

於所謂的無限系統的光學攝像裝置中，更產生了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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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其中發散光進入物鏡，此影像高度特性於跟蹤的過程 

中變差，而於實施光碟的複製或記錄的狀況中，對著光碟 

移動物鏡，且，造成像差及像散現象。

再者，已存在一問題，於無限系統的光學攝像裝置 

中，由溫度變化造成的球形像差係大於此無限系統的光學 

攝像裝置中之球形像差。

【發明內容】

鑑於上述的問題，本發明的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光學攝 

像裝置，其使用來複製及/或記錄兩種各具有不同工作波 

長的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之資訊，以及，減小影像高度特性 

的劣化，且可校正溫度變化所造成的球形像差，及一種物 

鏡光學元件。

【實施方式】

首先，以下解說使用於本說明書中的用辭。

本說明書的光學元件於此例中意指一種構件諸如，例 

如爲，構成光學攝像裝置的光學元件之耦合透鏡、光束擴 

張器、光束成形器及校正板。

再者，光學元件不限於僅以單一透鏡組成之元件， 

且，其亦可能爲數個透鏡組合於一光軸的方向之透鏡組 。

物鏡光學元件意指一物鏡。物鏡意指，狹義而言，具 

有聚光功能的透鏡，在光學資訊記錄媒體載入光學攝像裝 

置的條件下，此透鏡係在最接近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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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配置來面對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且，物鏡意指，廣義 

而言，可藉由一致動器與上述的透鏡一起移動於一光軸的 

方向之透鏡。

光學資訊記錄媒體意指一般的光碟，此光碟利用具有 

一指定波長的光通量來實施資訊的複製及/或記錄，諸如 

CD、DVD、CD・R、MD、MO 及高密度 DVD。

再者，資訊的複製意指記錄在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 

訊記錄表面上之資訊的複製，及，資訊的記錄意指記錄資 

訊在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附帶的，敘述 

於此例中的複製包括資訊的簡單讀取。

光學攝像裝置可以是使用來實施僅資訊的記錄或僅資 

訊的複製之裝置，或者，可以是使用來實施記錄及複製兩 

者之裝置。

不連續區意指一結構，當其截面被觀察在包括一光軸 

的平面(子午截面)上時，此結構係以沿著光軸方向之連 

續樓梯形階部而組成，且具有藉由指定一相位差給進入繞 

射結構A的指定光通量繞射此光通量之功能。

“光學系統放大率^意指所謂的橫向放大率，此放大率 

係物體的大小對影像的大小的比。

“繞射結構’'意指設在一光學元件的表面上之浮雕，此 

例如爲，具有以繞射來會聚或發散的功能之物鏡。例如， 

係由環形帶表示之浮雕的形式，此浮雕大多爲具有圓心在 

光軸上的同心圓，當在包括光軸的平面上觀察如一截面 

時，每一同心圓係鋸齒的形狀，且，此種形式被包括，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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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地稱爲“繞射環形帶"。

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亦稱爲第二光碟）意指各種

CD類型的光碟，例如爲，CD・R、CD・RW、CD-Video及

CD· ROM，然而，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亦稱爲第一光 

碟）包括專門地使用於複製的DVD-ROM及DVD-Video 

且包括各種 DVD類型的光碟，諸如使用於複製及記錄兩 

者之 DVD ・RAM、DVD・R及 DVD ・RW。再者，本說明書中 

之透明基板的厚度t包括t = 0。

再者，保護基板意指一平行扁平板，此平行扁平板係 

光學地透明的，且係形成在進入資訊記錄表面的側之光通 

量上，用來保護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以 

及，保護基板厚度意指平行扁平板的厚度。自光源發射的 

光通量係藉由物鏡經由保護基板而會聚在光學資訊記錄媒 

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

光學元件在影像側上的數値數値孔徑意指透鏡表面上 

的數値數値孔徑，此透鏡表面定位最接近光學元件中的光 

學資訊記錄媒體。

再者，此數値數値孔徑係界定作爲一結果的數値數値 

孔徑，其中有助於在最佳影像點的光點的形成之光通量係 

藉由具有停止功能的部件或構件，諸如設在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上的濾光片的光闌，及藉由設在光學元件上的繞射結 

構予以限制。

當關於本發明的光學攝像裝置係使用作爲具有CD及 

DVD的相容性之光學資訊記錄媒體時，具有第一波長λ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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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光通量的波長假設於620nm-6 8 0nm 

有第二波長九2之光通量的波長假設於 

圍。

以下，將解說達到本發明的以上目

〔第一實施例〕

項目(1・1)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 

係一物鏡光學元件，其具有波長λΐ的 

長λ2 ( λΐ < λ2 )的第二及包括放大率 

光學元件的聚光光學系統，以及，當聚 

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經由具有厚度t的 

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 

記錄及/或複製，且可藉由將自第二光 

由具有厚度t ( tl W t2 )的保護層而會 

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可實施j 

製，其中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物鏡 

統放大率ml滿足以下關係，

・ 1/7 ml W -1/25

用於光學攝像裝置中具有波長λΐ 

光源至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光學系 

以下關係，

I ml I < I Ml I

且，在物鏡光學元件的至少一個表 

區，自第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及自第二

的範圍內，且，具

7 5 0 n m ・810nm 的範

的之實施例。

置的物鏡光學元件 

第一光源、具有波 

轉換元件及一物鏡 

光光學系統將自第 

保護層而會聚在第 

時，可實施資訊的 

源發射的光通量經 

聚在第二光學資訊 

篆訊的記錄及/或複 

光學元件的光學系

(1 )

的光通量，自第一

統放大率ml滿足

(2 )

面上，設有一共用 

光源發射的光通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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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此共用區，並分別地形成聚光點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及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以及， 

一專用區，自第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通過此專用區，並形 

成聚光點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 

且，自第二光源發射的光通量通過，然而不會形成聚光點 

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且，在共用 

區上，設有一共同繞射結構，其具有一校正功能，用來降 

低當已通過共同繞射結構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係經由 

具有厚度tl的保護層而會聚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 

資訊記錄表面上時所造成的球形像差，與當已通過共同繞 

射結構之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係經由具有厚度t2的保護 

層而會聚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時所 

造成的球形像差之間的差，以及，在專用區上，設有一專 

用繞射結構，其具有依據波長λΐ的變化來控制球形像差 

之功能，當已通過專用繞射結構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 

係會聚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時，且， 

已通過專用繞射結構之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在不同於形 

成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於光軸的方 

向之聚光點之點交叉光軸時，依據環境溫度的升高，此球 

形像差增大。

於項目(1・1)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光學攝像裝置的縮小尺寸係藉由輻射具有一小發散角 

的光通量在物鏡光學元件上，以與像差特性的安全性相 

容。更具體而言，甚至當自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進入而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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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心偏離或傾斜至物鏡光學元件的光軸時，這是可能控 

制像差特性的劣化，例如，因爲光學系統放大率ml係不 

小於上述（1 ）式中的下限。另一方面，這是可能保障在 

物鏡光學元件及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之間的充份距離，因爲 

光學系統放大率 ml不大於上限。再者，本發明中，由第 

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保護層及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 

保護層間的厚度差所造成之球形像差的劣化，係藉由設在 

共用區上的繞射結構而控制的，且，由物鏡光學元件的反 

射率的改變造成球形像差的劣化，依據環境溫度的上升係 

由設在專用區上的繞射結構所控制的，因此，資訊的記錄 

及/或複製可適當地予以實施，用於不同類型的光學資訊 

記錄媒體。附帶地校正來降低球形像差的差”意指，與 

共同繞射結構未被提供及一折射界面單獨存在之時機比 

較，球形像差被校正變得較小。

於項目（1・2）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當用於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件的光學 

系統放大率係由m2表示時，以下關係被滿足。

I ml -m2 | < 0.5 （ 3 ）

於項目（1·3）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設有第一環形帶區及第二環形帶區，此兩帶區係藉由 

光軸的方向的階予以分開，且分別地具有光軸的中心在上 

述的共用區上，以及，共同繞射結構係配置在第二環形帶 

區上，第二環形帶區更遠離光軸，且，折射界面設在第一 

環形帶區上，此第一環形帶區更接近光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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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項目（1·4）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比起鄰接第二環形帶區中的第一環形帶區之邊緣部，

鄰接第一環形帶區中的第二環形帶區之邊緣部被定位來更

接近光軸的方向之光源。

於項目（1・5）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具有一折射界面之第三環形帶區在更遠離光軸的側上 

係配置來鄰接第二環形帶區，且，比起鄰接第三環形帶區 

中的第二環形帶區之邊緣部，鄰接第二環形帶區中的第三 

環形帶區之邊緣部被定位來更接近光軸的方向之光學資訊 

記錄媒體。

於項目（1·6）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共同繞射結構具有光學特性，當光源的波長變得更長 

時，此光學特性使球形像差在已通過共同繞射結構之光通 

量下。

現在，參考圖式，將說明關於上述發明之物鏡光學元 

件的實例如下。圖1係本發明的物鏡光學元件 OBJ的截 

面圖。在更接近光源之物鏡光學元件OBJ的光學表面S1 

上、包括光軸 X之中心的第一環形帶區 Α1、圍繞第一環 

形帶區的第二環形帶區 Α2及圍繞第二環形帶區之第三環 

形帶區 A3係藉由光軸的方向的階而分開的，如圖1所 

示。本發明所述的共用區符合第一環形帶區 Α1及第二環 

形帶區 Α2，然而，本發明中所述的專用區符合第三環形 

帶區A3 ο

換言之，當實施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D的資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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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及/或複製時，通過第一環形帶區 A1、第二環形帶區 

A2及第三環形帶區A3之光通量形成一聚光點在資訊記錄 

表面Dp上，如圖1(a)所示。另一方面，當實施第二光 

學資訊記錄媒體 D的資訊的記錄及/或複製時，通過第一 

環形帶區 A1及第二環形帶區A2之光通量，穿過資訊記 

錄表面 Dp形成一聚光點在資訊記錄表面 Dr，女［］圖1 

(b )所示。於此例中，通過第三環形帶區 A3的光通量 

變成一光斑?而沒有形成一聚光點在資訊記錄表面 D r 

上。

區 A1-A3的每一者包含折射界面，且設有一繞射結 

構(然而，區 A1亦可僅設有折射界面)，以及，比起第 

一環形帶區A1及第三環形帶區A3之第二環形帶區A2具 

有被移位更接近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D之形狀。更具 

體而言，比起鄰接第二環形帶區A2中的第一環形帶區A1 

之邊緣部P2，鄰接第一環形帶區A1中的第二環形帶區 

A2之邊緣部 P1係定位來更接近光軸的方向之光源。再 

者，比起鄰接第三環形帶區A3中的第二環形帶區A2之 

邊緣部P4，鄰接第二環形帶區A2中的第三環形帶區A3 

之邊緣部P3係定位來更接近光軸的方向之第一光學資訊 

記錄媒體 D。由於此結構，改變如以下項目(1・6 )或 

(1-7)中所述的相位差之功效可被獲得。

於項目(1・7)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在最佳影像平面的位置，已通過第一環形帶區之具有 

波長λΐ的光通量的相位係不同於已通過第二環形帶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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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的相位達2 yr xi ( i：整數)。

於項目(1・7)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在最佳影像平面的位置，已通過第三環形帶區之具有 

波長λΐ的光通量的相位係不同於已通過第一環形帶區之 

具有波長入1的光通量的相位達2 7Τ xi ( i：整數)。

於項目(1-9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所有的共用區設有一繞射結構。

於項目(1・10)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係使用於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件，此光學攝像裝 

置包含具有波長λΐ的第一光源、具有波長λ2 ( λΐ < λ2 ) 

的第二光源、及包括一放大率會聚元件及一物鏡光學元件 

的聚光光學系統，以及，藉由聚光光學系統，當自第一光 

源發射的光通量係穿過具有厚度tl的保護層而會聚在第 

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時，能夠實施資訊 

的記錄及/或複製，且，當自第二光源發射的光通量係穿 

過具有厚度t2(tlWt2 )的保護層而會聚在第二光學資訊 

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時，能夠實施資訊的記錄及, 

或複製，其中用於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件 

的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足以下關係式，

・ 1/7 ml -1/25 ( 1 )

光學攝像裝置中自第一光源至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的光通量之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足以下關係式，

I ml I < I Ml I (2)

且，在物鏡光學元件上的至少一個表面設有一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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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自第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及自第二光源發射的光通量 

通過此共用區，以分別地形成聚光點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及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 

表面上，且一專用區，自第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及自第二 

光源發射的光通量通過此專用區，且，聚光點係形成在第 

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然而，聚光點未 

形成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且，共 

用區被分成數個具有階的環形折射界面於光軸的方向，自 

光軸依序地爲第一、第二...........第k表面（k係更大 

的自然數），以及，比起更遠離光軸的第η-l環形折射界 

面上之邊緣部，至少第η環形折射界面（口係更大的自然 

數nWk）的邊緣部係定位來更接近光學資訊記錄媒體於 

光軸的方向，且，比起更接近光軸的第n+1環形折射界面 

上（專用區的表面於n = k的例子）之邊緣部，更遠離光軸 

之第η環形折射界面的邊緣部係定位來更接近光學資訊記 

錄媒體於光軸的方向，然而，已通過第η表面之具有波長 

λΐ的光通量係會聚在不同於光軸的方向之最佳影像平面 

的位置之位置，已通過專用區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形 

成第一聚光點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 

上，然而，已通過專用區之具有波長 λ2的光通量未形成 

第二聚光點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 

且，用於溫度校正的繞射結構係形成在專用區上，以及， 

設有一功能，當已通過用於溫度校正的繞射結構之具有波 

長λΐ的光通量係會聚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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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表面上時，此功能依據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的波長變

化來控制依據環境溫度的上升而增大之球形像差，另者，

已通過用於溫度校正的繞射結構之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

在不同自光軸的方向的第二聚光點之位置來交叉光軸。

於項目（1・10）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光學攝像裝置的縮小尺寸係藉由輻射具有一小發散角 

的光通量在物鏡光學元件上，以與像差特性的安全性相 

容。更具體而言，甚至當自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進入而以 

其中心偏離或傾斜至物鏡光學元件的光軸時，這是可能控 

制像差特性的劣化，例如，因爲光學系統放大率 ml係不 

小於上述（1 ）式中的下限。另一方面，這是可能保障在 

物鏡光學元件及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之間的充份距離，因爲 

光學系統放大率ml不大於上限。

再者，於參考圖1所示的實例之本發明的解說中第一 

環形帶區 A1爲或係第1表面，第二環形帶區 A2爲或係 

第2表面，及，第三環形帶區 A3爲或係第3表面，因 

此，於n = 2的例子中，比起更遠離第1表面的環形帶折射 

界面上的光軸之邊緣部P1 更接近第2表面的環形帶折 

射界面上的光軸之邊緣部P2係定位來更接近光軸的方向 

之光學資訊記錄媒體D，且，比起更接近第3表面的環形 

帶折射界面上的光軸之邊緣部P4，更遠離第2表面的環 

形帶折射界面上的光軸之邊緣部P3係定位來更接近光軸 

的方向之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D，因此，這是可能獲得改變 

如同以下項目（1・1 0 ）所述的相位差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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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項目(1・11)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當 m2表示用於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

件的光學系統放大率時，以下關係式被滿足。

I ml-m2| <0.5 ( 3 )

於項目(1・12)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在最佳影像平面的位置，已通過第η表面之具有波長 

λΐ的光通量的相位係不同於已通過第η・1表面之具有波 

長九1的光通量的相位達2 xi ( i：整數)。

於項目(1・13)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係使用於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件，此光學攝像裝 

置包含具有波長λΐ的第一光源、具有波長λ2 ( λΐ < λ2 ) 

的第二光源、及包括一放大率會聚元件及一物鏡光學元件 

的聚光光學系統，以及，當自第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係穿 

過具有厚度tl的保護層而會聚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的資訊記錄表面上時，能夠實施資訊的記錄及/或複製， 

且，當自第二光源發射的光通量係穿過具有厚度t2 ( tl 

t2 )的保護層而會聚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 

表面上時，能夠實施資訊的記錄及/或複製，其中用於具 

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件的光學系統放大率ml 

滿足以下關係式，

・ 1/7 W ml W ・ 1/25 ( 1 )

光學攝像裝置中自第一光源至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的光通量之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足以下關係式，

I ml I < I Ml I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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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物鏡光 

區，自第一光源發 

通過此共用區，以 

媒體的資訊記錄表 

表面上，且一專用 

光源發射的光通量 

一光學資訊記錄媒 

形成在第二光學資 

用區的一部份具有 

正功能，來減小當 

係穿過具有厚度t 

媒體的資訊記錄表 

共同繞射結構之具 

的保護層而會聚在 

上時所造成之球形 

具有依據具有波長 

控制球形像差，當 

光通量係會聚在第 

時，此球形像差依 

專用區之具有波長 

向之第二光學資訊 

位置而交叉光軸。

1 ）或項目（1・9）

於項目（1・1 4

學元件上的至少一 

射的光通量及自第二 

分別地形成聚光點在 

面及第二光學資訊記 

區，自第一光源發射 

通過此專用區，且， 

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 

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 

依據波長λΐ及波長 

已通過共用區之具有 

1的保護層而會聚在 

面上時所造成之球形 

有波長λ2的光通量 

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 

像差之間的差，然而 

λΐ的光通量的波長 

已通過專用繞射結構 

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據環境溫度的上升而 

λ2的光通量在不同 

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 

本發明的功能及功效 

中所述的功能及功效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

個表面設有一共用

光源發射的光通量

第一光學資訊記錄

錄媒體的資訊記錄

的光通量及自第二

聚光點係形成在第

，然而，聚光點未 

錄表面上，且，共 

λ2間的波長差之校 

波長λΐ的光通量 

第一光學資訊記錄 

像差，與當已通過 

係穿過具有厚度t2 

體的資訊記錄表面

，專用區的一部份 

變化之控制功能來 

之具有波長λΐ的 

的資訊記錄表面上 

增大，且，已通過 

於形成在光軸的方 

表面上的聚光點之 

係相同如項目（1・

ο

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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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當m2表示用於具有波 

件的光學系統放大率時，以

| m 1 - m 2 | <0.5

於項目（1・15）中所述 

件，放大率轉換光學元件係

於項目（1・16）中所述 

件，物鏡光學元件係一物鏡

於項目（1・17）中所述 

件，物鏡光學元件係以塑膠

於項目（1・18）中所述 

件，第一光源及第二光源係 

雷射封裝單元中。

於項目（1・1 9 ）中所述 

件5在距放大率會聚元件之 

光源係相同地配置於光軸的

項目（1・20 ）中所述的 

置，此光學攝像裝置具有波 

λ2 （ λΐ < λ2 ）的第二光源及 

鏡光學元件的聚光光學系統 

第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穿過 

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 

資訊的記錄及/或複製，且 

通量穿過具有厚度t2（tlW 

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

長λ2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 

下關係被滿足。

（3 ）

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一耦合透鏡。

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ο

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製成。

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配置在相同的基板上，如於雙

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距離的方面，第一光源及第二 

方向。

光學攝像裝置係一光學攝像裝 

長λΐ的第一光源、具有波長 

包括一放大率會聚元件及一物

，以及，當聚光光學元件使自 

具有厚度ti的保護層而會聚 

資訊記錄表面上時，能夠實施 

,可藉由使第二光源發射的光 

t2）的保護層而會聚在第二光 

表面上時，來實施資訊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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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或複製，其中用於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

件的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足以下關係式，

■1/7 W ml W ・1/25 ( 1 )

光學攝像裝置中用於具有波長 λΐ的光通量之自第一 

光源至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 

足以下關係式，

I ml I < I Ml I ( 2 )

且，在物鏡光學元件上的至少一個表面設有一共用 

區，自第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及自第二光源發射的光通量 

通過此共用區，以分別地形成聚光點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及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 

表面上，且一專用區，自第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通過此專 

用區，並形成聚光點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 

表面上，且，自第二光源發射的光通量通過，然而未形成 

聚光點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以 

及，在共用區上，設有一共同繞射結構，其具有一校正功 

能，來減小當已通過共同繞射結構之具有波長 λΐ的光通 

量係穿過具有厚度11的保護層而會聚在第一光學資訊記 

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時所造成之球形像差，與當已通 

過共同繞射結構之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係穿過具有厚度 

t2的保護層而會聚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 

面上時所造成之球形像差之間的差，以及，在專用區上， 

設有一專用繞射結構，其具有依據具有波長λΐ的變化來 

控制球形像差之功能，當已通過專用繞射結構之具有波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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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ΐ的光通量係會聚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 

表面上，且已通過專用區之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在不同 

於形成在光軸的方向之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 

表面上的聚光點的點而交叉光軸時，此球形像差依據環境 

溫度的上升而增大。本發明的功能及功效係相同如項目

（1-1 ）中所述的功能及功效。

於項目（1・2 1）中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當 m2表示 

用於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件的光學系統放 

大率時，以下關係式被滿足。

I ml-m2| <0.5 （ 3 ）

於項目（1・2 2）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第一環形帶 

區及第二環形帶區，其藉由光軸的方向的階而分開並分別 

地具有中心在光軸上，係設在共用區上，且，共同繞射結 

構係設在定位更遠離光軸之第一環形帶區上，而，定位更 

接近光軸之第二環形帶區具有一折射界面。

於項目（1・23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比起第一環 

形帶區中鄰接第二環形帶區之邊緣部，第二環形帶區中鄰 

接第一環形帶區之邊緣部係定位更接近光軸的方向之光 

源。

於項目（1・2 4）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具有一折射 

界面在更遠離光軸的側上之第三環形帶區係設來鄰接第一 

環形帶區，且，比起第三環形帶區中鄰接第一環形帶區之 

邊緣部，第一環形帶區中鄰接第三環形帶區之邊緣部係定 

位更接近光軸的方向之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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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項目（1·25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共同繞射結

構具有光學特性，當光源的波長變得較長時，此光學特性

致使球形像差在已通過共同繞射結構的光通量下 。

於項目（1・26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在最佳影像 

平面的位置，已通過第一環形帶區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 

量的相位係不同自已通過第二環形帶區之具有波長 λΐ的 

光通量的相位達2π xi （ i ：整數）。

於項目（1・27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在最佳影像 

平面的位置，已通過第一環形帶區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 

量的相位係不同自已通過第三環形帶區之具有波長λΐ的 

光通量的相位達2兀xi （ i ：整數）。

於項目（1・2 8）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所有的共用區係設有一繞射結構。

於項目（1・2 9）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係一光學攝像 

裝置，其具有波長 λΐ的第一光源、具有波長λ2 （ λΐ < 

λ2 ）的第二及包括放大率轉換元件及一物鏡光學元件的聚 

光光學系統，以及，當聚光光學系統將自第一光源發射的 

光通量經由具有厚度t的保護層而會聚在第一光學資訊記 

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時，可實施資訊的記錄及/或複 

製，且可藉由將自第二光源發射的光通量經由具有厚度t 

（tlWt2）的保護層而會聚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 

訊記錄表面上，可實施資訊的記錄及/或複製，其中具有 

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件的光學系統放大率ml

滿足以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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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ml -1/25 ( 1 )

用於光學攝像裝置中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自第一 

光源至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足 

以下關係，

I ml I < I Ml I ( 2)

且，在物鏡光學元件的至少一個表面上，設有一共用 

區，自第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及自第二光源發射的光通量 

通過此共用區，並分別地形成聚光點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及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以及， 

一專用區，自第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通過此專用區，並形 

成聚光點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 

且，自第二光源發射的光通量通過，然而不會形成聚光點 

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且，在共用 

區上，設有一共同繞射結構，且共用區被分成數個具有階 

的環形折射界面於光軸的方向，自光軸依序地爲第一、第 

二...........第k表面(k係更大的自然數)，以及，比

起更遠離光軸的第n・l環形折射界面上之邊緣部，至少第 

η環形折射界面(η係更大的自然數nWk)的邊緣部係定 

位來更接近光學資訊記錄媒體於光軸的方向，且，比起更 

接近光軸的第n+1環形折射界面上(專用區的表面於n = k 

的例子)之邊緣部，更遠離光軸之第口環形折射界面的邊 

緣部係定位來更接近光學資訊記錄媒體於光軸的方向，然 

而，已通過第口表面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係會聚在不 

同於光軸的方向之最佳影像平面的位置之位置，已通過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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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區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形成第一聚光點在第一光學 

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然而，已通過專用區之 

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未形成第二聚光點在第二光學資訊 

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且，用於溫度校正的繞射結 

構係形成在專用區上，以及，設有一功能，當已通過用於 

溫度校正的繞射結構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係會聚在第 

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時，此功能依據具 

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的波長變化來控制依據環境溫度的上 

升而增大之球形像差，另者，已通過用於溫度校正的繞射 

結構之具有波長九2的光通量在不同自光軸的方向的第二 

聚光點之位置來交叉光軸。本發明的功能及功能係相同如 

項目（1·10 ）所述的功能及功效。

於項目（1・3 0）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中，當用於具有 

波長λ2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件的光學系統放大率係由 

m2表示時，以下關係被滿足。

|ml・m 2 I <0.5 （ 3 ）

於項目（1・31）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中，在最佳影像 

平面的位置，已通過第η表面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的 

相位係不同於已通過第η-l表面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 

的相位達2π xi （ i ：整數）。

於項目（1・32）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具有波長 

λΐ的第一光源、具有波長λ2 （ λΐ < λ2 ）的第二及包括放 

大率轉換元件及一物鏡光學元件的聚光光學系統，以及， 

當聚光光學系統將自第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經由具有厚度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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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的保護層而會聚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 

面上時，可實施資訊的記錄及/或複製，且可藉由將自第 

二光源發射的光通量經由具有厚度t(tlWt2)的保護層 

而會聚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可實 

施資訊的記錄及/或複製，其中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物 

鏡光學元件的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足以下關係，

・ 1 /7 垒 m 1 W ・ 1 /25 ( 1 )

用於光學攝像裝置中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自第一 

光源至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足 

以下關係，

I ml I < I M1.I ( 2 )

且，在物鏡光學元件的至少一個表面上，設有一共用 

區，自第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及自第二光源發射的光通量 

通過此共用區，並分別地形成聚光點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及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以及， 

一專用區，自第一光源發射的光通量通過此專用區，並形 

成聚光點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 

且，自第二光源發射的光通量通過，然而不會形成聚光點 

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且，共用區 

的一部份具有依據波長九1及波長入2間的波長差之校正功 

能，來減小當已通過共用區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係穿 

過具有厚度tl的保護層而會聚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的資訊記錄表面上時所造成之球形像差，與當已通過共同 

繞射結構之具有波長九2的光通量係穿過具有厚度t2的保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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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層而會聚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時 

所造成之球形像差之間的差，然而，專用區的一部份具有 

依據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的波長變化之控制功能來控制 

球形像差，當已通過專用繞射結構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 

量係會聚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時， 

此球形像差依據環境溫度的上升而增大，且，已通過專用 

區之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在不同於形成在光軸的方向之 

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的聚光點之位置 

而交叉光軸。本發明的功能及功效係相同如項目（1・1 ） 

或項目（1・10）中所述的功能及功效。

於項目（1・33）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 

件，當 m2表示用於具有波長 入2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 

件的光學系統放大率時，以下關係被滿足。

I ml-m2| <0.5 （ 3 ）

於項目（1-34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放大率轉換 

光學元件係一耦合透鏡。

於項目（1・35）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物鏡光學元 

件係一物鏡。

於項目（1・3 6）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物鏡光學元 

件係以塑膠製成。

於項目（1・37）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第一光源及 

第二光源係配置在相同的基板上。

於項目（1・3 8）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在距放大率

會聚元件之距離的方面，第一光源及第二光源係相同地配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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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光軸的方向。

以下將參考附圖說明本發明的第一實施例。圖2係關 

於本發明的實例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結構圖。於圖2所示的 

光學攝像裝置中，第一半導體雷射111，表示使用來實施 

第一光碟（例如，DVD ）的資訊的記錄及/或複製之第一 

光源，及第二半導體雷射212，表示使用來實施第二光碟 

（例如，CD ）的資訊的記錄及/或複製之第二光源，係配 

置在相同基板1 1 3上。

首先，當實施第一光碟的資訊的記錄及/或複製時， 

一雷射光通量係自第一半導體雷射111而發射。因此發射 

的光通量已通過偏振光束分裂器120及表示一放大率會聚 

元件的耦合透鏡115，而變得接近一平行光通量的發散光 

通量。此光通量係被光闌117而擋下，且係藉由表示一物 

鏡光學元件的物鏡116穿過第一光碟120的透明基板121 

而會聚在資訊記錄表面122上。

由資訊槽調變且反射在資訊記錄表面122上之光通 

量，係再次傳送穿過物鏡116、光闌117及耦合透鏡115 

以進入將在此反射的偏振光束分裂器120，藉由柱面透鏡 

180而產生像散現象，且，穿過凹透鏡150而進入光電檢 

測器130的光接收表面。這是可能藉由使用來自光電檢測 

器130的輸出信號而獲得記錄在第一光碟120上之資訊的 

記錄或複製的信號。

另一方面，當複製第二光碟時，一雷射光通量係自第 

二半導體雷射212而發射。以如自前述的第一半導體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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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發射的光通量之相同方式，因此發射的光通量通過偏

振光束分裂器120、耦合透鏡115、光闌117及物鏡

116，以使穿過偏振光束分裂器120的透明基板121而會

聚在資訊記錄表面122上。

由資訊槽調變且反射在資訊記錄表面122上之光通 

量，係再次傳送穿過物鏡 116、光闌117、耦合透鏡 

115、偏振光束分裂器120、柱面透鏡180及凹透鏡150, 

且進入光電檢測器130的光接收表面。以此相同方式，這 

是可能藉由使用來自光電檢測器1 3 0的輸出信號而獲得記 

錄在第一光碟120上之資訊的記錄或複製的信號。

以下將說明前述實施例的較佳例。

物鏡的兩表面係由以下’'數字广所示的非球形表面， 

其中 Z表示光軸的方向之軸線，h表示距光軸的高度，r 

表示曲率的近軸半徑，尤表示錐形的常數，及 A2i表示非 

球形表面的係數。

（式1 ）

Z= I U「£卅

1 ++ （方/尸）日

再者，一繞射結構係形成在光源側上的物鏡的非球形 

表面的表面上。繞射結構係以伽的單位由表示火燄波長 

λΒ的光學路徑差函數①之“數字2^予以表示。此第二階係 

數表示繞射部份的近軸能力。再者，球形像差可藉由除了 

第二階係數之外的係數而予以控制，諸如，例如，第四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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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或第六階係數。此例中的“可被控制"意指，球形像差 

係藉由施加相反特性中的球形像差至折射部份特有的球形 

像差而完全地予以校正於繞射部份中，或，球形像差係藉 

由一入射波長而校正，或，光斑係藉由利用繞射部份的波 

長依附性而造成。於此例中，由溫度變化所造成之球形像 

差亦可認定爲由溫度變化及繞射部份的球形像差變化所造 

成之折射部份的球形像差的總和。

（式2 ）

¢） = ^c2ih2i （mm）

（實例1・1 ）

以下所述的實例1・1係關於可應用至上述的實施例之 

物鏡。表1・1顯示關於實例1・1的物鏡之透鏡資料。附帶 

地，從現在起（包括表中的透鏡資料），1 0的指數（例 

如，2.5x10·?）係使用（例如，2.5χΕ·3 ）予以表示。

表1・1

fi=2.2 2min f2=2 ・ 23mm Mi=-0.1667 M2=-0.1648
ΝΑΙ:0.60 NA2:0・47 mi=-0 ・ 1000 m2=-0 ・ 0990

第i表面 Ri di (67 0mm) ni ( 67 0nm) di(789nm) ni(789nm)
0 8.29100 8.29100
1 -4・26577 0.80000 1.53921 0.80000 1.53587
2 -3.48388 8.52546 1.0 8.89806 1.0
3 1.49581 1.50000 1.53921 1.50000 1.53587
3! 1.75416 1.51419 1.53921 1.51419 ■ 1.53587
4 -3.88785 1.28150 1.0 0.90895 l・0
5 00 0.6 1.57653 1・2 1.57047
6 00

-31・



1266898
(28)

非球形表面資料

第2表面

非球形表面係數 κ = -1.0865 X E-1

第3表面 63(0<h<l ..160 mm: DVD/CD 共用區)

非球形表面係數

κ = -5.0435 X E-1 
Al = -1.3149 x E-2 
A2 = -1・3416 x E-3 
A3 = -6・5969 x E-4 
A4 = -8.3527 x E-4 
A5 = +5.6237 x E-4 
A6 = -1.4458 x E-4

Pl 4.0
P2 6.0
P3 8.0
P4 10.0
P5 12.0
P6 14.0

光學路徑差函數

（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數： 

標準波長1.0mm）

C4 = -7.9254 x E-0 
A6 = +5.0701 x E-1 
A8 = -7.6729 x E-1 
A10 = +1.7882 x E-1

第3'表面 (1.160 ram < h: DVD專用區J

非球形表面係數

κ = -4.8398 x E-1 
Al = +3.8936 x E-2 
Ά2 = -1・3304 x E-2 
A3 = -1.8461 x E-3 
A4 = +5.5374 x E-4 
A5 = +6.3164 x E-4 
A6 = -2.1371 x E-4

Pl 4.0
P2 6.0
P3 8.0
P4 10.0
P5 12.0
P6 14.0

光學路徑差函數

（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數： 

標準波長1.0mm）

C2 = -3.4110 x E+0
C4 = +9・5563 x E-1
A6 = -8.9185 x E-1
A8 = -2.0852 x E-2
A10 = +5.0103 x E-2

第4表面

非球形表面係數

κ = -1・ 6446 x E+l 
Al = +1.9964 x E-2 
A2 = -1・2869 x E-2 
A3 = +5.2796 x E-3 
A4 = -:L・2551 x E-3 
A5 = -1.6610 x E-4 
A6 = +6.1668 x E-5

Pl 4.0
P2 6.0
P3 8.0
P4 10.0
P5 12.0
P6 14.0

（實例1・2 ）

以下所述的實例1・2亦係關於可應用至上述的實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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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鏡。表1・2顯示關於實例1・2的物鏡之透鏡資料

表1・2

f i=l・ 65mm f2=l · 66mm Mi=-0.1665 M2=-0 ・1684
ΝΑΙ :0.65 NA2:0.50 mi=-0.05 πΐ2=-0 · 05

第俵面 Ri di (660mm) ni(660nm) di (785rm) ni(785nm)
0 7.67878 7.67878
1 -20.64788 50000 1.54076 I.50000 1.53716
2 -5.31143 5.00000 1.0 4.77290 1.0
3 1・12823 1.07000 1.53938 1.07000 1.53596
31 1.07437 1.07136 1.53938 1.07136 1.53716
4 -3・37604 0.77652 1.0 0.40360 1.0
5 00 0.6 1.57718 1.2 1.57063
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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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球形表面資料

第2表面

非球形表面係數
κ = -2.21766 X E-1

第 3 表面 (0<h<0.8774 mm: DVD/CD 共用區)

非球形表面係數

κ = -7.1436 X E-1 
Al = -1.3733 X E-2 
A2 = -1.1346 X E-3 
A3 = -9.9466 x E-3 
A4 = -3.3590 x E-3 
Ά5 = +丄・2870 x E-2 
A6 = -7.5424 x E-3

Pl 4.0
P2 6.0
P3 8.0
P4 10.0
P5 12.0
P6 14.0

光學路徑差函數
（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數： 
標準波長1.0mm）

C4 = -2・5175 x E+l 
Ά6 = -3・2573 x E+0 
A8 = -5.1432 x E+0 
A10 = +2.3869 x E+0

第3表面 （0.8774 mm < h: DVD專用區）

非球形表面係數

κ = -5・8942 x E-l 
Al = +4.4167 x E-3 
Ά2 = +1.9906 x E-3 
A3 = -6・9650 x E-3 
A4 = -7・4018 x E-4 
A5 = +6.1321 x E-3 
A6 = -4・2362 x E-3

Pl 4・ 0
P2 6.0
P3 8.0
P4 10.0
P5 12.0
P6 14.0

光學路徑差函數
（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數：
標準波長1.0mm）

C2 = -1.9480 x E+l 
C4 = +9・3550 x E+0
A6 = +丄・4926 x E+l
A8 = -1.6118 x E+l
A10 = +4.5614 x E+0

第4表面

非球形表面係數

κ =+4 ・ 6282 x E+0 
Al = +1.4280 x E-l 
A2 = -1.2458 x E-l 
A3 = +1.4186 x E-l 
A4 = -1.2095 x E-l 
A5 = +5.7591 x E-2 
A6 = -1.1354 x E-2

Pl 4.0
P2 6.0
P3 8.0
P4 10.0
P5 12.0
P6 14.0

依據第一實施例，這是可能提供一種光學攝像裝置 ，

其具有精巧架構，且可實施適當用於不同光學資訊記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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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資訊的記錄及/或複製，利用每一具有不同波長之光

源，以及，提供一種物鏡光學元件。

(第二實施例)

第二實施例中項目(2・1 )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藉 

由具有數個包括一物鏡光學元件(物鏡40 )的光學元件 

於其中之光學攝像裝置10予以表示，且，能夠藉由利用 

一物鏡光學元件會聚自第一光源11發射之具有波長λΐ的 

第一光通量在具有保護基板厚度t的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 

體20上，以及藉由會聚自第二光源12(tlWt2)發射之 

具有波長 λ2 ( λ2 > λΐ )的第二光通量在具有保護基板厚 

度t2(t2Ntl)的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21上，而實施 

不同資訊件的記錄及/或複製，其中光學元件的至少一者 

設有包括具有其中心在光軸L上的中心區 A1及定位繞著 

中心區的周圍區 A2之至少兩區在至少一個光學元件 41 

上，具有預先決定的階數之樓梯形不連續區31係週期地 

形成在中心區上，每一樓梯形階部3 1 a具有它們中心的同 

心圓在光軸上，且，設有相位調變機構30，藉由指定一 

相位差給具有波長λΐ的第一光通量及一指定的光學資訊 

記錄媒體在以下的條件下具有波長λ2的第二光通量的至 

少一者，相位調變機構30會聚此光通量，其中球形像差 

及/或波前像差係藉由與物鏡光學元件的合作而校正 ， 

且，具有波長λΐ之第一光通量及具有波長λ2的第二光通 

量進入物鏡光學元件作爲發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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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連續區意指一種結構，當在包括一光軸的平面上

（子午截面）觀察其截面時，此結構包含沿著光軸方向的

連續樓梯形階部，且具有藉由指定一相位差給進入不連續

區的指定的光通量來繞射光通量之功能。

相位調變機構僅必須設在構成光學攝像裝置的光學系 

統之數個光學元件的至少一者上。

相位調變機構僅必須設在一個光學元件上之一或數個 

光學表面的至少一者上。

因此，例如，相位調變機構可形成在光源側的光學表 

面上，或，在表示一光學元件之物鏡的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側的光學表面上，或，進一步形成在構成光學攝像裝置之 

光學元件的數個光學表面上，諸如形成相位調變機構在兩 

光學表面上。

假設，本發明書中的相位差0係在 OW0C2兀的範 

圍或於· π < 0 π °

自其上形成有相位調變機構之光學表面，產生無限階 

數的繞射線，包括零階繞射光、士初階繞射光、士次階繞 

射光...... ..且藉由改變不連續區的形狀，這是可能使特

定階數的繞射效率高於其它階數的繞射效率，或者於某些 

例子中，使特定階數的繞射效率（例如，+初階繞射光） 

實質地爲100% 。

附帶地，繞射效率係用來表示產生在不連續區上之繞 

射光的光量的比，且，所有階數的繞射效率的總和爲1。

於項目（2・1 ）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中，甚至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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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進入物 

鏡光學元件作爲發散光時，設有樓梯形不連續區的相位調 

變機構意指一相位差給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 

第二波長九2的光通量的至少一者，且，在球形像差及/或 

波前像差被校正的條件下，此光通量係藉由與物鏡光學元 

件的合作而會聚在一指定的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 。

因此，一光學元件，諸如已使用於習知無限型光學攝 

像裝置來使自光源的光通量準直成平行光以使光通量可進 

入物鏡光學元件之準直儀透鏡，成爲不需要，且，此裝置

的縮小尺寸及低成本可被達到。

至少一者光學元件的至少一者光學表面分成至少兩 

區，包括其中心在光軸上的中心區及定位繞著中心區的周 

圍區，且，當時機要求時，分別地具有波長λΐ及波長λ2 

各通過分開的各區之兩型光通量的至少一者係藉由相位調 

變機構而指定一相位差，因此，在像差被校正的條件下， 

光通量出現在一指定的資訊記錄媒體作爲繞射光。

因此其係可能增加像差校正的自由度。其更可能於尋

跡的過程中而控制彗形像差及像散現象的發生，且，控制

由溫度改變所造成之球形像差的發生。

而表示，h表示距光軸的高度，而Bn表示第η階(η係一

項目 (2-2 )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所述

的光學攝 像裝置，其中當形成不連續區的循環係由0

(h )=( B2h2 + B4h4 + B6h6 +................... Bnhn ) χ2 π 界定之相

位函數0 (h)予以表示時，其由0 ( h) /2兀的整數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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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數）的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數，且，當E2表示次光學

路徑差函數的係數而Ln表示距中心區的光軸最遠之位置

的高度時，OW I 0 （hin） /2兀・E2（h】n） 2 I垒10保持有

效。

於項目（2・2）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中，如項目（2・ 

1 ）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之相同功效可被獲得，且，這是 

可能將設在相位調變機構上之不連續區的數量限制在某一 

數量或更少，因此，在進入不連續區之發散光中，距除了 

階部的表面（光學功能表面）之外的部份進入之發散光的 

數量可被控制，其防止光量的衰退。

項目（2・3）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2）所述 

的光學攝像裝置，其中丨B 2 （ hin） 2 I V18保持有效。

項目（2・3）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中，項目（2・2）所 

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之相同功效可被獲得。

項目（2・4）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2· 

3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在具有波長九2之 

第二光通量通過中心區的光通量係會聚在第二光學資訊記 

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且，通過周圍區的光通量係會 

聚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

項目（2・4）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中，項目（2・1）・ 

（2・3 ）的任一者所述之相同功效可被獲得，且，通過周 

圍區之具有波長λ2的第二光通量可會聚在第二光學資訊 

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且例如，當實施CD資訊的 

複製及/或記錄時，作爲一資訊記錄媒體，因此，光學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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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裝置的零件的數量可被減少。

項目（2·5）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 ）・（2・

4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折射一光通量進

入周圍區之折射結構60被提供。

項目（2・5）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中，項目（2・1）・ 

（2・4 ）的任一者所述之相同功效可被獲得，且，設有相 

位調變機構之光學元件可更容易地製造，相較於完全是樓 

梯形不連續表面之光學元件或具有繞射閃耀形狀之光學元 

件，因爲此周圍區設有相對簡單的架構之折射結構。

項目（2・6）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2・ 

4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相同如形成在中 

心區上的相位調變機構之相位調變機構係設在周圍區上。

相較於相位調變機構僅設在中心區上之光學攝像裝 

置，項目（2-6 ）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中，如項目（2・ 

1 ）・（2-4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相同功效可 

被獲得，且，因爲此相位調變係形成在周圍區及中心區的 

兩者上。

項目（2・7）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6）所述 

的光學攝像裝置，其中設在周圍區上的相位調變機構之不 

連續區的階數係少中心區上之不連續區的階數。

項目（2・7 ）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中，如項目（2・6 ） 

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且，只要可能 

的話，形成在光學元件上的總階數可藉由減少設在相位調 

變機構上之不連續區的階數而予以減少，其使製造變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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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項目（2・8 ）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 ）・（2・

4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鋸齒狀環形帶50 

係設在周圍區上。

項目（2・9）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2・

4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此周圍區設有不 

連續表面，此不連續表面係藉由移動一指定的非球形表面 

形狀而形成爲平行光軸的方向之階的形式 。

項目（2・10）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

（2-9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在設在中心 

區上的相位調變機構之不連續區中，至少一個不連續區的 

階數爲4。

項目（2・11）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

（2-10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在設在中心 

區上的相位調變機構之不連續區中，至少一個不連續區的 

階數爲5。

項目（2-12 ）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

（2-11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第一 λΐ滿 

足 620nm W 九1 垒 680nm ，且，第二 λ2 滿足 75 0nmW 九 2W 

8 1 0nm °

項目（2・13）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 ）- 

（2-12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相位調變機 

構係形成在除了上述的物鏡光學元件外之光學元件上。

項目（2・14）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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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相位調變機

構係形成在上述之物鏡光學元件上。

項目（2・15）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 

（2・14）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光學系統的 

影像形式放大率m滿足-0.149^ -0.049 θ

項目（2・16）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中，如項目（2・

1 ） - （ 2-14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相同功效可 

被獲得，且，耦合透鏡變成不需要，導致光學攝像裝置的 

零件數量的減少。

附帶地，這是更佳地使影像形式放大率m在·0.147垒 

m -0.099的範圍內。

項目（2・16）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 

（2-15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中心區上的 

相位調變機構未指定一相位差給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 

量，或，由相當於不連續區的每一階的一階的深度指定的 

相位差的絕對値係在小於0.2兀弧度的範圍內。

項目（2・16 ）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中，如項目（2・

1 ）・（2-15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相同功效可 

被獲得，且，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波長九2的光通 

量的每一者的繞射效率可藉由指定一相位差於小於0.2兀 

弧度的範圍內而改變的，以及，一更佳的光量可使用來架 

構每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之每一資訊的記錄及/或複製。

項目（2・17）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

（2-16）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中心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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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調變機構未指定一相位差給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

量，或，由相當於不連續區的每一階的一階的深度指定的

相位差的絕對値係在小於0.2兀弧度的範圍內。

項目（2・17）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中，如項目（2・

1 ）・（2・16）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相同功效可 

被獲得。

項目（2・18）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 

（2-17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設在中心區 

上的相位調變機構之不連續區的數量係在3-18的範圍 

內。

項目（2・19）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 

（2-18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相位調變機 

構係形成在一光學元件的數個光學表面上。

項目（2-20 ）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項目（2・1 ）- 

（2-19 ）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3.2 <

R2/R1 <-1.9保持有效，R1表示較接近光源之物鏡光學元 

件的光學表面的曲率的近軸半徑，而 R2表示光學資訊記 

錄媒體上之曲率的近軸半徑。

項目（2・21）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係由光學攝像裝置 

的物鏡光學元件表示，此光學攝像裝置具有數個光學元 

件，且，藉由會聚自第一光源發射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 

量在保護基板厚度tl的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及藉 

由會聚自第二光源發射之具有第二波長λ2 （ λ2 > λΐ ）的 

光通量在保護基板厚度t2 （ t2> tl ）的第二光學資訊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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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上，實施不同資料件的複製及/或記錄，其中光學元 

件的至少一者設有包括具有其中心在光軸上的中心區及定 

位繞著中心區的周圍區之至少兩區在至少一個光學元件 

上，具有預先決定的階數之樓梯形不連續區係週期地形成 

在中心區上，每一樓梯形階部具有它們中心的同心圓在光 

軸上，且，設有相位調變機構，藉由指定一相位差給具有 

波長λΐ的第一光通量及一指定的光學資訊記錄媒體在以 

下的條件下具有波長 λ2的第二光通量的至少一者，相位 

調變機構會聚此光通量，其中球形像差及/或波前像差係 

藉由與物鏡光學元件的合作而校正，且，具有波長λΐ之 

第一光通量及具有波長λ2的第二光通量進入物鏡光學元 

件作爲發散光。

項目(2・21)所述的物鏡光學元件中，甚至當具有第 

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進入物鏡 

光學元件作爲發散光時，設有樓梯形不連續區的相位調變 

機構意指一相位差給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第 

二波長九2的光通量的任一者，在以下條件下，會聚光通 

量在指定的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其中球形像差及/或波 

前像差係由具有物鏡光學元件的配合而校正。

因此，一光學元件，諸如已使用於習知無限型光學攝 

像裝置來使自光源的光通量準直成平行光以使光通量可進 

入物鏡光學元件之準直儀透鏡，成爲不需要，且，此裝置 

的縮小尺寸及低成本可被達到。

至少一者光學元件的至少一者光學表面分成至少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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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包括其中心在光軸上的中心區及定位繞著中心區的周

圍區，且，當時機要求時，分別地具有波長λΐ及波長λ2

各通過分開的各區之兩型光通量的至少一者係藉由相位調

變機構而指定一相位差，因此，在像差被校正的條件下，

光通量出現在一指定的資訊記錄媒體作爲繞射光。

因此其係可能增加像差校正的自由度。其更可能於尋 

跡的過程中而控制彗形像差及像散現象的發生，且，控制 

由溫度改變所造成之球形像差的發生 。

以下將參考圖式說明本發明的物鏡光學元件及光學攝 

像裝置的第二實施例。

如圖3所示，光學攝像裝置10自第一半導體雷射1 1 

（光源）發射具有波長 λΐ （ =65 0nm ）的光通量給第一光 

學資訊記錄媒體20 （ DVD於本實施例），且，自第二半 

導體雷射12（光源）發射具有波長λ2 （ =7 80nm）的光通 

量給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21 （ CD 於本實施例）。然 

而，光學攝像裝置10使這些光通量進入表示設有相位調 

變機構30的光學元件之物鏡40（物鏡光學元件）作爲發 

散光，以分別地將光通量會聚在指定的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的資訊記錄表面20a及20b上，藉此，實施不同資訊件的 

記錄及記錄資訊的讀取。

附帶地，因爲第一半導體雷射11及第二半導體雷射

12係利用作爲光源如圖4所示，分別地自各半導體雷射 

發射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波長λ2之光通量係共 

同地以實線顯示於圖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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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記錄或複製DVD資訊時，自第一半導體雷射11發

射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通過繞射光柵13，且係藉由半

透鏡14而反射。再者，此光通量被光闌15擋下，且係藉 

由物鏡40穿過DVD的保護基板20b而會聚在資訊記錄表 

面2 0a上。

此例中物鏡40在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上的作用將予 

以後述。

然而，由資訊槽調變且反射在資訊記錄表面20a上之

光通量通過物鏡40、光闌15、半透鏡14及繞射光柵（未 

顯示）而進入光電檢測器16，且，光電檢測器16輸出的 

信號係使用來獲得信號以讀取記錄在DVD上的資訊。

當記錄或複製CD資訊時，自第二半導體雷射12發

射之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通過繞射光柵13，且係藉由半 

透鏡14而反射。再者，此光通量被光闌15擋下，且係藉 

由物鏡40穿過CD的保護基板21b而會聚在資訊記錄表 

面21a ±。附帶地，爲方便起見，CD的保護基板21b及 

DVD的保護基板20b係以圖3中的相同圖式而顯示。

此例中物鏡40在具有波長九2的光通量上的作用將予 

以後述。

然而，由資訊槽調變且反射在資訊記錄表面20a上之

光通量通過物鏡40、光闌15、半透鏡14及繞射光柵（未 

顯示）而進入光電檢測器16，且，光電檢測器16輸出的 

信號係使用來獲得信號以讀取記錄在CD ±的資訊。

再者，由形式的改變及光點位置的改變所造成之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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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在光電檢測器16上係爲了聚焦檢測及跟蹤檢測而檢 

測。基於檢測結果，一未顯示的二維致動器移動物鏡 

40，使得自第一半導體雷射11發射的光通量或自第二半 

導體雷射12發射的光通量，可形成一影像在DVD的資訊 

記錄表面20a上，且移動物鏡40，使得一影像可形成在 

一指定的軌道上。

如圖5所示，表示一物鏡光學元件的物鏡40係構成 

光學攝像裝置10的光學系統之雙面非球形表面單透鏡。 

在物鏡40的一側（較接近光源〉之光學元件4 1上，相位 

調變機構30係設於某一高度h或更低的範圍，其中心係 

在光軸L上（以下稱爲“中心區 ΑΓΌ ，且，鋸齒狀環形 

帶5 0係設在除了中心區 A1外的範圍（以下稱爲“周圍區 

A 2 ”）。

具體而言，包含與光軸 L的方向平行的樓梯形階部 

31a之樓梯形不連續區31係在指定的循環P而形成具有 

光軸L上的中心之同心圓的形狀。

如圖6（A）所示，每一不連續區31係包含與光軸的 

方向平行之五個樓梯形階部3 la °

附帶地，較佳地，構成一不連續區31之階部3 1 a的 

數量係5或6（不連續區的階數係4或5的），然而可在 

4至7的範圍內。再者，每一不連續區31亦可包含具有 

不同階數的階部31a，在前述範圍內（4至7）。

於本實施例中，相位調變機構30的四個不連續區31 

係在指定的循環P形成各具有一中心之同心圓的形式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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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L上，如圖5所示。

指定的循環 P係由0 ( h ) /2 7Γ的整數部份所表示，

此整數部份係以h及Bn除以由式3表示的相位函數0

(h)所獲得之値，h表示距光軸L的高度，而Bn表示具 

有2兀之第η階(η係一偶數)的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 

數。

(式3 )

0(力)= (：£ 对胪)x2〃
7=0

於此例中，較佳地，當Β2表示次光學路徑差函數的 

係數而hin表示距光軸L最遠之中心區A1的位置的高度 

時，以下條件被滿足。

0 垒 I 0 ( hin ) /2 7T 2 ( hin ) 2 I 10

再者，較佳地滿足B 2 ( hin) 2 I W 18的條件。

藉由指定的不連續區31的指定的循環P使得前述條 

件被滿足，這是可能控制不連續區31的數量於某一範圍 

內，藉此，使物鏡4 0的處理變簡單，且，這是可能藉由 

控制進入不連續區31的發散光中自除了樓梯形階部 31a 

的表面之外(光學功能表面)之一部份(例如，一側)而 

進入之發散光的量對光的總量的比，來防止光量的衰退。

再者，每一不連續區31係設有一形狀，此形狀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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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相位差給通過光軸L之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

然而僅一指定相位差給通過光軸L之具有波長λ2的光通

量。

附帶地，這是可能藉由調整構成不連續區31的樓梯 

形階部31a間的距離，也就是說，藉由調整樓梯形階部

3 1 a的一階的深度d (見圖6(a))，來調整指定用於第 

一波長 λΐ及第二波長 λ2之相位差的數量。因此，階部 

31a的一階的深度d亦可被調整，使得指定給具有第一波 

長λΐ的光通量之相位差的絕對値可變成小於0.2兀弧度。

附帶地，設計滿足前述條件的不連續區31之方法係 

爲已知的，依據此方法的解說將被省略。

在周圍區 Α2 ±形成有數個各具有中心在光軸L上的 

鋸齒狀環形帶50。

此鋸齒狀環形帶50亦相較於一形式，此形式未繞射 

通過周圍區 Α2之具有第一波長 λΐ的光通量，而僅繞射 

通過周圍區Α2之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

接著，將解說用於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玻長 

九2的光通量之物鏡40的作用。

首先，當具有波長λΐ的發散光進入物鏡40的周圍區 

Α2及中心區 Α1時，通過周圍區 Α2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 

通量未藉由繞射環形帶50而繞射，然而，藉由物鏡40的 

非球形表面的形狀而折射。通過中心區 Α1之具有波長λΐ 

的光通量係藉由物鏡40的非球形表面的形狀而折射，因 

爲如前述的相位調變機構30並未指定一相位差。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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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進入周圍區 A2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已進入中心

區Α1之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係分別地會聚在DVD的影

像記錄表面20a上。

另一方面，當具有波長λ2的發射光進入物鏡40的中 

心區 Α1及周圍區 Α2時，通過周圍區 Α2之具有波長λ2 

的光通量係藉由繞射環形帶50而予以繞射，而，當一指 

定的相位差係藉由相位調變機構30而指定時，通過中心 

區Α1之具有波長入2的光通量被繞射。

然後，通過周圍區 Α2之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係藉 

由繞射環形帶50而會聚在CD的資訊記錄表面21a外側 

的部份上，而.，通過中心區 A1之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 

僅係在以下條件下而會聚在CD的資訊記錄表面21a ±， 

其中球形像差係藉由相位調變機構30的繞射作用及物鏡 

40的折射作用的配合而校正。

附帶地，於上述的解說中，相位調變機構30未指定 

一相位差給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而指定一相位差給具 

有具有波長九2的光通量。然而，本發明未受限於此， 

且，本發明亦可利用相位差未指定至具有波長λ2的光通 

量而相位差係指定至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機構。

物鏡40上的周圍區Α2的結構僅必須是一種機構， 

其中具有波長λΐ的發散光係校正會聚在DVD的資訊記錄 

表面20a上，而，具有波長λ2的發散光係會聚在CD的 

資訊記錄表面2 1 a的外側上。

因此，例如，相同如形成於中心區 A1之相位調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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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30可形成在周圍區 A2 ±。於此例中，假設，形成在

周圍區A2上的相位調變機構30未指定一相位差給具有

波長 λΐ的發散光，然而指定一相位差給將被繞射之具有

波長λ2的發散光。

於此例中，較佳地，設在周圍區 Α2的相位調變機構 

3 0之不連續區3 1的階部3 1 a的數量係小於設在中心區A1 

的相位調變機構3 0上之不連續區31的階部3 1 a的數量。 

更佳地，設在中心區 A1的相位調變機構30之不連續區 

31的數量係在3至18的範圍內。

通常，當不連續區31的數量增加時，階部31a的數 

量增加且繞射效率被改善。然而，這是不需要改善繞射效 

率，因爲通過周圍區 A2之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未使用 

於資訊的複製及/或記錄，且，這是可能藉由限制不連續 

區31的階部31a的數量在前述範圍內來控制物鏡40的製 

造成本。

再者，周圍區 A2的結構可以是一結構，此結構包含 

以樓梯的形式由沿著光軸L的方向平行移動一指定的非球 

形表面形狀而獲得之不連續表面，且藉由指定一指定的光 

學路徑差給通過此不連續表面的光通量而繞射一光通量。

再者，周圍區 A2的結構亦可是具有藉由物鏡40的 

非球形表面形狀達成的折射功能之結構。

(實例2-1 )

接著，將說明顯示於前述實施例之光學攝像裝置1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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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實例。

於本實例中，相位調變機構30係設在中心區 A1 

上，其距光軸L的高度在物鏡40的一側(較接近光源) 

的光學表面上未大於1.38 mm，物鏡40表示圖5中所示的 

雙面非球形表面單透鏡，且，鋸齒狀環形帶50係設於周 

圍區A 2 °

具體而言，包含與光軸L的方向平行的樓梯形階部 

31a之數個不連續區31，係在指定的循環P形成具有中心 

在光軸 L上之同心圓，如中心區 A1上的相位調變機構 

3 0。

附帶地，圖5係使用於本實例之物鏡40的示意圖。 

因此，在圖5中的物鏡40上，四個不連續區31係形成在 

中心區 A1上，然而十二個不連續區31係形成在實際使 

用於本實例的物鏡上。

再者，每一不連續區31係包含五個階部3 1a，且如 

圖6 ( A )所示，階部3 1 a係配置使得當每一階部3 1 a接 

近光軸L時而向前突起。

再者，相位調變機構30設有一結構，藉由指定一不 

連續區的約每一階0.1兀弧度的相位差給具有波長λΐ的光 

通量，此結構會聚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在DVD的影像記 

錄表面20a ±，且，藉由指定一指定的相位差給具有波長 

λ2的光通量及藉此使其繞射，會聚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 

在CD的影像記錄表面21a。

繞射環形帶50具有一結構，此結構繞射具有波長λ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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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通量，且藉此使其會聚在DVD的影像記錄表面20a

上，以及，使其會聚在CD的影像記錄表面21上。

物鏡40的透鏡資料係顯示在表2-1及表2-2 ο

表2-1

實例（2 · 1 ）

焦距 f 1=2 ・ 4 5mm f 2=2 ・ 52mm
數値孔徑 NA1=0・60 NA2=0・47
影像形成放大率 m=-l/6 ・ 8 m=-l/6.7

第i表面 Ri di (655nm) ni(655nm) di(785nm) ni(785nm)
0 10.0 10.0
1 00 1.25 1.51436 1.25 1.51108
2 00 7.86011 1.0 8.12781 丄・0
3 1.67496 1.75 1.52915 1.75 1.52541
31 1.70255 0.00294 1.52915 0.00294 1.52541
4 -3.64079 1.53989 1.0 1.26219 1.0
5 00 0.60 1.57752 1.20 1.57063
6 00

* “dk顯示自第i表面至第（i + Ι）表面的位移。

* "3“顯示自第3表面至第3'表面的位移。

如表2・1所示，本實例的物鏡40被建立，當自第一 

光源11發射的第一波長λ 1係6 5 5 nm時，具有2.45 mm的 

焦距fi、0.60的影像側數値數値孔徑NA1及-1/6.8的影 

像形成放大率 且，當自第二光源21發射的第二波長

λ2係7 8 5nm時，具有2.5 2 mm的焦距f2 ' 0.47的影像側數 

値數値孔徑NA2及-1/6.7的影像形成放大率m。

表2-1中第1及2表面分別地顯示較接近繞射光柵 

13上的光源之表面，及較接近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之繞射 

光柵1 3的表面，第3、3，及4表面分別爲光源側之物鏡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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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光學表面中自光軸L的高度h之中心區 A1 ＞具有距

1.38 mm或更大的光軸L的高度之周圍區 A2、及光學資訊 

記錄媒體側之物鏡40的光學表面，以及，第5及6表面 

分別係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保護基板20b及21b的表面及 

資訊記錄表面20a及21a。再者，Ri表示曲率的半徑，di 

表示距第i表面至第（i + Ι）表面於光軸L的方向之位移 

量，及ni表示每一表面的折射率。

透鏡的第3、3,及4表面的每一者係形成爲由以下關 

係式指定之非球形表面，其中表2-1及表2-2中所示的係 

數代入以下關係式（式4），且具有基於光軸L之軸向對 

稱性。

（式4

於上述關係式，X （ h ）表示光軸 L的方向之軸線

（光的前進方向係正在符號上）、/€表示圓錐的常數，以 

及，A2i表示非球形表面的係數。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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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非球形表面資料

第3表面 (0Wh<l ・38nmi)

非球形表面的係數

κ = -8.1403E-01 
A4 = +3.2437E-03 
A6 = -3.4518E-03 
A8 = +5・1774E-03 
Ά10 = -3.7006E-03 
Ά12 = +1.3482E-03 
Ά14 = -2.0334E-04

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數

B2 = +7・5508E+00
B4 = -7.1441E-01
B6 = +7・9208E-02
B8 = -7.1571E-02
B10 = +1.8106E-02

第3'表面 (l・38mmWh)

非球形表面的係數

κ = -8.1000E-01 
A4 = +4.4764E-03 
A6 = -2.7908E-04 
Ά8 = +2.0702E-04 
A10 = -1.7861E-04 
A12 = +7.4388E-05 
A14 = -2.4519E-05

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數

B2 = -8・4641E-03
B4 = -6.6051E-01
B6 = +3.4445E-01
B8 = +2.5278E-02
BIO = +4.7696E-02

第4表面

非球形表面的係數

κ = -1.1984E+01 
A4 = +5.6688E-03 
A6 = +4.3010E-04 
A8 = -3.2242E-04 
A10 = -3・1994E-04 
A12 = +7.6388E-05 
Ά14 = -5・4308E-06

如上述，不連續區31的指定的循環P係由値0 (h) 

/2兀的整數部而表示，此値係藉由除以式1中所示的光學 

路徑差函數0 (h)，其中表2所示的係數係以λ帶入。

於本實例所示的光學攝像裝置及物鏡設有一結構，其 

中相位調變機構指定約每一階0.1兀的相位差給具有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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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1的光通量，且，指定一指定的相位差給具有波長入2的

光通量。因此，關於分別地具有通過中心區的波長λ 1及

波長λ2之光通量，這是可能在約8 5 %的繞射效率分別地

會聚DVD及CD的光通量。

再者，於此結構，形成在周圍區上的繞射環形帶被閃 

耀用於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因此，關於具有波長λΐ的 

光通量，這是可能在近乎100%的繞射效率而會聚 DVD 

的光通量。

再者，這已成爲可能在以下條件下會聚DVD及CD 

的光通量，其中由波長改變造成的球形像差已適當地校 

正，因爲通過中心區及周圍區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 

具有波長九2的光通量的繞射光可被利用。

（實例2-2 ）

於本實例中，如圖7所示，相位調變機構3 0係設在 

中心區Α1上及在周圍區Α2 ±，中心區Α1距光軸L的高 

度係1.3 8 mni或更小，此兩區域係位在表示雙面非球形表 

面單透鏡之物鏡40的光學表面41側上（光源側）。

具體而言，包含與光軸 L的方向平行的樓梯形階部 

31a之數個不連續區31，係在指定的循環P形成具有中心 

在光軸 L上之同心圓，如中心區 A1上的相位調變機構 

30。

附帶地，圖7係使用於本實例之物鏡40的示意圖。 

因此，在圖7中的物鏡40上，四個不連續區31係形成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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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區 Al上，然而十二個不連續區31係形成在實際使

用於本實例的物鏡上。

再者，每一不連續區31係包含五個階部31a，且如 

圖6(B)所示，階部3 1 a，係配置使得當每一階部31a接

近光軸L時而向前突起。

再者，甚至在周圍區 A2 ±，形成有三個包含樓梯形 

階部31a的不連續區31，樓梯形階部31a係與光軸L的 

方向平行，在指定的循環P以具有其中心在光軸L上之同 

心圓的形式，而成爲相位調變機構30。每一不連續區3 1 

包含五個階部31a，且如圖6(A)所示，它們係配置，使 

得當階部31a較接近光軸L時而向前突起。

中心區 A1上的相位調變機構30係設有一結構，其 

中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係會聚在CD的資訊記錄表面21a

上指定一相位差，然而，具有波長 λΐ的光通量被指定一

相位差，且藉此會聚在DVD的資訊記錄表面20a ±。

再者，周圍區 A2上的相位調變機構 3 0係設有一結

構，其中具有波長入2 的光通量未被繞射，且會聚在 CD

的資訊記錄表面2 1 a的外側上，以及，具有波長入1的光 

通量被指定一相位差，且藉此被繞射並會聚在DVD的資

訊記錄表面20a上。

物鏡40的透鏡資料係顯示於表3及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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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實例（2-2 ）

焦距 fi=2 ・ 36mm f2=2 ・ 38mm
數値孔徑 NA1=O.60 NA2=0.51
影像形成放大率 m=-l/8・0 m=-l/8.1

第i表面 Ri di(655nm) ni(655nm) di(785nm) ni(785nm)
0 10.0 10.0
1 00 1.25 1.51436 1.25 1.51108
2 00 9.97544 1.0 10.34470 1.0
3 ].・ 61368 1.80135 1・52915 1・ 80135 1.52541
3! 1・59522 0.00403 1.51915 0・ 00403 1.52541
4 -3.40195 1.36321 1.0 0.99395 1.0
5 00 0.60 1.57752 1.20 1.57063
6 8

* “di”顯示自第i表面至第（i+Ι）表面的位移。

* “d3"顯示自第3表面至第3'表面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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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非球形表面資料

第 3 表面 (0Wh＜：L・38inm)

非球形表面的係數

κ = -7.6977E-01
A4 = +1.0250E-02 
A6 = -1.8158E-03
A8 = -1.3917E-03 
A10 = +1.9019E-03 
A12 = -7.1677E-04 
A14 = +1・1697E-04

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數

B2 = -2.7871E-01
B4 = +1.0355E+00
B6 = -4.2129E-03
B8 = +4.6111E-02
B10 = 一CH8E-02

第 3'表面 (1.38mm^h)

非球形表面的係數

κ = -8.6858E-01 
A4 = +8.3450E-03 
A6 = -1.5112E-03 
A8 = +8.5363E-04 
A1O = -4.0799E-04 
A12 = +2.5325E-04 
Ά14 = -3・9800E-05

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數

B2 = +6.4315E+00
B4 = -3・6471E+00
B6 = +2.6586E-01
B8 = +2・2288E-01
BIO = -6.7202E-02

第4表面

非球形表面的係數

κ = -3・0329E+01 
A4 = -8.3902E-03 
A6 = +3.5649E-03 
Ά8 = +2.5562E-03 
A1O = -2・4827E-04 
A12 = -3.8271E-04 
Ά14 = +3.3834E-05 
A16 = +1.4882E-05

如表2・3所示，本實例的物鏡40被建立，當自第一 

光源11發射的第一波長λ 1係655nm時，具有2.36 mm的 

焦距fi、0.60的影像側數値孔徑NA1及-1/8.0的影像形 

成放大率m，以及，當自第二光源21發射的第二波長λ2 

係7 8 5 nm時，具有2.3 8 mm的焦距f2 ' 0.51的影像側數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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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徑NA2及· 1/8.1的影像形成放大率m。

透鏡40的第3、3,及4表面的每一者係形成爲由以 

下關係式指定之非球形表面，其中表2-3及表2-4中所示 

的係數被代入(式4 )中，且具有基於光軸L之軸向對稱 

性。

如上述，不連續區31的指定的循環P係由値0 (h)

/2兀的整數部而表示，此値係藉由除以式1中所示的光學 

路徑差函數0 ( h )，其中表2・4所示的係數係以λ帶

入。

於本實例所示的光學攝像裝置及物鏡設有一結構，其 

中形成在中心區上的相位調變機構未指定一相位差給具有 

波長λ2的光通量。因此，關於通過中心區之具有波長λ2 

的光通量，這是可能在近乎100%的繞射效率而會聚 CD 

的光通量。再者，關於通過中心區之具有波長 λΐ的光通 

量，這是可能在約87%的繞射效率而會聚DVD的光通 

量。

再者，優良的像差校正係可能的，因爲通過中心區及 

周圍區之具有波長 λΐ的光通量的繞射光係會聚在DVD 

上。這是更可能獲得足夠的光量用於資訊的記錄，因爲具 

有波長入2的光通量的折射光係會聚在CD ±。

以上所述確定，DVD及CD的相容性係充份的。

(實例2・3 )

於本實例中，如圖8所示，相位調變機構30係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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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距光軸L的高度爲1.25伽或更小之中心區A1 ±，及在

表示雙面非球形表面單透鏡之物鏡40的一側(光源側)

之光學表面4 1上，以及，作用如折射透鏡係設在周圍區

A2 ±之折射結構60 ο

具體而言，包含與光軸L的方向平行的樓梯形階部 

31a之數個不連續區31 係在指定的循環P形成具有中心 

在光軸 L上之同心圓，如中心區 A1上的相位調變機構 

30。

附帶地，圖7係使用於本實例之物鏡40的示意圖。 

因此，在圖7中的物鏡40上，四個不連續區31係形成在 

中心區 A1上，然而十二個不連續區31係形成在實際使 

用於本實例的物鏡上。

再者，每一不連續區3 1係包含五個階部31a，且如 

圖6 ( B )所示，階部3 1 a係配置使得當每一階部3 1 a更 

遠離光軸L時而向前突起。

相位調變機構3 0設有一結構，其中具有波長λ2的光 

通量係會聚在CD的資訊記錄表面21a上而無需指定一相 

位差，然而，具有波長 λΐ的光通量被指定一相位差，且 

藉此被繞射並會聚在DVD的資訊記錄表面20a上。

物鏡40的透鏡資料係顯示於表2・5及表2-6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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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實例（2-3 ）
焦距 fi=2 ・ 39mm f2=2 ・ 4 0mm
數値孔徑 ΝΆ1=0.60 NA2=0.47
影像形成放大率 m=-l/10 ・ 0 m=-l/l0.1

第俵面 Ri di (655nm) ni(655nm) di (785nm) ni (785nm)
0 10.0 10.0
1 00 1.25 丄·51436 1.25 1.51108
2 00 15.03953 1.0 15.41078 1.0
3 1・ 61123 1.75 1.52915 1.75 1.52541
31 1.60874 -0.00045 1.52915 -0.00045 1.52541
4 -3・66417 1.35047 l・0 0.97922 1.0
5 00 0.60 1.57752 1.20 1・57063
6 00

* “di•顯示自第i表面至第（i+Ι ）表面的位移。

*“d3…顯示自第3表面至第3'表面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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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非球形表面資料

第3表面 (0^h<l .25mm)

非球形表面的係數

κ = -8.3747E-01 
A4 = +4.5312E-03 
A6 = +2.1482E-03 
A8 = -1.4416E-03 
A10 = +1.3269E-03 
A12 = -5.3392E-04 
Ά14 = +5.8100E-05

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數

B2 = -2.2474E-02
B4 = +1・3947E+00
B6 = -2・9624E-01
B8 = +1.9503E-01
BIO = -5.1181E-02

第于表面 (l・25mniWh)

非球形表面的係數

κ = -8・4706E-01 
A4 = +3.2551E-03 
A6 = +1.1222E-03 
A8 = +3.1848E-04 
A10 = -2・9650E-05 
A12 = -4・3419E-05 
A14 = -8.9795E-05

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數

B2
B4
B6
B8
B10

第4表面

非球形表面的係數

κ = -6.7689E+00 
A4 = +1.9274E-02 
A6 = +4.2139E-04 
A8 = -2.6460E-03 
A10 = -5.6909E-04 
A12 = +5.6178E-04 
A14 = -9.1534E-05

如表2・5所示，本實例的物鏡40被建立，當自第一

光源11發射的第一波長九1係655 nm時，具有2.3 9 mm的 

焦距f］、0.60的影像側數値孔徑NA1及-1/10.0的影像形 

成放大率m;以及，當自第二光源21發射的第二波長λ2 

係7 8 5nm時，具有2.40 mm的焦距f 2、0.47的影像側數値

・62-



1266898
(59)

孔徑NA2及-1/10.1的影像形成放大率m。

透鏡40的第3、3,及4表面的每一者係形成爲由以 

下關係式指定之非球形表面，其中表2-5及表2-6中所示 

的係數被代入(式4)中，且具有基於光軸L之軸向對稱 

性。

如上述，不連續區31的指定的循環P係由値0 ( h )

/2兀的整數部而表示，此値係藉由除以式1中所示的光學 

路徑差函數0 ( h )，其中表6所示的係數係以λ帶入。

於本實例所示的光學攝像裝置及物鏡設有一結構，其 

中形成在中心區上的相位調變機構未指定一相位差給具有 

波長λ2的光通量。因此，關於通過中心區之具有波長λ2 

的光通量，這是可能在近乎100%的繞射效率而會聚 CD 

的光通量。再者，關於通過中心區之具有波長 λΐ的光通 

量，這是可能在高繞射效率而會聚DVD的光通量。

再者，優良的像差校正係可能的，因爲通過中心區及 

周圍區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的繞射光係會聚在DVD 

上。這是更可能獲得足夠的光量用於資訊的記錄，因爲具 

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的折射光係分 

別地會聚在周圍區的DVD及CD上。

以上所述這是確定，DVD及CD的相容性係充份的。

(實例2-4)

於本實例中，如圖9所示，相位調變機構3 0係設在 

其距光軸L的高度爲1.42 ππη或更小之中心區A1 ±，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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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雙面非球形表面單透鏡之物鏡40的一側(光源側)

之光學表面41上之周圍區A2。

具體而言，包含與光軸 L的方向平行的樓梯形階部 

31a之數個不連續區31 係在指定的循環P形成具有中心 

在光軸 L上之同心圓，如中心區 A1上的相位調變機構 

30。

附帶地，圖9係使用於本實例之物鏡4 0的示意圖。 

因此，在圖9中的物鏡40上，四個不連續區31係形成在 

中心區 A1上，然而十二個不連續區31係形成在實際使 

用於本實例的物鏡上。

再者，每一不連續區31係包含五個階部31a，且如 

圖6 ( B )所示，階部31a係配置使得當每一階部31a更 

遠離光軸L時而向前突起。

再者，包含與光軸L的方向平行的樓梯形階部31a之 

三個不連續區31，係在指定的循環P以具有中心在光軸L 

上之同心圓的形狀而均勻地形成在周圍區 A2作爲相位調 

變機構30 ο

每一不連續區 31係包含五個階部 31a，且如圖 6 

(B )所示，階部3 1 a係配置使得當每一階部3 1 a更遠離 

光軸L時而向前突起。

中心區 A1上的相位調變機構30係設有一結構，其 

中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係藉由被指定一相位差而繞射並 

會聚在 CD的資訊記錄表面21a上，然而，具有波長λΐ 

的光通量係會聚在DVD的資訊記錄表面20a上而未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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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相位差。

再者，周圍區 A2 ±的相位調變機構3 0係設有一結 

構，其中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被指定逼相位差，且藉此 

被繞射以會聚在CD的資訊記錄表面21a上，然而，具有 

波長λΐ的光通量未被指定一相位差且會聚在DVD的資訊 

記錄表面20a上。

物鏡40的透鏡資料係顯示於表2・7及表2-8 θ

表2・7

實例（2-4）

焦距 fi=2 ・ 80mm f2=2 ・ 81min
數値孔徑 ΝΑ1=0・60 NA2=0.47
影像形成放大率 m=-l/15.0 m=-l/15 ・1

第i表面 Ri di (655nm) ni(655nm) di (785nm) ni(785nm)
0 10.0 10.0
1 00 1.25 1.51436 1.25 1.51108
2 00 33.63106 1.0 34.01354 1.0
3 1.84007 1.90 1.52915 l・90 1.52541
3! 1.84007 0.0 1,52915 0.0 1.52541
4 -4.92462 1.60894 1.0 1.22646 1.0
5 00 0.60 1.57752 1.20 1.57063
6 00

"di”顯示自第i表面至第（i+Ι ）表面的位移。

* “d3^顯示自第3表面至第3'表面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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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非球形表面資料

第3表面 (OWh<l・42mm)

非球形表面的係數

κ = -8.0672E-01
A4 = +4.9515E-03
A6 = +1.3804E-04
A8 = +1・1130E-04 .
A10 = -4.4350E-05
Ά12 = +1.9589E-05
:A14 = -4・9821E-06

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數

B2 = -1・ 1116E4-00
B4 = -7.3368E-01
B6 = -2・9250E-01
B8 = -2.0187E-01
BIO = +4・3038E-02

第3'表面 (1.425irun^h)

非球形表面的係數

κ = -8.0672E-01 
A4 = +4.9515E-03 
A6 = +1.3804E-04 
A8 = +1.1130E-04 
A10 = -4.4350E-05 
A12 = +1.9589E-05 
A14 = -4.9821E-06

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數

B2 = +5.7606E+00
B4 = -3.8733E+00
B6 = +3.8208E-01

第4表面

非球形表面的係數

κ = -2. 6508E+01 
A4 = +3.4985E-03 
A6 = +2.4350E-04 
A8 = -1・8017E-04 
A10 = -8.7274E-05 
Ά12 = +5.7455E-06 
Ά14 = +3.2581E-06

如表2・7所示，本實例的物鏡40被建立，當自第一 

光源11發射的第一波長λΐ係6 5 5nm時，具有2.80 mm的 

焦距fi、0.60的影像側數値孔徑NA1及-1/15.0的影像形 

成放大率以及，當自第二光源21發射的第二波長λ2 

係7 8 5 nm時，具有2.81 ππη的焦距f2 > 0.47的影像側數値 

孔徑NA2及-1/15.1的影像形成放大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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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鏡40的第3、3,及4表面的每一者係形成爲由以

下關係式指定之非球形表面，其中表2・7及表2-8中所示

的係數被代入(式4)中，且具有基於光軸L之軸向對稱

性。

如上述，不連續區31的指定的循環P係由値0 ( h )

/2兀的整數部而表示，此値係藉由除以式1中所示的光學 

路徑差函數0 ( h )，其中表2・8所示的係數係以λ帶

入。

於本實例所示的光學攝像裝置及物鏡設有一結構，其 

中分別形成在中心區及周圍區上的相位調變機構指定一相 

位差給具有波長 λ2的光通量。因此，通過中心區之具有 

波長 λ2的光通量的繞射光及周圍區可被利用，因此，在 

由波長變化所造成的球形像差係適當校正之條件下，這已 

是可能會聚DVD上的光通量。

這更可能獲得足夠的光量用於資訊的記錄，因爲通過 

中心區及周圍區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的折射光係會聚 

在DVD上。

以上所述這是確定，DVD及CD的相容性係充份的。

中心區 A1上的相位調變機構30係設有一結構，其 

中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被指定一相位差，且藉此被繞射 

以會聚在CD的資訊記錄表面21a上，以及，具有波長λΐ 

的光通量未被指定一相位差以會聚在DVD的資訊記錄表 

面20a上。

再者，周圍區 A2的相位調變機構30係設有一結

-67・



1266898
(64)

構，其中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被指定一相位差，且藉此

被繞射以會聚在CD的資訊記錄表面21a上，以及，具有

波長λΐ的光通量未被指定一相位差以會聚在DVD的資訊

記錄表面20a上。

附帶地，其上形成有相位調變機構30的光學元件未 

受限於上述的物鏡光學元件(物鏡40 )，且，例如，圖 

10中所示，相位調變機構30亦可以扁平板的形式而形成 

在光學元件 70上(見圖11(A )・11 (C))，扁平板係 

配置接近至物鏡40。

具體而言，包含與光軸 L的方向平行的樓梯形階部 

31a之五個不連續區31，係在一指定的循環以具有中心在 

光軸 L上之同心圓的形狀而形成在扁平板狀光學元件70 

的一側(光源側)之光學表面71的中心區A1上，而作 

爲相位調變機構30。每一不連續區31包含四個階部 

31a，及，圖11(A )所示的不連續區31係設有一結構， 

其中每一階部31a係在接近光軸L如圖6(C)所示時而 

向前突起，及，圖11(B)所示的不連續區31設有一結 

構，其中每一階部3 1a係在更遠離光軸L時而向前突起， 

如圖1 1 ( B )所示。

這更可能配置相位調變機構30在中心區 A1及周圍 

區 A2上，及，中心區 A1可設有一結構，其中階部31a 

係在接近光軸L時而向前突起，以及，周圍區 A2可設有 

一結構，其中階部31a係在更遠離光軸L時而向前突起， 

如同圖11 (C)所示之扁平板狀光學元件70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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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12(A)所示，這亦是可能配置中心區 A1的不

連續區31，使得階部31a係在接近光軸L時而向前突

起，以及，配置周圍區A2的不連續區31，使得階部31a

係在更遠離光軸L而向前突起。

這是更可能利用一結構，其中中心區 A1的不連續區 

31係配置，使得階部3 1 a係在接近光軸L而向前突起， 

且，折射結構60係設在周圍區A2上，如圖12 ( B )所 

示。

這亦是可能配置中心區 A1及周圍區 A2的不連續區 

31，使得階部31a可在接近光軸L而向前突起，如圖12 

(C )所示。

再者，相位調變機構30可形成在一物鏡的數個光學 

表面上，例如，在光源側及光學資訊記錄媒體側之兩個光 

學表面的每一者上，然而，解說將被省略。

再者，這是較佳地使影像形成放大率m在-0.149至· 

0.049的範圍內。

較佳地，當 R1表示光源側之物鏡光學透鏡的光學表 

面的曲率的近軸半徑及R2表示光學資訊記錄媒體側上之 

光學表面的光學表面的曲率的近軸半徑時。

・3・2 < R2/R1 < ・1 .9

依據第二實施例，甚至當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 

及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進入物鏡光學元件作爲發散 

光，設有不連續區的相位調變機構指定一相位差給具有第 

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的至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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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且，在球形像差被校正之條件下，此光通量係藉由 

具有物鏡光學元件的配合而會聚在一指定的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上。因此，諸如準直儀透鏡的光學元件，此準直儀已 

使用於習知無限型光學攝像裝置來瞄準自光源發射的光通 

量成平行光使得光通量可進入物鏡光學元件，變成不需 

要，且，此裝置的縮小尺寸及低成本可被達到。

(第三實施例)

於項目(3・1)中所述之聚光光學系統係一聚光光學 

系統，其中包括至少一物鏡光學元件之光學元件部且包含 

數個光學元件被提供，具有波長 λΐ ( 63 0nm W九1 S 

6 80nm)的光通量係會聚在具有保護基板厚度tl之第一光 

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且，具有波長 λ2

(7 60nm 九2$ 6 8 Onm )的光通量係會聚在具有保護基板 

厚度t2 ( tl < t2 )之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 

面上，其中分別用於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第 

二波長λ2的光通量之光學系統放大率 ml及 m2，分別地 

滿足 ml^O及 m2H0，且，在光學元件部的至少一個光 

學表面上設有一共用區，其中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 

通過，且，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係會聚在第一光學 

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以及，具有第二波長 

λ2的光通量通過，且，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係會聚 

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具有它們中 

心在光軸上之數個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係經由階表面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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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成，且，與階表面的光軸平行之距離X滿足5.5μιη垒

X W 7 μηι。

於項目(3・1)中所述之聚光光學系統，設有一共用 

區於此聚光光學系統中，其中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 

通過光學元件部的至少一個光學表面，且，立即在通過後 

的光通量係會聚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 

上，以及，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通過，且，立即在 

通過後之光通量係會聚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 

錄表面上，及，此共用區係設有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 ， 

且，各具有與光軸平行的距離X之階表面滿足5.5 μπι Ex 

垒 7 μπι。

當平行光軸的距離係小於5・5μπι，自實質爲具有波長 

λΐ的光通量五倍的距離之偏差變得更大，其降低分別具 

有波長λΐ及波長入2的光通量的每一者之光利用效率，此 

光通量係分別地會聚在第一及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 

訊記錄表面上。甚至當平行光軸的距離X大於7μιη時， 

自實質爲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五倍的距離之偏差變得更 

大，其降低分別具有波長λΐ及波長九2的光通量的每一者 

之光利用效率，此光通量係分別地會聚在第一及第二光學 

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光利用效率係聚光點的 

光量對入射光量進入聚光光學元件的物鏡光學元件的比。

因此，已通過鄰接的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之具有第一 

波長λΐ的光通量具有約5 χλΐ的光學路徑差，而這是可 

能增強光利用效率，因爲相位係相互一致在第一光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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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媒體的聚光點上。再者，已通過鄰接的環形帶光學功

能表面之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具有約4χλ2的光學

路徑差，而這是可能增強光利用效率，因爲相位係相互一

致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聚光點上。

再者，分別用於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第 

二波長λ2的光通量之光學系統放大率ml及m2分別地滿 

足 ml^O及 m2H0。因此，有限系統的光通量係使用來 

會聚在第一或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因此，這不需要 

提供諸如準直儀透鏡用來準直光通量的光學元件，且，這 

是可能減少組件的數量，縮小尺寸諸如具有聚光光學元件 

的光學攝像裝置之設備並強低其成本 。

於項目（3·2）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係於項目（3・ 

1 ）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的 

數量係4-60的任一者。

於項目（3・2）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中，環形帶光 

學功能表面的數量係4・60的任一者。這是因此可能使環 

形帶光學功能表面的數量成爲用於保護基板厚度tl及12 

的適當値，因此，足夠光利用效率可被獲得，且，環形帶 

光學功能表面的製造可變得容易。當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 

的數量小於4時，這是難以實現用於具有一薄保護基板的 

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之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的足夠光學功 

能。當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的數量小於60時，於垂直環 

形帶光學功能表面的光軸的方向之距離係更小的，其致使 

難以製造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當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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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更遠大於60時，光通量不會通過之階表面的區域的

比成長更大，且，光利用效率被降低。

於項目（3・3）所述之本發明係於項目（3·1）或（3· 

2 ）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設有共用區的光學元件係 

一耦合透鏡。

於項目（3・3）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設有共用區 

的光學元件係一耦合透鏡。因此，這是可能藉由配置不同 

於項目（3・1）或（3・2）中所述之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及 

階表面在物鏡光學元件上而提供其它校正功效。這亦是可 

能使用不具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或階表面之一般且低廉的 

物鏡光學元件。

於項目（3・4）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係於項目（3・ 

1 ）・（3-3 ）任一者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設有共用 

區的光學元件係上述的物鏡光學元件。

於項目（3・4）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設有共用區 

的光學元件係一物鏡光學元件。因此，這是可能減少聚光 

光學元件的組件的數量並達到縮小尺寸及降低成本。

於項目（3・5）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係於項目（3・ 

1 ）・（3-4 ）任一者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光學系統 

放大率ml滿足・l/3WmlW0。

於項目（3・5 ）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光學系統放 

大率ml滿足· l/3£mlW0。因此，這是可能防止大尺寸的 

聚光光學元件，此系統係由正値的光學系統放大率ml所 

造成。這更加可能防止會聚在第一及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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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每一者上之光通量的波前像差由於誤差特性而變得更

大，當光學系統放大率ml小於・1/3時及當光源偏離自光

軸時，造成此誤差特性。

於項目（3・6）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係於項目（3・

1 ）・（3-5 ）任一者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光學系統

放大率 m2滿足-1/3 ml 0 ο

於項目（3・6）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光學系統放 

大率m2滿足・l/3WmlW0。因此，這是可能防止利用聚光 

光學元件之大尺寸設備，此系統係由正値的光學系統放大 

率 m2所造成。這更加可能防止會聚在第一及第二光學資 

訊記錄媒體的每一者上之光通量的波前像差由於誤差特性 

而變得更大，當光學系統放大率ml小於・1/3時及當光源

偏離自光軸時，造成此誤差特性。

於項目 （3・7）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係於項目（3・

1 )・(3-6 ) 任一者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用於具有

第一波長λ 1 的光通量之焦距fl滿足flW 4mm θ

於項目 （3-7 ）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用於具有第

波長九1的光通量之焦距fl滿足fl W 4mm。這是可能使

焦距fl變小，且縮小尺寸諸如設有聚光光學元件的光學

攝像裝置之設備。

於項目（3・8）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係於項目（3・

1 ） - （ 3-7 ）任一者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用於具有 

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之焦距f2滿足f2W 4mm。

於項目（3・8 ）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用於具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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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波長λ2的光通量之焦距f2滿足f2W 4mm。這是可能使

焦距f2變小，且縮小尺寸諸如設有聚光光學元件的光學

攝像裝置之設備。

於項目（3・9）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係於項目（3・ 

1 ）・（3・8）任一者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在具有第 

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的影像側上之數値孔徑ΝΑ1滿足0.55 

W ΝΑ1 £ 0.67。

影像側上之數値孔徑係影像側上之數値孔徑，其係由 

於光通量的限制而界定，此限制有助於形成一聚光點在光 

學資訊記錄媒體的最佳影像點上。當數個光學元件存在 

時，影像側上之數値孔徑意指聚光光學元件中之最接近光 

學資訊記錄媒體之光學元件的影像側上之數値孔徑。

於項目（3・9）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具有第一波 

長λΐ的光通量的影像側上之數値孔徑ΝΑ1滿足0.55垒 

NA1W0.67。因此，光通量可依據用於資訊的第一光學資 

訊記錄媒體的記錄密度而適當地會聚。

於項目（3・1 0 ）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係於項目（3・ 

1 ） - （ 3-9 ）任一者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在具有第 

二波長λ2的光通量的影像側上之數値孔徑ΝΑ2滿足0.44 

垒 ΝΑ2 0.55 ο

影像側上之數値孔徑係影像側上之數値孔徑，其係由 

於光通量的限制而界定，此限制有助於形成一聚光點在光 

學資訊記錄媒體的最佳影像點上。當數個光學元件存在 

時，影像側上之數値孔徑意指聚光光學元件中之最接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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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資訊記錄媒體之光學元件的影像側上之數値孔徑 。

於項目（3・10）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具有第二波

長λ2的光通量的影像側上之數値孔徑ΝΑ2滿足0.44 §

NA2W0.55。因此，光通量可依據用於資訊的第一光學資

訊記錄媒體的記錄密度而適當地會聚。

於項目（3・11）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係於項目（3・

1 ）・（3-10 ）任一者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設有一繞 

射結構部之共用區，其中入射光係由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 

而繞射的。

於項目（3・11）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係於項目（3・

I ）・（3-10 ）任一者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設有一繞 

射結構部之共用區，其中入射光係由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 

而繞射的。這因此可能藉由繞射結構部的繞射，而減小會 

聚在第一及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每一者上之光通量的 

光束像差，藉此，縮小光軸上實質對一點之焦點的位置。

於項目（3・12）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係於項目（3・

II ）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由繞射結構部的繞射之 

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繞射光中，具有最大繞射效率之繞射 

光的繞射階Κ1爲5，且由繞射結構部的繞射之具有第二 

波長λ2的繞射光中，具有最大繞射效率之繞射光的繞射 

階Κ2爲4。

於項目（3・12）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由繞射結構 

部的繞射之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繞射光中，具有最大繞射 

效率之繞射光的繞射階Κ 1爲5，且由繞射結構部的繞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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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具有第二波長λ2的繞射光中，具有最大繞射效率之繞 

射光的繞射階Κ2爲4。這因此可能增強會聚在第一光學 

資訊記錄媒體上之光通量的光利用效率，因爲繞射效率係 

藉由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第5階繞射光而成爲最大値。同 

時，會聚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之光通量的光利用效 

率可被增強，因爲繞射效率係藉由具有第二波長λ2的第 

4階繞射光而成爲最大値。

於項目（3・1 3 ）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係於項目（3・ 

1 ）・（3-10 ）任一者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通過環形 

帶光學功能表面之第一波長λΐ及第二波長λ2的每一者出 

現於由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所折射的方向 。

於項目（3・13）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通過環形帶 

光學功能表面之第一波長λΐ及第二波長九2的每一者出現 

於由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所折射的方向。因此，已通過鄰 

接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之第一波長λΐ的折射光通量具有 

約5 χλΐ的光學路徑差，而相位係相互一致在第一光學資 

訊記錄媒體上的聚光點。再者，已通過鄰接環形帶光學功 

能表面之第二波長九2的折射光通量具有約4χλ2的光學 

路徑差，而相位係相互一致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的 

聚光點。再者，相較於用來設置繞射結構部的時機，環形 

帶光學功能表面的數量可被減少，且，聚光光學元件的製 

造可變得容易。

於項目（3·14）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係一光學攝像 

裝置，其發射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第一光源、發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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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波長 λ2的光通量之第二光源及於項目（3・1）・（3・

13 ）的任一者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光通量發射自第 

一光源發射之具有波長λΐ係藉由聚光光學元件而會聚在 

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以實施資訊的 

記錄及複製的至少一者，且，光通量發射自第二光源發射 

之具有波長λ2係藉由聚光光學元件而會聚在第二光學資 

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以實施資訊的記錄及複製 

的至少一者。

資訊的記錄係用來將由聚光光學元件發射的光通量經 

由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保護基板而會聚在一資訊記錄表面 

上，並記錄資訊在資訊記錄表面上。

資訊的複製係用來將由聚光光學元件發射的光通量經 

由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保護基板而會聚在一資訊記錄表面 

上，並複製記錄在資訊記錄表面上之資訊。

於項目（3・14）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發射具有 

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第一光源、發射具有波長九2的光通量 

之第二光源及於項目（3・1）・（3-13 ）的任一者所述之聚 

光光學元件，且會聚一光通量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與 

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每一者的影像記錄表面上，以實 

施資訊的記錄及複製的至少一者。因此，光學攝像裝置具 

有於項目（3・1）・（3-13 ）的任一者所述之功效，並藉由 

聚光光學元件而會聚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在第一光 

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以實施資訊的記錄及 

複製的至少一者，並藉由聚光光學元件而會聚具有第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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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λ2的光通量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

上，以實施資訊的記錄及複製的至少一者。

於項目（3・15）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係於項目（3·

14 ）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其中第一光源及第二光源係 

堅固整合的。

於項目（3・15）中所述之聚光光學元件，第一光源及 

第二光源係堅固整合的。由於此，第一光源及第二光源係 

堅固結合的，其使光學攝像裝置在尺寸上變小。

以下將參考圖式而說明第三實施例。

首先，將參考圖13說明本實施例的光學攝像裝置

1。圖1 3係關於本實施例之設有物鏡2 1 4之光學攝像裝置 

1的結構圖。

本實施例的光學攝像裝置1係一裝置，其會聚發射自 

半導體雷射光源211的光通量L在表示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的實例之CD222或DVD221上，以實施資訊的記錄或複 

製。

如圖13所示，光學攝像裝置1包含：半導體雷射光 

源250，其發射一光通量，光束分裂器212，其傳輸自半 

導體雷射光源250發射旳光通量，且使反射在CD222或 

DVD221上的光通量分支，光闌213，用於已通過第二半 

導體雷射212的光通量，物鏡214，表示一聚光光學元件

（光學元件部、物鏡光學元件），其會聚已通過光闌213 

的光通量在DVD221或CD222上，二維致動器215，其移 

動物鏡214於光軸的方向，及於與 DVD221或 CD22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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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記錄表面平行且垂直圓周之方向，柱面鏡216，意指

像散現象至已分支在第二半導體雷射212上的光通量，凹

面鏡 217及光電檢測器 230。再者，這是可能設置

DVD22 1或CD222於光學攝像裝置1。

物鏡214係具有兩側非球形表面之單一透鏡，且，包 

含自半導體雷射光源2 50發射的光通量之入射表面241、 

出射光射出至DVD221或CD222 ±之出射表面242、及設 

在外周上的凸緣部214a。凸緣部214a使其可能容易安裝 

物鏡214在光學攝像裝置1上。再者，凸緣部214a可容 

易地增強安裝的精密度，因爲其具有延伸於實質垂直物鏡 

214的光軸 L的方向之表面。圖13中的物鏡214的光軸 

被假設爲光軸L （未顯示），此光軸與符合DVD22 1之光 

通量的光軸L1及符合CD222之光通量的光軸L2分開。 

作爲物鏡2 1 4的材料，例如可使用，諸如烯類的樹脂之光 

學透明塑膠。藉由使用塑膠，這是可能實現輕量且低成本 

的物鏡214，並容易製備繞射結構部S 繞射結構部S將 

後述。

再者，於半導體雷射光源25 0中，諸如LD （雷射二 

極體）的光源部2 11，其發射將會聚在DVD221上之具有 

65 5nm的工作標準波長λοι的光通量，及諸如LD的光源 

部212，其發射將會聚在CD222上之具有7 8 5 nm的工作 

標準波長九02的光通量，係以堅固整合（單一封裝）的方 

式而提供。工作標準波長入οι及λ°2分別地係DVD及CD 

的標準波長。分別自光源部211及212發射之光通量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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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實際上成爲工作波長入11及九12。工作波長入1】及λ12

可能具有分別來自工作標準波長入01及λ°2之誤差，因爲

光源部211及212中的溫度改變及模式跳躍。

DVD221係設有其上記錄有資訊之資訊記錄表面

22 1a，及形成在資訊記錄表面221a上以保護資訊之保護 

基板221b。CD222設有其上記錄有資訊之資訊記錄表面 

222a，及形成在資訊記錄表面222a上以保護資訊之保護 

基板222b。作爲保護基板221b及保護基板222b的每一 

者的材料，例如可使用，諸如聚碳酸樹脂(PC )之光學 

透明的材料。

物鏡214具有用於會聚有限型的光通量之結構。於使 

用的有限型的光通量之結構的例子，光學系統放大率ml 

於會聚具有工作波長入I】的光通量的例子滿足 mlHO, 

且，光學系統放大率m2於會聚具有工作波長入］2的光通 

量的例子滿足m2H0。

現在，將參考13、14及15說明之光學攝像裝置1的 

操作。圖14係物鏡214的截面圖於會聚在DVD221上的 

光的例子。圖15係物鏡214的截面圖於會聚在CD222上 

的光的例子。於圖14及15中，物鏡214的凸緣部214a 

被省略。首先，將說明用來記錄或複製DVD221的資訊之 

時機。

首先，具有工作波長λ 1］的光通量係自半導體雷射光

. 源250的光源部211而發射。然而，光通量通過配置在半

導體雷射光源250及物鏡214間的光束分裂器212，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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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光闌213擋下而前進至物鏡214。

然而，光通量進入物鏡214的入射表面24 1，且，自 

出射表面 242出射以會聚在 DVD221的資訊記錄表面 

221a ±作爲焦點Lla。於記錄及複製DVD221的資訊的兩 

例子中，光通量係會聚在資訊記錄表面 222作爲焦點 

Lla ο自半導體雷射光源2 5 0發射的強度被建立，使得記 

錄資訊的例子中之強度高於複製資訊的例子中的強度。

當複製記錄在DVD221上的資訊時，已自物鏡214出 

射的光通量係藉由資訊槽而進一步調變，且反射在資訊記 

錄表面22 1a上。反射的光通量再次連續地通過物鏡214 

及光闌213，且係藉由作爲光學路徑改變機構的光束分裂 

器212而反射及分支。分支的光通量係藉由柱面鏡216而 

被給定像散現象，且，通過凹面鏡217以進入光電檢測器 

230。光電檢測器23 0檢測來自凹面鏡217的入射光以輸 

出信號，且因此，用於讀取記錄在DVD221上的資訊之信 

號係藉由輸出信號的使用而獲得。

再者，由形式改變及光電檢測器23 0 ±點位置改變所 

造成之光量變化被檢測，且，聚焦檢測及軌道檢測被實 

施。基於檢測結果，二維致動器2 1 5移動物鏡2 1 4於光軸 

L1的方向，使得自光源部211發射的光通量可形成影像 

在DVD221的資訊記錄表面221a上作爲焦點Lla。同 

時，物鏡214係移動於平行資訊記錄表面221a且垂直軌 

道的圓周之方向，使得自半導體雷射光源250發射的光通 

量可形成影像在資訊記錄表面221a ±的指定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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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所述亦應用至用於記錄或複製 CD222的資訊之 

時機。當記錄或複製記錄在 CD222上的資訊時，自光源 

部212發射的光通量過光束分裂器212及光闌213，然 

而，進入物鏡214的入射表面241並自出射表面242出 

射，以會聚在CD222的資訊記錄表面222a上作爲焦點 

L2a ο當複製CD222的資訊時，反射在資訊記錄表面222a 

上的光通量通過物鏡214及光闌213，以反射及分支在光 

束分裂器212 ±，經由柱面鏡216及凹面鏡217而進入光 

電檢測器23 0。

於依據CD222的記錄密度施加光通量在CD222上的 

例子中，影像側(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側)上的數値孔徑 

NA2需要小的。如圖14及15所示，因此，當施加光通量 

在DVD221上時，具有此些中心在光軸L1上的大直徑之 

光通量被致使進入物鏡 214。當一光通量被造成進入 

CD222時，具有此些中心在光軸L2上的相對小直徑之光 

通量被致使進入物鏡214。

如圖14-16所示，物鏡214的入射表面241係具有此 

些中心在光軸 L上的同心圓的形狀之光學功能區。圖16 

係物鏡214中的入射表面241的頂視圖。入射表面241具 

有當分別地會聚光通量在 DVD221及 CD222上時，光通 

量共同通過其中之共用區部 24 1a，及僅當會聚一光通量 

在 DVD221上時，光通量通過其中之DVD專用區241b。 

在共用區241a上，形成有鋸齒狀繞射結構部S，其包括 

同心圓的形狀之環形帶。繞射結構部S具有繞射進入繞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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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部的光通量之功能。

圖17係共用區部241a中之繞射結構部S的截面圖。

如圖17所示，繞射一入射的光通量之繞射結構部S具有 

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S1及階表面S2，階表面S2設在環 

形帶光學功能表面S】之間。

再者，在物鏡214上，形成有一基本非球形表面，其 

藉由上述非球形表面形式的式5而說明。

於此例中，Z表示光軸的方向之位移（入射光通量進 

入入射表面241的前進方向假設爲正値）。再者，h表示 

垂直光軸的方向的軸的値（距光軸的高度）。Ro表示曲 

率的近軸半徑。符號/ί表示一圓錐的常數。Pi表示非球 

形表面的指數。

一般而言，環形帶的間距係藉由使用光學路徑差函數 

①而界定。具體而言，光學路徑差函數①係藉由以mm爲單 

位的前述式6而說明。

（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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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九0表示一工作標準波長，且，其實例爲λοι及 

九02。符號 λΒ表示製造波長（閃耀波長）。/€表示繞射 

階，其使繞射效率成爲所有繞射階中的最大者。製造波長 

係使繞射效率在繞射階Κ成爲100%之波長。繞射效率係 

在指定的階的繞射光中出射光的量對在由繞射結構部所繞 

射的所有階的繞射光中之出射光的量的比。

環形帶 η的數量可藉由①/九ο的表示而獲得。關於繞 

射光的階，繞射光於朝向光軸的方向的階係正値。C21表 

示光學路徑差函數的係數。

再者，物鏡214的透鏡資料係顯示於以下表3・1。

表3・1

第j表面 rj dj
(655mni)

nj
(655run)

dj
785nm)

nj 
(785mn)

0 23.27 23.27
1

（孔徑直徑）

00 0.0
(φ4 ・ 674mm)

0.0
(φ4 ・ 674mm)

2 4・51893 2・90000 1・52915 2. 90000 1.52541
21 3.62857 -0.01111 1.52915 -0.01111 1.52541
3 -6.37280 1.97 1.0 1・69 1.0
4 00 0.6 1.57752 1.2 1.57063
5 00

於表3-1中，1*j ππη表示曲率的近軸半徑，dj min表示光 

軸上的位移，且nj mm表示折射率。再者，j表示一表面 

號。關於表面號j 0顯示一目標點及1顯示光闌213的 

數値孔徑表面。再者，關於表面號j，2及2,的每一者顯 

示物鏡214的入射表面241，及，j = 2及2,的區域分別假 

設爲第2表面及第2,表面。第2表面顯示入射表面241 

的共用區241a。於此例中，共用區241a假設爲距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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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的光軸的高度h之區域滿足0<ChW 1.763 mm。於此例

中，第2,表面顯示入射表面241的DVD專用區241b ο

DVD專用區241b假設爲距光軸的高度滿足1.763 mm < h

之區域。

關於表面號j 3顯示物鏡214的出射表面242，4顯 

示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保護基板分別爲(DVD221及 

CD222的資訊記錄表面221a及22a)，及，5顯示光學資 

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分別爲(DVD221及CD222的 

資訊記錄表面221b及22b)。光軸上的位移dj顯示自第 

j表面至第(j + 1)表面的位移。尤其，位移d2,顯示第2 

表面至第2,表面之位移。

曲率叮的近軸半徑、光軸dj上的位移及折射率nj分 

別顯示符合各別表面號j的表面的値。尤其，亦分別符合 

DVD221及 CD222的工作標準波長 九】］(=65 5nm )及工作 

標準波長入】2 (=785 nm)的値係顯示用於光軸dj及折射率 

nj的每一者。當具有工作標準波長λ】】的光通量進入物鏡 

2 14時，自物鏡2 14的主點至資訊記錄表面221a上的焦 

點Lla之光軸L1旳焦距fl爲3.40 mm。再者，當具有工 

作標準波長九］】的光通量進入物鏡214時，物鏡214的影 

像側之數値孔徑 NA1爲0.60。再者，當具有工作標準波 

長λ。】的光通量進入物鏡214時，光學系統放大率ml爲· 

1/6。保護基板221b的厚度爲0.6 mm。

再者，當具有工作標準波長 λ］2的光通量進入物鏡 

214時，自物鏡214的主點至資訊記錄表面222a上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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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L2a之光軸L1的焦距f2爲3.47 min。再者，當具有工

作標準波長λ】2的光通量進入物鏡214時，物鏡214的影

像側之數値孔徑ΝΑ2爲0.44。再者，當具有工作標準波

長九02光通量進入物鏡214時，光學系統放大率m2爲·

1/5.9 ο保護基板221b的厚度爲1 .2 nun。

接著，表3・2顯示物鏡214的第2表面、第2,表面及 

第3表面的圓錐常數/C、非球形表面係數Ai及指數Pi， 

此些値將被代入於上述式5的基本非球形表面的公式Z 

中。表3・2另顯示將被代入上述式6的光學路徑差函數Φ 

之光學路徑差函數係數Ci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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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第2表面 （0 < h < 1.763 mm: DVD/CD 共用區）

非球形表面係數

κ = 1.6560 X E-0
A1 = 2・9133 X E-3
A2 = 9.0124 X E-4
A3 = -5.2721 X E-4
Ά4 = 3・2835 x E-5
A5 = 1.0713 X E-5
A6 = -9.3059 X E-7

P1 4.0
P2 6.0
P3 8.0
P4 10.0
P5 12.0
P6 14.0

光學路徑差函數

（製造波長λβ = 1 mm）

C2 = -4.0745 X E-0
C4 = 1.7303 X E-1
C6 = 4・6687 X E-2
C8 = -1.9946 X E-2
C10 = 2· 7347 X E-3

第2'表面 （h > 1.763 mm: DVD專用區）

非球形表面係數

κ = -1.8190 X E-0
A1 = 7.4752 X E-3
A2 = -6.8159 X E-3
A3 = 2.0970 X E-3
A4 = -2.7108 X E-4
A5 = 1.6262 X E-5
A6 = 1.3867 X E-7

P1 4.0
P2 6.0

P3 8.0
P4 10.0
P5 12.0
P6 14.0

光學路徑差函數

（製造波長λΒ = 1 mm）

C2 = -7.2021 X E+1
C4 = -6.4664 X E-0
C6 = 1・5091 X E-0
C8 = -2.1705 X E-1
C10 = 3・4868 X E-2

非球形表面係數

κ = 4.8233 X E-0 
A1 = 1・7272 X E-2 
A2 = -1.0292 X E-2 
A3 = 4・9860 X E-3 
A4 = -1.4772 X E-3 
A5 = 2.4514 X E-4 
A6 = -1.6118 X E-5

P1 4.0
P2 6.0
P3 8.0
P4 10.0
P5 12.0
P6 14.0

附帶地，製造波長λΒ係與光學路徑差函數係數Ci - 

起顯不0表3-2中製造波長λρ係一試驗値5其爲1 mm ° 

再者，“E・t （ t爲整數）”顯示“10*。

接著，物鏡214的第2表面（共用區241a）上的繞射結 

構部S的階表面S2的階量xd係顯示於以下表3-3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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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環形帶號 環形帶起始高度 環形帶終止高度 在高度hl的階量xd
0.000 0.222 0.00620
0.222 0.314 0.006200.314 0.385 0.006210.385 0.445 0.006220.445 0.498 0.006230.498 0.546 0.006240.546 0.591 0.006240.591 0.633 0.006250.633 0.672 0.006260.672 0.709 0.006270.709 0.745 0.006280.745 0.779 0.006280.779 0.812 0.006290.812 0.844 0.006300.844 0.874 0.006310.874 0.904 0.006320.904 0.934 0.006330.934 0.962 0.006330.962 0.990 0.006340.990 1.017 0.006351.017 1.044 0.006361.044 1.070 0.006371.070 1.096 0.006381.096 1.122 0.006391.122 1.147 0.006401.147 1.171 0.006401.171 1.195 0.006411.195 1.219 0.006421.219 1.243 0.006431.243 1.266 0.006441.266 1・ 290 0.006451.290 1.312 0.006461.312 1.335 0.006471.335 1.357 0.006481.357 1.380 0.006491.380 1.402 0.006501.402 1.423 0.006511.423 1.445 0.006521.445 1.467 0.006531.467 1.488 0.006531.488 1.509 0.006541.509 1.530 0.006551.530 1.551 0.006561.551 1.572 0.006571.572 1.593 0.006581.593 1.613 0.006591.613 1.634 0.006601.634 1.655 0.006611.655 1.675 0.006621.675 1.696 0.006631.696 1.716 0.006641.716 1.736 0.006651.736 1.757 0.006661.7571.777 1.7771.783 0.00667

表3・3中的資料係第2表面（共用區241a）的値，其

中表示符合DVD的工作標準波長九οι之製造波長λρ爲

6 5 5nm，致使繞射效率最大化之繞射階K1爲5，及，繞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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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爲100%於表3・1及3-2所示的物鏡214中。表3-3 

顯示每一繞射環形帶的環形帶號、每一繞射環形帶起始高 

度hs mm、每一繞射環形帶終止高度hl mm及終止高度hl 

的階量 xd mm ο當每一繞射環形帶定位更遠離光軸時，繞 

射環形帶號成長更大。起始高度hs、終止高度hl及階量 

xd係顯示於圖17。終止高度hl及起始高度hs的起始點 

係假設在光軸L上。

具有基於表3・3中的每一繞射環形帶的起始高度hs、 

終止高度hl及階量xd而設計的繞射結構部S，繞射具有 

工作標準波長九οι的光通量以使第5繞射光出現，且，繞 

射效率成爲100% 。自工作標準波長λ°ι對工作標準波長 

九02的比，使具有符合CD的工作標準波長λ°2的光通量的 

繞射效率最大化之繞射階Κ2爲4，於滿足表3・3中的資 

料之繞射結構部S中。因此，物鏡214繞射具有符合CD 

的工作標準波長λ°2的光通量以使第4繞射光出現，且， 

其繞射效率成爲93% 。

於提供符合具有DVD的波長的光通量的第一階的階 

的例子中，具有符合CD的波長的光通量的繞射效率實質 

地變成爲91% 。相較於符合具有符合DVD的波長之光通 

量的第一階的階的結構，因此，符合本實施例的第5繞射 

的階的結構具有符合CD的波長之光通量的更高繞射效 

率，且因此，，其光利用效率亦變成更高。實際上，工作 

波長λ】】及λ】2進入物鏡214。

當配置符合第5階繞射的階在階表面S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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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佳地5階量 xd滿足 5.5gmWxdW7gm。其理由如 

下。當階量xdnm小於5.5μπι，五倍大於具有工作波長λ0] 

的光通量的階量之階量的偏離成長更大，因此，分別地會 

聚在DVD221及CD222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之分別具有工 

作波長九οι及九02的光通量之光利用效率降低。表3-3中 

所示的階量xd滿足5.5μιη W X Ε 7μιη的條件。

由於以上所述，物鏡214設有具有表3 ·3所示的階量 

xd之繞射結構部S，且繞射以使繞射階5可致使繞射效率 

最大化用於具有工作波長 λ】】的入射光通量。因此，可能 

會聚使繞射效率最大化用於工作波長λ】ί之第5階繞射光 

在DVD221上，藉此，增強其光利用效率。同時，這是可 

能會聚使繞射效率最大化用於工作波長九12之第4階繞射 

光在CD222上，藉此，增強其光利用效率。

再者，繞射結構部 S的繞射功能可降低會聚在 

DVD221或CD222上之光的光像差。因此，光軸上之焦點 

的位置可實質地作成在一點上。

再者，有限系統的入射光通量係使用來會聚在光學資 

訊記錄媒體上，使得分別用於工作波長入1】及λ12的光學 

系統放大率ml及m2可分別地滿足mlH 0及m2工0。因 

此，這是不需要提供諸如準直儀透鏡之用來瞄準光通量的 

光學元件，且，這是可能減少部件的數量，縮小光學攝像 

裝置1尺寸及降低成本。

較佳地?光學系統放大率 ml及 m2分別滿足・1 /3 W 

ml < 0及-1/3^ m2< 0 ο當光學系統放大率 ml及 m2的每 

-9—



1266898
(88)

一者小於（1・3）時，會聚在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之光通 

量的波前像差係由於偏離光軸的光源所造成之誤差特性而 

變大。當光學系統放大率 ml及 m2的每一者係一正値 

時，物鏡 214變得更大。本實施例中之光學系統放大率 

ml及m2係在此較佳範圍內。

再者，具有繞射結構部S的共用區241a係設在物鏡 

214的入射表面241上。由於此，相較於配置物鏡214分 

開的繞射結構部S的結構，這是可能降低聚光光學系統的 

部件的數量，藉此，實現縮小尺寸及降低成本。

因爲表 3・3顯示繞射結構部 S的環形帶的數量爲 

55，環形帶的數量係在 4・60的範圍內。因此，繞射結構

部S可容易製成，且，足夠的光利用效率可被獲得。以上

所述的理由在於，當環形帶的數量小於4時，這是難以實

現具有一薄保護基板的DVD221之繞射結構部S的足夠繞

射功能，以及，當環形帶的數量大於60時，其間隙係小

的，且，這是難以製成繞射結構部 S。再者，當環形帶的

數量大於60時，沒有繞射實施在繞射結構部S上之階表

面S2的區域的比成長更大，且，繞射效率降低。

各具有不同工作標準波長入之光源部211及212係堅

固整合以導致成爲半導體雷射光源250。

因此，這是可能縮小尺寸半導體雷射光源，藉此，縮 

小光學攝像裝置1尺寸。

分別用於工作波長入】】及入】2之焦距门及焦距f2分 

別地滿足f 1 W 4nm及f2垒4nm。因此，這是可能使焦距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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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焦距f2變小，藉此，縮小光學攝像裝置1尺寸。

再者，用於工作波長入】ί的影像側的數値孔徑NA1 

滿足 0.55WNA1W0.67。因此，這是可能適當地會聚符合 

DVD221的資訊的記錄密度之光通量，且，適當地記錄及 

複製DVD221的資訊。

再者，用於工作波長入12的影像側的數値孔徑 ΝΑ2 

滿足 0.44 W NA2W 0.55。因此，這是可能適當地會聚符合 

CD222的資訊的記錄密度之光通量，且，適當地記錄及複 

製CD222的資訊。

這亦是可能利用一結構，藉此結構，出射光的前進方 

向係僅藉由折射而決定，以取代物鏡 214的共用區部 

214a上之繞射結構部S。上述的實例係提供“專利文件 

所述的相位軸結構部之結構。於此例子，鄰接的環形帶凹 

面部或環形帶凸面部具有符合用於符合DVD的工作標準 

波長入οι的第5階繞射之階量。換言之，通過環形帶凹面 

部或環形帶凸面部之工作標準波長入οι的光通量具有一階 

量，其被指定近乎五倍出射量的光學路徑差，其導致提供 

具有此階量在共用區上的環形帶凹面部或環形帶凸面部之 

結構。如果符合CD之具有工作標準波長入02的光通量進 

入共用區，當具有此階量的環形帶凹面部或環形帶凸面部 

被提供時，通過鄰接的環形帶凹面部或環形帶凸面部之工 

作標準波長λ 02的光通量被指定近乎五倍出射量的光學路 

徑差。

因此'已通過鄰接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之具有工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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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入］］的光通量具有5 X λ 12的光學路徑差，而光利用效 

率可被增強，因爲DVD221的聚光點上的相位相互一致。 

再者，已通過鄰接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之具有工作波長 

入】2的光通量具有4χ；ί】2的光學路徑差，而光利用效率 

可被增強，因爲CD222的聚光點上的相位相互一致。

具有會聚在 CD222上的工作波長入12之光通量的光 

利用效率於具有產生之具有一光學路徑差的光通量約五倍 

大於工作標準波長λ οι的階量之環形帶凹面部或環形帶凸 

面部被提供之時機，係大於會聚在 CD222上之光通量的 

光利用效率於具有產生之具有一光學路徑差的光通量約一 

倍大於習知工作標準波長λ οι的光通量的階量之環形帶凹 

面部或環形帶凸面部被提供之時機。換言之5相對於光利 

用效率，產生具有一光學路徑差的光通量五倍大於工作標 

準波長λ οι的光通量的結構之光利用效率係大於具有一光 

學路徑差的光通量約一倍大於工作標準波長λ οι的光通量 

的結構之光利用效率。再者，當提供環形帶凹面部或環形 

帶凸面部時，這是可能使環形帶凹面部或環形帶凸面部的 

數量小於繞射結構部S的數量於提供繞射結構部S的例子 

中，藉此，容易製作聚光光學系統。

附帶地，共用區部241a係設在物鏡214上於本實施 

例的結構，然而，本發明未受限於此。例如，這亦是可能 

利用一結構，其中不具共用區部的物鏡及具有共用區部的 

分開的耦合透鏡被提供。於此例中，這是可能藉由配置分 

別不同於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S1及階表面S2之環形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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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功能表面及階表面在物鏡214上，以使物鏡214具有另

一校正功效。再者，不具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或階表面之

一般且低廉的物鏡可被使用。這亦是可能利用使用一聚光

光學系統的結構，其中不具共用區部的物鏡及具有共用區

部的耦合透鏡係堅固整合。

以上已說明本發明的實施例。然而，本發明未僅限於 

上述實施例中的機構，且，修改可依據達到本發明的目的 

及顯示本發明的功效之範圍內的情況而予以實施 。

(第四實施例)

爲解決上述之問題，於項目(4・1)中所述之本發明 

係一光學攝像裝置，藉由會聚自第一光源發射之具有第一 

波長λ 1 ( 63 0nm^ λΐ 680nm )的光通量在具有保護基板 

厚度tl之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及藉由會聚自第二光 

源發射之具有第二波長λ 2 ( 760nmWZ2W 810nm )的光通 

量在具有保護基板厚度t2(t2〉tl)之第二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吐光學攝像裝置實施不同資訊件的複製及/或記 

錄。一聚光光學系統具有數個光學元件，此光學元件包括 

一物鏡光學元件，其中分別用於物鏡光學元件的具有第一 

波長入1的光通量及具有第二波長入2的光通量之光學系 

統放大率ml及m2分別滿足mlH 0及具有中心 

在光軸上之數個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係經由階表面連續形 

成在光學元件的至少一者的一側的至少一光學表面上，一 

共用區被提供，其中由此數個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產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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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的折射光及具有第二波長λ2的

光通量的折射光係會聚在一指定的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

訊記錄表面上，以及，在以下假設下0.8 X COMA2 W ΟΜΑ]

1.2 X COMA2被滿足，其中 COMAi ( Zlrms )表示藉由

在1 的傾斜角進入聚光光學系統之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 

光通量而形成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 

之聚光點的波前像差的彗形像差，及，COMA2 ( X2rms ) 

表示藉由在1 的傾斜角進入聚光光學系統之具有第二波 

長λ2的光通量而形成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 

錄表面上之聚光點的波前像差的彗形像差。

在構成聚光光學系統的數個光學元件中之至少一個光 

學元件的至少一個光學表面上，，形成有一共用區「用來 

發射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第二波長九2的光通 

量作爲折射光，並會聚此些光通量在指定的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且，一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係形 

成在共用區上。

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係由環形帶表示，此環形帶實質 

爲具有中心在光軸上之光學元件的表面上之同心圓。鄰接 

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係經由階表面連續形成於徑向方向。

雖然符合階表面的尺寸之相位差被指定通過每一環形 

帶光學功能表面之光通量，本發明的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 

不具繞射入射的光通量的功能，然而其具有折射入射的光 

通量的功能。

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僅必須形成在至少共用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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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亦可形成在一個光學表面上除了共用區外的部份

上。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更可形成在數個光學元件的數個

光學功能表面上。

因此，例如，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可形成在更接近光 

源的光學表面上，或在更接近設在表示一光學元件的物鏡 

上的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之光學表面上，且，其更可能形成 

一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在構成光學攝像裝置之光學元件的 

數個光學表面的每一者上，諸如形成一環形帶光學功能表 

面在每一光學表面上。

於項目(4・1)中所述之本發明，物鏡光學元件的表 

示用於主要使用於DVD之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主 

要使用於CD之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之光學系統放 

大率ml及m2分別地滿足ml工0及m2H0，換言之5於 

一有限型的光學攝像裝置中，其中具有每一波長的光通量 

進入作爲物鏡光學元件的發散光或會聚光，通過光學元件 

的共用區之具有每一波長的光通量係發射至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作爲折射光。

再者，聚光光學元件被建立，使得藉由在1 的傾斜 

角進入聚光光學系統之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而形成 

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之聚光點的波 

前像差的彗形像差 COMA】，可以在 0.8 XCOMA2W COMA】

1.2 X COMA2的範圍內，用於藉由在1 的傾斜角進入 

聚光光學系統之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而形成在第二 

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之聚光點的波前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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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彗形像差COM A2 （ X2rms ） °

於一有限型的光學攝像裝置中，因此，CD及DVD的 

複製及/或記錄之離軸彗形像差可適當地校正，且，光學 

性能的劣化於跟蹤中可預先防止。再者，物鏡的定位於結 

合光學攝像裝置的過程中係容易的，因此，產能可被改 

善，且，基於老化改變的原則下由用來移動各型的透鏡及 

光源的機構的磨損所造成之學性能的劣化可被防止 。

再者，諸如準直儀透鏡的光學元件，其已使用於習知 

的有限型光學攝像裝置來瞄準自光源發射的光通量成平行 

光，使得光通量可進入物鏡光學元件，變成不需要，且， 

此裝置的縮小及降低成本可被達到。

於項目（4・2）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係於項目（4・

1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形成在光學元件的至少 

一個光學表面上之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的數量係4・30的 

任一者。

於於項目（4·2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如於項目

（4・1 ）中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且，環形帶光學功能表 

面及階表面的數量可被限制在某一數量或更少的數量，因 

此，在進入光學表面的發散或會聚光中，進入除了環形帶 

光學功能表面外的部份（階表面及其它）的光量可被控 

制，其防止光量的減小。

於項目（4・3）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係於項目（4・

1 ）或項目（4・2）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設有共用

區的光學元件係一耦合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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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項目（4・3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如於項目

（4・1 ）或項目（4·2 ）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且，

藉由配置一共用區在構成一聚光光學系統的耦合透鏡上，

這是不需要配置用來提供一共用區的光學元件，其可能地

降低光學攝像裝置的部件的數量。

於項目（4・4）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係於項目（4・

1 ）・（4・3 ）中的任一者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設有

共用區的光學元件係此物鏡光學元件。

於項目（4・4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如於項目

（4-1 ）・（4・3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

且，這是不需要配置用來提供一共用區的光學元件， 藉由

一共用區在構成一聚光光學系統的物鏡光學元件上， 其可

能地降低光學攝像裝置的部件的數量。

於項目（4・5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如於 目項

（4-1 ）・（4・4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 其 中

第一光源及第二光源係整體結合。

於項目（4・5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如於 項 目

（4・1 ）・（4・4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

且，這是可能製作共同的光學元件使具有第一波長λΐ 的

光通量的光學路徑及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的光學路

徑成爲相同，藉由整體結合第一光源及第二光源，其可能

地降低光學攝像裝置的部件的數量。

於項目（4・6）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如於項目

（4-1 ）・（4・5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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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足・l/3£mlW0。

於項目（4・6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如於項目

（4・1 ）・（4・5 ）的任一者中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且，光 

學系統放大率的負値係限制在某一値或更大値，換言之， 

自光源的距離至一資訊記錄表面被限制。通常，放大率越 

小，光學攝像裝置越緊密，而，訪大率的絕對値越大，跟 

蹤中的彗形像差越大，及，聚光點的劣化越大。因此，當 

考慮到它們間的平衡，較佳地，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足

■1 /3 W ml 垒 0 。

於項目（4・7）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係如於項目

（4・1 ）・（4・6.）的任一者中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光學系統放大率m2滿足・l/3Wm2W0。

於項目（4・7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如於項目

（4-1 ）・（4・6）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 

且，光學攝像裝置的縮小尺寸及聚光點的劣化的防止係同 

時達到。

於項目（4・8）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係如於項目

（4-1 ） - （ 4-7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件的焦距fl滿足 

f 1 W 4 ππη。

於項目（4·8 ）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如於項目

（4・1 ）・（4・7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 

且，自物鏡光學元件至資訊記錄表面的距離被限制，其可 

能地可能達到光學攝像裝置的縮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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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項目（4・9）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係如於項目

（4-1 ）・（4・8）的任一者中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具有第二波長入2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件的焦距f2滿足 

f2 4 πιηι °

於項目（4・9）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如於項目

（4-1 ）・（4・8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 

且，自物鏡光學元件至資訊記錄表面的距離被限制，其可 

能地可能達到光學攝像裝置的縮小尺寸。

於項目（4・10）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係如於項目

（4-1 ）・（4・9）的任一者中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藉由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聚光點的數値孔徑ΝΑ1 

滿足 0.55WNA1W0.67。

於項目（4・11）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係如於項目

（4-1 ）・（4・10）的任一者中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藉由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之聚光點的數値孔徑 ΝΑ2 

滿足 0.44WNA2W0.55。

於項目（4・12）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係如於項目

（4-1 ）・（4・11）的任一者中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COMAi 滿足 COMAiW 0.040 （ Zlrms ）。

於項目（4・13）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係如於項目 

（4-1 ）・（4-12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COMA2 滿足 COMA2 0.040 （ I2rms ）。

於項目（4・14）中所述之光學攝像裝置係如於項目

（4・1）・（4-13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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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通過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時

所造成之相位差Ρ1滿足0.2χ2ττ5Ρ1，且，當具有第二

波長λ2的光通量通過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時所造成之相

位差Ρ2滿足0.2x2兀W Ρ2。

於項目(4・15)中所述之聚光系統係光學攝像裝置的 

聚光光學系統，其具有包括一物鏡光學元件的數個光學元 

件，並實施各種資訊件的複製及/或記錄，其藉由會聚自 

第一光源發射之具有第一波長 λ 1 ( 63 Onm λ 1 68 0nm )

的光通量在具有保護基板厚度tl的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 

體上，及，藉由會聚自第二光源發射之具有第二波長 λ2 

(760nm^ λ2 810nm )的光通量在具有保護基板厚度t2 

(t2〉tl)的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其中分別地用於 

物鏡光學元件的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第二波 

長λ2的光通量之光學系統放大率ml及m2分別地滿足 

ml 0及 具有中心在光軸上之數個環形帶光學功

能表面係經由階表面而連續形成在光學元件的至少一個的 

一側之至少一光學表面上，共用區被提供，其中由此數個 

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產生之具有第一波長九1的光通量的 

折射光及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的折射光係會聚在一 

指定的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以及，在以 

下-假設下0.8 X COMA? W COMA】W 1.2 XC0MA2被滿足，其 

中COMAi ( Xlrms )表示藉由在1 的傾斜角進入聚光光 

學系統之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而形成在第一光學資 

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之聚光點的波前像差的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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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差，及'COMA2 ( X2rms )表示藉由在1 的傾斜角進

入聚光光學系統之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而形成在第

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之聚光點的波前像

差的彗形像差。

於項目(4・15)中所述之本發明，物鏡光學元件的表 

示用於主要使用於DVD之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主 

要使用於CD之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之光學系統放 

大率ml及m2分別地滿足mlH 0及m2H0，換言之，於 

一有限型的光學攝像裝置中，其中具有每一波長的光通量 

進入作爲物鏡光學元件的發散光或會聚光，通過光學元件 

的共用區之具有每一波長的光通量係發射至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作爲折射光。

再者，聚光光學元件被建立，使得藉由在1 的傾斜 

角進入聚光光學系統之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而形成 

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之聚光點的波 

前像差的彗形像差 COMA】，可以在0.8xCOMA2§COMAi

1 .2 X COMA2的範圍內，用於藉由在1 的傾斜角進入 

聚光光學系統之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而形成在第二 

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之聚光點的波前像差 

的彗形像差COMA2 ( X2rms )。

於一有限型的光學攝像裝置中，因此，CD及DVD的 

複製及/或記錄之離軸彗形像差可適當地校正，且，光學 

性能的劣化於跟蹤中可預先防止。再者，物鏡的定位於結 

合光學攝像裝置的過程中係容易的，因吐，產能可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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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且，基於老化改變的原則下由用來移動各型的透鏡及

光源的機構的磨損所造成之學性能的劣化可被防止 。

再者，諸如準直儀透鏡的光學元件，其已使用於習知 

的有限型光學攝像裝置來瞄準自光源發射的光通量成平行 

光，使得光通量可進入物鏡光學元件，變成不需要，且， 

此裝置的縮小及降低成本可被達到。

於項目（4・16）中所述之聚光系統係於項目（4·15） 

中所述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形成在光學元件的至少一個 

光學表面上之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的數量係4・30的任一 

者。

於於項目（4・16 ）中所述之聚光系統，如於項目（4- 

15 ）中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且，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及 

階表面的數量可被限制在某一數量或更少的數量，因此， 

在進入光學表面的發散或會聚光中，進入除了環形帶光學 

功能表面外的部份（階表面及其它）的光量可被控制，其 

防止光量的減小。

於項目（4-17 ）中所述之聚光系統係於項目（4・15） 

或項目（4・16）中所述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設有共用區 

的光學元件係一耦合透鏡。

於項目（4・17 ）中所述之聚光系統，如於項目（4・

15 ）或項目（4・16）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且，藉 

由配置一共用區在構成一聚光光學系統的耦合透鏡上，這 

是不需要配置用來提供一共用區的光學元件，其可能地降 

低光學攝像裝置的部件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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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項目（4・18）中所述之聚光系統係於項目（4・

15 ）・（4・17）中的任一者所述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設

有共用區的光學元件係此物鏡光學元件。

於項目（4・1 8 ）中所述之聚光系統，如於項目（4・

15 ）・（4・17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

且，由提供一共用區在構成一聚光光學系統的物鏡光學元 

件上，這是不需要新近配置用來提供一共用區於其上的光 

學元件，其可能地降低光學攝像裝置的部件的數量。

於項目（4-19 ）中所述之聚光系統，如於項目（4・ 

15 ）・（4・18）的任一者中所述的聚光光學系統，其中第 

一光源及第二光源係整體結合。

於項目（4・19 ）中所述之聚光系統，如於項目（4・

15 ）・（4・18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 

且，這是可能製作共同的光學元件使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 

光通量的光學路徑及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的光學路

徑成爲相同，藉由整體結合第一光源及第二光源，其可能 

地降低光學攝像裝置的部件的數量 。

於項目（ 4-20 ）中所述之聚光系統， 目（4-

15 )・(4-19)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聚光光學 其中光

學系統放大率 m 1 滿足-1/3W mlW 0 °

於項目（ 4-20 ）中所述之聚光系統， 目（4·

1 5 )・(4・ 19) 的任一者中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且

如於項

系統，

如於項

，光學

系統放大率的負値係限制在某一値或更大値，換言之，自 

光源的距離至一資訊記錄表面被限制。通常，放大率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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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光學攝像裝置越緊密，而，訪大率的絕對値越大，跟

蹤中的彗形像差越大，及，聚光點的劣化越大。因此，當

考慮到它們間的平衡，較佳地，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足·

1/3 W ml W 0。

於項目（4・21）中所述之聚光系統係如於項目（4・

15 ）・（4・20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聚光光學系統，其中光

學系統放大率m2滿足・l/3Wm2§0。

15 )

於項目（4-21 ）中所述之聚光系統，如於項目（4・

・（4・20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

且，光學攝像裝置的縮小尺寸及聚光點的劣化的防止係同

時達到。

於項目（4・22）中所述之聚光系統係如於項目（4·

15 ）・（4・21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聚光光學系統，其中具 

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件的焦距fl滿足fl

4 mm °

於項目（4・22 ）中所述之聚光系統，如於項目（4・

15 ）・（4・2 1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

且，自物鏡光學元件至資訊記錄表面的距離被限制，其可 

能地可能達到光學攝像裝置的縮小尺寸。

於項目（4・23）中所述之聚光系統係如於項目（4・ 

15 ）・（4・22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聚光光學系統，其中具 

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件的焦距f2滿足f2 

W 4 mm。

於項目（4・23 ）中所述之聚光系統，如於項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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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4·22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

且，自物鏡光學元件至資訊記錄表面的距離被限制，其可

能地可能達到光學攝像裝置的縮小尺寸。

於項目（4・24 ）中所述之聚光系統係如於項目（4・ 

15 ）・（4・23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聚光光學系統，其中藉 

由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聚光點的數値孔徑ΝΑ1滿 

足 0.55WNA1W0.67。

於項目（4・25）中所述之聚光系統係如於項目（4・

15 ）・（4・24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聚光光學系統，其中藉

由具有第二波長九2的光通量之聚光點的數値孔徑ΝΑ2滿

足 0.44WNA2W0.55。

於項目（4・26）中所述之聚光系統係如於項目（4・ 

15 ）・（4・25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COMAi 滿足 COMAiW 0.040 （ Xlrms ）。

於項目（4・27）中所述之聚光系統係如於項目（4・ 

15 ）・（4・26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聚光光學系統，其中 

COMA2 滿足 COMA2W 0.040 （ X2rms ）。

於項目（ 4-28 ）中所述之聚光系統係如於項目（4・

1 5 )・(4・2 7 )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聚光光學系統，其中當

具有第一波長 λΐ的光通量通過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時所

造成之相位差 Ρ1滿足0.2x2ttWP1，且，當具有第二波

長λ2的光通量通過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時所造成之相位

差Ρ2滿足0.2x2兀W Ρ2。

於項目（ 4·29）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係光學攝像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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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物鏡光學元件，其具有包括一物鏡光學元件的數個光

學元件，並實施各種資訊件的複製及/或記錄，其藉由會

聚自第一光源發射之具有第一波長 λΐ ( 6 3 0nm λΐ

6 8 0nm)的光通量在具有保護基板厚度tl的第一光學資訊 

記錄媒體上，及，藉由會聚自第二光源發射之具有第二波 

長 λ2 ( 760nm^ λ2^ 810nm)的光通量在具有保護基板厚

度t2(t2〉tl)的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其中分別地 

用於物鏡光學元件的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第 

二波長λ2的光通量之光學系統放大率ml及m2分別地滿

足 ml 0及 m2H0，具有中心在光軸上之數個環形帶光 

學功能表面係經由階表面而連續形成在光學元件的至少一 

個的一側之至少一光學表面上，共用區被提供，其中由此 

數個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產生之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 

量的折射光及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的折射光係會聚 

在一指定的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以及， 

在以下假設下 0.8xCOMA2WCOMA】W1・2xCOMA2被滿 

足，其中 COMAi ( Xlrms)表示藉由在1 的傾斜角進入 

聚光光學系統之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而形成在第一 

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之聚光點的波前像差 

的彗形像差，及，COMA2 ( X2rms )表示藉由在1 的傾 

斜角進入聚光光學系統之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而形 

成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之聚光點的 

波前像差的彗形像差。

於項目(4・29 )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物鏡光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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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表示用於主要使用於DVD之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 

量及主要使用於 CD之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之光學 

系統放大率ml及m2分別地滿足mlH 0及m2H0，換言 

之，於一有限型的光學攝像裝置中，其中具有每一波長的 

光通量進入作爲物鏡光學元件的發散光或會聚光，通過光 

學元件的共用區之具有每一波長的光通量係發射至光學資 

訊記錄媒體作爲折射光。

再者，聚光光學元件被建立，使得藉由在1 的傾斜 

角進入聚光光學系統之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而形成 

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之聚光點的波 

前像差的彗形像差 COMAi 可以在0.8xCOMA2WCOMAi 
1.2 xCOMA2的範圍內，用於藉由在1 的傾斜角進入 

聚光光學系統之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而形成在第二 

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之聚光點的波前像差 

的彗形像差COMA2 ( X2rms )。

於一有限型的光學攝像裝置中，因此，CD及DVD的 

複製及/或記錄之離軸彗形像差可適當地校正，且，光學 

性能的劣化於跟蹤中可預先防止。再者，物鏡的定位於結 

合光學攝像裝置的過程中係容易的，因此，產能可被改 

善，且，基於老化改變的原則下由用來移動各型的透鏡及 

光源的機構的磨損所造成之學性能的劣化可被防止。

再者，諸如準直儀透鏡的光學元件，其已使用於習知 

的有限型光學攝像裝置來瞄準自光源發射的光通量成平行 

光，使得光通量可進入物鏡光學元件，變成不需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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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裝置的縮小及降低成本可被達到。

於項目（4・30）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係於項目（4・ 

29 ）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形成在光學元件的至少 

一個光學表面上之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的數量係4・30的 

任一者。

於項目（4・30 ）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如於項目

（4-29 ）中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且，環形帶光學功能表 

面及階表面的數量可被限制在某一數量或更少的數量，因 

此，在進入光學表面的發散或會聚光中，進入除了環形帶 

光學功能表面外的部份（階表面及其它）的光量可被控 

制，其防止光量的減小。

於項目（4·3 1）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係於項目（4・ 

29 ）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第一光源及第二光源係 

整體結合。

於項目（4・31 ）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如於項目

（4-29 ）・（4・30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 

得，且，這是可能製作共同的光學元件使具有第一波長 

λΐ的光通量的光學路徑及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的光 

學路徑成爲相同，藉由整體結合第一光源及第二光源，其 

可能地降低光學攝像裝置的部件的數量。

於項目（4・32 ）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如於項目

（4-29 ）・（4・31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物鏡光學元件，其 

中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足-1/3 ml 0 ο

於項目（4-32 ）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如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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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4·31）的任一者中的相同功效可被獲得且， 

光學系統放大率的負値係限制在某一値或更大値，換言 

之，自光源的距離至一資訊記錄表面被限制。通常，放大 

率越小，光學攝像裝置越緊密，而，訪大率的絕對値越 

大，跟蹤中的彗形像差越大，及，聚光點的劣化越大。因 

此，當考慮到它們間的平衡，較佳地，光學系統放大率 

m 1滿足・1/3垒mlW 0 °

於項目（4・32）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係如於項目 

（4-29 ）・（4・31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物鏡光學元件，其 

中光學系統放大率m2滿足・l/3Wm2W0。

於項目（4・33 ）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如於項目

（4-29 ） - （ 4-3 2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

得，且，光學攝像裝置的縮小尺寸及聚光點的劣化的防止 

係同時達到。

於項目（4・34）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係如於項目

（4-29 ）・（4・3 3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物鏡光學元件，其 

中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件的焦距fl滿 

足 fl W 4 mm 。

於項目（4・34 ）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如於項目

（4-29 ）・（4・33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 

得，且，自物鏡光學元件至資訊記錄表面的距離被限制， 

其可能地可能達到光學攝像裝置的縮小尺寸。

於項目（4・35）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係如於項目 

（4-29 ）・（4-34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物鏡光學元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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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第二波長九2的光通量之物鏡光學元件的焦距f2滿

足f2垒4 mm。

於項目（4・35 ）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如於項目

（4-29 ）・（4・34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相同功效可被獲 

得，且，自物鏡光學元件至資訊記錄表面的距離被限制， 

其可能地可能達到光學攝像裝置的縮小尺寸 。

於項目（4・36）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係如於項目

（4-29 ）・（4・35）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物鏡光學元件，其 

中藉由具有第一波長 λΐ的光通量之聚光點的數値孔徑 

ΝΑ1 滿足 0.55WNA1W0.67。

於項目（4・37）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係如於項目 

（4・29）・（4-36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物鏡光學元件，其 

中藉由具有第二波長 λ2的光通量之聚光點的數値孔徑 

ΝΑ2 滿足 0.44 垒 ΝΑ2 W 0.55。

於項目（4-38 ）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係如於項目

（4-29 ）・（4-37 ）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物鏡光學元件，其 

中 COMAi 滿足 COMA］垒 0.040 （ klrms ）。

於項目（4・39）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係如於項目 

（4-29 ）・（4・38）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物鏡光學元件，其 

中 COMA?滿足 COMA2 0.040 （ X2rms ）。

於項目（4・40）中所述之物鏡光學元件係如於項目

（4-29 ）・（4・39）的任一者中所述的物鏡光學元件，其 

中當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通過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 

時所造成之相位差Ρ1滿足0.2x2兀WP1，且，當具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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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波長λ2的光通量通過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時所造成之

相位差Ρ2滿足0.2x2兀W Ρ2。

以下將參考圖式說明本發明的光學攝像裝置、聚光光 

學系統及物鏡光學元件的第四實施例。

如圖18及19所示，表示一物鏡光學元件的物鏡310 

係構成光學攝像裝置1的聚光光學系統之單一透鏡，且具 

有一球形像差在其兩側上。在物鏡310的光學表面上之一 

側上（接近光源），設有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3 20於距光 

軸L的某一高度的範圍內（以下稱爲“共用區All）。附 

帶地，除了共用區A 1外的範圍形式未特別限制。

具體而言，具有中心在光軸L上的環形帶光學功能表 

面320係經由階表面330於徑向連續地形成在中心區 A1 

上。

形成在共用區 A1上的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3 20的數 

量未特別限制，且，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320可依據保護 

基板302b或30 4b的厚度而適當地修改。然而，以出射光 

的數量的下降的防止的觀點及物鏡310的容易製造的觀點 

來看，較佳地，此數量一係在4・30的範圍內。

存在於每一鄰接於徑向的兩個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 

320間之階表面330的尺寸d （光軸L方向的深度）被建 

立，以使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或具有波長入2的光通量或 

兩者可在一指定相位差被指定給每一者的條件下，分別地 

出射至光學資訊記錄媒體3 02及3 04作爲折射光，當它們 

通過每一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3 2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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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攝像裝置1係用來記錄資訊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3 02的資訊記錄表面3 02a上或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304的資訊記錄表面3 04 a上，或者，經由一聚光光

學系統讀取所記錄的資訊，其藉由自第一半導體雷射303

（光源）發射具有波長 λΐ （ =6 5 5nm ）的光通量至表示一 

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3 02 （ DVD於 

本實施例），及，藉由自第二半導體雷射3 05 （光源）發 

射具有波長 λ2 （ =78 5 nm ）的光通量至第二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3 04 （ CD於本實施例）。

於本實施例中，聚光光學系統包含物鏡310、光束分 

裂器3 06及光闌3 07 ο

附帶地，第一半導體雷射3 03及第二半導體雷射305 

係利用（整體地）作爲一光源。

當記錄或複製DVD的資訊時，自第一半導體雷射 

3 03發射之具有波長λΐ的發散光通過光束分裂器3 06而 

被光闌307擋下時，且通過物鏡310的共用區 Α1及周圍 

區Α2，女［］圖19中實線所示。然而，已通過共用區Α1及 

周圍區Α2之具有波長λΐ的光通量係經由DVD的保護基 

板3 02b會聚成折射光在資訊記錄表面302a上。

然而，藉由資訊槽調變並反射在資訊記錄表面3 02a 

上之光通量再次通過物鏡310及光闌307以藉由光束分裂 

器3 06而反射，然而，藉由柱面鏡3 0 8被指定像散現象， 

以經由凹面鏡3 09進入光電檢測器340，因此，輸出自光 

電檢測器3 40的信號係使用來獲得用來讀取記錄在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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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資訊之信號。

當記錄或複製CD的資訊時，自第二半導體雷射305

發射之具有波長λ2的發散光通過光束分裂器3 06而被光 

闌3 0 7擋下時，且通過物鏡310的共用區 Α1及周圍區

Α2，女［］圖19中虛線所示。於此例中，已通過共用區 Α1 

之具有波長λ2的光通量係經由CD的保護基板3 04b會聚 

成折射光在資訊記錄表面3 04a上。然而，已通過周圍區

A2之具有波長九2的光通量經由CD的保護基板3 04b到 

達除了資訊記錄表面3 04a外之部份。

然後，藉由資訊槽調變並反射在資訊記錄表面3 04a 

上之光通量再次通過物鏡310及光闌307以藉由光束分裂 

器3 06而反射，然而，藉由柱面鏡3 0 8被指定像散現象， 

以經由凹面鏡3 09進入光電檢測器3 40，因此，輸出自光 

電檢測器340的信號係使用來獲得用來讀取記錄在CD上 

的資訊之信號。

再者，由點形式改變及光電檢測器340上的位置改變

所造成之光量變化被檢測來實施聚焦檢測及跟蹤檢測。基

於檢測結果，二維致動器3 5 0移動物鏡3 1 0，使得自第一

半導體雷射303發射的光通量或自第二半導體雷射305發

射的光通量可形成影像在DVD的資訊記錄表面3 02a上或 

在CD的資訊記錄表面3 04a上，且，移動物鏡310使得 

影像可形成在一指定軌道上。

構成一聚光光學系統的每一光學元件的形式尺寸被設

計，使得 0.8xCOMA2^ COMA］^ 1.2xCOMA2 的條件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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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其中 COMAi ( Xlrms )表示一聚光點的波前像差的

彗形像差，當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在1 的傾斜角

進入聚光光學系統時，此聚光點係形成在第一光學資訊記

錄媒體 3 02 的資訊記錄表面 3 02 a上，及，COMA2

(X2rms )表示具有第二波長入2的光通量而形成在第二光 

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之聚光點的波前像差的 

彗形像差，當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在1 的傾斜角 

進入聚光光學系統之光學資訊記錄媒體3 04的資訊記錄表 

面3 04a上。

附帶地，COMA!等於((以Zernike多項式表示具有 

第i波長九i的光通量的波前像差的例子中之第3階彗形 

像差)2+ (以Zernike多項式表示具有第i波長九i的光通 

量的波前像差的例子中之第5階彗形像差)2) 1/2 其中i 

爲1或2。

附帶地，滿足上述條件的聚光光學系統的設計方法係 

熟知的，且，其說明將被省略。

例如，當形成在CD的資訊記錄表面304a上之聚光 

點的波前像差的前述彗形像差 COMA?已證明爲 0.030

(X2rms )時，當具有波長 λ2 ( 7 8 5nm )的光通量被造成 

進入CD的聚光光學系統時，聚光光學系統被設計，使得 

DVD之具有波長λΐ ( 6 5 5nm )的光通量被致使進入聚光 

光學系統在1 的視角，且，形成在DVD的資訊記錄表 

面3 02a上之聚光點的波前像差的上述彗形像差COMA ι可 

以在 0.8x0.03 0 ( 7.2RMS )・1.2x0.030 ( Z2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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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具有本發明的DVD及CD的相容性之有限型的光

學攝像裝置中，通過一光學元件的共用區之具有每一波長

的光通量係投射在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作爲折射光。

再者，聚光光學系統被設計，使得藉由在1 的傾斜 

角進入聚光光學系統之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而形成 

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之聚光點的波 

前像差的彗形像差COMA】，可以在0.8 χ COMA? W COMA

1 .2 χ COMA2的範圍內，用於藉由在1 的傾斜角進入 

聚光光學系統之具有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而形成在第二 

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表面上之聚光點的波前像差 

的彗形像差 COMA2 ( X2rms )。

於一有限型的光學攝像裝置中，因此，CD及DVD的 

複製及/或記錄之離軸彗形像差可適當地校正，且，光學 

性能的劣化於跟蹤中可預先防止。再者，物鏡的定位於結 

合光學攝像裝置的過程中係容易的，因此，產能可被改 

善，且，基於老化改變的原則下由用來移動各型的透鏡及 

光源的機構的磨損所造成之學性能的劣化可被防止。

【圖式簡單說明】

圖1 ( a )及1 ( b )係第一實施例的物鏡光學元件的 

實例的截面圖。

圖2係關於本實施例之光學攝像裝置的結構圖。

圖3係顯示關於第二實施例之光學攝像裝置的實例之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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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係顯示光源的結構之主要部份的放大圖。

圖5係顯示物鏡的結構之主要部份的側視圖。

圖6 ( a )至6 ( c )係顯示不連續區之主要部份的放 

大圖。

圖7係顯示物鏡的結構之主要部份的側視圖。

圖8係顯示物鏡的結構之主要部份的側視圖 。

圖9係顯示物鏡的結構之主要部份的側視圖。

圖10係顯示另一光學攝像裝置的實例之示意圖。

圖1 1 ( a )至1 1 ( c )表示主要部份的側視圖，其顯 

示設有調相機構之另一光學攝像裝置的結構 。

圖12(a )至12(c )表示主要部份的側視圖，其顯 

示另一光學攝像裝置的結構。

圖1 3係設有第三實施例的物鏡1 6之光學攝像裝置的 

結構圖。

圖14係在將光通量會聚在 DVD21上時之物鏡14的 

截面圖。

圖15係在將光通量會聚在CD22 ±時之物鏡14的截 

面圖。

圖16係物鏡14的入射表面241的平面圖。

圖17係共用區24 1a上之繞射結構A的截面圖。

圖18係顯示關於第四實施例的物鏡光學元件的實例 

之主要部份的側視圖。

圖19係顯示聚光光學系統及光學攝像裝置之頂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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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說明】

A 繞射結構

m 1

t

光學系統放大率

厚度

OB J 物鏡光學元件

S 1 光學表面

X 光軸

Al 第一環形帶區

A2 第二環形帶區

A3 第三環形帶區

D 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Dp 保護層

Dr 資訊記錄表面

P2 邊緣部

P3 邊緣部

P4 邊緣部

λ B 閃耀波長

Φ 光學路徑差函數

A2i

r

係數

近軸半徑

h 高度

/i 常數

Z 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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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光軸

A 1 中心區

A2 周圍區

m 影像形成放大率

fl 焦距

NA1 影像側數値孔徑

m 影像形成放大率

X 距離

KI 繞射階

L 光通量

入1 1及 λΐ2 工作波長

入0 1及 λ02 工作標準波長

Lla 焦點

S2 階表面

rj 曲率

dj 光軸

nj 折射率

Ai 非球形表面係數

Pi 指數

Ci 光學路徑差函數係數

hs 起始高度

hl 終止高度

x d 階量

S 繞射結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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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1 Ο

1 1

1 2

1 3

14

1 4

15

1 6

20

20a

20b

2 1

2 1

2 1 a

21b

22

30

3 1

3 1 a

40

41

50

（117）

光學攝像裝置

繞射階

光學攝像裝置

第一光源

第二半導體雷射

繞射光柵

物鏡

半透鏡

光闌

物鏡

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資訊記錄表面

保護基板

高密度光碟（DVD ）

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資訊記錄表面

保護基板

光碟（CD）

相位調變機構

樓梯形不連續區

樓梯形階部

物鏡

光學元件

鋸齒狀環形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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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折射結構

70 光學元件

7 1 光學表面

1 1 1 第一半導體雷射

1 1 3 基板

1 1 5 耦合透鏡

1 1 6 物鏡

1 1 7 光闌

120 偏振光束分裂器

1 2 1 透明基板

122 資訊記錄表面

130 光電檢測器

150 凹透鏡

1 80 柱面透鏡

2 1 1 半導體雷射光源211

2 1 2 第二半導體雷射

2 1 2 光束分裂器

213 光闌

214 物鏡

214a 凸緣部

215 二維致動器

2 1 6 柱面鏡

217 凹面鏡

221 高密度光碟（DV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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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2b、3 04b 保護基板

22 1a 資訊記錄表面

22 1b 保護基板

222 光碟（CD ）

222a 資訊記錄表面

222b 保護基板

230 光電檢測器

24 1 入射表面

24 1a 共用區

24 1 入射表面

24 1 a 共用區

24 1 b DVD專用區

242 出射表面

250 半導體雷射光源

3 02、 3 04 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3 02a 資訊記錄表面

303 第一半導體雷射

3 04a 資訊記錄表面

305 第二半導體雷射

306 光束分裂器

307 光闌

308 柱面鏡

309 凹面鏡

3 1 0 物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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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環形帶光學功能表面

330 階表面

340 光電檢測器

350 二維致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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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文發明摘要

發明之名稱：物鏡光學元件及光學攝像裝置

光學攝像裝置的物鏡光學元件具有一放大率ml’滿 

足用於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以下公式：-1/7 ml -1/25及 

I ml I < I Ml I ，其中Ml係自第一光源至第一光學資訊 

記錄媒體的光學系統放大率，用於波長λΐ的光通量。物 

鏡光學元件包含一共用區及一專用區。專用區包括一專用 

繞射結構，其具有抑制由於大氣溫度的上升所引起的像差 

的增大之功能。已通過專用繞射結構之波長λ2的光通量 

與光軸交叉在不同於形成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 

記錄平面上之聚光點的位置之位置。

陸、 英文發明摘要

發明 之名稱 ：gjective optical element and optical pickup apparatus

An objective optical element of an optical pickup apparatus 

has a magnification ml satisfying the following formula for a 

light flux of the wavelength λΐ: - 1/7 W ml S - 1/25 and |ml 

l<|Mlr where Ml is an optical system magnification from the 

first light source to the first optical information recording 

medium for a light flux of the wavelength λΐ. The objective 

optical element comprises a common region and an exclusive 

region・ The exclusive region includes an exclusive 

diffractive structure having a function to suppress an 

increase of spherical aberration due to a raise of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 light flux of a wavelength λ2 

having passed through the exclusive diffractive structure 

intersects with the optiual axis at a position different from 

the position of the converged light spot formed on the 

information recording plane of the second optical information 

recording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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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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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指定代表圖：

（一）

（二）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2圖

、本代表圖之元件代表符號簡單說明：

1 1 1

1 1 3

1 1 5

1 1 6

1 1 7

120

1 2 1

122

130

150

180

第一半導體雷射 

基板

耦合透鏡

物鏡

光闌

偏振光束分裂器

透明基板

資訊記錄表面 

光電檢測器 

凹透鏡

柱面透鏡

捌・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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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申請專利範圍

第92 1 29448號專利申請案

中文申請專利範圍修正本

民國95年6月2 9 Η修正

1. 一種物鏡光學元件，使用於一光學攝像裝置，該 

光學攝像裝置設有波長λΐ的第一光源、波長λ2 ( λΐ < 

λ2 )的第二光源及一聚光光學系統，該聚光光學系統包括 

一放大率改變元件及一物鏡光學元件，其中聚光光學系統 

經由具有厚度tl的保護基板，將來自第一光源的光通量 

會聚至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使得記 

錄及/或複製資訊被實施於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且聚 

光光學系統經由具有厚度t2 ( tl W t2 )的保護基板，將來 

自第二光源的光通量會聚至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 

記錄平面上，使得記錄及/或複製資訊被實施於第二光學 

資訊記錄媒體，物鏡光學元件具有用於波長λΐ的光通量 

之光學系統放大率ml，且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足以下 

公式：

・ 1/7 ml 垒-1/25

I ml I < I Ml I

其中 Ml係光學攝像裝置中用於波長λΐ的光通量之 

自第一光源至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光學系統放大率， 

及

該物鏡光學元件在至少一表面上，包含：

一共用區，來自第一光源的光通量及來自第二光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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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通量共同地通過該共用區，以分別形成一聚光點在第一 

光學資訊記錄平面的資訊記錄平面上，及在第二光學資訊 

記錄平面的資訊記錄平面上；及

一專用區，來自第一光源的光通量通過專用區，以分 

別形成一聚光點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平面的資訊記錄平面 

上，且，來自第二光源的光通量通過該專用區，而不會形 

成一聚光點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平面的資訊記錄平面上；

其中專用區包括一專用繞射結構，其具有以下功能， 

當已通過該專用繞射結構之波長λΐ的光通量係會聚在第 

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時，該功能依據波 

長λΐ的光通量的波長起伏來抑制由於大氣溫度的升高而 

引起球形像差的增大，及

其中已通過專用繞射結構之波長λ2的光通量與光軸 

交叉在一位置，該位置不同於形成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 

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之聚光點的位置。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物 

鏡光學元件具有用於波長入2的光通量之光學系統放大率 

m2，及光學系統放大率m2，滿足以下公式：

I m 1 - m 2 | <0.5°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共 

用區包括一共同繞射結構，其具有一校正功能，藉由依據 

波長九1及波長λ2間的波長差所造成之繞射功能的改變 ， 

該校正功能減小當已通過共同繞射結構之波長λΐ的光通 

量係經由具有厚度tl的保護基板而會聚在第一光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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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時的球形像差，與當已通過共

同繞射結構之波長九2的光通量係經由具有厚度t2的保護

基板而會聚在第二光學資訊記 

的球形像差之間的差。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用區係藉由分階於光軸方向的 

第一環形區及第二環形區在光 

光軸的第一環形區包括一折射 

的第二區包括共同繞射結構。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 

觸第二環形區之第一環形區的 

區之第二環形區的邊緣更接近

6 .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 

有一折射表面的第三環形區被 

離側而鄰接第二環形區，且， 

區的邊緣係定位比接觸第二環 

接近光學資訊記錄媒體側。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 

同繞射結構具有一光學特性 

時，該光學特性使已通過共同 

差變得更小。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 

最佳影像位置，已通過第一環 

已通過第二環形區的波長λΐ

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時

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共 

階部，而分隔成繞著圓心的 

軸上，且，其中定位更接近 

表面，而，定位更遠離光軸

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接 

邊緣係定位比接觸第一環形 

光源側。

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具 

提供，而在距離光軸的更遠 

接觸第三環形區之第二環形 

形區之第三環形區的邊緣更

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共 

，當光源的波長改變成更長 

繞射結構之光通量的球形像

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在 

形區之波長λΐ的光通量與 

的光通量間的光學路徑長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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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依λίχί （ i係一整數）而不同。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在 

最佳影像位置，已通過第二環形區之波長λΐ的光通量與 

已通過第三環形區的波長λΐ的光通量間的光學路徑長度 

係依λίχί （ i係一整數）而不同。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繞 

射結構係設在共用區的整個表面上。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共 

用區被分成第1、第2、、、第k環形折射帶（k係大於2 

的自然數）的數個環形折射帶，其以距離光軸的此順序而 

配置，其中在至少第η環形折射帶（η係2 < k的自然 

數）具有更接近光軸的第一邊緣及更遠離光軸的第二邊 

緣，其配置使得第一邊緣係定位在沿著光軸的光學資訊記 

錄媒體，而不是第二邊緣，且，第二邊緣係定位在沿著光 

軸的光學資訊記錄媒體側，而不是更接近光軸的第n+ 1環 

形折射帶的第一邊緣，假設k = n的條件下，第n+1環形折 

射帶的第一邊緣係專用區的邊緣，且，其中已通過第 n+1 

環形折射帶之波長λΐ的光通量係會聚在不同於光軸方向 

的最佳影像形成位置之位置。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1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 

在最佳影像位置，已通過第η環形折射帶的波長λΐ的光 

通量與已通過第n+1環形折射帶的之波長λΐ的光通量間 

的光學路徑長度係依λίχί （ i係一整數）而不同。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1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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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區的繞射結構具有溫度校正的功能。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共 

用區的至少一部具有一校正功能，依據波長λΐ及波長λ2 

間的波長差，該校正功能減小當已通過共同繞射結構之波 

長λΐ的光通量係經由具有厚度tl的保護基板而會聚在第 

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時的球形像差，與 

當已通過共同繞射結構之波長λ2的光通量係經由具有厚 

度t2的保護基板而會聚在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 

記錄平面上時的球形像差之間的差。

1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放 

大率改變元件係一耦合透鏡。

1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物 

鏡光學元件係一物鏡。

1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物 

鏡光學元件係以塑膠製成。

1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第 

一光源及第二光源係配置在相同基板上。

1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物鏡光學元件，其中第 

一光源及第二光源係配置以具有距放大率改變元件沿著光 

軸之相等距離。

20. 一種光學攝像裝置，包含：

波長入1的第一光源；

波長λ2 ( λΐ < λ2 )的第二光源；

一聚光光學系統，其中聚光光學系統經由具有厚度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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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護基板，將來自第一光源的光通量會聚至第一光學資 

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使得記錄及/或複製資訊 

被實施於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且，聚光光學系統經由 

具有厚度t2(tlWt2)的保護基板，將來自第二光源的光 

通量會聚至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使 

得記錄及/或複製資訊被實施於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 

及

該聚光光學系統係包括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1 9項之 

任一項中所述的放大率改變元件及物鏡光學元件之聚光光 

學系統。

21. 一種光學攝像裝置，包含：

第一光源，發射具有第一波長入1的光通量；

第二光源，發射具有第二波長λ 2 ( λΐ < λ2 )的光通

·里 ，

數個光學元件，包括一物鏡光學元件，

其中藉由會聚具有第一波長入1的光通量至設有具有 

厚度tl之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及藉由會聚具有第 

二波長入2的光通量至設有具有厚度t2 ( tl W t2 )的保護 

基板之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該光學攝像裝置實施複 

製及/或記錄資訊；

其中該數個光學元件的至少一個光學元件具有至少兩 

區在至少一個光學表面上，該至少兩區包括具有一圓心在 

光軸上的中心區及位在中心區的周圍的周圍區；

其中在中心區上，具有預定數量的階之階形不連續段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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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同心週期地形成繞著光軸，使得中心區設有一調相結構 

以提供一相位差給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波長λ2的光通量的 

至少一者，且，在一球形像差及/或一波前像差係與物鏡 

光學元件配合而校正之條件下，將設有該相位差的光通量 

會聚至一預定的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及

其中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具有第二波長入2 

的光通量的兩者進入物鏡光學元件作爲一發散光通量。

2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階形不連續段的週期係由(0 ( h ) /2兀)的整數部表

示，其中0 ( h)係由以下公式界定的相位函數：

0 ( h ) = ( B2h2 + B4h4 + B6h6 + ·· ・Bnhn) χ2 π

由使用距離光軸的高度h及第η階光學路徑差函數的

係數Βη ( η係一偶數)，且，以下公式被滿足：

OS I 0 ( hiQ /2 兀・B2 ( hin ) 2 I ^10

其中Β?係第2階光學路徑差的係數，且hz係自光軸 

至中心區中最遠離光軸的位置之高度。

2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2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以下公式被滿足：

I B2 ( hin) 2 I 18 ο

2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在具有第二波長入2的光通量中，已通過中心區的光通量 

係會聚在第二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且，已通 

過周圍區的光通量係會聚超出第二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 

錄平面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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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周圍區包含折射一光通量的折射結構。

2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周圍區包含相似於形成在中 

構。

2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周圍區包含相似於形成在中

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心區上的調相結構之調相結

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心區上的調相結構之調相結

構。

2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周圍區包含鋸齒狀繞射環形帶。

2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周圍區包含階形不連續段在一指定非球形表面上，且，階 

形不連續段係平行光軸而分別地移位。

30.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設在中心區的調相結構上之階形不連續段具有數個階形不 

連續段，且，該數個階形不連續段的至少一者的階數爲

4。

3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設在中心區的調相結構上之階形不連續段具有數個階形不 

連續段，且，該數個階形不連續段的至少一者的階數爲 

5。

3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以下公式被滿足：

6 2 0 nm λ 1 6 8 0 nm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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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nmW λ2 8 1 0 nm °

3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 其中

調相結構係形成在除了物鏡光學元件外的光學元件上

3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 其中

調相結構係形成在物鏡光學元件上。

3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 其中

光學系統放大率ni滿足以下公式：

■0.149 5 mW ・0.049 。

36.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 其中

中心區上的調相結構不會提供用於具有第一波長λ 的光1

通量之相位差，或調變由階形不連續段的每一階的深度所 

提供之相位差的絕對値小於2兀弧度。

37.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中心區上的調相結構不會提供用於具有第二波長入2的光 

通量之相位差，或調變由階形不連續段的每一階的深度所 

提供之相位差的絕對値小於2兀弧度。

3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提供給中心區的調相結構之階形不連續段的數量爲3至

1 8。

3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調相結構配置在光學元件的一者的數個光學表面上。

4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以下結構被滿足：

-3.2 < R2/R1 <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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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一種物鏡，使用於光學攝像裝置，該光學攝像裝 

置設有發射具有第一波長入1的光通量之第一光源；發射 

具有第二波長λ 2 ( λΐ < λ2 )的光通量之第二光源；數個 

光學元件，其中藉由會聚具有第一波長入1的光通量至設 

有具有厚度tl之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及藉由會聚 

具有第二波長入2的光通量至設有具有厚度t2(tlWt2) 

的保護基板之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該光學攝像裝置 

實施複製及/或記錄資訊；該物鏡光學元件包含 ：

至少兩區在至少一個光學表面上，該至少兩區包括具 

有一圓心在光軸上的中心區及位在中心區的周圍的周圍 

Idd ；

其中在中心區上，具有預定數量的階之階形不連續段 

係同心週期地形成繞著，使得中心區設有一調相結構以提 

供一相位差給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波長λ2的光通量的至少 

一者，且，在一球形像差及/或一波前像差係與物鏡光學 

元件配合而校正之條件下，將設有該相位差的光通量會聚 

至一預定的光學資訊記錄媒體上。

42. 一種聚光光學系統，用來會聚具有第一波長入1 

(63 0nm λΐ 6 8 0nm )的光通量在設有具有厚度11的保

護基板之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以 

及，用於會聚具有第二波長λ 2 ( 680nm^ λ2 760nm)的 

光通量在設有具有厚度t2 ( tl < t2 )的保護基板之第二光 

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該系統包含：

一光學元件段包括至少一物鏡光學元件，且具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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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元件或數個光學元件；

該物鏡光學元件具有用於具有第一波長入1的光通量 

之光學放大率 ml (mlHO)，及用於具有第二波長入2的 

光通量之光學放大率m2 (m2H0)；

該光學元件段具有一共用區在至少一光學表面上，其 

中波長 λΐ的光通量通過共用區，且，已通過共用區之波 

長λΐ的光通量係會聚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 

錄平面上，以及，波長九2的光通量通過共用區，且，已 

通過共用區之波長九2的光通量係會聚在第二光學資訊記 

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

一環形結構形成在共用區上，其中該環形結構包括具 

有一圓心在光軸上的數個環形光學功能表面，且，相鄰的 

環形光學功能表面係經由一分階表面而接合，其中平行光 

軸的分階表面的長度X滿足以下公式：

5.5pm 垒 xW 7 μηι °

4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 

該數個環形光學功能表面的數量係4至60。

4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 

具有共用區的光學元件係一耦合透鏡。

4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 

具有共用區的光學元件係一物鏡光學元件。

4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 

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足以下公式：

・ 1/3 W ml W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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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 

光學系統放大率m2滿足以下公式：

■1/3 W m2 W 0。

4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 

用於具有第一波長入1的光通量之焦距fl滿足以下公 

式：

fl 4 mm 。

4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 

用於具有第二波長入2的光通量之焦距 fl滿足以下公 

式：

fl 4 mm °

5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 

用於具有第一波長λ 1的光通量之影像側數値孔徑N A 1滿 

足以下公式：

0.55 垒 NA1 垒 0.67。

5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 

用於具有第二波長入2的光通量之影像側數値孔徑NA2滿 

足以下公式：

0.44 W NA2 W 0.55。

5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 

環形結構係一繞射結構。

5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2項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 

在由繞射結構繞射之波長λΐ的繞射光射線中，具有最大 

繞射功效之繞射光射線的繞射階號Κ1係5，及，在由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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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結構繞射之波長λ2的繞射光射線中，具有最大繞射功 

效之繞射光射線的繞射階號Κ2係4。

5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之聚光光學系統，其中 

已通過環形結構之波長λΐ的光通量及已通過環形結構之 

波長λ2的光通量的每一者出射於由環形光學功能表面所 

折射之方向。

55. 一種光學攝像裝置，包含：

一第一光源5發射波長九1的光通量；

一第二光源，發射波長入2的光通量；及

申請專利範圍第42項所述之聚光光學系統；

其中該光學攝像裝置實施記錄及複製的至少一者，其 

藉由聚光系統，會聚自第一光源發射之波長λΐ的光通量 

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且，其藉由 

聚光系統而實施記錄及複製的至少一者，其藉由聚光系 

統，會聚自第二光源發射之波長λ2的光通量在第二光學 

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

5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5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 

中第一光源及第二光源係結合成一體。

57. 一種光學攝像裝置，包含：

一第一光源，發射波長 λΐ ( 63 0nm^ λΐ 68 0nm )的 

光通量；

一第二光源，發射波長 λ2 ( 760nm^ λ2 810nm )的 

光通量；及

一聚光光學系統，具有數個包括一物鏡光學元件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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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元件，用於會聚具有第一波長入ί的光通量在設有具有 

厚度tl的保護基板之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 

平面上，且，用於會聚具有第二波長入2的光通量在設有 

具有厚度t2 ( tl < t2 )的保護基板之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 

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使得該光學攝像裝置實施資訊的複 

製及/或記錄；

該物鏡光學元件具有用於具有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 

之光學放大率 ml (ml工0)，及用於具有第二波長λ2的 

光通量之光學放大率m2 (m2工0)；

該數個光學元件的至少一者具有一共用區在至少一光 

學表面上，在該至少一光學表面上，形成有包括具有一圓 

心在光軸上的環形光學功能表面之環形結構，且，相鄰的 

環形光學功能表面係經由一分階表面而接合，其中共用區 

由該數個環形光學功能表面所造成之具有第一波長入1之 

光通量的折射光射線及具有第二波長λ2之光通量的折射 

光射線，會聚在各別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 

上；

其中以下公式被滿足：

0.8xCOMA2 COMAV 1 .2xCOMA2

其中COMA】係藉由以1度的傾斜角進入聚光光學系 

統之第一波長 λΐ的光通量，而形成在第一光學資訊記錄 

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之聚光點的波前像差的彗形像差 

(Xlrms )，及，COMA?係藉由以1度的傾斜角進入聚光 

光學系統之第二波長λ2的光通量，而形成在第二光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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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之聚光點的波前像差的彗形

像差（九2rms），假設 COMAi=（（當以 Zernike多項式

表示具有第i波長九i的光通量的波前像差時之第3階彗 

形像差）2+ （當以Zernike多項式表示具有第i波長Xi的 

光通量的波前像差時之第5階彗形像差）2） 1/2 其中i

爲1或2。

5 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7項之光學攝像裝置 其中

該數個環形光學功能表面的數量爲4至30。

59.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7項之光學攝像裝置 其中

具有共用區的物鏡光學元件係一耦合透鏡。

60.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7項之光學攝像裝置 其中

具有共用區的物鏡光學元件係一物鏡光學元件。

6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7項之光學攝像裝置 其中

第一光源及第二光源係結合成一體。

6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7項之光學攝像裝置 其中

光學系統放大率ml滿足以下公式：

■1/3 5 ml W 0。

6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7項之光學攝像裝置 其中

光學系統放大率m2滿足以下公式：

■ 1/3 5 m2 W 0。

6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7項之光學攝像裝置 其中

用於具有第一波長入1的光通量之焦距fl滿足以 下公

式

f 1 W 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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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7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用於具有第二波長入2的光通量之焦距 fl滿足以下公 

式：

f 1 W 4mm °

6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7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用於具有第一波長λ 1的光通量之影像側數値孔徑ΝΑ1滿 

足以下公式：

0.55 ΝΑ1 垒 0.67。

6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7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用於具有第二波長入2的光通量之影像側數値孔徑ΝΑ2滿 

足以下公式：

0.44 W ΝΑ2 5 0.55。

6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7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以下公式被滿足：

COMAi 垒 0.040 ( λΐ rms )。

6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7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以下公式被滿足：

COMA2 W 0.040 ( X2rms )。

7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7項之光學攝像裝置，其中 

以下公式被滿足：

0.2x2 花 W P1

0.2x2 π P2

其中Ρ1係當第一波長λΐ的光通量通過環形光學功能 

表面時所造成之相位差，且，Ρ2係當第二波長λ2的光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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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通過環形光學功能表面時所造成之相位差。

71. —種聚光光學系統，使用於一光學攝像裝置，該 

光學攝像裝置設有發射波長λΐ ( 63 0nm λΐ 6 8 0nm )的 

光通量之第一光源；設有發射波長 λ2 ( 760nm W λ2 W 

8 1 Onm )的光通量之第二光源，包含：

數個包括一物鏡光學元件的光學元件，用於會聚具有 

第一波長入1的光通量在設有具有厚度tl的保護基板之第 

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且，用於會聚具 

有第二波長入2的光通量在設有具有厚度t2 ( tl < t2 )的 

保護基板之第二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使 

得該光學攝像裝置實施資訊的複製及/或記錄；及

該聚光光學系統係第57至70項任一項所述的聚光光 

學系統。

72. 一種物鏡光學元件，使用於一光學攝像裝置，該 

光學攝像裝置設有發射波長 九1 ( 63 0nm W λΐ W 68 0nm )的 

光通量之第一光源；設有發射波長 X2 ( 760nmWX2W 

810nm )的光通量之第二光源，且，數個包括一物鏡光學 

元件的光學元件，用於會聚具有第一波長入1的光通量在 

設有具有厚度tl的保護基板之第一光學資訊記錄媒體的 

資訊記錄平面上，且，用於會聚具有第二波長入2的光通 

量在設有具有厚度t2 ( tl < t2)的保護基板之第二光學資 

訊記錄媒體的資訊記錄平面上，使得該光學攝像裝置實施 

資訊的複製及/或記錄，

該物鏡光學元件係第57至70項任一項所述的物鏡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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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