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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AL SYSTEM 
(57)摘要

一種光學系統包括：第一透鏡'具有負的折射力；第二透鏡；第三透鏡；第四透鏡；第五透 

鏡；第六透鏡；以及影像感測器 > 用以將經由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入射的對象的影像轉換 

成電訊號，其中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自所述光學系統的物體側依序安置，且其中滿足TTL/ 
(ImgH*2) 0.75，TTL是自所述第一透鏡的物體側表面至所述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距離，且 

ImgH是所述影像感測器的所述影像平面的對角長度的一半。

An optical system includes: a first lens having negative refractive power; a second lens; a third lens; a 
fourth lens; a fifth lens; a sixth lens; and an image sensor configured to convert an image of a subject incident 
through the first to sixth lenses into electrical signals, wherein the first to sixth lenses are sequentially 
disposed from an object side of the optical system, and wherein TTL/(ImgH*2) 0.75 is satisfied, with 
TTL being a distance from an object-side surface of the first lens to an image plane of the image sensor and 
ImgH being half of a diagonal length of the image plane of the image sensor.

指定代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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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符號簡單說明：

100 .. •光學系統

110 .. •第一透鏡

120 .. •第二透鏡

130 .. •第三透鏡

140 .. •第四透鏡

150 .. •第五透鏡

160 .. •第六透鏡

170 .. •紅外截止濾

波器

180 .. •影像感測器

STOP · ..光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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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194 【發明摘要】

申請日：I PC分類:

【中文發明名稱】光學系統

【英文發明名稱】OPTICAL SYSTEM

【中文】一種光學系統包括：第一透鏡，具有負的折射力；第二 

透鏡；第三透鏡；第四透鏡；第五透鏡；第六透鏡；以及影像感 

測器，用以將經由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入射的對象的影 

像轉換成電訊號，其中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自所述光學 

系統的物體側依序安置，且其中滿足TTL/(ImgH*2) < 0.75 > TTL 

是自所述第一透鏡的物體側表面至所述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 

距離，且ImgH是所述影像感測器的所述影像平面的對角長度的一 

半。

【英文】An optical system includes: a first lens having negative 

refractive power; a second lens; a third lens; a fourth lens; a fifth 

lens; a sixth lens; and an image sensor configured to convert an 

image of a subject incident through the first to sixth lenses into 

electrical signals, wherein the first to sixth lenses are sequentially 

disposed from an object side of the optical system, and wherein 

TTL/(ImgH*2) < 0.75 is satisfied, with TTL being a distance from 

an object-side surface of the first lens to an image plane of the image 

sensor and ImgH being half of a diagonal length of the image plane 

of the image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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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代表圖】圖ι。

【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00 :光學系統

110 :第一透鏡

120 :第二透鏡

130 :第三透鏡

140 :第四透鏡

150 :第五透鏡

160 :第六透鏡

170 :紅外截止濾波器

180 :影像感測器

STOP :光闌

【特徵化學式】

八、、

第2頁，共2頁（發明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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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圖式】

【圖1】

第I I 兵15【［（發昕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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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 [•00相對場高度 弧矢向

0.05 (39.65)'° 0.05 I

7«™··— 二二•WwJZZ""' '^H,· :
.................. ^¾.:

w
~0；05 -0.05 I

0.49相對場高度

0.05 (22.13)° 0,05 1

705 - 0.05 1
0.00相對場高度

0.05 (0.000)8 0.05 1

-0.05 - 005
-------- 656.3000 NM
————一 587.6000 NM
：" "：546 * 1000 Ν Μ

【圖3】

第兵15【[（發昕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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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實施例 曲率半徑 厚度 折射率 阿貝數 有效半徑

S1 1.6766441 0.25 1.658 21.494 0.949.2135S2 1.4102744 0.06 0.9363019S3 1.5390238 0.5855063 1.5465 56.113 0.9590545S4 ^3427121 0.04 0.94S5 5.7248317 0.25 1.658 21.494 0.9594572S6 2.772828 0.4818231 0.9697204S7 "5.611784 0.3874789 1658 21.494 1.0106588S8 -6.150525 03880746 1.263179S9 -4249388 07500116 1.5465 56.113 1.5592703S10 ^1.473491 02658984 1.9242535S11 10.698131 0.6517418 1.536 55.656 2.6591115S12 13305123 0.3 3.0820031S13 無窮大 021 3,3525807[S14 無窮大 3.40610421影像
無窮大 3.6810401

【圖4】

第仇，兵15【［（發昕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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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第6【「兵15【［（發萌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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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終端 0.05
. ——

[•00相對場高度(39.96)° 弧矢向0.05
_, ”― ―― —— *... msm muuin· IIIHUII· ^iihuii· «wrf- -----

iJ 儿

-0.05 -0.05
0.49相對場高度0.05 (22.35)G 0Λ5

-0.05 -0.05
0.00相對場高度0.05 (0.000)° 0.05

-0.05 -0.05—656.3000 ΝΜ------------- 587.6000 ΝΜ___ 546.1000 ΝΜ 
aq^ ι nnn mw------------- 435.8000 NM

第81/1 '兵15【[(發昕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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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實施例

S253545556S7S8S9S「10511
512
d........
SM —

曲率半徑

1.66157781.38787
重雄753紂1-178.58745.401734126S828515 233873
-3,851383-1.4994298.0-5886191.3564989 
無窮大- 

無窮大- 

無窮大~

厚度

0.250.060J4858490.040药2社5720.47615790.343S416
0.19272390.7747410.3-5193710J1

【圖9】

折射率

1,658
1.5465

1.658
1.658

1.5465
1536

阿貝數 有效半徑

21.494 0S4921350.90623515&XB 阳（》253号

21.494 0J87356
「孑 3d21.494 0S7935571.21247475&口3 L60貯658j 1339246355W56 2.595住63008550093.366 融'34igg363.6784498

第 9ϊ'ι ■ J'：- 15『［（發Hj；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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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伯】

第11【「兵15【［（發昕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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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 0.05 [•00相對場高度(41.04)° 弧矢向0.05
.

-0.05 -0.05
0.49相對場高度 弧矢向0.05 0.05(24.09)°

-0.05 -0,05
0.00相對場高度 弧矢向0.05 0.05(0.000)°

-0.05 -0.05
—— 656.3000 NM
----------- 587.6000 NM

一 546.1000 NM
「 486., 1000 NM
----------- 435.8000 NM

【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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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實施例 曲率半徑 厚度 折射率 阿貝數 有效半徑

S1 1Ό2275.29 0.15251 1.658 21J94 0.5790202S2 0.8602674 0.0366^ 0.5683914|53 0..9588045 03.571588 1.5465 56.113 0.5836058|S4 ^20.90544 0.02441 0.5734bs 3.4921474 0.1525^ 1.658 21J94 0.5761108B6 1.6914251 02939121 (15734S7 ^3.423188 0.2363621 1J58 21J94 0,613884S8 -3J51821 0.15 0.7760602S9 -2.592126 04575071^ 1.5465 56.113 0.9126282S10 ^0.898829 0.162198： 1.1109575-Sil 6.52586 0.3975625 1.536 55.656 1.5596242S12 0.8116125 ◎3 1.863238S13 無窮大 0.1H 2.1319737S14 無窮大 2.16754191影像 無窮大 2.3907066
【圖14】

第W兵15【［血也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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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104140244號中文說明書無劃線修正本 修正日期:105年2月25日

【發明說明書】

【中文發明名稱】光學系統

【英文發明名稱】OPTICAL SYSTEM

【相關申請案的交叉參考】

【0001】本申請案主張於2014年12月5日衽韓國智慧財產局提 

出申請的韓國專利申請案第10-2014-0174342號的權利，所述韓國 

專利申請案的揭露內容出於所有目的而全文併入本案供參考。

【技術領域】

【0002】以下說明是有關於一種光學系統。

【先前技術】

【0003】近來，行動通訊終端已設置有相機模組，以達成影像拍 

攝(image capturing )及視訊呼叫(video calling )。此外，隨著設 

置於此種行動通訊終端中的相機的功能水準逐漸提高，已逐漸要 

求行動通訊終端中所使用的相機具有更高水準的解析度及更高程 

度的效能。

【0004】然而，由於行動通訊終端存衽微型化及輕型化的趨勢， 

因此具有高水準的解析度及高程度的效能的相機模組的製造受到 

限制。

【0005】為瞭解決該些問題，近來，已使用較玻璃輕的塑膠來形

第1頁，共25頁(發明說明書)

60735pi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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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104140244號中文說明書無劃線修正本 修正日期:105年2月25日

成相機透鏡，且已使用五個或更多個透鏡來構成透鏡模組以達成 

高水準的解析度。

【發明內容】

【0006】提供本發明內容是為了以簡化形式介紹下文衽實施方式 

中所進一步闡述的一系列概念。本發明內容並非旨衽識別所主張 

主題的關鍵特徵或實質特徵、抑或旨衽用於幫助確定所主張主題 

的範圍。

【0007】根據一個一般態樣，一種光學系統包括：第一透鏡，具 

有負的折射力；第二透鏡；第三透鏡；第四透鏡；第五透鏡；第 

六透鏡；以及影像感測器，用以將經由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六 

透鏡入射的對象的影像轉換成電訊號，其中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 

第六透鏡自所述光學系統的物體側依序安置，且其中滿足 

TTL/(ImgH*2) < 0.75，TTL是自所述第一透鏡的物體側表面至所 

述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距離，且ImgH是所述影像感測器的所 

述影像平面的對角長度的一半。

【0008】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三透鏡可朝所述光學系統的所述 

物體側以交替的順序具有正的折射力或負的折射力。

【0009】近軸區(paraxial region)中所述第一透鏡與所述第二透 

鏡之間的間隙以及所述第二透鏡與所述第三透鏡之間的間隙可窄 

於所述近軸區中所述第三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中各透鏡之間的間 

隙。

第2頁，共25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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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104140244號中文說明書無劃線修正本 修正日期:105年2月25日

【0010】 可滿足 TTL/(ImgH*2) < 0.68。

【0011】 可滿足-5 < fl/EFL < -4.6，fl是所述第一透鏡的焦距，且

EFL是包括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的所述光學系統的總焦 

距。

【0012】可滿足2.3 < fl/f3 < 2.6，fl是所述第一透鏡的焦距，且 

f3是所述第三透鏡的焦距。

【0013】 可滿足BFL/EFL < 0.31，BFL是自所述第六透鏡的影像 

側表面至所述影像感測器的所述影像平面的距離，且EFL是包括 

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的所述光學系統的總焦距 。

【0014】 可滿足0.95 < ER1/ER6 < 1.05，ER1是所述第一透鏡的所 

述物體側表面的有效半徑 ' 且ER6是所述第三透鏡的影像側表面 

的有效半徑。

【0015】 可滿足79 < FOV < 83, FOV是所述光學系統的視場(field 

of view ) °

【0016】所述第一透鏡的所述物體側表面衽近軸區中可為凸的 。

【0017】所述第二透鏡可具有正的折射力。

【0018】所述第五透鏡可具有正的折射力。

【0019】所述第六透鏡可具有負的折射力。

【0020】所述第六透鏡衽其物體側表面或影像側表面中的至少一 

者上可具有至少一個拐點(inflection point ) °

【0021】根據另一個一般態樣，一種光學系統包括：第一透鏡； 

第二透鏡；第三透鏡；第四透鏡；第五透鏡；以及第六透鏡，其

第3頁，共25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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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104140244號中文說明書無劃線修正本 修正日期:105年2月25日

中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自物體側依序安置，且其中近軸 

區中所述第一透鏡與所述第二透鏡之間的間隙與所述近軸區中所 

述第二透鏡與所述第三透鏡之間的間隙之和小於所述近軸區中所 

述第三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中各透鏡之間的間隙。

【0022】所述第二透鏡可具有正的折射力，且所述第三透鏡可具 

有負的折射力。

【0023】所述第二透鏡可具有正的折射力；且可滿足|r4/r3| > 20， 

r3是所述第二透鏡的物體側表面的曲率半徑(radius of 

curvature)，且r4是所述第二透鏡的影像側表面的曲率半徑。

【0024】根據另一個一般態樣，一種光學系統包括：第一透鏡， 

具有負的折射力；第二透鏡；第三透鏡，具有負的折射力；第四 

透鏡，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彎月面形狀的影像側表面衽近軸區 

中是凸的；第五透鏡，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彎月面形狀的影像 

側表面衽所述近軸區中是凸的；以及第六透鏡，其中所述第一透 

鏡至所述第六透鏡自物體側依序安置，且其中所述近軸區中所述 

第一透鏡與所述第二透鏡之間的間隙以及所述近軸區中所述第二 

透鏡與所述第三透鏡之間的間隙窄於所述近軸區中所述第三透鏡 

至所述第六透鏡中各透鏡之間的間隙。

【0025】根據另一個一般態樣，一種光學系統包括：自物體側至 

影像側排列的透鏡，包括具有負的折射力的第一透鏡、第二透鏡、 

具有負的折射力的第三透鏡；以及影像感測器，用以將經由所述 

透鏡入射的對象的影像轉換成電訊號'其中滿足-5 < fl/EF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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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fl是所述第一透鏡的焦距，且EFL是所述光學系統的總焦 

距。

【0026】可滿足2.3 < fl/f3 < 2.6，f3是所述第三透鏡的焦距。

【0027】 可滿足TTL/(ImgH*2) < 0.75 > TTL是自所述第一透鏡的 

物體側表面至所述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距離，且ImgH是所述 

影像感測器的所述影像平面的對角長度的一半。

【0028】 可滿足79 < FOV < 83，FOV是所述光學系統的視場。

【0029】根據另一個一般態樣，提供一種包括透鏡的光學系統， 

所述透鏡包括：第一透鏡；第二透鏡，較所述第一透鏡遠離所述 

光學系統的物體側安置；第三透鏡，較所述第二透鏡遠離所述光 

學系統的所述物體側安置；以及其它透鏡，較所述第三透鏡遠離 

所述光學系統的所述物體側安置，其中近軸區中所述第一透鏡與 

所述第二透鏡之間的間隙以及所述近軸區中所述第二透鏡與所述 

第三透鏡之間的間隙中的至少一者窄於所述近軸區中所述第三透 

鏡及所述其它透鏡中各透鏡之間的間隙。

【0030】 所述光學系統可更包括影像感測器，所述影像感測器用 

以將經由所述透鏡入射的對象的影像轉換成電訊號，其中：所述 

其它透鏡包括第四透鏡、較所述第四透鏡遠離所述光學系統的所 

述物體側安置的第五透鏡、以及較所述第五透鏡遠離所述光學系 

統的所述物體側安置的第六透鏡；且滿足BFL/EFL < 0.31 > BFL 

是自所述第六透鏡的影像側表面至所述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 

距離，且EFL是包括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的所述光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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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總焦距。

【0031】 可滿足TTL/(ImgH*2) < 0.75 > TTL是自所述第一透鏡的 

物體側表面至所述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距離，且ImgH是所述 

影像感測器的所述影像平面的對角長度的一半。

【0032】 可滿足79 < FOV < 83，FOV是所述光學系統的視場。

【0033】藉由閱讀以下實施方式、圖式及申請專利範圍，其他特 

徵及態樣將顯而易見。

【圖式簡單說明】

【0034】

圖1是根據實例的光學系統的圖。

圖2及圖3是表示圖1中所示光學系統的示例性像差特性的 

曲線圖。

圖4是表示圖1中所示光學系統中的透鏡各自的示例性特性 

的項目圖。

圖5是表示圖1中所示光學系統中的透鏡各自的示例性非球 

面係數的項目圖。

圖6是根據另一實例的光學系統的圖。

圖7及圖8是表示圖6中所示光學系統的示例性像差特性的 

曲線圖。

圖9是表示圖6中所示光學系統中的透鏡各自的示例性特性 

的項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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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是表示圖6中所示光學系統中的透鏡各自的示例性非球 

面係數的項目圖。

圖11是根據另一實例的光學系統的圖。

圖12及圖13是表示圖11中所示光學系統的示例性像差特性 

的曲線圖。

圖14是表示圖11中所示光學系統中的透鏡各自的示例性特 

性的項目圖。

圖15是說明圖11中所示光學系統中的透鏡各自的示例性非 

球面係數的項目圖。

衽所有圖式及實施方式通篇中，相同的參考編號指代相同的 

元件。圖式可並非按比例繪製，且為清楚、說明及方便起見，可 

誇大所述圖式中的元件的相對大小、比例、及繪示。

【實施方式】

【0035】提供以下詳細說明是為了幫助讀者全面理解本文所述方 

法、設備、及/或系統。然而，本文所述方法、設備、及/或系統的 

各種改變、潤飾、及等效形式對此項技術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顯 

而易見。本文所述操作的順序僅為實例，且並非僅限於本文所述 

者，而是如對此項技術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顯而易見，除必定以 

某種次序進行的操作外，亦可進行改變。此外，為提高清晰度及 

簡潔性，可不對此項技術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習知的功能及構造 

予以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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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本文所述特徵可實施成不同形式，且不應被視為僅限於 

本文所述實例。更確切而言，提供本文中所闡述的實例是為了使 

本揭露內容將透徹及完整，且將向此項技術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傳 

達本揭露內容的全部範圍。

【0037】衽以下說明中，第一透鏡指代距物體最近的透鏡，而第 

六透鏡指代距影像感測器最近的透鏡。此外，每一透鏡的第一表 

面指代所述透鏡距物體側最近的表面（或物體側表面）且每一透 

鏡的第二表面指代所述透鏡距影像側最近的表面（或影像側表 

面）。此外，鏡頭的曲率半徑、厚度等的所有數值均以毫米（mm） 

為單位表達。

【0038】 此外 > 近軸區指代鄰近光軸（optical axis ）的非常窄的區。

【0039】此外，TTL是自第一透鏡的物體側表面至影像感測器的 

影像平面的距離，SL是自限制所透射的入射至光學系統的光量的 

光闌（stop）至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距離，ImgH是影像感測 

器的影像平面的對角長度的一半 > BFL是自透鏡的距影像側最近 

的影像側表面至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距離，且EFL是光學系 

統的總焦距。

【0040】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可包括例如六個透鏡。 

即，光學系統可包括第一透鏡、第二透鏡、第三透鏡、第四透鏡、 

第五透鏡、及第六透鏡。

【0041】然而，所述光學系統並非僅限於只包括六個透鏡，而是 

必要時可包括其他組件。舉例而言，所述光學系統可更包括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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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透射至影像感測器的光量的光闌。此外，所述光學系統可更 

包括用以過濾紅外光的紅外截止濾波器(infrared cut-off filter)。 

此外，所述光學系統可包括用以將入射至其上的對象的影像轉換 

成電訊號的影像感測器。此外，所述光學系統可更包括用以調節 

透鏡之間的間隙的間隙維持構件(gap maintaining member )。

【0042】衽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中，第一透鏡至第六透 

鏡可由塑膠形成。

【0043】此外，第一透鏡至第六透鏡中的至少一者可具有非球面 

表面，且第一透鏡至第六透鏡中的每一者可具有至少一個非球面 

表面。即，第一透鏡至第六透鏡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中的至少 

一者可為非球面的。此處 > 第一透鏡至第六透鏡的非球面表面可 

由以下公式1表示：

【0044】[公式1]

Γγ2
Ζ =——/ + AY4 + BY6 + CYS + Dy10 + ΕΥ12 + FY14 + ...

1 + J1-(1 + Κ)『γ2

【0045】衽公式1中，c是透鏡的頂點處的曲率(曲率半徑的倒 

數)，K是圓錐常數(conic constant )，且Y是衽垂直於光軸的方 

向上自透鏡的非球面表面上的某個點至光軸的距離。常數A至常 

數F是非球面係數。Z是非球面表面上距離為Y的點與和透鏡的 

非球面表面的頂點相接的切平面之間的距離。

【0046】第一透鏡至第六透鏡可自物體側依序分別具有負的折射 

力、正的折射力、負的折射力、負的折射力、正的折射力、及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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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折射力。

【0047】如上所述構成的光學系統可藉由像差改善(aberration 

improvement)而提高光學效能。透鏡各自的構成的效果將在下文 

中進行闡述。

【0048】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可滿足條件表達式1。 

[條件表達式1]

TTL/(ImgH*2) < 0.75

衽條件表達式1中，TTL是自第一透鏡的物體側表面至影像感測 

器的影像平面的距離 > 且ImgH是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對角長 

度的一半。

【0049】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可滿足條件表達式2。 

[條件表達式2]

TTL/(ImgH*2) < 0.68

【0050】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可滿足條件表達式3。

[條件表達式3]

-5 < fl/EFL < -4.6

衽條件表達式3中，fl是第一透鏡的焦距，且EFL是光學系統的 

總焦距。

【0051】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可滿足條件表達式4。 

[條件表達式4]

2.3 < fl/f3 < 2.6

衽條件表達式4中，fl是第一透鏡的焦距，且f3是第三透鏡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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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0052】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可滿足條件表達式5。

[條件表達式5]

BFL/EFL < 0.31

衽條件表達式5中，BFL是自第六透鏡的影像側表面至影像感測 

器的影像平面的距離 > 且EFL是光學系統的總焦距。

【0053】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可滿足條件表達式6。

[條件表達式6]

0.95 < ER1/ER6 < 1.05

衽條件表達式6中，ER1是第一透鏡的物體側表面的有效半徑， 

且ER6是第三透鏡的影像側表面的有效半徑。

【0054】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可滿足條件表達式7。

[條件表達式7]

79 < FOV < 83

衽條件表達式7中，FOV是光學系統的視場。此處，光學系統的 

視場是由度（degree）進行表示。

【0055】接下來，將闡述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構成光學系統的第 

一透鏡至第六透鏡。

【0056】第一透鏡可具有負的折射力。此外，第一透鏡可具有彎 

月面形狀，所述彎月面形狀的物體側表面是凸的。詳言之，第一 

透鏡的第一表面衽近軸區中可為凸的，且第一透鏡的第二表面衽 

近軸區中可為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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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第一透鏡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中的至少一者可為非球 

面的。舉例而言，第一透鏡的兩個表面可均為非球面的。

【0058】第二透鏡可具有正的折射力。此外，第二透鏡的第一表 

面及第二表面可為凸的。詳言之 > 第二透鏡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 

面衽近軸區中可為凸的。

【0059】第二透鏡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中的至少一者可為非球 

面的。舉例而言，第二透鏡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可均為非球面 

的。

【0060】第三透鏡可具有負的折射力。此外，第三透鏡可具有彎 

月面形狀，所述彎月面形狀的物體側表面是凸的。詳言之，第三 

透鏡的第一表面衽近軸區中可為凸的，且第三透鏡的第二表面衽 

近軸區中可為凹的。

【0061】第三透鏡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中的至少一者可為非球 

面的。舉例而言，第三透鏡的兩個表面可均為非球面的。

【0062】第四透鏡可具有負的折射力。此外，第四透鏡可具有彎 

月面形狀，所述彎月面形狀的影像側表面是凸的。詳言之，第四 

透鏡的第一表面衽近軸區中可為凹的，且第四透鏡的第二表面衽 

近軸區中可為凸的。

【0063】第四透鏡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中的至少一者可為非球 

面的。舉例而言，第四透鏡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可均為非球面 

的。

【0064】第五透鏡可具有正的折射力。此外，第五透鏡可具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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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面形狀，所述彎月面形狀的影像側表面是凸的。詳言之，第五 

透鏡的第一表面衽近軸區中可為凹的，且第五透鏡的第二表面衽 

近軸區中可為凸的。

【0065】第五透鏡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中的至少一者可為非球 

面的。舉例而言，第五透鏡的兩個表面可均為非球面的。

【0066】第六透鏡可具有負的折射力。此外，第六透鏡可具有彎 

月面形狀，所述彎月面形狀的物體側表面是凸的。詳言之，第六 

透鏡的第一表面衽近軸區中可為凸的，且第六透鏡的第二表面衽 

近軸區中可為凹的。

【0067】衽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中，第一透鏡可具有負 

的折射力以達成寬的視場，且所述光學系統可使用焦點後移(retro 

focus )型透鏡進行設計。

【0068】視場越寬，則焦距越短。衽此種情形中，後焦距(其為 

距影像側最近的透鏡與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之間的距離)可縮 

短，且可難以衽距影像側最近的透鏡與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之 

間確保具有可衽其中安置紅外截止濾波器的空間 。

【0069】因此，根據示例性實施例，所述光學系統可使用焦點後 

移型透鏡進行設計，以衽達成寬的視場的同時使後焦距相對長， 

藉此可衽第六透鏡與影像感測器之間確保具有可衽其中安置紅外 

截止濾波器的空間。此處，為防止光學系統的總長度因後焦距的 

相對增大而增大 ' 可使第二透鏡及第三透鏡的合成焦距(synthetic 

focal length)短於光學系統的總焦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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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可易於修正色像差 

(chromatic aberration ) °色像差是因相依於波長的折射率的差異 

而產生的，且產生色像差的原因衽於具有長的波長的光衽穿過透 

鏡之後較具有相對短的波長的光聚焦於更遠離所述透鏡的區域 

上。因此，在其中色像差大的情形中，光可相依於波長而漫射， 

且因此，有必要修正色像差。

【0071】衽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中，第一透鏡至第三透 

鏡可具有不同的折射力。舉例而言，第一透鏡可具有負的折射力＞ 

第二透鏡可具有正的折射力，且第三透鏡可具有負的折射力。因 

此，第一透鏡至第三透鏡可朝物體側以交替的順序具有正的折射 

力或負的折射力。由於彼此相鄰的透鏡具有彼此相反的折射力， 

光可衽所述透鏡中的任意一者中發散且衽其他鏡頭中會聚。因 

此，具有不同波長的光可聚集於同一焦點上。

【0072】衽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中，第一透鏡至第三透 

鏡之間的間隙可相對窄 ' 以使色像差修正效果(chromatic 

aberration correction effect )顯著增強。舉例而言'衽近軸區中' 

第一透鏡與第二透鏡之間的間隙及第二透鏡與第三透鏡之間的間 

隙可窄於其他相鄰透鏡之間的間隙。此外，第一透鏡與第二透鏡 

之間的間隙及第二透鏡與第三透鏡之間的間隙可窄於第三透鏡至 

第六透鏡中的各透鏡之間的其他間隙中的每一者。根據又一實施 

例，衽近軸區中，第一透鏡與第二透鏡之間的間隙與第二透鏡與 

第三透鏡之間的間隙之和可窄於其他相鄰透鏡之間的間隙。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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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言，第一透鏡與第二透鏡之間的間隙與第二透鏡與第三透鏡 

之間的間隙之和可窄於第三透鏡至第六透鏡中的各透鏡之間的其 

他間隙中的每一者。因此，可達成與其中第一透鏡至第三透鏡彼 

此結合的三合透鏡(triply bonded lens )的效果相似的效果5且因 

此色像差修正效果可顯著增加。

【0073】此外，由於第一透鏡至第三透鏡之間的間隙窄，因此光 

學系統的總長度可減小。因此，可提供薄的光學系統。

【0074】如上所述，根據示例性實施例，光學系統的第二透鏡可 

具有正的折射力 > 且其兩個表面可均為凸的。此處 > 第二透鏡的 

物體側表面的曲率半徑的絕對值可小於第二透鏡的影像側表面的 

曲率半徑的絕對值。

【0075】舉例而言，當第二透鏡的物體側表面的曲率半徑是r3且 

第二透鏡的影像側表面的曲率半徑是r4時，可滿足|r4/r3| > 20。 

因此 > 第二透鏡的物體側表面的曲率可較第二透鏡的影像側表面 

的曲率相對大，且第二透鏡的影像側表面的曲率可較第二透鏡的 

物體側表面的曲率相對小。根據上述構成，可易於修正球面像差。

【0076】衽根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中，第三透鏡可具有彎 

月面形狀 > 所述彎月面形狀的物體側表面是凸的 > 且第四透鏡及 

第五透鏡可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彎月面形狀的影像側表面是凸 

的。如上所述，第三透鏡的形狀與第四透鏡的形狀可相互對稱或 

第三透鏡的形狀與第五透鏡的形狀可相互對稱，藉此使得入射至 

光學系統的光垂直地入射至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因此，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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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統中，影像感測器的中央部分處的影像 

亮度與影像感測器的邊緣部分處的影像亮度之間的差可減小。因 

此，可緩解其中影像感測器的邊緣部分處的影像相對暗的透鏡陰 

影現象（lens shading phenomenon ） °

【0077】將參照圖1至圖5闡述根據第一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 

統100。光學系統100包括第一透鏡110、第二透鏡120、第三透 

鏡130、第四透鏡140、第五透鏡150、及第六透鏡160，且更包 

括光闌（STOP）、紅外截止濾波器170、及影像感測器180。

【0078】圖4中說明透鏡110至透鏡160及紅外截止濾波器170 

各自的特性（曲率半徑、厚度、折射率、及阿貝數（Abbe number ） ） ° 

衽圖4中，表面S1及表面S2分別表示第一透鏡110的第一表面

（物體側表面）及第二表面（影像側表面），且表面S3及表面S4 

分別表示第二透鏡120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相似地，表面S5 

至表面S12分別表示第三透鏡130至第六透鏡160的第一表面及 

第二表面。此外，表面S13及表面S14分別表示紅外截止濾波器 

170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

【0079】第一透鏡110具有負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物體側表面是凸的。舉例而言 > 第一透鏡no的第 

一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凸的 ' 且第一透鏡110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 

中是凹的。

【0080】第二透鏡120具有正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均是凸的。舉例而言，第二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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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120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衽近軸區中均是凸的。

【0081】第三透鏡130具有負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物體側表面是凸的。舉例而言，第三透鏡130的第 

一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凸的，且第三透鏡130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 

中是凹的。

【0082】第四透鏡140具有負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影像側表面是凸的。舉例而言 > 第四透鏡140的第 

一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凹的，且第四透鏡140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 

中是凸的。

【0083】第五透鏡150具有正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朝影像凸出。舉例而言5第五透鏡150的第一表面衽 

近軸區中是凹的，且第五透鏡150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凸的。

【0084】第六透鏡160具有負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物體側表面是凸的。舉例而言 > 第六透鏡160的第 

一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凸的5且第六透鏡160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 

中是凹的。此外，第六透鏡160具有形成於其第一表面或第二表 

面中的至少一者上的至少一個拐點。

【0085】作為實例，第一透鏡110至第六透鏡160各自的表面具 

有如圖5中所示的非球面係數。

【0086】所述光闌包括例如第一光闌及第二光闌，所述第一光闌 

用以限制經由第一透鏡110透射而入射至光學系統的光量，所述 

第二光闌用以衽產生過大像差的部分處阻擋光。所述第一光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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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第一透鏡110的物體側表面的前面，且所述第二光闌安置於

第一透鏡110至第四透鏡140之間。

【0087】此外，作為實例，光學系統100具有如圖2及圖3中所 

示的像差特性。

【0088】將參照圖6至圖10闡述根據第二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系 

統200。光學系統200包括第一透鏡210、第二透鏡220、第三透 

鏡230、第四透鏡240、第五透鏡250、及第六透鏡260，且更包 

括光闌（STOP）、紅外截止濾波器270、及影像感測器280。

【0089】圖9中說明透鏡210至透鏡260及紅外截止濾波器270 

各自的特性（曲率半徑、厚度、折射率、及阿貝數）。衽圖9中， 

表面S1及表面S2分別表示第一透鏡210的第一表面（物體側表 

面）及第二表面（影像側表面），且表面S3及表面S4分別表示第 

二透鏡220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相似地，表面S5至表面S12 

分別表示第三透鏡230至第六透鏡260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 

此外，表面S13及表面S14分別表示紅外截止濾波器270的第一 

表面及第二表面。

【0090】第一透鏡210具有負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物體側表面是凸的。舉例而言 > 第一透鏡210的第 

一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凸的，且第一透鏡210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 

中是凹的。

【0091】第二透鏡220具有正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均是凸的。舉例而言，第二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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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220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衽近軸區中均是凸的。

【0092】第三透鏡230具有負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物體側表面是凸的。舉例而言，第三透鏡230的第 

一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凸的，且第三透鏡230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 

中是凹的。

【0093】第四透鏡240具有負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影像側表面是凸的。舉例而言 > 第四透鏡240的第 

一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凹的，且第四透鏡240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 

中是凸的。

【0094】第五透鏡250具有正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朝影像凸出。舉例而言 > 第五透鏡250的第一表面衽 

近軸區中是凹的，且第五透鏡250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凸的。

【0095】第六透鏡260具有負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物體側表面是凸的。舉例而言 > 第六透鏡260的第 

一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凸的，且第六透鏡260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 

中是凹的。此外，第六透鏡260具有形成於其第一表面或第二表 

面中的至少一者上的至少一個拐點。

【0096】作為實例，第一透鏡210至第六透鏡260各自的表面具 

有如圖10中所示的非球面係數。

【0097】所述光闌包括例如第一光闌及第二光闌，所述第一光闌 

用以限制經由第一透鏡210透射而入射至光學系統的光量，所述 

第二光闌用以衽產生過大像差的部分處阻擋光。舉例而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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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光闌安置於第一透鏡210的物體側表面的前面，且所述第二

光闌安置於第一透鏡210至第四透鏡240之間。

【0098】此外，作為實例，光學系統200具有如圖7及圖8中所 

示的像差特性。

【0099】將參照圖11至圖15闡述根據第三示例性實施例的光學 

系統300。光學系統300包括第一透鏡310、第二透鏡320、第三 

透鏡330、第四透鏡340、第五透鏡350、及第六透鏡360，且更 

包括光闌（STOP）、紅外截止濾波器370、及影像感測器380。

【0100】圖14中說明透鏡310至透鏡360及紅外截止濾波器370 

各自的特性（曲率半徑、厚度、折射率、及阿貝數）。衽圖14中， 

表面S1及表面S2分別表示第一透鏡310的第一表面（物體側表 

面）及第二表面（影像側表面），且表面S3及表面S4分別表示第 

二透鏡320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相似地，表面S5至表面S12 

分別表示第三透鏡330至第六透鏡360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 

此外，表面S13及表面S14分別表示紅外截止濾波器370的第一 

表面及第二表面。

【0101】第一透鏡310具有負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影像側表面是凸的。舉例而言 > 第一透鏡310的第 

一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凸的，且第一透鏡310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 

中是凹的。

【0102】第二透鏡320具有正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均是凸的。舉例而言，第二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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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320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衽近軸區中可均是凸的。

【0103】第三透鏡330具有負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物體側表面是凸的。舉例而言，第三透鏡330的第 

一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凸的，且第三透鏡330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 

中是凹的。

【0104】第四透鏡340具有負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影像側表面是凸的。舉例而言 > 第四透鏡340的第 

一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凹的，且第四透鏡340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 

中是凸的。

【0105】第五透鏡350具有正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朝影像凸出。舉例而言 > 第五透鏡350的第一表面衽 

近軸區中是凹的，且第五透鏡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凸的。

【0106】第六透鏡360具有負的折射力且具有彎月面形狀，所述 

彎月面形狀的物體側表面是凸的。舉例而言 > 第六透鏡360的第 

一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凸的，且第六透鏡360的第二表面衽近軸區 

中是凹的。此外，第六透鏡360具有形成於其第一表面或第二表 

面中的至少一者上的至少一個拐點。作為實例，第一透鏡310至 

第六透鏡360各自的表面具有如圖15中所示的非球面係數。

【0107】所述光闌包括例如第一光闌及第二光闌，所述第一光闌 

用以限制經由第一透鏡310透射而入射至光學系統的光量，所述 

第二光闌用以衽產生過大像差的部分處阻擋光。舉例而言，所述 

第一光闌安置於第一透鏡310的物體側表面的前面，且所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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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闌安置於第一透鏡310至第四透鏡340之間。

【0108】此外，作為實例，光學系統300具有如圖12及圖13中 

所示的像差特性。

【0109】自表1可知，光學系統100至光學系統300滿足上述條 

件表達式1至條件表達式7。因此，透鏡的光學效能可得以提高， 

且所述光學系統可具有寬的視場及薄的構造。

[表1]

光學系統100 光學系統200 光學系統300

TTL 5.30 5.30 3.21

SL 5.06 5.05 3.06

EFL 4.35 4.30 2.66

BFL 1.19 1.19 0.79

fl -21.50 -20.08 -13.11

f3 -8.46 -8.46 -5.16

IMGH 3.68 3.68 2.39

FOV 79.30 79.93 82.07

TTL/(IMGH*2) 0.72 0.72 0.67

fl/EFL -4.94 -4.67 -4.92

fl/f3 2.54 2.37 2.54

BFL/EFL 0.27 0.28 0.30

ER1/ER6 0.9788527 1.0366283 1.0098015

【0110】如上所述，根據示例性實施例，可提供一種具有寬的視

場及薄的構造的光學系統。此外，像差改善效果（aber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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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effect）可增強5並可達成高的解析度。此外，可減 

小影像感測器的中央部分處的影像亮度與影像感測器的邊緣部分 

處的影像亮度之間的差。

【0111】儘管本揭露內容包括具體實例，然而對此項技術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將顯而易見的是，可對該些實例作出形式及細節上的 

各種改變，而此並不背離申請專利範圍及其等效範圍的精神及範 

圍。本文所述實例應僅被視為具有描述性意義，而並非用於限制 

目的。對每一實例中的特徵或態樣的闡述應被視為亦適用於其他 

實例中的相似特徵或態樣。若以不同次序執行所述技術，及/或若 

以不同方式將所述系統、架構、裝置、或電路中的組件進行組合， 

及/或以其他組件或其等效組件來替代或補充所述組件，則可達成 

適合的結果。因此，本揭露內容的範圍並非由實施方式界定，而 

是由申請專利範圍及其等效範圍界定，且處於申請專利範圍及其 

等效範圍的範圍內的所有變化均應被視為包括於本揭露內容中。

【符號說明】

【0112】

100 :光學系統

110 :第一透鏡

120 :第二透鏡

130 :第三透鏡

140 :第四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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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第五透鏡

160 :第六透鏡

170 :紅外截止濾波器

180 :影像感測器

200 :光學系統

210 :第一透鏡

220 :第二透鏡

230 :第三透鏡

240 :第四透鏡

250 :第五透鏡

260 :第六透鏡

270 :紅外截止濾波器

280 :影像感測器

300 :光學系統

310 :第一透鏡

320 :第二透鏡

330 :第三透鏡

340 :第四透鏡

350 :第五透鏡

360 :第六透鏡

370 :紅外截止濾波器

380 :影像感測器

修正日期:10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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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F、G、H、J：非球面係數

K :圓錐常數

S1-S14 :表面

STOP :光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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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一種光學系統，包括：

第一透鏡，具有負的折射力；

第二透鏡；

第三透鏡；

第四透鏡；

第五透鏡；

第六透鏡；以及

影像感測器，用以將經由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入射 

的對象的影像轉換成電訊號，

其中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自所述光學系統的物體側

依序安置，且

其中滿足TTL/(ImgH*2) < 0.68，TTL是自所述第一透鏡的物體

側表面至所述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距離，且ImgH是所述影像 

感測器的所述影像平面的對角長度的一半。

【第2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所述第一 

透鏡至所述第三透鏡朝所述光學系統的所述物體側以交替的順序 

具有正的折射力或負的折射力。

【第3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近軸區中 

所述第一透鏡與所述第二透鏡之間的間隙以及所述第二透鏡與所 

述第三透鏡之間的間隙窄於所述近軸區中所述第三透鏡至所述第 

六透鏡中各透鏡之間的間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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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滿足-5 <

fl/EFL < -4.6 > fl是所述第一透鏡的焦距，且EFL是包括所述第一透 

鏡至所述第六透鏡的所述光學系統的總焦距。

【第5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滿足2.3 <

fl/f3 < 2.6, fl是所述第一透鏡的焦距，且f3是所述第三透鏡的焦距。

【第6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滿足

BFL/EFL < 0.31，BFL是自所述第六透鏡的影像側表面至所述影像感 

測器的所述影像平面的距離，且EFL是包括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 

六透鏡的所述光學系統的總焦距。

【第7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滿足0.95 < 

ER1/ER6 < 1.05，ER1是所述第一透鏡的所述物體側表面的有效半 

徑，且ER6是所述第三透鏡的影像側表面的有效半徑。

【第8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滿足79<

FOV < 83，FOV是所述光學系統的視場。

【第9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所述第一 

透鏡的所述物體側表面衽近軸區中是凸的。

【第10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所述第二 

透鏡包括正的折射力。

【第11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所述第五 

透鏡包括正的折射力。

【第12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所述第六

透鏡包括負的折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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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所述第六

透鏡衽其物體側表面或影像側表面中的至少一者上包括至少一個

拐點。

【第14項】一種光學系統，包括：

第一透鏡；

第二透鏡；

第三透鏡；

第四透鏡；

第五透鏡；以及

第六透鏡5

其中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自物體側依序安置，

其中近軸區中所述第一透鏡與所述第二透鏡之間的間隙與所 

述近軸區中所述第二透鏡與所述第三透鏡之間的間隙之和小於所 

述近軸區中所述第三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中各透鏡之間的間隙 ， 

且

其中滿足TTL/(ImgH*2) < 0.68，TTL是自所述第一透鏡的物體 

側表面至所述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距離，且ImgH是所述影像 

感測器的所述影像平面的對角長度的一半。

【第15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4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所述第 

二透鏡包括正的折射力，且所述第三透鏡包括負的折射力。

【第16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4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

所述第二透鏡包括正的折射力；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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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r4/r3|>20，r3是所述第二透鏡的物體側表面的曲率半徑，

且r4是所述第二透鏡的影像側表面的曲率半徑。

【第17項】一種光學系統，包括：

第一透鏡，包括負的折射力；

第二透鏡；

第三透鏡，包括負的折射力；

第四透鏡，包括彎月面形狀，所述彎月面形狀的影像側表面 

衽近軸區中是凸的；

第五透鏡，包括彎月面形狀，所述彎月面形狀的影像側表面

衽所述近軸區中是凸的；以及

第六透鏡5

其中所述第一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自物體側依序安置，

其中所述近軸區中所述第一透鏡與所述第二透鏡之間的間隙 

以及所述近軸區中所述第二透鏡與所述第三透鏡之間的間隙窄於 

所述近軸區中所述第三透鏡至所述第六透鏡中各透鏡之間的間 

隙 > 且

其中滿足TTL/(ImgH*2) < 0.68，TTL是自所述第一透鏡的物體 

側表面至所述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距離，且ImgH是所述影像 

感測器的所述影像平面的對角長度的一半。

【第18項】一種光學系統，包括：

自物體側至影像側排列的透鏡，包括：

第一透鏡，包括負的折射力，

第4頁，共6頁(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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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透鏡，

第三透鏡'包括負的折射力；以及

影像感測器，用以將經由所述透鏡入射的對象的影像轉換成 

電訊號，

其中滿足-5<fl/EFL<-4.6, fl是所述第一透鏡的焦距，且EFL 

是所述光學系統的總焦距，且

其中滿足TTL/(ImgH*2) < 0.68，TTL是自所述第一透鏡的物體 

側表面至所述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距離，且ImgH是所述影像 

感測器的所述影像平面的對角長度的一半。

【第19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8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滿足2.3 < 

fl/f3<2.6, f3是所述第三透鏡的焦距。

【第20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8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滿足79 < 

FOV < 83，FOV是所述光學系統的視場。

【第21項】一種包括透鏡的光學系統，所述透鏡包括：

第一透鏡；

第二透鏡，較所述第一透鏡遠離所述光學系統的物體側安置 ；

第三透鏡，較所述第二透鏡遠離所述光學系統的所述物體側 

安置；

其它透鏡，較所述第三透鏡遠離所述光學系統的所述物體側 

安置，

其中近軸區中所述第一透鏡與所述第二透鏡之間的間隙以及

所述近軸區中所述第二透鏡與所述第三透鏡之間的間隙中的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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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窄於所述近軸區中所述第三透鏡及所述其它透鏡中各透鏡之 

間的間隙，且

其中滿足TTL/(ImgH*2) < 0.68，TTL是自所述第一透鏡的物體 

側表面至所述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距離，且ImgH是所述影像 

感測器的所述影像平面的對角長度的一半。

【第22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所述的光學系統，更包括影像 

感測器，所述影像感測器用以將經由所述透鏡入射的對象的影像 

轉換成電訊號，其中：

所述其它透鏡包括：

第四透鏡，

第五透鏡，較所述第四透鏡遠離所述光學系統的所述物

體側安置，以及

第六透鏡，較所述第五透鏡遠離所述光學系統的所述物

體側安置；且

滿足BFL/EFL < 0.31，BFL是自所述第六透鏡的影像側表面至 

所述影像感測器的影像平面的距離，且EFL是包括所述第一透鏡 

至所述第六透鏡的所述光學系統的總焦距。

【第23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2項所述的光學系統，其中滿足79 < 

FOV < 83 ' FOV是所述光學系統的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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