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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光抛光装置及抛

光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

光抛光装置。将光学元件在工作台作匀速运动的

基础上，通过激光穿过支架上的孔洞，经反射镜

将光束传递到由振镜和聚焦镜组成的振镜系统

实现对光学元件的加工，支架上设有一体的反射

镜、振镜、聚焦镜在激光从孔洞入射的方向作直

线运动，不会因振镜系统的运动而影响光路传

输，从而很好实现由工作台运动与振镜系统运动

组成的运动轨迹粗定位，振镜系统自身的运动实

现对运动轨迹的精定位。本发明的装置通过螺旋

形加工轨迹方式且改变参数对光学元件进行扫

描，通过熔融、气化组合方式实现对光学元件表

面的抛光。本发明的装置可以实现米级以上直线

或圆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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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光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工作台，其上设有电磁

夹具用于夹持光学元件，且工作台带动光学元件进行旋转运动，设有支架用于固定直线导

轨，另设有光路系统其内具有CO2激光器、扩束准直镜、反射镜、整形镜、振镜、聚焦镜，其中，

振镜、聚焦镜构成场镜，集成一体的场镜和反射镜固定在直线导轨上，通过直线导轨的运动

和工作台的旋转运动实现运动轨迹的粗定位，；光路系统中的场镜运动实现加工轨迹的精

定位，CO2激光器将激光束通过支架上设置的孔洞将激光传递到与场镜固定连接的反射镜，

再转射到场镜对工件进行抛光加工，固定场镜的导轨其运动方向为沿着孔洞入射到反射镜

上的方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光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

连接有用于驱动集成一体的场镜和反射镜运动的二维电动平台，确保抛光时运动轨迹的变

化不会影响光路系统中光束的传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光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学

元件为圆形。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光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学

元件为圆形时通过载物台和支架上二维电动平台的一维直线运动对加工位置进行粗定位，

通过振镜系统的运动实现加工表面的精定位和光学元件表面的快速抛光。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光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光

学元件是各种光学玻璃或其他材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光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激

光为经过整形的平顶光。

7.一种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光抛光装置的应用，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可应用于

激光清洗、激光去除残余应力。

8.一种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光抛光方法，其特征在于，抛光的具体步骤为

(1)将待抛光试样进行清洗、干燥等预处理；

(2)通过电磁夹具将光学元件固定在工作台上；

(3)设计扫描轨迹，保证光斑重叠率为50％～80％，扫描轨迹所形成的面积为待修复表

面的1.1～1.2倍，将相应的平台旋转速度、进给机构速度、振镜速度参数输入运动控制系统

和激光系统；

(4)打开激光器，调节激光功率为30～100W，频率为1～10kHz，脉宽为2～1000μs，光斑

直径为0.1～5mm，焦距为5～500mm，振镜扫描速度为1～1000mm/s；

(5)通过工作台的旋转运动和直线导轨的直线运动对加工位置进行粗定位，扫描振镜

的运动对加工位置进行精定位，进行螺旋式扫描，平台旋转速度10～100rad/s，进给机构速

度1～10mm/s，振镜扫描范围10×10mm～40×40mm；

(6)整个光学元件表面抛光结束后，每次降低激光功率5～10W，进给机构速度降低5～

10mm/s，其余参数不变，重复第(3)步至第(5)步，进行多次扫描，直到表面粗糙度达到需要

值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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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光抛光装置及抛光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学元件表面精密及超精密加工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米级大口径光

学 元件CO2激光抛光装置及抛光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空间光学、航空航天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精密光学平面元件提出越来越高

的  要求，不但精度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尺寸越来越大，这对光学元件的制造提出新挑战。 

传统光学元件一般需要经过下料、磨削、粗抛、半精抛、精抛等工序，尤其磨削和抛光  工序，

不但耗时长、对环境有污染，而且加工工具对导致杂质渗入被加工元件，影响光  学元件的

使用寿命，尤其是强激光作用下微量杂质可累在多次作用后容易诱发缺陷，从  而导致元件

损伤甚至报废。因此亟需开发新型的抛光方式，减少甚至避免在后期加工过  程中杂质渗入

对光学元件质量的影响，并提高抛光的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

光 抛光装置及抛光方法。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应用于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光抛光装置，包括工作台，其上设有电磁 

夹具用于夹持光学元件，且工作台带动光学元件进行旋转运动，设有支架用于固定直  线导

轨，另设有光路系统其内具有CO2激光器、扩束准直镜、反射镜、整形镜、振  镜、聚焦镜，其

中，振镜、聚焦镜构成场镜，集成一体的场镜和反射镜固定在直线导  轨上，通过直线导轨的

运动和工作台的旋转运动实现运动轨迹的粗定位，；光路系统 中的场镜运动实现加工轨迹

的精定位，CO2激光器将激光束通过支架上设置的孔洞将  激光传递到与场镜固定连接的反

射镜，再转射到场镜对工件进行抛光加工，固定场镜 的导轨其运动方向为沿着孔洞入射到

反射镜上的方向。

[0006] 进一步的，支架连接有用于驱动集成一体的场镜和反射镜运动的二维电动平台，

确 保抛光时运动轨迹的变化不会影响光路系统中光束的传播。

[0007] 进一步的，光学元件为圆形。

[0008] 进一步的，光学元件为圆形时通过载物台和支架上二维电动平台的一维直线运动

对  加工位置进行粗定位，通过振镜系统的运动实现加工表面的精定位和光学元件表面的

快  速抛光。

[0009] 进一步的，光学元件是各种光学玻璃或其他材料。

[0010] 进一步的，激光为经过整形的平顶光。

[0011] 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光抛光方法，抛光的具体步骤为：

[0012] (1)将待抛光试样进行清洗、干燥等预处理。

[0013] (2)通过电磁夹具将光学元件固定在工作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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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3)设计扫描轨迹，保证光斑重叠率为50％～80％，扫描轨迹所形成的面积为待修 

复表面的1.1～1.2倍，将相应的平台旋转速度、进给机构速度、振镜速度等参数输入运  动

控制系统和激光系统。

[0015] (4)打开激光器，调节激光功率为30～100W，频率为1～10kHz，脉宽为2～1000μs， 

光斑直径为0.1～5mm，焦距为5～500mm，振镜扫描速度为1～1000mm/s。

[0016] (5)通过工作台的旋转运动和直线导轨的直线运动对加工位置进行粗定位，扫描 

振镜的运动对加工位置进行精定位，进行螺旋式扫描，平台旋转速度10～100rad/s，进  给

机构速度1～10mm/s，振镜扫描范围10×10mm～40×40mm。

[0017] (6)整个光学元件表面抛光结束后，每次降低激光功率5～10W，进给机构速度降 

低5～10mm/s，其余参数不变，重复第(3)步至第(5)步，进行多次扫描，直到表面  粗糙度达

到需要值为止。

[0018]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显著优点为：

[0019] 1、采用的CO2激光抛光属于无接触式加工，不会掺入新的杂质，对光学元件造成 

二次污染；

[0020] 2、采用的CO2激光抛光属于无接触式加工，通过熔融、气化或熔融与气化组合的 

方式抛光工件，相对小工具抛光、磁流变抛光等接触式抛光所产生的残余应力非常小；

[0021] 3、采用的电磁夹具方式固定光学玻璃，操作方便，不产生机械压应力，更适合精 

密光学玻璃的加工；

[0022] 4、采用的CO2激光加工圆形光学元件采用螺旋形扫描轨迹，扫描均匀，效率远高 

于传统机械式抛光，扫描范围大；扫描面积大于光学玻璃待修复表面，防止激光扫描初  期

和结束时质量不稳，降低参数调节难度，提高修复效果；

[0023] 6、通过多次扫描逐层去除或融化的方式进行抛光，通过不断降低功率和速度的方 

式逐步提高抛光精度。

附图说明

[0024] 图1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抛光装置示意图。

[0025] 图2光学元件CO2激光抛光光路示意图。

[0026] 图3螺旋式扫描轨迹示意图。

[0027] 图中：1为工作台，2为电磁夹具，3为光学元件，4为场镜系统，5为直线导轨，6  支

架，7为CO2激光器，8为扩束准直镜，9为反射镜，10为整形镜，11为振镜，12 为聚焦镜。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9] 本发明的原理及依据是：CO2激光具有很高的瞬间能量，这些能量通过光子传递给 

被加工材料的表面，使工件表面温度升高，从而使光学元件表面熔融或气化，从而实现  抛

光的目的。采用本发明所述的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CO2激光抛光方法及装置，可适用  于各

种光学元件及其他大尺寸工件的激光抛光、激光清洗、激光去除残余应力等场合。

[0030] 工作过程：如图1所示，光学元件3通过电磁夹具2固定在工作台1上，图2为光  学元

件CO2激光抛光光路示意图，CO2激光器7发出的激光经扩束准直镜8后，将光斑  调整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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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经反射镜9改变光路方向，将光束导向垂直方向的整形镜10将高  斯光整为平顶光，

然后通过由振镜11和聚焦镜12组成的场镜4对固定在工作台1上的  光学元件3进行抛光，工

作台1的转速和支架6上的直线导轨5驱动场镜系统4作直线  运动实现了运动轨迹的初定

位，振镜速度对加工轨迹进行精定位，最终确定出图3所示 的螺旋式加工轨迹，由于直线导

轨5是沿着从支架孔传递到反射镜9上光路方向运动，  因此导轨的运动不会影响光路中激

光束的传播，实现对光学元件表面的抛光。

[0031] 实施例

[0032] 对米级大口径光学元件进行CO2激光抛光，基体材料为圆形融石英玻璃。实验是在 

万级洁净间中进行。首先把对光学元件进行清洗、干燥预处理。然后将光学元件3通过 电磁

夹具2固定在工作台1上，光学元件3正对激光光束。调节激光参数：激光功率60W，  重复频率

1kHz，脉宽10μs，焦距为20mm，光斑直径为2mm，振镜扫描速度100mm/s，  轨迹间隔1mm，轨迹

超出融石英尺寸1％。工作台1转速为1rad/s，进给机构速度为  5mm/s，采用附图3中螺旋形

轨迹进行扫描。整个光学元件表面扫描结束后，每次降低  激光功率5～10W，进给机构速度

降低5～10mm/s，其余参数不变，重复进行多次扫描， 直到表面粗糙度达到需要值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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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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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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