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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变焦镜头。该镜头

包括沿光轴从物方到像方排列的负光焦度的补

偿透镜组和正光焦度的变倍透镜组，补偿透镜组

与变倍透镜组在变焦时沿光轴往复移动；补偿透

镜组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排列的负光焦度的

第一透镜、负光焦度的第二透镜及正光焦度的第

三透镜；变倍透镜组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排列

的正光焦度的第四透镜、正光焦度的第五透镜、

负光焦度的第六透镜、正光焦度的第七透镜、负

光焦度的第八透镜及正光焦度的第九透镜。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变焦镜头，其焦距变倍比大于4，

在-40℃～80℃的环境下使用不跑焦，视场角变

化范围广，可实现可见光与红外光共焦且成像清

晰度与分辨率均在4K以上，最大光圈可达F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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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变焦镜头，其特征在于，包括沿光轴从物方到像方排列的负光焦度的补偿透镜

组和正光焦度的变倍透镜组，所述补偿透镜组与所述变倍透镜组在变焦时沿所述光轴往复

移动；

所述补偿透镜组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排列的负光焦度的第一透镜、负光焦度的第二

透镜以及正光焦度的第三透镜；

所述变倍透镜组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排列的正光焦度的第四透镜、正光焦度的第五

透镜、负光焦度的第六透镜、正光焦度的第七透镜、负光焦度的第八透镜以及正光焦度的第

九透镜；

所述补偿透镜组的焦距与所述变倍透镜组的焦距满足如下关系式：

0.7<∣Ff'/Bf'∣<1.1；

所述第二透镜、所述第三透镜、所述第五透镜、所述第六透镜和所述第九透镜的焦距与

所述补偿透镜组的焦距以及所述变倍透镜组的焦距满足如下关系式：

1<∣f2/Ff'∣<4；

1.2<∣f3/Ff'∣<6.1；

1.2<∣f5/Bf'∣<3.8；

0.9<∣f6/Bf'∣<2.5；

4<∣f9/Bf'∣<35；

0.7<∣f5/f6∣<1.8；

其中，f2、f3、f5、f6和f9分别表示所述第二透镜、所述第三透镜、所述第五透镜、所述第

六透镜和所述第九透镜的焦距，Ff'表示所述补偿透镜组的焦距，Bf'表示所述变倍透镜组

的焦距。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焦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透镜至所述第九透镜的各焦

距以及折射率满足以下条件：

f1＝-20～-6 n1＝1.5～2.05

f2＝-35～-8.8 n2＝1.43～1.75

f3＝10～50 n3＝1.5～2.05

f4＝7～30 n4＝1.43～1.75

f5＝10～50 n5＝1.4～1.65

f6＝-40～-9.5 n6＝1.5～1.85

f7＝4.1～16.8 n7＝1.4～1.7

f8＝-21～-5.5 n8＝1.45～1.85

f9＝-∞～+∞ n9＝1.4～1.85

其中，f1～f9分别表示所述第一透镜至所述第九透镜的焦距，单位为mm，n1～n9分别表

示所述第一透镜至所述第九透镜的折射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焦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透镜为凸凹透镜、平凹透镜

或双凹透镜中的一种；所述第二透镜为双凹透镜；所述第三透镜为凸凹透镜、凸平透镜或双

凸透镜中的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变焦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透镜和所述第二透镜通过透

镜边缘直接承靠，所述第二透镜和所述第三透镜通过透镜边缘直接承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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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焦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透镜为凸平透镜、双凸透镜

或凸凹透镜中的一种；所述第五透镜为凸平透镜、双凸透镜或凸凹透镜中的一种；所述第六

透镜为双凹透镜、凸凹透镜、平凹透镜中的一种；所述第七透镜为双凸透镜；所述第八透镜

为双凹透镜、凹凸透镜或凹平透镜中的一种；所述第九透镜为双凸透镜、凸凹透镜或凸平透

镜中的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变焦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透镜与所述第五透镜之间使

用间隔圈承靠，所述第六透镜与所述第七透镜之间使用间隔圈承靠，所述第七透镜与第八

透镜形成双胶合透镜，所述第八透镜与第九透镜之间使用间隔圈承靠。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焦镜头，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光阑，设置于所述第三透镜与

所述第四透镜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焦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透镜、所述第四透镜、所述第

七透镜和所述第八透镜均为球面透镜，所述第二透镜、所述第三透镜、所述第五透镜、所述

第六透镜和所述第九透镜均为非球面透镜。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变焦镜头，其特征在于，第一透镜、所述第四透镜、所述第七透

镜和所述第八透镜均为玻璃球面透镜，所述第二透镜、所述第三透镜、所述第五透镜和所述

第六透镜均为塑料非球面透镜。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变焦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九透镜为玻璃非球面透镜或

塑料非球面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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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变焦镜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光学镜头技术，尤其涉及一种变焦镜头。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定焦镜头的视场角固定，一款产品只能应用于特定场景，导致在许多场景下

定焦镜头无法满足使用要求。变焦镜头由于焦距连续可变，在一定范围内视场角也是连续

可变的，可适应更多种的应用场景，因而越来越受市场青睐。而具有4K(3840×2160)分辨率

的相机由于具有超高的清晰度，对监控画面细节还原度极高，因此在安防领域得到很大的

关注与应用。

[0003] 广角变焦镜头是安防监控系统常用的镜头类型，目前主流的广角变焦镜头其分辨

率主要集中于三百万像素到六百万像素这个区间，能够符合4K要求的类型极少，并且通常

成本较高难以大量推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变焦镜头，以实现一种低成本的大光圈超广角超高清变焦

镜头的设计，其焦距变倍比大于4，在-40℃～80℃的环境下使用不跑焦，视场角变化范围

广，可实现可见光与红外光共焦且成像清晰度与分辨率均在4K以上，最大光圈可达F1.3，综

合性能优异。

[000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变焦镜头，包括沿光轴从物方到像方排列的负光焦度的补

偿透镜组和正光焦度的变倍透镜组，所述补偿透镜组与所述变倍透镜组在变焦时沿所述光

轴往复移动；

[0006] 所述补偿透镜组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排列的负光焦度的第一透镜、负光焦度的

第二透镜以及正光焦度的第三透镜；

[0007] 所述变倍透镜组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排列的正光焦度的第四透镜、正光焦度的

第五透镜、负光焦度的第六透镜、正光焦度的第七透镜、负光焦度的第八透镜以及正光焦度

的第九透镜；

[0008] 所述补偿透镜组的焦距与所述变倍透镜组的焦距满足如下关系式：

[0009] 0.7<∣Ff'/Bf'∣<1.1；

[0010] 所述第二透镜、所述第三透镜、所述第五透镜、所述第六透镜和所述第九透镜的焦

距与所述补偿透镜组的焦距以及所述变倍透镜组的焦距满足如下关系式：

[0011] 1<∣f2/Ff'∣<4；

[0012] 1.2<∣f3/Ff'∣<6.1；

[0013] 1.2<∣f5/Bf'∣<3.8；

[0014] 0.9<∣f6/Bf'∣<2.5；

[0015] 4<∣f9/Bf'∣<35；

[0016] 0.7<∣f5/f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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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其中，f2、f3、f5、f6和f9分别表示所述第二透镜、所述第三透镜、所述第五透镜、所

述第六透镜和所述第九透镜的焦距，Ff'表示所述补偿透镜组的焦距，Bf'表示所述变倍透

镜组的焦距。

[0018] 可选的，所述第一透镜至所述第九透镜的各焦距以及折射率满足以下条件：

[0019]

[0020]

[0021] 其中，f1～f9分别表示所述第一透镜至所述第九透镜的焦距，单位为mm，n1～n9分

别表示所述第一透镜至所述第九透镜的折射率。

[0022] 可选的，所述第一透镜为凸凹透镜、平凹透镜或双凹透镜中的一种；所述第二透镜

为双凹透镜；所述第三透镜为凸凹透镜、凸平透镜或双凸透镜中的一种。

[0023] 可选的，所述第一透镜和所述第二透镜通过透镜边缘直接承靠，所述第二透镜和

所述第三透镜通过透镜边缘直接承靠。

[0024] 可选的，所述第四透镜为凸平透镜、双凸透镜或凸凹透镜中的一种；所述第五透镜

为凸平透镜、双凸透镜或凸凹透镜中的一种；所述第六透镜为双凹透镜、凸凹透镜、平凹透

镜中的一种；所述第七透镜为双凸透镜；所述第八透镜为双凹透镜、凹凸透镜或凹平透镜中

的一种；所述第九透镜为双凸透镜、凸凹透镜或凸平透镜中的一种。

[0025] 可选的，所述第四透镜与所述第五透镜之间使用间隔圈承靠，所述第六透镜与所

述第七透镜之间使用间隔圈承靠，所述第七透镜与第八透镜形成双胶合透镜，所述第八透

镜与第九透镜之间使用间隔圈承靠。

[0026] 可选的，还包括光阑，设置于所述第三透镜与所述第四透镜之间。

[0027] 可选的，所述第一透镜、所述第四透镜、所述第七透镜和所述第八透镜均为球面透

镜，所述第二透镜、所述第三透镜、所述第五透镜、所述第六透镜和所述第九透镜均为非球

面透镜。

[0028] 可选的，第一透镜、所述第四透镜、所述第七透镜和所述第八透镜均为玻璃球面透

镜，所述第二透镜、所述第三透镜、所述第五透镜和所述第六透镜均为塑料非球面透镜。

[0029] 可选的，所述第九透镜为玻璃非球面透镜或塑料非球面透镜。

[003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变焦镜头，包括沿光轴从物方到像方排列的负光焦度的补偿

透镜组和正光焦度的变倍透镜组，补偿透镜组与变倍透镜组在变焦时沿光轴往复移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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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透镜组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排列的负光焦度的第一透镜、负光焦度的第二透镜以及正

光焦度的第三透镜；变倍透镜组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排列的正光焦度的第四透镜、正光

焦度的第五透镜、负光焦度的第六透镜、正光焦度的第七透镜、负光焦度的第八透镜以及正

光焦度的第九透镜；通过补偿透镜组与变倍透镜组沿光轴往复移动来改变两个镜组之间的

间隔实现变焦，其焦距变倍比大于4；通过合理设计各透镜的结构及材质之间的搭配，使得

镜头可以在-40℃～80℃的环境下使用不跑焦，视场角变化范围广，视场角变化范围为32°

以下到145°以上，也可以达到可见光与红外光共焦且成像清晰度、分辨率均在4K以上，最大

光圈达到F1.3，保证镜头高性能的同时降低制作成本，具备广阔的市场前景。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变焦镜头广角端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变焦镜头望远端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变焦镜头广角端可见光的调制传递函数MTF曲线示意

图；

[0034]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变焦镜头广角端红外光的MTF曲线示意图；

[0035]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变焦镜头望远端可见光的MTF曲线示意图；

[0036]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变焦镜头望远端红外光的MTF曲线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可以理解的是，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发明，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定。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

于描述，附图中仅示出了与本发明相关的部分而非全部结构。

[0038]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使用的术语是仅仅出于描述特定实施例的目的，而非旨在限制

本发明。需要注意的是，本发明实施例所描述的“上”、“下”、“左”、“右”等方位词是以附图所

示的角度来进行描述的，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限定。此外在上下文中，还需要理解

的是，当提到一个元件被形成在另一个元件“上”或“下”时，其不仅能够直接形成在另一个

元件“上”或者“下”，也可以通过中间元件间接形成在另一元件“上”或者“下”。术语“第一”、

“第二”等仅用于描述目的，并不表示任何顺序、数量或者重要性，而只是用来区分不同的组

成部分。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

含义。

[0039] 图1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变焦镜头广角端的结构示意图，图2所示为本

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变焦镜头望远端的结构示意图。参考图1和图2，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的变焦镜头包括沿光轴从物方到像方排列的负光焦度的补偿透镜组10和正光焦度的变倍

透镜组20，补偿透镜组10与变倍透镜组20在变焦时沿光轴往复移动；补偿透镜组10包括从

物方到像方依次排列的负光焦度的第一透镜101、负光焦度的第二透镜102以及正光焦度的

第三透镜103；变倍透镜组20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排列的正光焦度的第四透镜201、正光

焦度的第五透镜202、负光焦度的第六透镜203、正光焦度的第七透镜204、负光焦度的第八

透镜205以及正光焦度的第九透镜206；

[0040] 补偿透镜组10的焦距与变倍透镜组20的焦距满足如下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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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7<∣Ff'/Bf'∣<1.1；

[0042] 第二透镜102、第三透镜103、第五透镜202、第六透镜203和第九透镜206的焦距与

补偿透镜组10的焦距以及变倍透镜组20的焦距满足如下关系式：

[0043] 1<∣f2/Ff'∣<4；

[0044] 1.2<∣f3/Ff'∣<6.1；

[0045] 1.2<∣f5/Bf'∣<3.8；

[0046] 0.9<∣f6/Bf'∣<2.5；

[0047] 4<∣f9/Bf'∣<35；

[0048] 0.7<∣f5/f6∣<1.8；

[0049] 其中，f2、f3、f5、f6和f9分别表示第二透镜102、第三透镜103、第五透镜202、第六

透镜203和第九透镜206的焦距，Ff'表示补偿透镜组的焦距，Bf'表示变倍透镜组的焦距。

[0050] 可以理解的是，光焦度等于像方光束汇聚度与物方光束汇聚度之差，它表征光学

系统偏折光线的能力。光焦度的绝对值越大，对光线的弯折能力越强，光焦度的绝对值越

小，对光线的弯折能力越弱。光焦度为正数时，光线的屈折是汇聚性的；光焦度为负数时，光

线的屈折是发散性的。光焦度可以适用于表征一个透镜的某一个折射面(即透镜的一个表

面)，可以适用于表征某一个透镜，也可以适用于表征多个透镜共同形成的系统(即透镜

组)。在本实施例中，可以将补偿透镜组10和变倍透镜组20设置于一个镜筒(图1中未示出)

内，变倍透镜组20用于实现镜头焦距变化，补偿透镜组10用于补偿变倍透镜组20移动时引

起的像差，通过补偿透镜组10和变倍透镜组20组合移动实现清晰的变焦功能。通过设置补

偿透镜组10的焦距与变倍透镜组20的焦距满足0.7<∣Ff'/Bf '∣<1.1，可以实现焦距变倍比

大于4；通过调整第二透镜102、第三透镜103、第五透镜202、第六透镜203和第九透镜206的

焦距与补偿透镜组10的焦距以及变倍透镜组20的焦距关系，可以达到小型化、高性能的要

求。

[0051] 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通过补偿透镜组与变倍透镜组沿光轴往复移动来改变两个

镜组之间的间隔实现变焦，其焦距变倍比大于4；通过合理设计各透镜的结构及材质之间的

搭配，使得镜头可以在-40℃～80℃的环境下使用不跑焦，视场角变化范围广，视场角变化

范围为32°以下到145°以上，也可以达到可见光与红外光共焦且成像清晰度、分辨率均在4K

以上，最大光圈达到F1.3，保证镜头高性能的同时降低制作成本，具备广阔的市场前景。

[0052]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可选的，第一透镜101至第九透镜206的各焦距以及折

射率满足以下条件：

[0053] 表1透镜焦距与折射率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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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0056] 其中，f1～f9分别表示第一透镜101至第九透镜206的焦距，单位为mm，n1～n9分别

表示第一透镜101至第九透镜206的折射率。

[0057] 需要说明的是，f9＝-∞～+∞表示第九透镜206为近似于无光焦度的透镜，其焦距

范围根据前八透镜的焦距设计后确定，用于根据需求设计光焦度以保证变焦镜头的变倍比

与成像质量。

[0058] 可选的，第一透镜101可以为凸凹透镜、平凹透镜或双凹透镜中的一种；第二透镜

102可以为双凹透镜；第三透镜103可以为凸凹透镜、凸平透镜或双凸透镜中的一种。

[0059] 可选的，第一透镜101和第二透镜102通过透镜边缘直接承靠，第二透镜102和第三

透镜103通过透镜边缘直接承靠。

[0060] 在具体实施时，可以根据实际条件和需求设计各透镜的形状，在本实施例中，第一

透镜101、第二透镜102和第三透镜103距离较近，可以通过透镜边缘直接承靠，从而固定补

偿透镜组10中各透镜的相对位置，避免两个透镜光线有效径区域发生碰撞。

[0061] 可选的，第四透镜201可以为凸平透镜、双凸透镜或凸凹透镜中的一种；第五透镜

202可以为凸平透镜、双凸透镜或凸凹透镜中的一种；第六透镜203可以为双凹透镜、凸凹透

镜、平凹透镜中的一种；第七透镜204可以为双凸透镜；第八透镜205可以为双凹透镜、凹凸

透镜或凹平透镜中的一种；第九透镜206可以为双凸透镜、凸凹透镜或凸平透镜中的一种。

[0062] 可选的，第四透镜201与第五透镜202之间使用间隔圈承靠，第六透镜203与第七透

镜204之间使用间隔圈承靠，第七透镜204与第八透镜205形成双胶合透镜，第八透镜205与

第九透镜206之间使用间隔圈承靠。

[0063] 本实施例中，第四透镜201与第五透镜202、第六透镜203与第七透镜204、第八透镜

206与第九透镜206的边缘之间距离相对较远，因此通过间隔圈承靠，从而固定变倍透镜组

20中各透镜的相对位置。通过使第七透镜204与第八透镜205形成双胶合透镜，可以有效消

除色差，提高镜头红外共焦效果。

[0064] 可选的，继续参考图1和图2，本实施例提供的变焦镜头还包括光阑30，设置于第三

透镜103与第四透镜201之间。当变焦镜头变焦时，光阑30位置固定不动，而补偿透镜组10与

变倍透镜组20可选择性移动。

[0065] 可选的，第一透镜101、第四透镜201、第七透镜204和第八透镜205均为球面透镜，

第二透镜102、第三透镜103、第五透镜202、第六透镜203和第九透镜206均为非球面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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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可选的，第一透镜101、第四透镜201、第七透镜204和第八透镜205均为玻璃球面透

镜，第二透镜102、第三透镜103、第五透镜202和第六透镜203均为塑料非球面透镜。

[0067] 本发明实施例采用玻塑混合的光学结构，玻璃透镜易于加工，塑料非球面透镜可

以较好的矫正像差，使得镜头的解析度提高，达到4K分辨率，光圈增大，最大支持F1.3的大

光圈。

[0068] 可选的，第九透镜206为玻璃非球面透镜或塑料非球面透镜。在高低温平衡设计

时，当其他八片透镜光焦度比平衡度不够时，采用玻璃非球面透镜，当其他八片透镜光焦度

比平衡时，采用塑料非球面透镜，可以有效降低成本。

[0069] 示例性的，表2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变焦镜头各透镜参数设计值：

[0070] 表2变焦镜头各透镜的一种设计值

[0071]

面序号 面型 R(mm) D(mm) nd k

1 球面 151.21 0.60 1.72  

2 球面 6.94 5.04    

3 非球面 -16.07 1.25 1.54 -23.10

4 非球面 22.78 0.30   4.10

5 非球面 14.81 1.95 1.66 -19.10

6 非球面 285.20 空气间隔可变   -145.60

光阑 平面 PL 空气间隔可变    

7 球面 8.37 2.20 1.59  

8 球面 143.82 0.10    

9 非球面 14.11 1.62 1.53 -8.82

10 非球面 -80.01 0.05   -91.63

11 非球面 -73.30 0.80 1.63 -89.42

12 非球面 15.35 0.37   -0.53

13 球面 11.01 3.50 1.43  

14 球面 -5.30 0    

15 球面 -5.30 3.25 1.61  

16 球面 -25.51 0.40    

17 非球面 11.59 1.30 1.53 -15.52

18 非球面 14.81 空气间隔可变   -10.42

19 像面 平面      

[0072] 其中，面序号1表示第一透镜101靠近物方的前表面，依次类推，PL表示该表面为平

面；R表示球面半径，正表示球面中心靠近像面一侧，负表示球面中心靠近物面一侧；D表示

当前表面到下一个表面的在光轴上距离；nd表示透镜的折射率；k表示非球面的圆锥系数。

[0073] 其中，各非球面透镜的面型由公式：

[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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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确定，其中，z为矢高，c为曲面顶点处的曲率，r为曲面点坐标在垂直于光轴平面的

投影与光轴的距离，k为圆锥系数，a1、a2、a3、a4、a5、a6、a7和a8表示偶次项对应的系数。

[0076] 表3表示上述实施例中各非球面的偶次项系数：

[0077] 表3各非球面参数

[0078]

面序号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3 0 -1.251807E-4 -1.231690E-4 2.336421E-5 -3.128164E-6 -6.110247E-8 0 0

4 0 -1.381426E-3 -2.583452E-4 6.991472E-5 -7.554671E-6 1.317432E-7 0 0

5 0 1.684651E-3 -7.614720E-4 1.253214E-4 -1.664723E-5 1.297412E-7 0 0

6 0 8.921745E-3 -1.487014E-3 1.331472E-4 8.213241E-6 -1.837121E-6 0 0

9 0 1.881256E-4 -6.118213E-4 2.184151E-5 1.214281E-5 -1.262101E-6 0 0

10 0 1.614752E-3 -6.940023E-4 2.527101E-5 1.727322E-6 -1.531025E-8 0 0

11 0 -8.024715E-4 -1.910123E-5 -1.516123E-6 5.216241E-8 1.017632E-9 0 0

12 0 7.223765E-5 8.821565E-6 -1.216523E-6 8.719271E-9 9.615672E-10 0 0

17 0 -8.064115E-4 -1.091805E-4 2.721501E-6 -3.521903E-7 2.881506E-8 0 0

18 0 -5.421705E-4 -1.361901E-4 6.621504E-6 -4.811501E-7 3.281463E-8 0 0

[0079] 其中，面序号3、5、9、11、17分别对应第二透镜102、第三透镜103、第五透镜202、第

六透镜203以及第九透镜206靠近物面的前表面，面序号4、6、10、12、18分别对应第二透镜

102、第三透镜103、第五透镜202、第六透镜203以及第九透镜206靠近像面的后表面，-

1.251807E-4表示-1.251807×10-4。

[0080] 图3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变焦镜头广角端可见光的调制传递函数MTF曲线

示意图，图4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变焦镜头广角端红外光的MTF曲线示意图，图5所示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变焦镜头望远端可见光的MTF曲线示意图，图6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

提供的变焦镜头望远端红外光的MTF曲线示意图。本实施例提供的变焦镜头，采用玻璃球面

透镜与塑料非球面透镜混合的光学结构，有效地降低了镜头的成本，玻璃透镜易于加工，塑

料非球面透镜可以较好的矫正像差，镜头具备较高的成像性能，而且镜头具备总光焦度为

正的变倍透镜组与总光焦度为负的补偿透镜组，通过改变变倍透镜组和补偿透镜组的间隔

可以实现变焦的功能，焦距变倍比大于4，通过合理搭配塑料非球面镜片的材质，使得镜头

可以在-40℃～80℃的环境下使用不跑焦，视场角变化范围广，视场角变化范围为32°以下

到145°以上，也可以达到可见光与红外光共焦且成像清晰度、分辨率均在4K以上的效果。

[0081] 注意，上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及所运用技术原理。本领域技术人员会理解，

本发明不限于这里所述的特定实施例，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能够进行各种明显的变化、

重新调整和替代而不会脱离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因此，虽然通过以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

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但是本发明不仅仅限于以上实施例，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情况下，还

可以包括更多其他等效实施例，而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范围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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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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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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