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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光学系统，该光学系统沿

光轴由成像侧至像源侧依序包括：第一透镜、第

二透镜、第三透镜、第四透镜和第五透镜。其中，

第一透镜具有正光焦度，其近像源侧面为凹面；

第二透镜具有正光焦度，其近像源侧面为凸面；

第三透镜具有负光焦度，其近像源侧面为凸面；

第四透镜具有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为凹面；第

五透镜具有光焦度。第三透镜的近成像侧面至第

四透镜的近像源侧面在光轴上的间隔距离Tr5r8

与第五透镜于光轴上的中心厚度CT5满足1.2＜

Tr5r8/CT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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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学系统，沿光轴由成像侧至像源侧依序包括：第一透镜、第二透镜、第三透镜、第四

透镜和第五透镜，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透镜具有正光焦度，其近像源侧面为凹面；

所述第二透镜具有正光焦度，其近像源侧面为凸面；

所述第三透镜具有负光焦度，其近像源侧面为凸面；

所述第四透镜具有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为凹面；

所述第五透镜具有光焦度；

所述第三透镜的近成像侧面至所述第四透镜的近像源侧面在所述光轴上的间隔距离

Tr5r8与所述第五透镜于所述光轴上的中心厚度CT5满足1.2＜Tr5r8/CT5＜2.3；

所述光学系统的主光线最大入射角度CRA、所述第一透镜的近成像侧面至所述光学系

统的像源面在所述光轴上的间隔距离TTL与所述像源直径对角线长的一半IH满足2＜(1+

TAN(CRA))×TTL/IH＜2.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透镜的近成像侧面为凸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透镜的近成像侧面为凹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透镜的近像源侧面为凸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透镜和所述第三透镜在所述

光轴上的间隔距离T23与所述第三透镜和所述第四透镜在所述光轴上的间隔距离T34满足

0.2＜T23/T34＜0.7。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曲率半

径R4与所述第三透镜的近成像侧面的曲率半径R5满足|R4-R5|/|R4+R5|＜0.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透镜的有效焦距f2与所述光

学系统的总有效焦距f满足0＜f2/f＜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曲率半

径R8与所述光学系统的总有效焦距f满足-1＜R8/f＜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透镜的近成像侧面和所述光

轴的交点至所述第四透镜近成像侧面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在所述光轴上距离SAG41与所

述第四透镜的近像源侧面和所述光轴的交点至所述第四透镜近像源侧面的最大有效半口

径顶点在所述光轴上距离SAG42满足0.45＜SAG41/SAG42＜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透镜的近成像侧面和所述

光轴的交点至所述第五透镜近成像侧面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在所述光轴上距离SAG51与

所述第五透镜的近像源侧面和所述光轴的交点至所述第五透镜近像源侧面的最大有效半

口径顶点在所述光轴上距离SAG52满足0＜SAG51/SAG52＜0.6。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透镜的近像源侧面和所述

光轴的交点至所述第五透镜近像源侧面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在所述光轴上距离SAG52与

所述第五透镜于所述光轴上的中心厚度CT5满足-1.5＜SAG52/CT5＜-0.8。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透镜的边缘厚度ET5与所

述第五透镜于所述光轴上的中心厚度CT5满足0＜ET5/CT5＜0.5。

13.根据权利要求1至12中任一项所述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学系统的物方

数值孔径NA满足NA＜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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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根据权利要求1至12中任一项所述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在800nm至1000nm的光

波波段中，所述光学系统的光线透过率大于85％。

15.根据权利要求1至12中任一项所述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透镜的近像

源侧面的有效半口径DT12、所述第二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有效半口径DT22、所述第三透镜

的近像源侧面的有效半口径DT32、所述第四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有效半口径DT42以及所述

第五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有效半口径DT52满足DT12＜DT22＜DT32＜DT42＜DT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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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系统

[0001] 分案申请声明

[0002] 本申请是20 1 8年 0 3 月3 0日递交的发明名称为“光学系统”、申请号为

201810297721.1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3] 本申请涉及一种光学系统，更具体地，本申请涉及一种包括五片透镜的光学系统。

背景技术

[0004] 近年来，随着深度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三维深度相机便可以获得目标对象

的三维位置及尺寸信息，这在增强现实(AR)技术应用中具有重要意义。

[0005] 编码结构光技术作为深度识别技术的重要分支之一，其技术原理是：利用投影镜

头模块将经过特殊编码的图像投射到目标对象上；利用成像接收模块接收反射回来的图像

信息；通过后端算法处理得到目标对象的深度信息。其中，投影镜头作为编码结构光深度识

别技术的核心元件，直接影响了深度识别的识别范围和精确度。

[0006] 而传统投影镜头，通常通过采用增加透镜数量的方式来消除各种像差并提高分辨

率。但是，增加透镜数量会导致投影镜头的光学总长度增加，不利于镜头的小型化。另外，一

般的大视场角投影镜头还会存在畸变量大，成像质量差等诸多问题，无法满足编码结构光

深度识别技术对投影镜头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7] 本申请提供了可适用于便携式电子产品的、可至少解决或部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

上述至少一个缺点的光学系统，例如，投影镜头。

[0008] 一方面，本申请提供了这样一种光学系统，该光学系统沿着光轴由成像侧至像源

侧依序包括：第一透镜、第二透镜、第三透镜、第四透镜和第五透镜。其中，第一透镜可具有

正光焦度，其近像源侧面可为凹面；第二透镜可具有正光焦度，其近像源侧面可为凸面；第

三透镜可具有负光焦度，其近像源侧面可为凸面；第四透镜具有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可为

凹面；第五透镜具有光焦度。其中，第三透镜的近成像侧面至第四透镜的近像源侧面在光轴

上的间隔距离Tr5r8与第五透镜于光轴上的中心厚度CT5可满足1.2＜Tr5r8/CT5＜2.3。

[0009]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第一透镜的近成像侧面可为凸面。

[0010]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第三透镜的近成像侧面可为凹面。

[0011]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第四透镜的近像源侧面可为凸面。

[0012]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第二透镜的有效焦距f2与光学系统的总有效焦距f可满足0＜

f2/f＜1。

[0013]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第二透镜和第三透镜在光轴上的间隔距离T23与第三透镜和

第四透镜在光轴上的间隔距离T34可满足0.2＜T23/T34＜0.7。

[0014]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第二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曲率半径R4与第三透镜的近成像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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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曲率半径R5可满足|R4-R5|/|R4+R5|＜0.5。

[0015]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第四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曲率半径R8与光学系统的总有效焦

距f可满足-1＜R8/f＜0。

[0016]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第四透镜的近成像侧面和光轴的交点至第四透镜近成像侧面

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在光轴上距离SAG41与第四透镜的近像源侧面和光轴的交点至第四

透镜近像源侧面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在光轴上距离SAG42可满足0.45＜SAG41/SAG42＜

1。

[0017]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第五透镜的近成像侧面和光轴的交点至第五透镜近成像侧面

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在光轴上距离SAG51与第五透镜的近像源侧面和光轴的交点至第五

透镜近像源侧面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在光轴上距离SAG52可满足0＜SAG51/SAG52＜0.6。

[0018]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第五透镜的近像源侧面和光轴的交点至第五透镜近像源侧面

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在光轴上距离SAG52与第五透镜于光轴上的中心厚度CT5可满足-

1.5＜SAG52/CT5＜-0.8。

[0019]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第五透镜的边缘厚度ET5与第五透镜于光轴上的中心厚度CT5

可满足0＜ET5/CT5＜0.5。

[0020]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光学系统的主光线最大入射角度CRA、第一透镜的近成像侧面

至光学系统的像源面在光轴上的间隔距离TTL与像源直径对角线长的一半IH可满足2＜(1+

TAN(CRA))×TTL/IH＜2.5。

[0021]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光学系统的物方数值孔径NA可满足NA＜0.19。

[0022]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光学系统在800nm至1000nm的光波波段中，光线透过率可大于

85％。

[0023]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第一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有效半口径DT12、第二透镜的近像

源侧面的有效半口径DT22、第三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有效半口径DT32、第四透镜的近像源

侧面的有效半口径DT42以及第五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有效半口径DT52可满足DT12＜DT22

＜DT32＜DT42＜DT52。

[0024] 本申请采用了多片(例如，五片)透镜，通过合理选用透镜材质以及合理分配各透

镜的光焦度、面型、各透镜的中心厚度以及各透镜之间的轴上间距等，使得上述光学系统具

有大视场、小型化、能够满足深度识别投影需求等至少一个有益效果。

附图说明

[0025] 结合附图，通过以下非限制性实施方式的详细描述，本申请的其他特征、目的和优

点将变得更加明显。在附图中：

[0026] 图1示出了根据本申请实施例1的光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A至图2C分别示出了实施例1的光学系统的象散曲线、畸变曲线以及相对照度

曲线；

[0028] 图3示出了根据本申请实施例2的光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A至图4C分别示出了实施例2的光学系统的象散曲线、畸变曲线以及相对照度

曲线；

[0030] 图5示出了根据本申请实施例3的光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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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6A至图6C分别示出了实施例3的光学系统的象散曲线、畸变曲线以及相对照度

曲线；

[0032] 图7示出了根据本申请实施例4的光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8A至图8C分别示出了实施例4的光学系统的象散曲线、畸变曲线以及相对照度

曲线；

[0034] 图9示出了根据本申请实施例5的光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0A至图10C分别示出了实施例5的光学系统的象散曲线、畸变曲线以及相对照

度曲线；

[0036] 图11示出了根据本申请实施例6的光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2A至图12C分别示出了实施例6的光学系统的象散曲线、畸变曲线以及相对照

度曲线；

[0038] 图13示出了根据本申请实施例7的光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14A至图14C分别示出了实施例7的光学系统的象散曲线、畸变曲线以及相对照

度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申请，将参考附图对本申请的各个方面做出更详细的说明。应

理解，这些详细说明只是对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的描述，而非以任何方式限制本申请

的范围。在说明书全文中，相同的附图标号指代相同的元件。表述“和/或”包括相关联的所

列项目中的一个或多个的任何和全部组合。

[0041] 应注意，在本说明书中，第一、第二等的表述仅用于将一个特征与另一个特征区分

开来，而不表示对特征的任何限制。因此，在不背离本申请的教导的情况下，下文中讨论的

第一透镜也可被称作第二透镜，第二透镜也可被称作第一透镜。

[0042] 在附图中，为了便于说明，已稍微夸大了透镜的厚度、尺寸和形状。具体来讲，附图

中所示的球面或非球面的形状通过示例的方式示出。即，球面或非球面的形状不限于附图

中示出的球面或非球面的形状。附图仅为示例而并非严格按比例绘制。

[0043] 在本文中，近轴区域是指光轴附近的区域。若透镜表面为凸面且未界定该凸面位

置时，则表示该透镜表面至少于近轴区域为凸面；若透镜表面为凹面且未界定该凹面位置

时，则表示该透镜表面至少于近轴区域为凹面。每个透镜中靠近像源侧的表面称为该透镜

的近像源侧面，每个透镜中靠近成像侧的表面称为该透镜的近成像侧面。

[0044] 还应理解的是，用语“包括”、“包括有”、“具有”、“包含”和/或“包含有”，当在本说

明书中使用时表示存在所陈述的特征、元件和/或部件，但不排除存在或附加有一个或多个

其它特征、元件、部件和/或它们的组合。此外，当诸如“...中的至少一个”的表述出现在所

列特征的列表之后时，修饰整个所列特征，而不是修饰列表中的单独元件。此外，当描述本

申请的实施方式时，使用“可”表示“本申请的一个或多个实施方式”。并且，用语“示例性的”

旨在指代示例或举例说明。

[0045] 除非另外限定，否则本文中使用的所有用语(包括技术用语和科学用语)均具有与

本申请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相同的含义。还应理解的是，用语(例如在常用词

典中定义的用语)应被解释为具有与它们在相关技术的上下文中的含义一致的含义，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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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被以理想化或过度正式意义解释，除非本文中明确如此限定。

[0046]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申请。

[0047] 以下对本申请的特征、原理和其他方面进行详细描述。

[0048] 根据本申请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光学系统可包括例如五片具有光焦度的透镜，即，

第一透镜、第二透镜、第三透镜、第四透镜和第五透镜。这五片透镜沿着光轴由成像侧至像

源侧依序排列。

[0049]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第一透镜可具有正光焦度，其近像源侧面为凹面；第二透镜

可具有正光焦度，其近像源侧面可为凸面；第三透镜可具有负光焦度，其近像源侧面可为凸

面；第四透镜具有正光焦度或负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可为凹面；第五透镜具有正光焦度或

负光焦度。

[0050]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第一透镜的近成像侧面可为凸面。

[0051]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第三透镜的近成像侧面可为凹面。

[0052]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第四透镜的近像源侧面可为凸面。

[0053]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申请的光学系统可满足条件式0＜f2/f＜1，其中，f2为第

二透镜的有效焦距，f为光学系统的总有效焦距。更具体地，f2和f进一步可满足0.5＜f2/f

＜1，例如，0.63≤f2/f≤0.90。合理的光焦度与面型配置，有利于保证光学系统的结构紧

凑，可以有效地系统的象散，保证子午和弧矢两个方向的像质平衡，提升成像品质。

[0054]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申请的光学系统可满足条件式2＜(1+TAN(CRA))×TTL/

IH＜2.5，其中，CRA为光学系统的主光线最大入射角度，TTL为第一透镜的近成像侧面至光

学系统的像源面的轴上距离，IH为像源直径对角线长的一半。更具体地，CRA、TTL和IH进一

步可满足2.1＜(1+TAN(CRA))×TTL/IH＜2.3，例如，2.12≤(1+TAN(CRA))×TTL/IH≤2.28。

满足条件式2＜(1+TAN(CRA))×TTL/IH＜2.5，有利于获得较大的视场角和较短的TTL，从而

满足大深度识别范围和投影模块小型化的需求。

[0055]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申请的光学系统可满足条件式NA＜0.19，其中，NA为光学

系统的物方数值孔径。更具体地，NA进一步可满足0.16≤NA≤0.18。满足条件式NA＜0.19，

有利于在满足视场和相对照度的条件下，获得较好的成像质量。

[0056]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申请的光学系统可满足条件式1.2＜Tr5r8/CT5＜2.3，其

中，Tr5r8为第三透镜的近成像侧面至第四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轴上距离，CT5为第五透镜

于光轴上的中心厚度。更具体地，Tr5r8和CT5进一步可满足1.24≤Tr5r8/CT5≤2.21。满足

条件式1.2＜Tr5r8/CT5＜2.3，有利于降低镜头的厚度敏感性，满足镜头可加工性的要求。

[0057]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申请的光学系统可满足条件式0.2＜T23/T34＜0.7，其

中，T23为第二透镜和第三透镜在光轴上的间隔距离，T34为第三透镜和第四透镜在光轴上

的间隔距离。更具体地，T23和T34进一步可满足0.23≤T23/T34≤0.60。满足条件式0.2＜

T23/T34＜0.7，有利于降低镜头的厚度敏感性，满足镜头小型化和可加工性的要求。

[0058]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申请的光学系统可满足条件式|R4-R5|/|R4+R5|＜0.5，

其中，R4为第二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曲率半径，R5为第三透镜的近成像侧面的曲率半径。更

具体地，R4和R5进一步可满足0.01≤|R4-R5|/|R4+R5|≤0.48。满足条件式|R4-R5|/|R4+R5

|＜0.5，可以有效地矫正彗差，降低镜头的偏心敏感性，提升成像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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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申请的光学系统可满足条件式-1＜R8/f＜0，其中，R8为

第四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曲率半径，f为光学系统的总有效焦距。更具体地，R8和f进一步可

满足-0.8＜R8/f＜-0.3，例如，-0.70≤R8/f≤-0.37。满足条件式-1＜R8/f＜0，可以保证光

学系统的主光线角CRA，并有利于矫正系统的场曲。

[0060]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申请的光学系统可满足条件式0.45＜SAG41/SAG42＜1，

其中，SAG41为第四透镜的近成像侧面和光轴的交点至第四透镜近成像侧面的最大有效半

口径顶点的轴上距离，SAG42为第四透镜的近像源侧面和光轴的交点至第四透镜近像源侧

面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的轴上距离。更具体地，SAG41和SAG42进一步可满足0 .46≤

SAG41/SAG42≤0.79。满足条件式0.45＜SAG41/SAG42＜1，可以有效地消除系统球差，获得

高清晰度的图像。

[0061]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申请的光学系统可满足条件式0＜ET5/CT5＜0.5，其中，

ET5为第五透镜的边缘厚度，CT5为第五透镜于光轴上的中心厚度。更具体地，ET5和CT5进一

步可满足0.3＜ET5/CT5＜0.5，例如，0.35≤ET5/CT5≤0.42。满足条件式0＜ET5/CT5＜0.5，

可以确保系统主光线角CRA的匹配，并可以有效地消除场曲。

[0062]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申请的光学系统可满足条件式0＜SAG51/SAG52＜0.6，其

中，SAG51为第五透镜的近成像侧面和光轴的交点至第五透镜近成像侧面的最大有效半口

径顶点的轴上距离，SAG52为第五透镜的近像源侧面和光轴的交点至第五透镜近像源侧面

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的轴上距离。更具体地，SAG51和SAG52进一步可满足0.2＜SAG51/

SAG52＜0.6，例如，0.24≤SAG51/SAG52≤0.58。满足条件式0＜SAG51/SAG52＜0.6，可以有

效地消除系统球差，获得高清晰度的图像。

[0063]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申请的光学系统可满足条件式-1.5＜SAG52/CT5＜-0.8，

其中，SAG52为第五透镜的近像源侧面和光轴的交点至第五透镜近像源侧面的最大有效半

口径顶点的轴上距离，CT5为第五透镜于光轴上的中心厚度。更具体地，SAG52和CT5进一步

可满足-1.36≤SAG52/CT5≤-0.82。满足条件式-1.5＜SAG52/CT5＜-0.8，可以确保系统主

光线角CRA的匹配，并可以有效地消除球差。

[0064]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申请的光学系统在约800nm至约1000nm的光波波段中，光

线透过率大于85％。这样的设置有利于获得高亮度的投影画面，并降低对接收镜头的光圈

要求。

[0065]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申请的光学系统可满足条件式DT12＜DT22＜DT32＜DT42

＜DT52，其中，DT12为第一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有效半口径，DT22为第二透镜的近像源侧面

的有效半口径，DT32为第三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有效半口径，DT42为第四透镜的近像源侧

面的有效半口径，DT52为第五透镜的近像源侧面的有效半口径。满足条件式DT12＜DT22＜

DT32＜DT42＜DT52，可以更好地保证结构上的可行性，降低组配公差的影响。

[0066]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上述光学系统还可包括至少一个光阑，以提升系统的成像

质量。可选地，光阑可设置在成像侧与第一透镜之间。

[0067] 可选地，上述光学系统还可包括其他公知的光学投影元件，例如，棱镜、场镜等。

[0068] 根据本申请的上述实施方式的光学系统可采用例如五片透镜，通过合理选取透镜

的材质并合理分配各透镜的光焦度、面型、各透镜的中心厚度以及各透镜之间的轴上间距

等，使得光学系统具有大视场、小型化、能够很好地满足深度识别投影需求等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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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在本申请的实施方式中，各透镜多采用非球面镜面。非球面透镜的特点是：从透镜

中心到透镜周边，曲率是连续变化的。与从透镜中心到透镜周边具有恒定曲率的球面透镜

不同，非球面透镜具有更佳的曲率半径特性，具有改善歪曲像差及改善像散像差的优点。采

用非球面透镜后，能够尽可能地消除在成像的时候出现的像差，从而改善成像质量。

[0070] 然而，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在未背离本申请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情况

下，可改变构成光学系统的透镜数量，来获得本说明书中描述的各个结果和优点。例如，虽

然在实施方式中以五个透镜为例进行了描述，但是该光学系统不限于包括五个透镜。如果

需要，该光学系统还可包括其它数量的透镜。

[0071] 下面参照附图进一步描述可适用于上述实施方式的光学系统的具体实施例。

[0072] 实施例1

[0073] 以下参照图1至图2C描述根据本申请实施例1的光学系统。图1示出了根据本申请

实施例1的光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74] 如图1所示，根据本申请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光学系统沿光轴由成像侧至像源侧依

序包括：光阑STO、第一透镜E1、第二透镜E2、第三透镜E3、第四透镜E4和第五透镜E5。

[0075] 第一透镜E1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1为凸面，近像源侧面S2为凹面；第二透

镜E2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3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4为凸面；第三透镜E3具有负光焦

度，其近成像侧面S5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6为凸面；第四透镜E4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

面S7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8为凸面；第五透镜E5具有负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9为凸面，近

像源侧面S10为凹面。在约800nm至约1000nm光波波段中，该光学系统的光线透过率大于

85％。来自像源面S11的光依序穿过各表面S10至S1并最终投射至空间中的目标物体上(未

示出)。

[0076] 表1示出了实施例1的光学系统的各透镜的表面类型、曲率半径、厚度、材料及圆锥

系数，其中，曲率半径和厚度的单位均为毫米(mm)。

[0077]

[0078]

[0079] 表1

[0080] 由表1可知，第一透镜E1至第五透镜E5中任意一个透镜的近成像侧面和近像源侧

面均为非球面。在本实施例中，各非球面透镜的面型x可利用但不限于以下非球面公式进行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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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0082] 其中，x为非球面沿光轴方向在高度为h的位置时，距非球面顶点的距离矢高；c为

非球面的近轴曲率，c＝1/R(即，近轴曲率c为上表1中曲率半径R的倒数)；k为圆锥系数(在

表1中已给出)；Ai是非球面第i-th阶的修正系数。下表2给出了可用于实施例1中各非球面

镜面S1-S10的高次项系数A4、A6、A8、A10、A12、A14和A16。

[0083] 面号 A4 A6 A8 A10 A12 A14 A16

S1 1.0197E-01 -4.5422E-01 2.5461E+01 -2.9024E+02 1.4751E+03 -3.4301E+03 2.9854E+03

S2 5.5465E-01 2.1911E-01 5.4055E+00 -4.4218E+01 3.5345E+02 -1.3419E+03 2.4547E+03

S3 -7.0381E-01 3.3415E+00 -5.6566E+01 8.1592E+01 1.3153E+03 -6.2806E+03 8.7888E+03

S4 -9.1505E-01 5.7198E+01 -6.2349E+02 3.3874E+03 -1.0636E+04 1.8346E+04 -1.3033E+04

S5 -2.5013E+00 1.1302E+02 -1.0869E+03 5.5842E+03 -1.7402E+04 3.0429E+04 -2.2325E+04

S6 -4.1469E+00 4.3171E+01 -1.8223E+02 3.8984E+02 -4.3848E+02 2.4570E+02 -5.3427E+01

S7 -5.2475E+00 1.9337E+01 -2.8812E+01 2.1691E+01 -7.7923E+00 7.7722E-01 1.3442E-01

S8 -2.2668E+00 8.0036E+00 -2.0805E+01 3.5687E+01 -3.2986E+01 1.5034E+01 -2.6577E+00

S9 -8.4623E-01 1.5993E+00 -1.9278E+00 1.4440E+00 -6.3131E-01 1.4896E-01 -1.4782E-02

S10 -6.6916E-01 1.1481E+00 -1.6415E+00 1.4726E+00 -7.7444E-01 2.1681E-01 -2.4633E-02

[0084] 表2

[0085] 表3给出实施例1中光学系统的总有效焦距f、各透镜的有效焦距f1至f5以及光学

系统的物方数值孔径NA。

[0086] 参数 f(mm) f1(mm) f2(mm) f3(mm) f4(mm) f5(mm) NA

数值 1.76 3.12 1.10 -2.84 11.36 -4.44 0.18

[0087] 表3

[0088] 实施例1中的光学系统满足：

[0089] f2/f＝0.63，其中，f2为第二透镜E2的有效焦距，f为光学系统的总有效焦距；

[0090] (1+TAN(CRA))×TTL/IH＝2.12，其中，CRA为主光线的最大入射角度，TTL为第一透

镜E1的近成像侧面S1至光学系统的像源面S11的轴上距离，IH为像源直径对角线长的一半；

[0091] Tr5r8/CT5＝1.77，其中，Tr5r8为第三透镜E3的近成像侧面S5至第四透镜E4的近

像源侧面S8的轴上距离，CT5为第五透镜E5于光轴上的中心厚度；

[0092] T23/T34＝0.40，其中，T23为第二透镜E2和第三透镜E3在光轴上的间隔距离，T34

为第三透镜E3和第四透镜E4在光轴上的间隔距离；

[0093] |R4-R5|/|R4+R5|＝0.04，其中，R4为第二透镜E2的近像源侧面S4的曲率半径，R5

为第三透镜E3的近成像侧面S5的曲率半径；

[0094] R8/f＝-0.45，其中，R8为第四透镜E4的近像源侧面S8的曲率半径，f为光学系统的

总有效焦距；

[0095] SAG41/SAG42＝0.62，其中，SAG41为第四透镜E4的近成像侧面S7和光轴的交点至

第四透镜E4近成像侧面S7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的轴上距离，SAG42为第四透镜E4的近像

源侧面S8和光轴的交点至第四透镜E4近像源侧面S8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的轴上距离；

[0096] ET5/CT5＝0.35，其中，ET5为第五透镜E5的边缘厚度，CT5为第五透镜E5于光轴上

说　明　书 7/16 页

10

CN 109358406 B

10



的中心厚度；

[0097] SAG51/SAG52＝0.37，其中，SAG51为第五透镜E5的近成像侧面S9和光轴的交点至

第五透镜E5近成像侧面S9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的轴上距离，SAG52为第五透镜E5的近像

源侧面S10和光轴的交点至第五透镜E5近像源侧面S10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的轴上距离；

[0098] SAG52/CT5＝-1.02，其中，SAG52为第五透镜E5的近像源侧面S10和光轴的交点至

第五透镜E5近像源侧面S10的最大有效半口径顶点的轴上距离，CT5为第五透镜E5于光轴上

的中心厚度；

[0099] DT12＜DT22＜DT32＜DT42＜DT52，其中，DT12为第一透镜E1的近像源侧面S2的有

效半口径，DT22为第二透镜E2的近像源侧面S4的有效半口径，DT32为第三透镜E3的近像源

侧面S6的有效半口径，DT42为第四透镜E4的近像源侧面S8的有效半口径，DT52为第五透镜

E5的近像源侧面S10的有效半口径。

[0100] 图2A示出了实施例1的光学系统的象散曲线，其表示子午像面弯曲和弧矢像面弯

曲。图2B示出了实施例1的光学系统的畸变曲线，其表示不同像源高度处的畸变大小值。图

2C示出了实施例1的光学系统的相对照度曲线，其表示不同像源高度所对应的相对照度。根

据图2A和图2C可知，实施例1所给出的光学系统能够实现良好的成像品质。

[0101] 实施例2

[0102] 以下参照图3至图4C描述根据本申请实施例2的光学系统。在本实施例及以下实施

例中，为简洁起见，将省略部分与实施例1相似的描述。图3示出了根据本申请实施例2的光

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103] 如图3所示，根据本申请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光学系统沿光轴由成像侧至像源侧依

序包括：光阑STO、第一透镜E1、第二透镜E2、第三透镜E3、第四透镜E4和第五透镜E5。

[0104] 第一透镜E1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1为凸面，近像源侧面S2为凹面；第二透

镜E2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3为凸面，近像源侧面S4为凸面；第三透镜E3具有负光焦

度，其近成像侧面S5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6为凸面；第四透镜E4具有负光焦度，其近成像侧

面S7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8为凸面；第五透镜E5具有负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9为凸面，近

像源侧面S10为凹面。在约800nm至约1000nm光波波段中，该光学系统的光线透过率大于

85％。来自像源面S11的光依序穿过各表面S10至S1并最终投射至空间中的目标物体上(未

示出)。

[0105] 表4示出了实施例2的光学系统的各透镜的表面类型、曲率半径、厚度、材料及圆锥

系数，其中，曲率半径和厚度的单位均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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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0107] 表4

[0108] 由表4可知，在实施例2中，第一透镜E1至第五透镜E5中任意一个透镜的近成像侧

面和近像源侧面均为非球面。表5示出了可用于实施例2中各非球面镜面的高次项系数，其

中，各非球面面型可由上述实施例1中给出的公式(1)限定。

[0109] 面号 A4 A6 A8 A10 A12 A14 A16

S1 -8.8351E-02 -1.6492E+00 3.3912E+01 -3.0416E+02 1.4745E+03 -3.4328E+03 2.9852E+03

S2 2.4884E-01 -1.3435E+00 7.2369E+00 -6.7510E+01 3.5218E+02 -1.3399E+03 2.4548E+03

S3 -6.1444E-01 7.7230E-02 -2.2215E+01 -4.8409E+01 1.3155E+03 -6.2816E+03 8.7886E+03

S4 -1.3175E+00 5.7526E+01 -6.2546E+02 3.3858E+03 -1.0637E+04 1.8273E+04 -1.3065E+04

S5 -3.3017E+00 1.1491E+02 -1.0838E+03 5.5766E+03 -1.7431E+04 3.0427E+04 -2.2264E+04

S6 -4.0453E+00 4.3272E+01 -1.8201E+02 3.9006E+02 -4.3838E+02 2.4543E+02 -5.4062E+01

S7 -5.2403E+00 1.9364E+01 -2.8766E+01 2.1730E+01 -7.7524E+00 8.0032E-01 7.5983E-02

S8 -2.2526E+00 8.0189E+00 -2.0853E+01 3.5646E+01 -3.3000E+01 1.5041E+01 -2.6385E+00

S9 -8.2147E-01 1.5994E+00 -1.9286E+00 1.4433E+00 -6.3163E-01 1.4893E-01 -1.4716E-02

S10 -6.6980E-01 1.1515E+00 -1.6402E+00 1.4728E+00 -7.7462E-01 2.1671E-01 -2.4665E-02

[0110] 表5

[0111] 表6给出实施例2中光学系统的总有效焦距f、各透镜的有效焦距f1至f5以及光学

系统的物方数值孔径NA。

[0112] 参数 f(mm) f1(mm) f2(mm) f3(mm) f4(mm) f5(mm) NA

数值 2.01 6.32 1.48 -76.24 -1373.97 -6.26 0.16

[0113] 表6

[0114] 图4A示出了实施例2的光学系统的象散曲线，其表示子午像面弯曲和弧矢像面弯

曲。图4B示出了实施例2的光学系统的畸变曲线，其表示不同像源高度处的畸变大小值。图

4C示出了实施例2的光学系统的相对照度曲线，其表示不同像源高度所对应的相对照度。根

据图4A和图4C可知，实施例2所给出的光学系统能够实现良好的成像品质。

[0115] 实施例3

[0116] 以下参照图5至图6C描述了根据本申请实施例3的光学系统。图5示出了根据本申

请实施例3的光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117] 如图5所示，根据本申请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光学系统沿光轴由成像侧至像源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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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包括：光阑STO、第一透镜E1、第二透镜E2、第三透镜E3、第四透镜E4和第五透镜E5。

[0118] 第一透镜E1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1为凸面，近像源侧面S2为凹面；第二透

镜E2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3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4为凸面；第三透镜E3具有负光焦

度，其近成像侧面S5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6为凸面；第四透镜E4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

面S7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8为凸面；第五透镜E5具有负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9为凹面，近

像源侧面S10为凹面。在约800nm至约1000nm光波波段中，该光学系统的光线透过率大于

85％。来自像源面S11的光依序穿过各表面S10至S1并最终投射至空间中的目标物体上(未

示出)。

[0119] 表7示出了实施例3的光学系统的各透镜的表面类型、曲率半径、厚度、材料及圆锥

系数，其中，曲率半径和厚度的单位均为毫米(mm)。

[0120]

[0121]

[0122] 表7

[0123] 由表7可知，在实施例3中，第一透镜E1至第五透镜E5中任意一个透镜的近成像侧

面和近像源侧面均为非球面。表8示出了可用于实施例3中各非球面镜面的高次项系数，其

中，各非球面面型可由上述实施例1中给出的公式(1)限定。

[0124] 面号 A4 A6 A8 A10 A12 A14 A16

S1 1.5450E-01 -1.1909E+00 3.1754E+01 -2.9049E+02 1.4772E+03 -3.4104E+03 3.0018E+03

S2 4.5276E-01 -9.0672E-01 6.6948E+00 -5.3278E+01 3.6300E+02 -1.3315E+03 2.5855E+03

S3 -6.0379E-01 4.3441E+00 -5.8689E+01 -2.2293E+01 1.3345E+03 -6.2788E+03 8.7888E+03

S4 -6.1561E-01 5.6837E+01 -6.2400E+02 3.3817E+03 -1.0640E+04 1.8375E+04 -1.2754E+04

S5 -2.1471E+00 1.1198E+02 -1.0840E+03 5.5943E+03 -1.7398E+04 3.0414E+04 -2.2567E+04

S6 -4.3976E+00 4.3727E+01 -1.8137E+02 3.8952E+02 -4.3996E+02 2.4405E+02 -5.4092E+01

S7 -5.5618E+00 1.9223E+01 -2.8697E+01 2.1970E+01 -7.5878E+00 6.6180E-01 -5.1039E-01

S8 -2.3281E+00 8.0755E+00 -2.0789E+01 3.5628E+01 -3.3029E+01 1.5030E+01 -2.6404E+00

S9 -7.1178E-01 1.5927E+00 -1.9357E+00 1.4417E+00 -6.3172E-01 1.4904E-01 -1.4617E-02

S10 -6.8061E-01 1.1507E+00 -1.6393E+00 1.4731E+00 -7.7443E-01 2.1668E-01 -2.4752E-02

[0125] 表8

[0126] 表9给出实施例3中光学系统的总有效焦距f、各透镜的有效焦距f1至f5以及光学

系统的物方数值孔径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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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7] 参数 f(mm) f1(mm) f2(mm) f3(mm) f4(mm) f5(mm) NA

数值 1.93 2.11 1.29 -2.17 2.23 -2.12 0.17

[0128] 表9

[0129] 图6A示出了实施例3的光学系统的象散曲线，其表示子午像面弯曲和弧矢像面弯

曲。图6B示出了实施例3的光学系统的畸变曲线，其表示不同像源高度处的畸变大小值。图

6C示出了实施例3的光学系统的相对照度曲线，其表示不同像源高度所对应的相对照度。根

据图6A和图6C可知，实施例3所给出的光学系统能够实现良好的成像品质。

[0130] 实施例4

[0131] 以下参照图7至图8C描述了根据本申请实施例4的光学系统。图7示出了根据本申

请实施例4的光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132] 如图7所示，根据本申请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光学系统沿光轴由成像侧至像源侧依

序包括：光阑STO、第一透镜E1、第二透镜E2、第三透镜E3、第四透镜E4和第五透镜E5。

[0133] 第一透镜E1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1为凸面，近像源侧面S2为凹面；第二透

镜E2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3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4为凸面；第三透镜E3具有负光焦

度，其近成像侧面S5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6为凸面；第四透镜E4具有负光焦度，其近成像侧

面S7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8为凸面；第五透镜E5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9为凸面，近

像源侧面S10为凸面。在约800nm至约1000nm光波波段中，该光学系统的光线透过率大于

85％。来自像源面S11的光依序穿过各表面S10至S1并最终投射至空间中的目标物体上(未

示出)。

[0134] 表10示出了实施例4的光学系统的各透镜的表面类型、曲率半径、厚度、材料及圆

锥系数，其中，曲率半径和厚度的单位均为毫米(mm)。

[0135]

[0136] 表10

[0137] 由表10可知，在实施例4中，第一透镜E1至第五透镜E5中任意一个透镜的近成像侧

面和近像源侧面均为非球面。表11示出了可用于实施例4中各非球面镜面的高次项系数，其

中，各非球面面型可由上述实施例1中给出的公式(1)限定。

[0138] 面号 A4 A6 A8 A10 A12 A14 A16

S1 1.2577E-01 -6.3929E-01 2.3402E+01 -2.5220E+02 1.4751E+03 -3.4301E+03 2.9854E+03

S2 3.9633E-01 -1.3348E+00 1.7632E+01 -1.1230E+02 3.5345E+02 -1.3419E+03 2.4547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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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3.8375E-02 -1.5780E+00 -6.1350E+00 1.7530E+01 1.3153E+03 -6.2806E+03 8.7888E+03

S4 -7.7898E-01 5.5541E+01 -6.1963E+02 3.3976E+03 -1.0619E+04 1.8350E+04 -1.3411E+04

S5 -4.0907E+00 1.1677E+02 -1.0910E+03 5.5824E+03 -1.7407E+04 3.0416E+04 -2.2274E+04

S6 -4.3854E+00 4.3057E+01 -1.8136E+02 3.8934E+02 -4.3961E+02 2.4529E+02 -5.2284E+01

S7 -5.3108E+00 1.9240E+01 -2.8723E+01 2.1741E+01 -7.8605E+00 6.8195E-01 1.5065E-01

S8 -2.7833E+00 8.7104E+00 -2.0862E+01 3.5438E+01 -3.3105E+01 1.5052E+01 -2.5608E+00

S9 -8.5221E-01 1.6200E+00 -1.9270E+00 1.4421E+00 -6.3218E-01 1.4898E-01 -1.4657E-02

S10 -4.7748E-01 1.0360E+00 -1.6262E+00 1.4802E+00 -7.7446E-01 2.1637E-01 -2.4730E-02

[0139] 表11

[0140] 表12给出实施例4中光学系统的总有效焦距f、各透镜的有效焦距f1至f5以及光学

系统的物方数值孔径NA。

[0141] 参数 f(mm) f1(mm) f2(mm) f3(mm) f4(mm) f5(mm) NA

数值 1.90 2.00 1.30 -3.68 -2.40 2.39 0.17

[0142] 表12

[0143] 图8A示出了实施例4的光学系统的象散曲线，其表示子午像面弯曲和弧矢像面弯

曲。图8B示出了实施例4的光学系统的畸变曲线，其表示不同像源高度处的畸变大小值。图

8C示出了实施例4的光学系统的相对照度曲线，其表示不同像源高度所对应的相对照度。根

据图8A和图8C可知，实施例4所给出的光学系统能够实现良好的成像品质。

[0144] 实施例5

[0145] 以下参照图9至图10C描述了根据本申请实施例5的光学系统。图9示出了根据本申

请实施例5的光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146] 如图9所示，根据本申请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光学系统沿光轴由成像侧至像源侧依

序包括：光阑STO、第一透镜E1、第二透镜E2、第三透镜E3、第四透镜E4和第五透镜E5。

[0147] 第一透镜E1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1为凸面，近像源侧面S2为凹面；第二透

镜E2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3为凸面，近像源侧面S4为凸面；第三透镜E3具有负光焦

度，其近成像侧面S5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6为凸面；第四透镜E4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

面S7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8为凸面；第五透镜E5具有负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9为凹面，近

像源侧面S10为凹面。在约800nm至约1000nm光波波段中，该光学系统的光线透过率大于

85％。来自像源面S11的光依序穿过各表面S10至S1并最终投射至空间中的目标物体上(未

示出)。

[0148] 表13示出了实施例5的光学系统的各透镜的表面类型、曲率半径、厚度、材料及圆

锥系数，其中，曲率半径和厚度的单位均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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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9]

[0150] 表13

[0151] 由表13可知，在实施例5中，第一透镜E1至第五透镜E5中任意一个透镜的近成像侧

面和近像源侧面均为非球面。表14示出了可用于实施例5中各非球面镜面的高次项系数，其

中，各非球面面型可由上述实施例1中给出的公式(1)限定。

[0152]

[0153]

[0154] 表14

[0155] 表15给出实施例5中光学系统的总有效焦距f、各透镜的有效焦距f1至f5以及光学

系统的物方数值孔径NA。

[0156] 参数 f(mm) f1(mm) f2(mm) f3(mm) f4(mm) f5(mm) NA

数值 1.98 3.75 1.78 -25.41 1.90 -1.97 0.16

[0157] 表15

[0158] 图10A示出了实施例5的光学系统的象散曲线，其表示子午像面弯曲和弧矢像面弯

曲。图10B示出了实施例5的光学系统的畸变曲线，其表示不同像源高度处的畸变大小值。图

10C示出了实施例5的光学系统的相对照度曲线，其表示不同像源高度所对应的相对照度。

根据图10A和图10C可知，实施例5所给出的光学系统能够实现良好的成像品质。

[0159] 实施例6

[0160] 以下参照图11至图12C描述了根据本申请实施例6的光学系统。图11示出了根据本

申请实施例6的光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161] 如图11所示，根据本申请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光学系统沿光轴由成像侧至像源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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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包括：光阑STO、第一透镜E1、第二透镜E2、第三透镜E3、第四透镜E4和第五透镜E5。

[0162] 第一透镜E1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1为凸面，近像源侧面S2为凹面；第二透

镜E2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3为凸面，近像源侧面S4为凸面；第三透镜E3具有负光焦

度，其近成像侧面S5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6为凸面；第四透镜E4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

面S7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8为凸面；第五透镜E5具有负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9为凹面，近

像源侧面S10为凸面。在约800nm至约1000nm光波波段中，该光学系统的光线透过率大于

85％。来自像源面S11的光依序穿过各表面S10至S1并最终投射至空间中的目标物体上(未

示出)。

[0163] 表16示出了实施例6的光学系统的各透镜的表面类型、曲率半径、厚度、材料及圆

锥系数，其中，曲率半径和厚度的单位均为毫米(mm)。

[0164]

[0165] 表16

[0166] 由表16可知，在实施例6中，第一透镜E1至第五透镜E5中任意一个透镜的近成像侧

面和近像源侧面均为非球面。表17示出了可用于实施例6中各非球面镜面的高次项系数，其

中，各非球面面型可由上述实施例1中给出的公式(1)限定。

[0167] 面号 A4 A6 A8 A10 A12 A14 A16

S1 -1.2505E-01 -3.4315E-01 2.8324E+01 -3.0121E+02 1.4235E+03 -3.1363E+03 2.5738E+03

S2 5.5156E-02 -1.5158E+00 1.2922E+01 -7.2277E+01 3.5429E+02 -1.5147E+03 2.5382E+03

S3 -9.8428E-02 -3.1893E+00 -1.8758E+01 -3.9951E+01 1.3186E+03 -6.2798E+03 9.5542E+03

S4 -6.9913E-01 5.7111E+01 -6.2645E+02 3.3743E+03 -1.0658E+04 1.8275E+04 -1.2785E+04

S5 -2.4824E+00 1.1459E+02 -1.0859E+03 5.5768E+03 -1.7444E+04 3.0391E+04 -2.2116E+04

S6 -4.1654E+00 4.4080E+01 -1.8078E+02 3.8954E+02 -4.4142E+02 2.4166E+02 -4.9662E+01

S7 -5.7951E+00 1.8850E+01 -2.8883E+01 2.3094E+01 -5.6934E+00 1.2713E+00 -5.7797E+00

S8 -2.0351E+00 7.6721E+00 -2.0682E+01 3.5721E+01 -3.3005E+01 1.5038E+01 -2.6464E+00

S9 -7.0727E-01 1.5936E+00 -1.9334E+00 1.4419E+00 -6.3190E-01 1.4895E-01 -1.4567E-02

S10 -5.3295E-01 1.0764E+00 -1.6362E+00 1.4766E+00 -7.7336E-01 2.1674E-01 -2.4804E-02

[0168] 表17

[0169] 表18给出实施例6中光学系统的总有效焦距f、各透镜的有效焦距f1至f5以及光学

系统的物方数值孔径NA。

[0170] 参数 f(mm) f1(mm) f2(mm) f3(mm) f4(mm) f5(mm)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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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2.02 3.82 1.55 -3.22 1.86 -2.58 0.16

[0171] 表18

[0172] 图12A示出了实施例6的光学系统的象散曲线，其表示子午像面弯曲和弧矢像面弯

曲。图12B示出了实施例6的光学系统的畸变曲线，其表示不同像源高度处的畸变大小值。图

12C示出了实施例6的光学系统的相对照度曲线，其表示不同像源高度所对应的相对照度。

根据图12A和图12C可知，实施例6所给出的光学系统能够实现良好的成像品质。

[0173] 实施例7

[0174] 以下参照图13至图14C描述了根据本申请实施例7的光学系统。图13示出了根据本

申请实施例7的光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175] 如图13所示，根据本申请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光学系统沿光轴由成像侧至像源侧依

序包括：光阑STO、第一透镜E1、第二透镜E2、第三透镜E3、第四透镜E4和第五透镜E5。

[0176] 第一透镜E1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1为凸面，近像源侧面S2为凹面；第二透

镜E2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3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4为凸面；第三透镜E3具有负光焦

度，其近成像侧面S5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6为凸面；第四透镜E4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

面S7为凹面，近像源侧面S8为凸面；第五透镜E5具有正光焦度，其近成像侧面S9为凹面，近

像源侧面S10为凸面。在约800nm至约1000nm光波波段中，该光学系统的光线透过率大于

85％。来自像源面S11的光依序穿过各表面S10至S1并最终投射至空间中的目标物体上(未

示出)。

[0177] 表19示出了实施例7的光学系统的各透镜的表面类型、曲率半径、厚度、材料及圆

锥系数，其中，曲率半径和厚度的单位均为毫米(mm)。

[0178]

[0179] 表19

[0180] 由表19可知，在实施例7中，第一透镜E1至第五透镜E5中任意一个透镜的近成像侧

面和近像源侧面均为非球面。表20示出了可用于实施例7中各非球面镜面的高次项系数，其

中，各非球面面型可由上述实施例1中给出的公式(1)限定。

[0181] 面号 A4 A6 A8 A10 A12 A14 A16

S1 1.5885E-01 -1.1095E+00 2.9188E+01 -2.5757E+02 1.3402E+03 -3.4104E+03 3.0018E+03

S2 4.5647E-01 -9.1291E-01 7.1021E+00 -2.6044E+01 1.7700E+02 -1.3315E+03 2.5855E+03

S3 -3.4479E-01 5.4693E+00 -5.5412E+01 6.0501E+00 1.4744E+03 -6.2788E+03 8.7888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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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5.9523E-01 5.6404E+01 -6.1852E+02 3.3757E+03 -1.0664E+04 1.8360E+04 -1.2510E+04

S5 -1.6232E+00 1.1100E+02 -1.0862E+03 5.6049E+03 -1.7373E+04 3.0424E+04 -2.2728E+04

S6 -4.4440E+00 4.3718E+01 -1.8059E+02 3.8959E+02 -4.4055E+02 2.4351E+02 -5.5087E+01

S7 -5.6405E+00 1.9259E+01 -2.8701E+01 2.2040E+01 -7.5889E+00 6.4142E-01 -4.1747E-01

S8 -2.2438E+00 7.8190E+00 -2.0722E+01 3.5707E+01 -3.2999E+01 1.5028E+01 -2.6723E+00

S9 -6.8580E-01 1.5900E+00 -1.9354E+00 1.4418E+00 -6.3175E-01 1.4910E-01 -1.4605E-02

S10 -5.8668E-01 1.1189E+00 -1.6428E+00 1.4748E+00 -7.7379E-01 2.1689E-01 -2.4721E-02

[0182] 表20

[0183] 表21给出实施例7中光学系统的总有效焦距f、各透镜的有效焦距f1至f5以及光学

系统的物方数值孔径NA。

[0184] 参数 f(mm) f1(mm) f2(mm) f3(mm) f4(mm) f5(mm) NA

数值 1.90 2.14 1.29 -1.89 2.13 1.52 0.17

[0185] 表21

[0186] 图14A示出了实施例7的光学系统的象散曲线，其表示子午像面弯曲和弧矢像面弯

曲。图14B示出了实施例7的光学系统的畸变曲线，其表示不同像源高度处的畸变大小值。图

14C示出了实施例7的光学系统的相对照度曲线，其表示不同像源高度所对应的相对照度。

根据图14A和图14C可知，实施例7所给出的光学系统能够实现良好的成像品质。

[0187] 综上，实施例1至实施例7分别满足表22中所示的关系。

[0188] 条件式\实施例 1 2 3 4 5 6 7

f2/f 0.63 0.74 0.67 0.68 0.90 0.77 0.68

(1+TAN(CRA))×TTL/IH 2.12 2.27 2.12 2.16 2.20 2.28 2.20

NA 0.18 0.16 0.17 0.17 0.16 0.16 0.17

Tr5r8/CT5 1.77 2.08 2.06 1.24 2.20 2.21 1.98

T23/T34 0.40 0.50 0.32 0.23 0.56 0.60 0.38

|R4-R5|/|R4+R5| 0.04 0.37 0.01 0.17 0.44 0.48 0.07

R8/f -0.45 -0.50 -0.45 -0.70 -0.37 -0.43 -0.48

SAG41/SAG42 0.62 0.46 0.55 0.79 0.59 0.55 0.54

ET5/CT5 0.35 0.38 0.38 0.38 0.39 0.40 0.42

SAG51/SAG52 0.37 0.27 0.54 0.24 0.52 0.54 0.58

SAG52/CT5 -1.02 -0.85 -1.35 -0.82 -1.28 -1.32 -1.36

[0189] 表22

[0190] 以上描述仅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以及对所运用技术原理的说明。本领域技术人

员应当理解，本申请中所涉及的发明范围，并不限于上述技术特征的特定组合而成的技术

方案，同时也应涵盖在不脱离所述发明构思的情况下，由上述技术特征或其等同特征进行

任意组合而形成的其它技术方案。例如上述特征与本申请中公开的(但不限于)具有类似功

能的技术特征进行互相替换而形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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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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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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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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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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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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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B

图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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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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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B

图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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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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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B

图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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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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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B

图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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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图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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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B

图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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