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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滑

加工的组合加工工艺，步骤包括：前期预处理加

工；纳米量级面形精度的高效磁流变抛光；中高

频表面粗糙度的光顺加工；亚纳米精度光学表面

的离子束超光滑抛光加工。本发明提出的加工工

艺可以对表面/亚表面损伤、面形精度、表面粗糙

度进行分阶段的控制，实现全频段误差一致收敛

到亚纳米精度的高效加工，原理简单、容易实现、

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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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滑加工的组合加工工艺，其特征是：包括有以下步骤：

(1)进行前期预处理加工，使光学元件满足面形精度优于1μm  RMS；

(2)纳米量级面形精度的高效磁流变抛光，使光学元件面形精度优于10nm  RMS；

(3)进行中、高频表面粗糙度的光顺加工，使光学元件中频表面粗糙度和高频表面粗糙

度都优于0.2nm  RMS；

(4)进行亚纳米精度光学表面的离子束超光滑抛光加工，使光学元件表面面形精度优

于1.0nm  RMS。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滑加工的组合加工工艺，其特征是：

所述步骤（1）具体包括有以下加工步骤：

(1.1)使用计算机控制沥青盘抛光方法对光学元件进行预处理加工，去除光学表面明

显可见的表面损伤，并对光学元件的面形误差进行初步抛光加工；

(1.2)  利用波面干涉仪和数码显微镜对光学元件的面形精度和表面质量分别进行检

测，给出面形误差和表面损伤的检测结果；

当面形精度优于1μm  RMS，并且没有观测到明显的表面损伤，前期预处理加工结束；否

则重复步骤(1.1)~步骤(1.2)的工艺过程，直至加工结果满足面形精度要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滑加工的组合加工工艺，其特征是：

所述步骤（2）具体包括有以下加工步骤：

(2.1)采用磁流变抛光对光学元件表面材料进行均匀去除，抛光过程中选用纳米级金

刚石微粉作为主抛光磨料，均匀去除厚度约为5μm；

(2.2)利用数码显微镜对光学元件的表面质量进行观测，如果观测到光学表面存在明

显的表面损伤，重复步骤(2.1)的工艺过程；否则进入步骤(2.3)；

(2.3)利用波面干涉仪对光学元件的面形误差进行检测，并将检测得到的面形误差带

入磁流变抛光加工工艺软件电脑中，计算得到磁流变抛光所需的驻留时间和加工后的面形

残差，从而对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进行综合评估，由此初步选取合适的磁流变抛光去除函

数；

(2.4)通过对流变抛抛光轮转速、磁场电流和流量等抛光参数的调节，形成接近步骤

(2.3)初步选取的去除函数，并精确测得此抛光条件下的去除函数；利用磁流变抛光加工工

艺软件电脑精确计算驻留时间，并利用驻留时间生成磁流变抛光机床所需的数控代码，对

光学元件进行加工；

(2.5)再次利用波面干涉仪对面形误差进行检测，当面形精度优于10nm  RMS时，磁流变

抛光加工结束；否则，重复步骤(2.3)-步骤(2.4)，直至加工结果满足面形精度要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滑加工的组合加工工艺，其特征是：

所述步骤（3）具体包括有以下加工步骤：

(3.1)将步骤(2.5)检测获得的光学元件面形误差带入光顺抛光加工工艺软件电脑中，

通过计算得到光顺加工后的面形残差，对光顺抛光过程的面形精度保持能力进行评估，由

此选用合适的光顺抛光参数；

(3.2)根据步骤(3.1)选用的光顺抛光参数，形成光顺抛光机床的数控代码，并抛光过

程中选用纳米级氧化铈微粉作为主抛光磨料，对光学元件进行光顺加工，抛光时长为

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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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利用白光干涉仪对光学元件的中频表面粗糙度进行检测，当中频表面粗糙度未

能控制在0.4nm  RMS以内，重复步骤(3.1)-步骤(3.2)；否则进入步骤(3.4)；

(3.4)选用与步骤(3.2)相同的光顺抛光参数，形成光顺抛光机床的数控代码，并使用

去离子水作为抛光磨料，对光学元件进行光顺加工，抛光时长为30min；

(3.5)利用白光干涉仪和原子力显微镜对光学元件的中频表面粗糙度和高频表面粗糙

度分别进行检测，当中频表面粗糙度和高频表面粗糙度都优于0.2nm  RMS，光顺抛光加工结

束；否则重复步骤(3.4)，直至中频表面粗糙度和中频表面粗糙度都到达要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滑加工的组合加工工艺，其特征是：

所述步骤（4）具体包括有以下加工步骤：

(4.1)利用低能离子束对光学元件表面材料进行均匀抛光去除，加工过程中离子束小

角度入射熔石英光学表面，均匀去除厚度约为100nm；

(4.2)利用原子力显微镜对光学元件的高频表面粗糙度进行检测，当高频表面粗糙度

未能控制在0.1nm  RMS以内，重复步骤(4.1)；否则进入步骤(4.3)；

(4.3)利用波面干涉仪对光学元件的面形误差进行检测，并将检测得到的面形误差带

入离子束抛光工艺软件电脑中，计算得到离子束抛光后的面形残差，对加工的面形精度进

行评估，由此初步选取合适的离子束抛光去除函数；

(4.4)通过对离子束的能量、束流等参数进行调节，形成接近步骤(4.3)初步选取的去

除函数，并精确测得此抛光条件下的去除函数；利用离子束抛光加工工艺软件电脑精确计

算驻留时间，并利用驻留时间生成离子束抛光机床所需的数控代码，对光学元件进行加工；

(4.5)再次利用波面干涉仪对面形误差进行检测，当面形精度优于1.0nm  RMS时，离子

束抛光加工结束；否则，重复步骤(4.3)-步骤(4.4)，直至加工结果满足面形精度要求。

6.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滑加工的组合加工工艺，其特征

是：光学元件面形误差具体指周期约为1mm至光学元件全口径尺寸的表面误差。

7.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滑加工的组合加工工艺，其特征

是：光学元件中频表面粗糙度具体指周期约为1μm至1mm的表面误差；光学元件高频表面粗

糙度具体指周期小于1μm的表面误差。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滑加工的组合加工工艺，其特征是：

所述步骤(4.1)中的低能离子束具体是指离子束抛光加工所使用的离子能量在400eV至

800eV的范围内；步骤(4.1)中的离子束小角度入射具体是指离子束入射方向与光学表面法

向方向的夹角控制在0°至20°的范围内。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滑加工的组合加工工艺，其特征是：

所述步骤(2.1)中的纳米级金刚石微粉具体是指粒径小于1000nm的金刚石颗粒。

10.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滑加工的组合加工工艺，其特征

是：所述步骤  (3.2)中的纳米级氧化铈微粉具体是指粒径小于1000nm的氧化铈颗粒。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877255 A

3



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滑加工的组合加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光学元件超精密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

滑加工的组合加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高性能光学系统对光学元件面形精度和表面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几乎达到

了加工的物理极限。极紫外光刻物镜光学元件就是极具典型的代表，其要求将全口径尺度

的面形误差、微米尺度的粗糙度和纳米尺度的粗糙度同时控制在纳米/亚纳米范围内，对光

学元件的面形制造精度和超光滑表面加工提出了挑战。

[0003] 由于熔石英材料在光学性能和材料均匀性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通常作为强

光光学、光刻物镜等高性能光学器件的优选材料。然而，由于熔石英材料的内部组成除硅、

氧原子之外，还含有较大的空隙，受到足够大的压应力时容易被稠密化。在以机械力学作用

为主的传统抛光过程中，磨料和材料的局部作用非常容易导致局部材料稠密化效应的产

生，具体表现为划痕、裂纹等表面/亚表面损伤。在高性能光学元件的超精密加工过程中，表

面/亚表面损伤的产生将会严重影响光学元件面形精度和超光滑表面生成。

[0004] 在近批量、批量生产的光学元件加工过程中，仅仅依靠单一的技术是无法满足超

精密光学元件加工的要求，因此现代光学元件加工通常采用集成制造的模式。在集成制造

的模式中，形成高精度、低损伤、高效和低成本的组合加工能力是关键性难题，需要整合多

种加工技术的优势，对整个组合工艺流程进行优化，但目前很少有关亚纳米精度、超光滑表

面光学元件组合加工工艺方面的研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围绕熔石英光学元件亚纳米面

形精度、超光滑表面生成的难题，进而提供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滑加工的组合加工工

艺的技术方案，该方案基于传统计算机控制沥青盘抛光、磁流变抛光、光顺抛光和离子束抛

光的组合加工方法，并结合各抛光技术的加工效率和对不同频段误差的修正能力，对工艺

过程进行了有效的优化，实现了亚纳米精度、超光学熔石英表面的高效、低损伤、高精度加

工。

[0006] 本方案是通过如下技术措施来实现的：

一种熔石英光学表面超光滑加工的组合加工工艺，包括有以下步骤：

(1)进行前期预处理加工，使光学元件满足面形精度优于1μm  RMS；

(2)纳米量级面形精度的高效磁流变抛光，使光学元件面形精度优于10nm  RMS；

(3)进行中、高频表面粗糙度的光顺加工，使光学元件中频表面粗糙度和高频表面粗糙

度都优于0.2nm  RMS；

(4)进行亚纳米精度光学表面的离子束超光滑抛光加工，使光学元件表面面形精度优

于1.0nm  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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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作为本方案的优选：步骤（1）具体包括有以下加工步骤：

(1.1)使用计算机控制沥青盘抛光方法对光学元件进行预处理加工，去除光学表面明

显可见的表面损伤，并对光学元件的面形误差进行初步抛光加工；

(1.2)  利用波面干涉仪和数码显微镜对光学元件的面形精度和表面质量分别进行检

测，给出面形误差和表面损伤的检测结果；当面形精度优于1μm  RMS，并且没有观测到明显

的表面损伤，前期预处理加工结束；否则重复步骤(1.1)~步骤(1.2)的工艺过程，直至加工

结果满足面形精度要求。

[0008] 作为本方案的优选：步骤（2）具体包括有以下加工步骤：

(2.1)采用磁流变抛光对光学元件表面材料进行均匀去除，抛光过程中选用纳米级金

刚石微粉作为主抛光磨料，均匀去除厚度约为5μm；

(2.2)利用数码显微镜对光学元件的表面质量进行观测，如果观测到光学表面存在明

显的表面损伤，重复步骤(2.1)的工艺过程；否则进入步骤(2.3)；

(2.3)利用波面干涉仪对光学元件的面形误差进行检测，并将检测得到的面形误差带

入磁流变抛光加工工艺软件电脑中，计算得到磁流变抛光所需的驻留时间和加工后的面形

残差，从而对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进行综合评估，由此初步选取合适的磁流变抛光去除函

数；

(2.4)通过对流变抛抛光轮转速、磁场电流和流量等抛光参数的调节，形成接近步骤

(2.3)初步选取的去除函数，并精确测得此抛光条件下的去除函数；利用磁流变抛光加工工

艺软件电脑精确计算驻留时间，并利用驻留时间生成磁流变抛光机床所需的数控代码，对

光学元件进行加工；

(2.5)再次利用波面干涉仪对面形误差进行检测，当面形精度优于10nm  RMS时，磁流变

抛光加工结束；否则，重复步骤(2.3)-步骤(2.4)，直至加工结果满足面形精度要求。

[0009] 作为本方案的优选：步骤（3）具体包括有以下加工步骤：

(3.1)将步骤(2.5)检测获得的光学元件面形误差带入光顺抛光加工工艺软件电脑中，

通过计算得到光顺加工后的面形残差，对光顺抛光过程的面形精度保持能力进行评估，由

此选用合适的光顺抛光参数；

(3.2)根据步骤(3.1)选用的光顺抛光参数，形成光顺抛光机床的数控代码，并抛光过

程中选用纳米级氧化铈微粉作为主抛光磨料，对光学元件进行光顺加工，抛光时长为

60min；

(3.3)利用白光干涉仪对光学元件的中频表面粗糙度进行检测，当中频表面粗糙度未

能控制在0.4nm  RMS以内，重复步骤(3.1)-步骤(3.2)；否则进入步骤(3.4)；

(3.4)选用与步骤(3.2)相同的光顺抛光参数，形成光顺抛光机床的数控代码，并使用

去离子水作为抛光磨料，对光学元件进行光顺加工，抛光时长为30min；

(3.5)利用白光干涉仪和原子力显微镜对光学元件的中频表面粗糙度和高频表面粗糙

度分别进行检测，当中频表面粗糙度和高频表面粗糙度都优于0.2nm  RMS，光顺抛光加工结

束；否则重复步骤(3.4)，直至中频表面粗糙度和中频表面粗糙度都到达要求。

[0010] 作为本方案的优选：步骤（4）具体包括有以下加工步骤：

(4.1)利用低能离子束对光学元件表面材料进行均匀抛光去除，加工过程中离子束小

角度入射熔石英光学表面，均匀去除厚度约为10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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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利用原子力显微镜对光学元件的高频表面粗糙度进行检测，当高频表面粗糙度

未能控制在0.1nm  RMS以内，重复步骤(4.1)；否则进入步骤(4.3)；

(4.3)利用波面干涉仪对光学元件的面形误差进行检测，并将检测得到的面形误差带

入离子束抛光工艺软件电脑中，计算得到离子束抛光后的面形残差，对加工的面形精度进

行评估，由此初步选取合适的离子束抛光去除函数；

(4.4)通过对离子束的能量、束流等参数进行调节，形成接近步骤(4.3)初步选取的去

除函数，并精确测得此抛光条件下的去除函数；利用离子束抛光加工工艺软件电脑精确计

算驻留时间，并利用驻留时间生成离子束抛光机床所需的数控代码，对光学元件进行加工；

(4.5)再次利用波面干涉仪对面形误差进行检测，当面形精度优于1.0nm  RMS时，离子

束抛光加工结束；否则，重复步骤(4.3)-步骤(4.4)，直至加工结果满足面形精度要求。

[0011] 作为本方案的优选：光学元件面形误差具体指周期约为1mm至光学元件全口径尺

寸的表面误差。

[0012] 作为本方案的优选：光学元件中频表面粗糙度具体指周期约为1μm至1mm的表面误

差；光学元件高频表面粗糙度具体指周期小于1μm的表面误差。

[0013] 作为本方案的优选：步骤(4.1)中的低能离子束具体是指离子束抛光加工所使用

的离子能量在400eV至800eV的范围内；步骤(4.1)中的离子束小角度入射具体是指离子束

入射方向与光学表面法向方向的夹角控制在0°至20°的范围内。

[0014] 作为本方案的优选：步骤(2.1)中的纳米级金刚石微粉具体是指粒径小于1000nm

的金刚石颗粒。

[0015] 作为本方案的优选：步骤  (3.2)中的纳米级氧化铈微粉具体是指粒径小于1000nm

的氧化铈颗粒。

[0016] 本发明提出的上述技术方案的基本原理是：首先，利用传统计算机控制沥青盘抛

光对被加工光学元件进行预处理，消除光学表面明显可见的表面损伤，并将光学元件面形

误差的均方根值(RMS)控制在1μm 以内；其次，利用磁流变抛光的高效加工能力，通过去除

一层较厚的材料，以消除被表面层覆盖的亚表面损伤，并将面形误差控制在10nm  RMS以内；

然后，利用光顺抛光对中高频表面粗糙度进行抛光，在尽可能保持面形精度不变的情况下，

将中高频表面粗糙度控制在0.2nm  RMS以内；最后，利用离子束抛光对面形精度和表面粗糙

度进一步改善，使得面形精度、中频表面粗糙度和高频表面粗糙度分别优于1.0nm  RMS、

0.2nm  RMS和0.1nm  RMS，实现光学元件从全口径面形精度到纳米尺度粗糙度的全频段误差

控制在1.0nm  RMS的亚纳米范围内。

[0017] 本方案的有益效果可根据对上述方案的叙述得知，由于在该方案中结合传统计算

机控制沥青盘抛光、磁流变抛光、光顺抛光和离子束抛光各自的优势，提出了亚纳米精度光

学元件的超光滑组合加工方法，可以对表面/亚表面损伤、面形精度、表面粗糙度进行分阶

段的控制，原理简单、容易实现、效率更高。本方案提出的组合加工方法可以实现全频段误

差一致收敛的高效加工，使得光学表面面形误差、中频表面粗糙度、高频表面粗糙度同时达

到亚纳米精度，广泛适用于高性能光学元件的加工。

[0018] 由此可见，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地进步，其实施

的有益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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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磁流变抛光后的面形误差效果图。

[0020] 图2为光顺抛光后的面形误差效果图。

[0021] 图3为光顺抛光后的中频表面粗糙度效果图。

[0022] 图4为光顺抛光后的高频表面粗糙度效果图。

[0023] 图5为离子束抛光后的面形误差效果图。

[0024] 图6为离子束抛光后的中频表面粗糙度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说明书中公开的所有特征，或公开的所有方法或过程中的步骤，除了互相排斥

的特征和/或步骤以外，均可以以任何方式组合。

[0026] 本说明书（包括任何附加权利要求、摘要和附图）中公开的任一特征，除非特别叙

述，均可被其他等效或具有类似目的的替代特征加以替换。即，除非特别叙述，每个特征只

是一系列等效或类似特征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实施例

[0027] 本实施例所采用的技术原理为：首先，利用传统计算机控制沥青盘抛光对被加工

光学元件进行预处理，消除光学表面明显可见的表面损伤，并将光学元件面形误差的均方

根值(RMS)控制在1μm 以内；其次，利用磁流变抛光的高效加工能力，通过去除一层较厚的

材料，以消除被表面层覆盖的亚表面损伤，并将面形误差控制在10nm  RMS以内；然后，利用

光顺抛光对中高频表面粗糙度进行抛光，在尽可能保持面形精度不变的情况下，将中高频

表面粗糙度控制在0.2nm  RMS以内；最后，利用离子束抛光对面形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进一步

改善，使得面形精度、中频表面粗糙度和高频表面粗糙度分别优于1.0nm  RMS、0.2nm  RMS和

0.1nm  RMS，实现光学元件从全口径面形精度到纳米尺度粗糙度的全频段误差控制在1.0nm 

RMS的亚纳米范围内。

[0028] 本实施例的具体操作过程包括有以下步骤：

1、前期预处理加工：

(1.1)  使用计算机控制沥青盘抛光方法对光学元件进行预处理加工，去除光学表面明

显可见的表面损伤，并对光学元件的面形误差进行初步抛光加工；

(1.2)  利用波面干涉仪和数码显微镜对光学元件的面形精度和表面质量分别进行检

测，给出面形误差和表面损伤的检测结果。当面形精度优于1μm  RMS，并且没有观测到明显

的表面损伤，前期预处理加工结束；否则重复步骤(1.1)~步骤(1.2)的工艺过程，直至加工

结果满足面形精度要求。

[0029] 2、纳米量级面形精度的高效磁流变抛光：

(2.1)  采用磁流变抛光对光学元件表面材料进行均匀去除，抛光过程中选用纳米级金

刚石微粉作为主抛光磨料，均匀去除厚度约为5μm；

(2.2)  利用数码显微镜对光学元件的表面质量进行观测，如果观测到光学表面存在明

显的表面损伤，重复步骤(2.1)的工艺过程；否则进入步骤(2.3)；

(2.3)  利用波面干涉仪对光学元件的面形误差进行检测，并将检测得到的面形误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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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磁流变抛光加工工艺软件电脑中，计算得到磁流变抛光所需的驻留时间和加工后的面形

残差，从而对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进行综合评估，由此初步选取合适的磁流变抛光去除函

数；

(2.4)  通过对流变抛抛光轮转速、磁场电流和流量等抛光参数的调节，形成接近步骤

(2.3)初步选取的去除函数，并精确测得此抛光条件下的去除函数；利用磁流变抛光加工工

艺软件电脑精确计算驻留时间，并利用驻留时间生成磁流变抛光机床所需的数控代码，对

光学元件进行加工；

(2.5)  再次利用波面干涉仪对面形误差进行检测，当面形精度优于10nm  RMS时，磁流

变抛光加工结束；否则，重复步骤(2.3)-步骤(2.4)，直至加工结果满足面形精度要求。

[0030] 3、中高频表面粗糙度的光顺加工：

(3.1)  将步骤(2.5)检测获得的光学元件面形误差带入光顺抛光加工工艺软件电脑

中，通过计算得到光顺加工后的面形残差，对光顺抛光过程的面形精度保持能力进行评估，

由此选用合适的光顺抛光参数；

(3.2)  根据步骤(3.1)选用的光顺抛光参数，形成光顺抛光机床的数控代码，并抛光过

程中选用纳米级氧化铈微粉作为主抛光磨料，对光学元件进行光顺加工，抛光时长为

60min；

(3.3)  利用白光干涉仪对光学元件的中频表面粗糙度进行检测，当中频表面粗糙度未

能控制在0.4nm  RMS以内，重复步骤(3.1)-步骤(3.2)；否则进入步骤(3.4)；

(3.4)  选用与步骤(3.2)相同的光顺抛光参数，形成光顺抛光机床的数控代码，并使用

去离子水作为抛光磨料，对光学元件进行光顺加工，抛光时长为30min；

(3.5)  利用白光干涉仪和原子力显微镜对光学元件的中频表面粗糙度和高频表面粗

糙度分别进行检测，当中频表面粗糙度和中频表面粗糙度都优于0.2nm  RMS，光顺抛光加工

结束；否则重复步骤(3.4)，直至中频表面粗糙度和中频表面粗糙度都到达要求。

[0031] 4、亚纳米精度光学表面的离子束超光滑抛光加工：

(4.1)  利用低能离子束对光学元件表面材料进行均匀抛光去除，加工过程中离子束小

角度入射熔石英光学表面，均匀去除厚度约为100nm；

(4.2)  利用原子力显微镜对光学元件的高频表面粗糙度进行检测，当高频表面粗糙度

未能控制在0.1nm  RMS以内，重复步骤(4.1)；否则进入步骤(4.3)；

(4.3)  利用波面干涉仪对光学元件的面形误差进行检测，并将检测得到的面形误差带

入离子束抛光工艺软件电脑中，计算得到离子束抛光后的面形残差，对加工的面形精度进

行评估，由此初步选取合适的离子束抛光去除函数；

(4.4)  通过对离子束的能量、束流等参数进行调节，形成接近步骤(4.3)初步选取的去

除函数，并精确测得此抛光条件下的去除函数；利用离子束抛光加工工艺软件电脑精确计

算驻留时间，并利用驻留时间生成离子束抛光机床所需的数控代码，对光学元件进行加工；

(4.5) 再次利用波面干涉仪对面形误差进行检测，当面形精度优于1.0nm  RMS时，离子

束抛光加工结束；否则，重复步骤(4.3)-步骤(4.4)，直至加工结果满足面形精度要求。

[0032] 在本实施例中，以上所述光学元件面形误差具体指周期约为1mm至光学元件全口

径尺寸的表面误差；

在本实施例中，以上所述光学元件中频表面粗糙度具体指周期约为1μm至1mm的表面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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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在本实施例中，以上所述光学元件高频表面粗糙度具体指周期小于1μm的表面误差；

在本实施例中，以上所述超光滑表面具体是指高频表面粗糙度优于0.1nm  RMS；

在本实施例中，以上所述纳米量级面形精度具体是指面形精度优于1.0nm  RMS；

在本实施例中，步骤  (2.1)中的纳米级金刚石微粉具体是指粒径小于1000nm的金刚石

颗粒；

在本实施例中，步骤  (3.2)中的纳米级氧化铈微粉具体是指粒径小于1000nm的氧化铈

颗粒；

在本实施例中，步骤(4.1)中的低能离子束具体是指离子束抛光加工所使用的离子能

量在400eV至800eV的范围内；

在本实施例中，步骤(4.1)中的离子束小角度入射具体是指离子束入射方向与光学表

面法向方向的夹角控制在0°至20°的范围内。

[0033] 本实施例中，待加工光学元件为熔石英凹球面光学元件，有效口径为135.7mm。首

先，采用计算机控制沥青盘抛光方法进行预处理加工，抛光后的面形误差控制到了1μm  RMS

以内，表面没有观察到明显的损伤；其次，利用磁流变抛光对亚表面损伤层进行了去除，并

且使用高去除效率的去除函数对面形进行了修正，面形误差收敛到了5.246nm  RMS  (参见

图1)，实现了纳米精度面形的高效加工；然后，采用了光顺抛光对其进行了修正，抛光后面

形误差收敛到了2.844nm  RMS  (参见图2)，中频表面粗糙度和高频表面粗糙度分别减小到

了0.202nm  RMS  (参见图3)和0.167nm  RMS  (参见图4)；最后，利用离子束抛光对光学元件

进行了最后阶段的抛光加工，抛光后面形精度达到了0.368nm  RMS  (参见图5)，中频表面粗

糙度和高频表面粗糙度分别减小到了0.204nm  RMS  (参见图6)和0.087nm  RMS，实现了亚纳

米精度光学元件的超光滑加工。

[0034] 本发明并不局限于前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本发明扩展到任何在本说明书中披露的

新特征或任何新的组合，以及披露的任一新的方法或过程的步骤或任何新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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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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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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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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