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福晶科技成立于1990年，由世界著名的
材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
究所（FIRSM）创立。

l2008年, 在深圳中小板上市
   (股票代码002222)

l销售收入超5亿

l在职员工超1000名

l厂房面积约40,000 m2

l国内、国际市场销售占比约为5:5

ISO9001

ISO14001

IATF16949ISO45001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ASTECH, INC.）是全球领先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激光晶体、精
密光学元件和激光器件的制造商，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激光、光通讯、生物医疗、检测分析、激光
雷达、增强现实（AR）等诸多领域。凭借超过30年的晶体生长、精密光学抛光和高损伤阈值镀膜
技术等专业知识和独特经验的积累，福晶科技可为客户提供一系列高性能精密光学元件及其解决
方案，包括非球面透镜、球面透镜、反射镜、窗口片、棱镜、波片、衍射光栅、偏振光学元件及
精密光学组件等。此外，我们还为超快激光等高要求应用提供特殊的高性能光学产品，从方案设
计到批量制造，我们都将始终为客户提供可靠的品质和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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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窗片
l材料从深紫外到红外波段范围可供选择
l可定制形状和尺寸
l直径范围：0.5-600 mm
l通光孔径：中心直径的90%区域
l平面度：λ/20 @632.8nm（IBF加工可到λ/40 ）
l光洁度：10/5 S/D
l平行度：＜3″
l提供标准膜系或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膜系
l高激光损伤阈值

光学检测能力

用于测量高精度波前、平面度、平行度的ZYGO干涉仪
平面度和波前测量精度：λ/50
平行度测量精度：0.5〃

用于测量高精度平面度的4D干涉仪（FizCam 2000）

福晶科技的光学窗片有多种光学玻璃材料可供选择，如熔融石英、氟化钙（CaF2）、氟化钡（BaF2）、锗
（Ge）、硅（Si）、硒化锌（ZnSe）等。可提供各种膜系结构和不同镀膜工艺的窗片，产品主要应用于紫外线
（UV）、可见光或红外（IR）波长范围。

通过传统抛光、双面抛光和离子束抛光（IBF）等不同加工方式，每年制造数百万片的标准品和定制窗片。产
品具有高表面面形、低散射、高精度指标和高激光损伤阈值等特点，满足激光和精密光学的应用需求。

福晶科技配备了先进的光学检测设备，包括ZYGO干涉仪、4D干涉仪、Taylor Hobson LuphoScan 260、显微
镜等，确保窗片产品始终如一的高品质性能，从而满足激光、热成像、医疗、光谱学等应用的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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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反射镜
l材料从深紫外到红外波段范围可供选择
l可定制形状和尺寸
l直径范围：5-300 mm
l通光孔径：中心直径的90%区域
l平面度：λ/10 @632.8nm
l光洁度：10/5 S/D
l平行度：＜3′
l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部分反或高反射率光学反射镜
l高激光损伤阈值

光学检测能力

        福晶科技提供从深紫外到红外等不同波段范围应用的各类光学反射镜，包括激光反射镜、宽带介质膜或金属膜
反射镜以及超快激光反射镜，为客户应用（尤其是高功率激光应用）提供理想的光学解决方案。

反射率测量仪器：Agilent Cary-7000 
测量范围：175-3300nm

福晶科技采用多种精密测量设备来保证高反射率，测量设备包括光腔衰荡光谱仪、Agilent Cary-7000、Agilent 
Cary-6000i、Perkin Elmer Lambda-950紫外分光光度计和Spectrum 100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通过每炉镀膜指
标测试来保证高性能的反射率，此外还可以根据客户应用需求进行镀膜表面吸收的测量（PCI）。

弱吸收测量系统：PCI法测量系统
测量波长：355nm、532nm、1064nm

特色产品
• 窄带激光反射镜
• 宽带介质膜/金属膜反射镜
• 超快激光反射镜（第18和19页）
• 超高反射率反射镜（第20页）
• 高激光损伤阈值反射镜（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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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棱镜
l材料从深紫外到红外波段范围可供选择
l可定制形状和尺寸
l各种类型的光学棱镜
l直径0.5-100 mm
l通光孔径：中心直径的90%区域
l平面度：λ/10@632.8nm
l光洁度：10/5 S/D
l角度公差：＜15 ″
l提供标准膜系或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膜系
l高激光损伤阈值

光学检测能力

用于测量高精度波前、平面度、平行度的ZYGO干涉仪
平面度和波前测量精度：λ/50
平行度测量精度：0.5〃

         福晶科技提供不同尺寸、不同基片和不同膜系的各类棱镜，如五角棱镜、直角棱镜、道威棱镜、屋脊棱镜、保
罗棱镜、角锥棱镜、整形棱镜组、佩林布洛卡棱镜、等边色散棱镜等。

        采用不同的加工方法，如传统抛光、环抛或离子束抛光（IBF）以及先进测试设备，可为高要求的高功率激光、
科研和工业应用量身定制各类高精度光学棱镜。

用于测量高精度光学角度的Trioptics Prism Master
角度测量精度：0.75〃

福晶科技不仅配备了ZYGO干涉仪和4D干涉仪以保证高表面平面度，而且还配备了精密测角仪和高倍显微
镜，以保证高精度的角度公差和光洁度指标，从而确保满足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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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面透镜
l材料从深紫外到红外波段范围可供选择
l可定制形状和尺寸
l直径范围：5-500 mm
l通光孔径：中心直径的90%区域
l不规则度：λ/20 @632.8nm
l光洁度：10-5 S/D
l偏心：＜1′
l提供标准膜系或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膜系
l高激光损伤阈值

光学检测能力

曲率半径：ZYGO双频激光干涉系统
分辨率：10nm
测量精度：3um或0.001%

透镜光学指标测量：全自动焦距仪

面形和不规则度（P-V）：ZYGO GPI-XP干涉仪
面形和不规则度测量精确：λ/50

福晶科技具有丰富的透镜产品加工经验，产品包括平凸透镜、平凹透镜、双凸透镜、双凹透镜、正弯月透镜、负
弯月透镜以及消色差透镜等。

福晶科技的透镜基片有多种光学玻璃材料可供选择：光学玻璃、氟化钙（CaF2）、氟化镁（MgF2）、熔融石英、
蓝宝石、锗（Ge）、硅（Si）、硒化锌（ZnSe）等。另外，强大的镀膜设计和镀制能力可提供深紫外线（DUV）、可
见光或红外（IR）波段的定制方案，以满足客户各类高精度球面透镜应用的需求。

曲率半径: 球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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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面镜
l材料从深紫外到红外波段范围可供选择
l可定制形状和尺寸
l直径范围：5-500 mm
l通光孔径：中心直径的90%区域
l不规则度：λ/10 @632.8nm
l光洁度：10-5 S/D
l偏心：＜1′
l提供标准膜系或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膜系
l高激光损伤阈值

光学检测能力

高精度测量柱面面形：ZYGO 干涉仪+CGH
柱面面形测量精度：λ/10

柱面镜在一维方向对光具有汇聚或发散作用。福晶科技的柱面镜产品包括平凸柱面镜、平凹柱面镜和消色差柱
面镜等，它们是由光学玻璃、熔石英、氟化钙（CaF2）或硒化锌（ZnSe）等光学材料加工而成，通过一系列的精
密柱面加工技术，例如古典法抛光、CNC数控抛光和离子束抛光（IBF），再辅以福晶科技强大的镀膜设计和镀制
能力，可满足客户对各类高精度柱面镜的需求。

CGH测试柱面镜原理图

计算机全息图（CGH）在光学柱面镜测试中常用为零位全息图。福晶科技配备了ZYGO干涉仪和高精度柱面全息成
像标准镜测试柱面波前和面形，每个CGH 都能测量一系列相似但大小不同的柱透镜，测量精度达到λ/10@632.8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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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球面透镜
l材料从深紫外到红外波段范围可供选择
l可定制形状和尺寸
l直径范围：5-200 mm
l通光孔径：中心直径的90%区域
l不规则度：λ/10 @632.8nm
l光洁度：10-5 S/D
l偏心：＜3′
l提供标准膜系或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膜系
l高激光损伤阈值

光学检测能力

接触式测量仪：Taylor Hobson Talysurf PGI
测量范围：0.1至200 mm
测量分辨率：0.8nm

非接触干涉测量仪：Taylor Hobson LuphoScan 260
测量范围：5到260mm
测量精度：±50nm

非球面透镜在消除球差和简化光学系统有着明显的优势，福晶科技建立起了基于超精密磨削抛光技术和非接触
式干涉检测手段的非球面加工和测试中心，通过非接触干涉测试数据与数控加工的相互关联，能定量的加工出高质
量的非球面镜。 福晶科技可提供基于CNC精密抛光的高精度非球面透镜和非球面柱透镜。

福晶科技采用严格的非球面测量方法，以确保加工的每个非球面镜产品都符合设计需求。其中Talysurf-PGI 采
用接触式方法对精磨产品进行测试，而LuphoScan 260 3D 则采用非接触干涉法对抛光后非球面进行光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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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波长波片

光学检测能力

延迟量：180.005°@1064nm （椭偏仪测量）

旋转支架

波片广泛应用于旋转偏振，如线偏振和圆偏振之间的转换应用。福晶科技提供多种四分之一波片和半波片，包
括多级波片、胶合零级波片、空气系零级波片、真零级波片、双波长波片。福晶科技的波片具有高精度、高损伤阈
值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能力根据客户要求进行波片的设计和加工，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应用需求。

平行度、波前和平面度测量： ZYGO干涉仪
平行度测量精度：0.5〃
波前和平面度测量精度： λ/50

延迟量测量：椭偏仪
测量精度：  λ/700

l材料：石英晶体或MgF2

l可定制形状和尺寸
l直径范围：5-100 mm
l通光孔径：中心直径的90%区域
l透射波前：λ/10 @632.8nm
l光洁度：10/5 S/D
l平行度：＜3″
l延迟精度：λ/500
l提供标准膜系或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膜系
l高激光损伤阈值
l可选择是否安装支架

                Tel:+86 591 83710533          E-mail:sales@castech.com           www.castech.com 9



消色差零级波片

椭偏仪测量相位延迟实例

l材料：石英晶体和MgF2

l可定制状和尺寸
l直径范围：5-100 mm
l通光孔径：中心直径的90%区域
l透射波前：λ/10 @632.8nm
l光洁度：20/10 S/D
l平行度：＜1′
l在波长范围内，延迟精度高达λ/100
l提供多种波长范围
l高激光损伤阈值
l可选择是否安装支架

消色差零级波片是由两种不同的双折射晶体材料组合而成，如石英晶体和MgF2晶体。消色差零级波片与单波片相
比，对波长和温度相对不敏感，能实现宽带波长范围内达到所需延迟量。消色差波片是可调谐、多波段和宽带波段应
用的理想选择。

福晶科技设计和加制造的石英-MgF2消色差零级波片，工作波长范围大于300nm，λ/2波片的延迟精度优于λ/50，
λ/4波片的延迟精度优于λ/100。

延迟量测量：椭偏仪
测量精度：  λ/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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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偏振棱镜
l材料：方解石、α-BBO、YVO4、MgF2或石英晶体
l可定制形状和尺寸
l直径范围：5-25.4 mm
l通光孔径：中心直径的90%区域
l波前畸变：λ/4@632.8nm
l光洁度：20/10 S/D
l光束偏离：＜3 ′
l消光比：100,000:1
l提供标准膜系或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膜系
l高激光损伤阈值

光学检测能力

平行度、波前和平面度测量：ZYGO干涉仪
平行度测量精度：0.5〃
波前和平面度测量精度：λ/50

消光比测量系统
PER 测量精度：>50dB
ER 测量精度：>250000:1

福晶科技提供双折射晶体制作而成的偏振棱镜。我们的晶体偏振棱镜系列包括格兰泰勒棱镜、格兰激光棱镜、
格兰汤姆森棱镜、沃拉斯顿棱镜、洛匈棱镜以及石英晶体旋光片。偏振棱镜的晶体材料包括α-BBO晶体、方解石晶
体、钒酸钇晶体、MgF2晶体和石英晶体。产品类型以及支架可以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和定制。

消光比是偏振棱镜的一个关键指标。福晶科技采用偏振消光比（PER）测量系统，可同时测量偏振消光比（PER）
和消光比（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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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振分束器

光学检测能力

偏振分束器将非偏振光分成两束正交的线偏振光。福晶科技提供多种偏振分束器，包括紫外激光谱线偏振立方
分束器、激光谱线偏振立方分束器、宽带偏振立方分束器、激光谱线偏振平板分束器、宽带偏振平板分束器。

镀膜是高性能偏振分束器制造的关键工序，福晶科技拥有多种专业的镀膜工艺，如IBS、IAD、E-Beam和MS，
以满足客户高消光比和高损伤阈值的需求。其中，高功率激光谱线偏振立方分束器是通过光胶（而非胶合）而成的，
损伤阈值高达20J/cm2@1064nm，是高功率激光应用的理想选择。

l材料从深紫外到红外波段范围可供选择
l可定制形状和尺寸
l直径范围：1-100 mm
l通光孔径：中心直径的90%区域
l波前畸变：λ/4 @632.8nm
l光洁度：10/5 S/D
l光束偏差：＜5 ′
l消光比：＞1000:1 (立方)
l提供标准膜系或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膜系
l高激光损伤阈值

膜指标测量：Agilent Cary-7000 (2 套) 
测试波长范围：175-3300nm

平行度、波前和平面度测量： ZYGO干涉仪
平行度测量精度：0.5〃

波前和平面度测量精度： 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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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偏振分束器
l材料从深紫外到红外波段范围可供选择
l可定制形状和尺寸
l直径范围：1-100 mm
l通光孔径：中心直径的90%区域
l波前畸变：λ/4@632.8nm
l光洁度：10/5 S/D
l光束偏差：＜5 ′
l提供标准膜系或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膜系
l高激光损伤阈值

光学检测能力

非偏振分束器在不改变S和P偏振状态的情况下，将入射光束分成特定比例的出射光束。福晶科技提供多种非
偏振分束器，包括紫外激光谱线非偏振立方分束器、激光谱线非偏振立方分束器、宽带非偏振立方分束器、激光谱
线非偏振平板分束器、宽带非偏振平板分束器。福晶科技的分束器采用全介质镀膜或宽带金属和介质混合镀膜来提
高产品的光学性能，同时保持高的激光损伤阈值。

膜指标测量：Agilent Cary-7000 (2 套)
测试波长范围：175-3300nm

平行度、波前和平面度测量： ZYGO干涉仪
平行度测量精度：0.5〃

波前和平面度测量精度： λ/50

                Tel:+86 591 83710533          E-mail:sales@castech.com           www.castech.com 13



l材料从深紫外到红外波段范围可供选择
l可定制形状和尺寸
l晶圆类型：平面或棱镜
l光栅类型：介质膜透射光栅或金属膜反射光栅
l线密度： 940、 966.2、1200线/mm（可定制）
                      最高可达3000线/mm
l线密度公差：±0.5线/mm
l波长范围：1525-1575nm
l中心波长：1550 nm
l入射角（AOI）：Littrow或定制
l光偏振：TE/TM
l衍射效率：＞94.0%
l通光孔径：≥95%
l波前畸变：λ/4 @632.8nm
l光洁度：40/20 S/D
l平行度：＜0.1°
l膜层：金膜或介质膜

福晶科技采用先进的全息技术和反应离子蚀刻技术加工光栅。基底材料主要以具有低吸收性和高稳定性的熔融
石英或ULE为主，亦可按客户需求定制使用其他光学玻璃材料。

福晶科技制造的反射/透射光栅适用于WSS等应用的光通信行业。光栅具有高精度、高衍射效率、高可靠性、
高性价比等特点。福晶科技可提供从样件设计到大批量制造的全过程定制解决方案。

Kimmon-He-Cd（氦镉）激光器 全息加工系统

光通讯衍射光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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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压缩衍射光栅
l材料从深紫外到红外波段范围可供选择
l可定制形状和尺寸
l光栅类型：平面光栅
l线密度：1700线/mm
l线密度公差：±0.5线/mm
l波长范围：1020-1050nm
l中心波长：1040nm
l入射角（AOI）：Littrow入射
l光偏振：TM
l衍射效率：＞94.0%
l通光孔径：>90%
l波前畸变：λ/4 @632.8nm
l光洁度：40/20 S/D
l平行度：＜0.1°
l膜层：金

光学检测能力

脉冲压缩光栅的衍射效率

CPA技术广泛应用于超短高能激光脉冲方案，光栅是决定脉冲展宽压缩系统性能的关键部件之一。

福晶科技的脉冲压缩衍射光栅由公司独特的全息、离子刻蚀和母版复制技术生产，产品具有低散射、高衍射效
率等优点，以及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优势。

福晶科技可提供从样件设计到批量生产的全过程定制解决方案。

安捷伦可调谐激光器 衍射效率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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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光学

l基片材料：低吸收的CVD、ZnSe和ZnS，
                          高质量的硅、锗或硫系玻璃
l可定制形状和尺寸
l可提供标准膜系或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膜系
l具有价格和快速交货的优势

棱镜 布鲁斯特窗片

透镜/柱面镜 反射镜

F-Theta扫描镜

激光扩束镜 聚焦透镜

红外光学元件

红外光学

热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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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膜技术

        福晶科技拥有离子束溅射(IBS)、离子束辅助
(IAD)、电子束沉积（E-Beam）和磁控溅射(MS)等
各类国际先进镀膜设备30台。擅长各类晶体和光学
玻璃材料的各种膜系设计和镀制，如增透膜、高反
膜、分光膜、带通滤光膜以及截止滤光膜等。福晶
科技的膜层具有高表面质量、低吸收、低散射、高
损伤阈值等特点。

光学检测能力

镀膜中心

Polishing Machine

LDT测量系统
测量波长：266nm、355nm、
532nm、1064nm

弱吸收测量系统：PCI法测量系统
测量波长：355nm、532nm、1064nm

Agilent Cary-5000
测量范围： 175-3300nm

Perkin Elmer Lambda-950
测量范围： 175-3300nm

Spectrum 100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测量范围：2500-20000nm

可靠性实验设备

Agilent Cary-7000
测量范围： 175-3300nm

Agilent Cary-6000i
测量范围：175-1800nm

福晶科技配备了先进齐全的膜指标测量仪器，包括光腔衰荡测量仪、Agilent Cary-5000、Agilent Cary-6000i、
Agilent Cary-7000、Perkin Elmer Lambda-950、Spectrum 100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和弱吸收测量仪（PCI）。
对于高激光损伤要求产品，还我们配备了多种激光波长的激光损伤阈值测量系统。通过每批次镀膜指标测量与监控，
确保每批次膜层的优越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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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膜技术 镀膜机 数量

MS China 3

IBS Veeco 7

IAD Veeco 1

IAD Leybold 4

IAD Optorun 4

IAD Shincron 4

E-Beam China 7



宽带低群延迟色散超快反射镜

l材料：熔融石英或N-BK7
l可定制膜指标和群延迟色散
l介质宽带膜
l高激光损伤阈值

宽带低群延迟色散(GDD)超快反射镜可应用于飞秒激光技术。福晶科技可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和定制宽带低群延
迟色散超快反射镜。

光学检测能力
福晶科技采用的GDD测量系统监控群延迟色散，膜指标测量设备包括光腔衰荡系统、Agilent Cary-5000、

Agilent Cary-6000i、Agilent Cary-7000、Perkin Elmer Lambda-950紫外分光光度计和Spectrum 100傅里叶变换红
外光谱仪。通过每批次镀膜指标测量与监控，确保每批次膜层的优越性和稳定性。

R> 99.7% @(675-1100)nm
入射角：0-5°

GDD = -50±100 fs2

入射角：0-5°

GDD测量： GDD测量系统
GDD分辨率：±5 f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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啁啾反射镜

镀膜代码   中心波长（nm） 入射角 单面反射率

GT1 1020-1060 0° Rs & Rp >99.8%

GT2 780-820 0° Rs & Rp >99.8%

l材料：熔融石英或N-BK7
l可定制反射率和群延迟色散
lRs & Rp>99.8% @设计波长
lGDD从-250到-600 fs2

l高激光损伤阈值

以下列出了福晶科技提供的两种标准介质宽带膜，其它膜系可根据您的要求设计。

光学检测能力

反射率>99.8%@（1020-1060）nm
入射角：0°

GDD测量： GDD测量系统
GDD分辨率：±5 fs2

群延迟色散(GDD)测量系统表征了飞秒脉冲激光反射和透射光学元件的GDD特性。超快脉冲在光学系统中传播
时会变宽，通过测量每种光学元件产生的GDD并适当补偿失真，可以恢复脉冲宽度。为了获得高精度和高可靠性的
结果，采用时域白光干涉仪来测量GDD。该色散测量系统的软件包括引导用户进行光束对准、自动找到零延时位置、
快速准确测量色散。福晶科技对每批镀膜都使用GDD测量系统测试，确保产品满足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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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检测能力

l材料从深紫外到红外波段范围可供选择
lHR-266nm、HR-355nm、HR-532nm、HR-1064nm、HR-      
1550nm或定制激光波长
lR>99.995%@激光波长
l光洁度：20/10 S/D
l可定制形状和尺寸

光腔衰荡(CRD)光谱法用于精确测量高反射率
激光腔镜的反射率，尤其对于反射率R＞�99.9%的
测量。CRD 技术是一种直接吸收技术，它基于吸收
速率的测量，而不是限制在具有高 Q 因子的封闭光
学腔中的光脉冲的吸收幅度。CRD消除了传统测试
方法的能量起伏误差，是一种高精度的测试方法。

CRD法实测1064nm的反射率曲线CRD法实测532nm的反射率曲线

超高反射率测量：光腔衰荡(CRD) 光测试系统

超高反射率反射镜

福晶科技设计和制造的高反射率反射镜，具有高激光损伤阈值，适用于大多数严苛的激光应用环镜。加工过程
中，我们利用超光滑抛光技术和离子束抛光技术(IBF) 来制造高光洁度和高面形质量的基片，再凭借先进的镀膜技
术和超高精度的光腔衰荡(CRD)测量技术保证反射率高达99.995%，配备的损伤阈值测量系统可监控激光损伤阈值
符合产品应用的要求，因此，福晶科技能够提供具有高反射率、高激光损伤阈值和环境稳定性的高质量超高反射率
反射镜。

参考镜：0.999978 
计算反射率：0.999951+/-0.000002

参考镜：0.999973 
计算反射率：0.999955+/-0.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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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面形光学元件

离子束加工技术

离子束加工技术（IBF）被认为是当今最精确的光学表面面形修正技术。真空中，利用加速的高斯型离子束轰
击光学元件表面，通过物理溅射在材料表面实现原子尺度的去除。采用ZYGO干涉仪监测光学元件的面形，将测量
的数据导入离子束加工设备进行模拟，根据局部面形的不同，控制离子束光斑在工件表面上驻留时间，从而精确加
工出超高面形。

福晶科技的离子束加工设备可加工外径300mm的大尺寸光学元件，适用于各种光学材料的面形精确控制。

l原子级去除稳定性好
l无接触加工、无边缘应力效应
l可加工平面、球面、非球面等光学元件
l面形精度可实现PV<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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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度、波前和平面度测量： ZYGO干涉仪
平行度测量精度：0.5〃

波前和平面度测量精度： λ/50

高精度面形测量：4D干涉仪（FizCam 2000）
测量精度：：λ/40

0.061λ

0.020λ



光学检测能力

半导体、航空、激光和核聚变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促使了对光学元件的指标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各项光学指
标达到极高的精度，对表面粗糙度也提出了低至埃级的超光滑表面要求。

福晶科技可以提供超光滑工艺抛光的光学元件，成熟的超光滑抛光技术加工出的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粗糙度最
优可达到1Å以下。

超光滑抛光光学元件

可根据客户要求使用Zygo New View 8300白光干涉仪或原子显微镜（AFM）对表面粗糙度进行测量。

Zygo New View 8300 测量表面粗糙度

粗糙度测量：Zygo New View 8300

l 表面粗糙度低至 1Å（融石英材料）
l 超低表面散射
l 平面度：λ/10
l 光洁度： 10/5 S/D
l高激光损伤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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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检测能力

激光损伤阈值(LIDT)是高功率激光系统应用的关键参数之一。光学元件的损伤可能由不同的机理引起的，但主
要是由热效应或场强效应导致的。

福晶科技凭借超过三十年的激光行业设计和加工经验，已掌握了高激光损伤阈值光学元件制造和控制方法，比
如超光滑抛光技术、离子束溅射镀膜技术和弱吸收控制技术。采用这些特殊技术加工的光学元件具有极低的光学损
耗和极高的激光损伤阈值。另外，在材料选择方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推荐不同的高功率应用材料。

高激光损伤阈值光学元件

福晶科技已建立了多波长损伤阈值测量系统，测量波长涵盖266�nm、355�nm、532�nm和1064�nm，测量系统
的脉冲持续时间为5ns，可采用1对1或S对1模式。

1064nm激光损伤阈值测量系统（CW，100W）
1064nm、532nm和355nm激光损伤阈值测量系统

重复频率：1-10Hz
脉冲宽度：5ns

266nm激光损伤阈值测量系统
重复频率：1-10Hz

脉冲宽度：5ns

弱吸收测量系统：PCI法测量系统
测量波长：355nm、532nm、1064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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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光学组件

光学检测能力

透镜光学指标测量：全自动焦距仪
平行度、波前和平面度测量： ZYGO干涉仪
平行度测量精度：0.5〃

波前和平面度测量精度： λ/50

福晶科技拥有各种先进的精密光学组件检测能力。强大的光学测量系统用于监控光学组件各项指标，确保光学
指标、机械性能以及产品可靠性符合精密光学组件应用需求。

l组件类型：玻璃-玻璃或玻璃-金属
l组合方法：胶合、光胶、键合
l直径范围：1~400mm
l透射波前畸变：最高可达 λ/20 @632.8nm
l透射和反射光束偏离：±1′至±5 ′
l可定制设计
l高激光损伤阈值

福晶科技基于强大的超精密抛光和镀膜技术，为客户不同的应用场景提供最优的精密光学组件解决方案。福晶
科技始终与客户紧密合作，专注于超精密光学组件的研发，制造具有超高精度和超高性价比的光学组件。

福晶科技结合先进的光胶以及深化键合工艺，制造出高质量的多元光学组件和光机组件。例如用于高功率激光
设备的深化键合偏振分光棱镜以及定制的各种透镜系统解决方案（如物镜、远心F-Theta场镜和准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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