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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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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显示用匀光器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激光显示用匀光器件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激光显示用匀光器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26331-2010 光学薄膜元件环境适应性试验方法 
GB/T 6739 色漆和清漆铅笔法测定漆膜硬度 

3 术语和定义 

3.1  
匀光性 Uniformity 

改变入射光分布，使其均匀化的能力 

3.2  
匀光器件 Uniform Light Element 

具备匀光性的光学器件。 

3.3  
光导管 Light Tunnel 

内表面进行反射的匀光器件。 

3.4  
复眼透镜 Fly-eye 

一组透镜阵列组成的匀光器件。 

3.5  
中继透镜 Relay Lens 

具备将匀光器件匀化光斑放大成像到光学屏幕上的能力，保证光学性能的等效传递。 

4 技术要求 

4.1 光导管 

4.1.1 外观和结构要求 

光导管的外观和结构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项目 单位 要求 

横截面尺寸 mm 符合规格要求 

长度 mm 符合规格要求 

破边 
内壁 

mm 
≤0.2 

外侧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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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项目 单位 要求 

膜伤 mm 不可有 

端口面残胶 mm 不可有 

外部残胶 mm 不超出表面和端口面 

渗胶 mm ≤0.3 

4.1.2 材质要求 

基底材料为浮法玻璃及其它光学玻璃。 

4.1.3 入射光要求 

光导管的入射光应满足表 2 的规定。 

表2  

项目 单位 要求 

波长 nm [380,760] 

入射角度 ° ＞20 

入射光斑形状大小 mm 符合规格要求 

4.1.4 耐受温度 

耐受温度应不超过材质和膜层本身的液化转化点温度。 

4.1.5 性能 

产品性能包括耐磨性、膜层强度、耐温性、匀光性等，应符合规格。 

4.1.6 环境适应性 

产品环境的适应性包括高温、低温、高温/高湿、冷热冲击、盐雾试验，应符合规格。 

4.1.7 匀光性 

产品的匀光性，应符合产品规格。 

4.2 复眼透镜 

4.2.1 外观和结构要求 

复眼透镜的外观和结构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3  

项目 单位 要求 

横截面尺寸 mm 符合规格要求 

长度 mm 符合规格要求 

膜伤 mm 不可有 

微透镜数量 个 符合规格要求 

微透镜半径 mm 符合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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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材质要求 

基底材料为浮法玻璃及其它光学玻璃。 

4.2.3 入射光要求 

复眼透镜的入射光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项目 单位 要求 

波长 nm [380,760] 

入射角度 ° ＜15 

入射光斑形状大小 mm 符合规格要求 

4.2.4 耐受温度 

耐受温度不可超过材质和膜层本身的液化转化点温度。 

4.2.5 性能 

产品性能包括耐磨性、膜层强度、膜层抗激光损伤、耐温性、匀光性等，应符合规格。 

4.2.6 环境适应性 

产品环境的适应性包括高温、低温、高温/高湿、冷热冲击、盐雾试验，应符合规格。 

4.2.7 匀光性 

产品的匀光性应符合产品规格。 

5 测试条件 

5.1 测试环境 

除非另有规定，一般测试应该在下列环境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25 ºC±3 ºC； 
——相对湿度：25% - 85%； 
——气压：86 kPa - 106 kPa。 
当测量不在上述标准条件下进行时，需在测量报告中标注。 

5.2 暗室条件 

测试暗室内的背景光照度需要低于 0.1 lx。 

5.3 测试设备 

5.3.1 激光光源 

激光光源应符合入射光要求。 

5.3.2 预热条件 

测量应当在光输出充分稳定之后再开始，即光源输出亮度变化在 15 min 内测量误差不超过 5%。 

5.4 测量仪器 

5.4.1 照度计 

用于测试光学屏幕上各测试点的照度值，要求测试精度为 0.1 lx。 

6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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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匀光性 

6.1.1 概述 

将匀光器件放置在搭建简易的检测系统测试，检测均匀性检测系统由激光光源模组、匀光器件、

中继透镜组、光阑、镜头和光学屏幕构成，如图 1。 

 
标引序号说明： 
1——激光光源 
2——光导管 
3——中继透镜 
4——光阑 
5——镜头 
6——光学屏幕 

 
标引序号说明： 
1——激光光源 
2——复眼透镜 
3——中继透镜 
4——光阑 
5——镜头 
6——光学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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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匀光性检测系统 

6.1.2 测量步骤 

a)  实验前检测匀光器件外观； 
b)  将匀光器件放在匀光检测系统中； 
c)  用照度计测试图 2 中第 1、3、5、7、9 点的照度； 
d)  按照公式 1 计算匀光性。 

 Ku= E1+E3+E7+E9

4E5
×100%  .................... (1) 

式中： 

Ku——照度均匀性； 
E1、E3、E5、E7、E9——图 2 中第 1、3、5、7、9 点的照度值。 

 

图2 测试点位置图 

6.2 耐磨性 

6.2.1 方法 

应符合 GB/T 26331-2010 中 4.9 的要求。 

6.2.2 要求 

试验后，样品应符合外观和膜强度要求。 

6.3 膜强度 

6.3.1 方法 

应符合 GB/T 6739 的要求。 

6.3.2 要求 

试验后，样品应无膜伤和无脱膜。 

6.4 跌落试验 

6.4.1 方法 

a) 将包装完整的样品提升至 100 cm 的高度位置（指样品的最低点与冲击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高度误差不差过 2%； 
b) 释放样品，使其自由跌落； 
c) 按照 6 个面，3 个边，1 个角的顺序重复步骤 b）。 

6.4.2 要求 

试验后，样品应无膜伤和无脱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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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震动试验 

6.5.1 方法 

a) 将包装完整的样品放置在震动台上；  
b) 将样品按频率 0 Hz-2000 Hz，功率谱密度（PSD）0.01 G2/Hz 进行震动； 
c) 按 X,Y,Z 三轴向各 1.5 h 顺序依次进行。 

6.5.2 要求 

试验后，样品结构应无散开，玻璃无破裂。 

6.6 高温存放试验 

6.6.1 方法 

a) 将样品放置在高温箱中； 
b) 将样品在温度 100 ℃的条件下，放置 168 h； 
c) 将样品在常温常湿条件下放置 4 h 后检验。 

6.6.2 要求 

试验后，样品应符合外观和膜强度要求。 

6.7 低温存放试验 

6.7.1 方法 

a) 将样品放置在低温箱中； 
b) 将样品在温度-40 ℃的条件下，放置 168 h； 
c) 将样品在常温常湿条件下放置 4 h 后检验。 

6.7.2 要求 

试验后，样品应符合外观和膜强度要求。 

6.8 高温试验 

6.8.1 方法 

a) 将样品放置在高温箱中； 
b) 将样品在温度 150 ℃的条件下，放置 48 h； 
c) 将样品在常温常湿条件下放置 4 h 后检验。 

6.8.2 要求 

试验后，样品应符合外观和膜强度要求。 

6.9 高温/高湿试验 

6.9.1 试验方法 

a) 将样品放置在温湿度箱中； 
b) 将样品在温度 85 ℃，相对湿度 85%的条件下，放置 72 h； 
c) 将样品在常温常湿条件下放置 4 h 后检验。 

6.9.2 试验要求 

试验后，样品应符合外观和膜强度要求。 

6.10 冷热冲击试验 

6.10.1 方法 

a) 将样品放置在高低温箱中； 
b) 将样品在温度-40 ℃~150 ℃之间循环 10 次，变温速度为 5 ℃/min，每个阶段温度 1 h； 
c) 将样品在常温常湿条件下放置 4 h 后检验。 



T/CVIA-89-2021 

7 

6.10.2 要求 

试验后，样品应符合外观和膜强度要求。 

6.11 盐雾试验 

6.11.1 方法 

a) 将样品放置在盐雾机中； 
b) 将样品在温度 35 ℃±2 ℃，PH 值 6.5~7.2 的条件下，放置 24 h； 
c) 将样品在常温常湿条件下放置 4 h 后检验。 

6.11.2 要求 

试验后，样品应符合外观和膜强度要求。 
 


	目次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匀光性　Uniformity
	3.2　  匀光器件　Uniform Light Element
	3.3　  光导管　Light Tunnel
	3.4　  复眼透镜　Fly-eye
	3.5　  中继透镜　Relay Lens

	4　 技术要求
	4.1　 光导管
	4.1.1　 外观和结构要求
	4.1.2　 材质要求
	4.1.3　 入射光要求
	4.1.4　 耐受温度
	4.1.5　 性能
	4.1.6　 环境适应性
	4.1.7　 匀光性

	4.2　 复眼透镜
	4.2.1　 外观和结构要求
	4.2.2　 材质要求
	4.2.3　 入射光要求
	4.2.4　 耐受温度
	4.2.5　 性能
	4.2.6　 环境适应性
	4.2.7　 匀光性


	5　 测试条件
	5.1　 测试环境
	5.2　 暗室条件
	5.3　 测试设备
	5.3.1　 激光光源
	5.3.2　 预热条件

	5.4　 测量仪器
	5.4.1　 照度计


	6　 测试方法
	6.1　 匀光性
	6.1.1　 概述
	6.1.2　 测量步骤

	6.2　 耐磨性
	6.2.1　 方法
	6.2.2　 要求

	6.3　 膜强度
	6.3.1　 方法
	6.3.2　 要求

	6.4　 跌落试验
	6.4.1　 方法
	6.4.2　 要求

	6.5　 震动试验
	6.5.1　 方法
	6.5.2　 要求

	6.6　 高温存放试验
	6.6.1　 方法
	6.6.2　 要求

	6.7　 低温存放试验
	6.7.1　 方法
	6.7.2　 要求

	6.8　 高温试验
	6.8.1　 方法
	6.8.2　 要求

	6.9　 高温/高湿试验
	6.9.1　 试验方法
	6.9.2　 试验要求

	6.10　 冷热冲击试验
	6.10.1　 方法
	6.10.2　 要求

	6.11　 盐雾试验
	6.11.1　 方法
	6.11.2　 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