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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显示用光学元件技术规范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激光显示用平面与曲面光学元件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激光显示系统中照明光路用光学元件。 
本文件不适用于激光显示系统中的波长转换器件和匀光器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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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2006   光学零件表面疵病 
GB/T 2831-2009   光学零件的面形偏差 
GB/T 6739-2006   色漆和清漆 铅笔法测定漆膜硬度 
GB/T 7242-2010   透镜中心偏差 
GB/T 7661-2009   光学零件气泡度 
GB/T 12085.3-2010 光学和光学仪器 环境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 机械作用力 
GB/T 13323-2009  光学制图 
GB/T 16601.1-2017 激光器和激光相关设备 激光损伤阈值测定方法 第 1 部分 定义和总则 
GB/T 26331-2010  光学薄膜元件环境适应性试验方法 
GB/T 26332.1-2018 光学和光子学 光学薄膜 第 1 部分：定义 
GB/T 26332.2-2015 光学和光子学 光学薄膜 第 2 部分：光学特性 
GB/T 37396.1-2019 激光器和激光相关设备 标准光学元件 第 1 部分：紫外、可见光和近红外光

谱范围内的元件 

术语和定义 

第 2 项 规范性引用文件所列的 GB/T 1185-2006、GB/T 2831-2009 等标准文件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

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扩散片 diffuser 

具备匀光及消除激光散斑性能的光学器件。 

3.2 扩散轮 diffuser wheel 

具备匀光及消除激光散斑性能的可以转动的光学器件。 

3.3 滤色轮 color wheel 

由多段滤光片组装成的可以转动的光学器件，用以实现时序混色方案的颜色管理。 

3.4 二向色镜 dichroic filter 

具有分色或合色功能的平面光学器件。 

3.5 棱镜组 prism module 

一组棱镜及透镜组合，用以实现光路转变或者分光合色的光学器件。 



T /CVIA -88-2021 

2 

3.6 时序标签 time mark 

用以识别滤色轮、扩散轮等光学器件转动角度的标记， 英文简称 TIM。 

3.7 扩散角 diffuse angle 

入射光束经过扩散片等光学元件后出射光束的散射角度分布，一般用半峰值全宽（FWHM）表

示。 

3.8 偏摆量 runout 

滤色轮、扩散轮等光学器件转动一圈时滤光片外边缘在轴向摆动的幅度。 

3.9 剩余不平衡量 residual imbalance 

滤色轮、扩散轮等光学器件在转动状态下的质量分布的不均衡量。 

3.10 消光率 light absorption rate 

棱镜组产品的消光表面对光能量的吸收能力。 

3.11 半值波长 half value wavelength （T50） 

光谱透过率等于 50%时对应的波长值。 

3.12 陡度 slope 

光谱透过率等于 90%与 10%对应的波长差值。 

技术要求 

4.1 外观和结构要求 

光学元件的外观结构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项目 产品类型 单位 要求 

材质 全部  符合规格要求 

轮廓尺寸 全部 mm 符合规格要求 

通光孔径 全部 mm 符合规格要求 

表面疵病 全部 μm 符合规格要求 

破边 全部 mm 符合规格要求 

色段间隙 滤色轮/扩散轮 mm ≤ 0.25 

TIM 位置精度 滤色轮/扩散轮 ° 符合规格要求 

偏摆量 滤色轮/扩散轮 mm ≤ 0.2 

动平衡量 滤色轮/扩散轮 mg 符合规格要求 

缝隙 棱镜组 μm 符合规格要求 

透镜中心偏差 透镜 分 ＇ 符合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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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光谱及性能要求 

各光学元件的光谱及性能应满足表 2 的规定。 

表2  

项目 产品类型 单位 要求 

波长 全部 nm 符合规格要求 

光谱透射比 全部 % 符合规格要求 

光谱反射比 全部 % 符合规格要求 

光谱吸收比 全部 % 符合规格要求 

入射角 全部 ° 符合规格要求 

偏振 全部  符合规格要求 

T50 全部 nm 符合规格要求 

陡度 全部 nm 符合规格要求 

消光率 棱镜组 % 符合规格要求 

扩散角 扩散片/扩散轮 ° 符合规格要求 

噪音 滤色轮/扩散轮 dBA 符合规格要求 

胶合强度 所有胶合件 Psi 符合规格要求 

4.3 可靠性要求 

工作温度应不超过材质、膜层、黏合剂和部件等本身的耐受温度。   

4.3.1 光学薄膜可靠性要求 

4.3.1.1 膜层牢固度 

4.3.1.1.1 膜层附着力：符合 GB/T26331-2010 附着力 3级要求。 

4.3.1.1.2 膜层耐磨性：符合 GB/T26331-2010 摩擦 3级要求。 

4.3.1.1.3 膜层硬度：符合 GB/T6739-2006 硬度符合 4B以上要求。 

4.3.1.2 环境适应性 

4.3.1.2.1 耐高温性：符合产品规格要求。 

4.3.1.2.2 耐低温性：符合产品规格要求。 

4.3.1.2.3 耐湿热性：符合产品规格要求。 

球心差 透镜 mm 符合规格要求 

偏心差 透镜 mm 符合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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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4 耐温度交变性：符合 GB/T26331-2010 温度循环 3级要求。 

4.3.1.2.5 盐雾适应性：符合 GB/T26331-2010 盐雾要求。 

4.3.1.3 激光损伤阈值 

按照 GB/T16601激光损伤阈值测试方法规定，符合规格要求。 

4.3.2 胶合元件及装配元件可靠性要求 

4.3.2.1 剪切力： 符合规格要求。 

4.3.2.2 耐振动性： 符合规格要求。 

4.3.2.3 耐温度冲击性： 符合规格要求。 

4.3.2.4 耐高温性： 符合规格要求。 

4.3.2.5 耐低温性： 符合规格要求。 

4.3.2.6 耐湿热性： 符合 GB/T26331-2010 恒定湿热 3级要求。 

4.3.2.7 耐温度交变性：符合 GB/T26331-2010 温度循环 3级要求。 

4.3.2.8 盐雾适应性： 符合 GB/T26331-2010 恒定盐雾要求。 

4.3.3 包装可靠性 

4.3.3.1 自由跌落： 符合 GB/T12085.3-2010 建议严酷等级，非工作状态，跌落次数 10次（6面 3棱

1角各 1次）， 器件无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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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光源准直性小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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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钟内测量误差不超过 5%。  

5.4 测量仪器 

5.4.1 照度计 

用于测试屏幕上各测试点的照度值，要求测试精度为 0.1lx。 

5.4.2 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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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测量光学镀膜的波长谱线，透射比精度≤0.3%T，波长精度≤0.3nm。 

测试方法 

6.1 可靠性测试 

6.1.1 膜层附着力测试 

按照 GB/T26331-2010 附着力 测试要求执行。 

6.1.2 膜层耐磨性测试 

按照 GB/T26331-2010 摩擦 测试要求执行。 

6.1.3 膜层硬度测试 

按照 GB/T6739-2006 测试要求执行。 

6.1.4 激光损伤阈值测试 

按照 GB/T16601激光损伤阈值测试方法要求执行。 

6.2 环境适应性 

6.2.1 耐高温性测试 

6.2.1.1 概述 

光学器件在高温环境后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的稳定性。 

6.2.1.2 设备需求 

a） 高温箱； 
b） 分光光度计。 

6.2.1.3 测量步骤 

a） 试验前检测待测光学器件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 
b） 将待测光学器件放进高温箱内规定工作时间； 
c） 试验后检测光学器件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 
d） 对比试验前后数据，试验结果是否符合规格； 
e） 将数据、结论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6.2.2 耐低温性测试 

6.2.2.1 概述 

光学器件在低温环境后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的稳定性。 

6.2.2.2 设备需求 

a） 低温箱； 
b） 分光光度计。 

6.2.2.3 测量步骤 

a） 试验前检测待测光学器件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 
b） 将待测光学器件放进低温箱内规定工作时间； 
c） 试验后检测光学器件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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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对比试验前后数据，试验结果是否符合规格； 
e） 将数据、结论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6.2.3 耐湿热性测试 

6.2.3.1 概述 

光学器件在高温/高湿环境后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的稳定性。 

6.2.3.2 设备需求 

a） 温湿度箱； 
b） 分光光度计。 

6.2.3.3 测量步骤 

a） 试验前检测待测光学器件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 
b） 将待测光学器件放进温湿度箱内规定工作时间； 
c） 试验后检测光学器件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 
d） 对比试验前后数据，试验结果是否符合规格； 
e） 将数据、结论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6.2.4 耐温度冲击性测试 

6.2.4.1 概述 

光学器件在冷热冲击环境后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的稳定性。 

6.2.4.2 设备需求 

a） 高低温冲击试验箱； 
b） 分光光度计。 

6.2.4.3 测量步骤 

a） 试验前检测待测光学器件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 
b） 将待测光学器件放进高低温箱内规定工作时间； 
c） 试验后检测光学器件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 
d） 对比试验前后数据，试验结果是否符合规格； 
e） 将数据、结论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6.2.5 盐雾适应性测试 

6.2.5.1 概述 

光学器件在盐雾环境后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的稳定性。 

6.2.5.2 设备需求 

a） 盐雾机； 
b） 分光光度计。 

6.2.5.3 测量步骤 

a） 试验前检测待测光学器件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 
b） 将待测光学器件放进盐雾机内规定工作时间； 
c） 试验后检测光学器件外观、光学薄膜牢固度与光谱性能； 
d） 对比试验前后数据，试验结果是否符合规格； 
e） 将数据、结论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6.2.6 耐振动性测试 



 

  T/CVIA-88-2021 

7 

6.2.6.1 概述 

光学器件在振动测试后结构与外观的稳定性。 

6.2.6.2 设备需求 

振动试验机。 

6.2.6.3 测量步骤 

a） 试验前检测待测光学器件结构尺寸与外观； 
b） 按照 GB/T12085.3-2010 扫频振动（正弦）测试要求执行； 
c） 试验后检测光学器件结构尺寸与外观； 
d） 对比试验前后数据，试验结果是否符合规格； 
e） 将数据、结论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6.2.7 包装可靠性测试 

6.2.7.1 概述 

光学器件在包装后运输环境中的结构与外观的稳定性。 

6.2.7.2 设备需求 

自由跌落试验机。 

6.2.7.3 测量步骤 

a） 试验前检测待测光学器件结构尺寸与外观； 
b） 按照 GB/T12085.3-2010 自由跌落测试要求执行，非工作状态，跌落次数 10 次（6 面 3 棱 1

角各 1 次）； 
c） 试验后检测光学器件结构尺寸与外观； 
d） 对比试验前后数据，试验结果是否符合规格； 
e） 将数据、结论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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