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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长春理工大学（原长春光学精密机
械学院），2003 年由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2017 年顺利通过教育部评估。

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为航天器地面模拟试验与标定技术、空间激光通信技术、光电精密测量
与数字化装配技术和光电动态测试技术等，在卫星光学敏感器地面测试用地球 / 太阳 / 星模拟器、
地地 / 地空 / 空空 / 星际间激光通信与信息组网等研究方面具有特色和优势。

近年来，实验室围绕国家、航空航天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需求，先后承担国家
973、国家 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等一批高层次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 300 余项，多
项成果得到推广应用。近年来，获国家、省部级科技奖励近 40 项，其中国家二等奖 2 项、省部
一等奖 5 项。

实验室依托国家、省部等高层次科研项目，培养了一批高素质跨学科创新型人才；同时探索
了国际化培养模式，开展了国际合作办学，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与
国内外研究所和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培养了一批适应研究所和企业需求的新工科人才。实验室
发展将依托光学工程国家重点学科，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结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围
绕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领域的前沿基础理论、重大科技问题、重大工程应用开展研究，突
破核心关键技术，获取原创性成果，将实验室建成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

长春理工大学
展位号：4A58

仿生光学技术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口径：50×50mm
焦距：65mm（加工值）
视场：17.48°
结构：改进 schmidt 型
中心曲率半径：130mm
前、后组厚度：6mm
锥顶角：0.46°
铝基反射镜面厚度 0.3mm
龙虾眼透镜
重点应用领域：光信息处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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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夜视激光照明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 采用先进的主动激光红外夜视技术；
● 在激光与监控摄像机实现同步光学变焦、激
光光束的扩束整形、激光光束光强的均匀化处
理、红曝弱化等方面的技术得到了突破与应用；
● 适合在各种恶劣条件下 24 小时全天候连续、稳定地工作；
● 具有很强的穿透雾、霾、雨、雪的能力；
● 监视距离 500m-2000m；
● 采用大风量散热风扇，散热效果好；

太赫兹平面无损检测系统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太赫兹平面无损检测系统是一种太赫兹时域光
谱系统，具有很高的灵活性。主要由飞秒脉冲
激光器、THz 波脉冲产生装置、THz 波脉冲探
测装置，以及可变时间延迟装置四部分组成。其中激光器为锁模钛
蓝宝石飞秒激光器，产生的激光脉冲中心波长为 810nm，重复频
率 80MHz，脉宽 100fs，输出功率为 20mW。发射器和接收器通过
共线适配器连接并安装于导轨系统上，与太赫兹源通过光纤耦合连
接，可实现对于平面物体的在线检测及缺陷实时成像，缺陷纵向检
测精度可达 50μm。

碳纤维复合材料激光快速铺放成型装备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碳纤维复合材料已在交通运输、能源、体育休闲
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基于激光辅
助加热与压力成型相结合，将碳纤维复合材料铺
层与成型在现场一次完成，完全颠覆了传统成型
工艺必需的大型固化炉、真空袋热压罐等固化工艺。将铺放成型、预固
化和固化三个工艺合成一个工艺，可以有效地缩短生产周期，同时还可
以实现整体成型，能够突破高成型温度（300℃以上）碳纤维复合材料
固结成型工艺和装备难题。
样机技术指标：
1）激光功率：≥ 1KW；
2）铺放速度：≥ 2m/min；
3）铺放压力：≥ 200N；
4）成型温度：≥ 300℃；
5）温度偏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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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薄膜激光损伤阈值测量仪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本成果提出利用平顶光束诱导薄膜损伤的薄膜
抗激光损伤能力评价与测量方法，研发出光学
薄膜激光损伤阈值测量系统；研究了基于二维
分布 Damman 光栅的光学薄膜激光损伤阈值测量方法，搭建了相
应的测量系统，单发脉冲实现了 4×4 阵列测试点。
样机技术指标：
1）测试波长：1064nm/532nm/355nm；
2）测量范围：≤ 100J/cm2（τ ≤ 15ns）；
3）测量不确定度：≤ ±5%。

高峰值功率脉冲光纤激光器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具有 MW 级峰值功率的亚 ns 级脉冲光纤激光
器，可用于实现远距离激光测距和激光雷达。

连续小型光纤激光器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无风冷的优势，可用于便
携式激光打标机

重点应用领域：激光加工及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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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nm	多单管光纤耦合激光光源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本产品采用进口大功率芯片封装，空间合束。
有 五 合 一、 七 合 一 两 种， 满 功 率 输 出 可 达
20w，25w 左右。采用此光源做补光照明，高
清激光夜视仪夜视监控距离可达 3000 米。适合于安防监控行业远
距离监控使用。
重点应用领域：安防监控、激光泵浦、激光医疗、科研。

808nm	5w	C-mount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采用进口芯片封装、方形光斑输出、双电极热
沉不带电。中心波长 808nm+/-3nm。

808nm	5w	单管光纤耦合激光光源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本产品采用 5w 进口大功率芯片封装，125um 光
纤输出，满功率输出可达 5w 左右。
适用于 500 米左右激光夜视摄像机照明光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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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nm	3W	低噪声绿光激光器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结构紧凑，光束质量好，应用广泛，用于仪器
设备和系统组装。

重点应用领域：科研、医疗、显示。

星、地和太阳模拟器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视场：覆盖 1° -38°
单星位置误差：3″ -25″
模拟星等：-2.0Mv~+6.0Mv
光谱范围：0.3μm-1.7μm
星图更新率：10Hz-40Hz
重点应用领域：航天、气象、民用等领域。

复杂光机结构设计产品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研究先进光学测试涉及的基础理论及应用技术，
利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特点，研究高精度光学测
试方法，研制光学测试仪器设备。
重点应用领域：光学仪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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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道模块化光源	 中山市华思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A58

华思光电模块化光源基于总体设计，在一个主机内部可以集成 8 个可插
拔光源模块，方便易用，该光源模块可以插入华思光电的各种光源，其
中包括 DFB 光源，ASE C 波段宽带光源，ASE C+L 波段宽带光源，可调
谐光源，扫频光源，O 波段宽带光源，外触发脉冲光源等。

Leica	DVM6	超景深 3D视频显微镜	 深圳市新则兴科技有限公司						4A58  

轻松摄取 2D 和 3D 图像：使用交互式扫描点定义扫描面积或容积，
一键切换；
16:1 的变倍比范围便于快速更换放大倍率；
2350x 的放大倍率可在同一显微镜上显示低至 0.4 微米的细节；
可在同一焦平面中提供 35 mm 到 0.18 mm 的水平视场范围；
1000 万像素高分辨率摄像头；
可实现较长工作距离且经过 PlanApo 校正的徕卡光学器件；
便于单手操作的倾斜支架，倾斜角度范围 -60° 至 +60°；
使用软件控制的电动可变光圈。

Leica	DM6M	研究级全自动金相显微镜	 深圳市新则兴科技有限公司						4A58

光学系统：复消色差光路；
2- 齿轮高精度电动调焦驱动器；
6 位或 7 位电动物镜转盘；
手动或电动扫描平台；
触屏控制；
LED 照明装置可实现所有对比度模式；
相衬模式：明场、暗场、微分干涉相衬、偏振、荧光；
可配接摄像头，荧光观察，高温热台，阴极发光仪，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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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	MECATECH	300	SPC/SPS	自动磨抛机	 深圳市新则兴科技有限公司						4A58   

适用于包括大面积和高硬度材料等各类样品的自动化研磨抛光。内
置制备方法数据库，满足对制样结果一致性和可重现性的要求。

SDM1824 数控双端面研磨机	 无锡中光精密仪器设备厂						4A58

石砂轮，砂轮高速旋转用于加工晶体的端面；粗的一组在前，细的
在后，由各自的伺服电机控制其左右位移；先是粗砂轮加工，然后
细砂轮加工。采用人机对话方式输入加工参数，可自动加工。加工
到位后停机，并提醒操作者更换晶体工件。传动形式：铸铁硬轨、
滚珠丝杆。
重点应用领域：光学、晶体加工。
 

光学光子学功能镜片	 浙江晶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A58   

本公司生产的激光扩散片是通过在玻璃基材表面制作微纳特征结构
的阵列排列对入射激光光波进行调制，使入射激光发生不同方向的
折射、反射、与散射，从而改变激光的行进路线，实现入射激光充
分散射以此产生光学扩散的效果，该激光扩散片可承受强激光照射
和穿透，透射率高，并可根据具体使用要求对激光的扩散角度、光
场和空间分布进行调制。
重点应用于消费电子产品应用的各种光机模组、光电模组、激光照
明及激光投影显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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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镜头、工业镜头	 深圳市飞雨光学有限公司						4A58   

车载镜头
M8-0228：EFL:2mm，Fno:2.8，芯片：1/3 英寸芯片。

工业镜头
C1220：EFL:12mm，Fno：2.0，芯片：全画幅。
重点应用领域：消费电子。

环行器	 中山市鸿鑫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4A58  

光纤环行器：是集几何光学，晶体光学，物理光学等多学科为一体
的高科技光通讯无源器件。光环形器的一个双向口和两个单向口，
利用由分束晶体和法拉第非互易性实现了光路的环行。我司生产的
光纤环行器具有：低插损 、宽带内隔离度高 、低偏振相关损耗 、
封装尺寸紧凑 、高稳定性和高可靠性 、光路无胶等优质特性。

晶粒计数器	 上海矽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4A58

计数精度≥ 0.01%；UPH（片 /H）≥ 500；光芯片最小 6mil/LED 芯片
最小 3mil；具备 1D/2Dcode 识别功能；具备标签编辑以及标签自动打
印功能；多种异常晶粒卡控防错功能（例如：粘连晶粒、双胞晶粒、散晶、
洗漱晶粒、物料未放置稳定等）。重点应用领域：光通讯芯片 /LED 芯
片 / 激光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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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制冷红外热成像气体泄漏检测仪	 皮克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4A58

非制冷红外热成像气体泄漏检测仪，可以用于
大空间工业气体泄漏成像检测，非制冷红外探
测器 20 年有效寿命，开机 5s 可以进入工作状态，
公司重点发展光谱相机在特殊领域检测应用和开发基于 AI 人工智
能检测分析算法为核心。

UVA 无人机及飞鸟大视场检测系统	 皮克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4A58

UVA 无人机及飞鸟大视场检测系统，针对近空，
低、慢、小，目标进行运动目标图像检测，可
以在 1-3km 半径发现空中飞鸟，3-5km 发现
无人机，低慢小运动目标检测具有创新和极高的应用价值。

偏振红外相机	 皮克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4A58

偏振红外相机，可以用于特殊环境成像检测，可
检测大空间油 / 水混合污染；全球基于非制冷探
测器的光谱相机检测技术正在广泛的推广，我们
的气体成像检测相机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