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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简称“光电学院”）由原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专业发展而来，
是我国高校第一个设立的光学工程类教学科研基地。浙大光电学院所依托的浙大光学工程学科在
2007 年、2012 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学科评估中两次位列全国第一；2017
年浙大光学工程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 A+ 学科，并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光电学院建有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光学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防重点学
科实验室、教育部光子学与技术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科技部光电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浙江
省光电磁传感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拥有 1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2 个浙江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1
个国防科技创新团队、1 个浙江省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光电学院已成为
国内外知名的光学工程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被誉为“中国光学工程人才培养的摇篮”。上
世纪 60 年 代研制出 250 万幅 / 秒高速摄影机，首次成功记录下我国氢弹起爆过程，为“两弹”
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先后在重大试验、重点装备应用和探月工程中取得新
的卓越成就，作为参与单位于 2008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光电学院现有教职工 119 人，其中正高级 52 人、副高级 31 人、博士生导师 55 人，包括中
国科学院院士（双聘）1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5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 7 人、国家教学名师 1 人。入选 OSA、SPIE、IEEE 等重要国际学术组织 Fellow 9 人次，
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6 人，担任 Optica、Light、Optics Letters、Optics Express、
Photonics Research、IEEE PTL 等一流国际学术期刊主编 / 副主编 / 编委 43 人次。近五年来，
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仪器专项及重点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 130 余项，科研经费总量超
过 6 亿元；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励 4 项；出版著作 15 部，在 Nature、Nature Photonics、Nature 
Communications、Science Advances、Phys.Rev.Lett. 等国际顶尖期刊发表 SCI 论文 860 余篇。

光电学院依托坚实的学科基础和平台优势，致力于培养基础理论宽广扎实、专业知识系统深入，
具有卓越创新能力与国际视野的科技领军人才及未来领导者。建有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科教
协同联合培养基地及国际交流与人才培养基地。学科博士后流动站连续 2 轮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
后流动站，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光学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单位、2013-2017 和 2018-2022 年两届
教育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近 4 年内，共获国家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 1 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培养的学生获全国挑战杯一等奖、互联网 + 金奖、美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MIT 创办的国际基因工程机器设计大赛金奖等荣誉。

光电学院坚持将服务产业作为学科的重要社会责任，通过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强化研究
基地技术优势对企业的辐射，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在院友创新创业方面成果斐然，其参与创
办的企业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光学行业的龙头企业，杰出代表有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HK02382）、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603297）、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300306）、
广州博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31085）、杭州科汀光学技术有限公司等。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展位号：4A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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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始建于 1989 年，1995 年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1996
年正式对外开放。实验室以发展现代光学成像与传感技术为主旨，围绕国家重大需求，结合光学
工程与光子学前沿技术，发展光学新成像与传感技术，引领光学仪器相关研究与产业发展，建设
国际一流的光学仪器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成功记录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的月面视频画面

实现了横向分辨率 ~100 纳米，轴向分辨率
~40 纳米的三维超分辨成像

光子晶体：超薄契伦科夫辐射调控

首个三维光学拓扑绝缘体，将三维拓扑绝缘
体 , 从费米子体系扩展到了玻色子体系

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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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et al., Nature 565, 622–626 (2019).

Lin et al., Nature Phys. 14, 816–821 (2018).Chen et al., Nat. Commun., 9, 48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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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光学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一个国家级平台，1994 年由国家科技部批准成立，1998
年通过国家验收。国家光仪中心坚持一流的工程化、产业化水平，培养一流的工程技术人才，建
设一流的工程化、产业化条件，争创一流的现代管理水平，实现人才、技术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和
持续发展。目前国家光仪中心已成为跟踪国际科技发展水平，推动光学仪器科技进步，集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光学工程技术研究机构。

国家光学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学研平台
搭建模式

浙江大学昆山创新中心光电分中心

与地方政府共建国家光仪工程中心总部基地
及其分支规划

浙江大学常熟光电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常熟市浙大紫金光电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光学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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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学与技术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于 2015 年 10 月正式通过教育部立项论证。联合实验室聚
焦光子学器件、集成光子学和先进光子学仪器等国际前沿方向的基础研究，汇聚一支国际化高水
平科研队伍，建成一个具有国际一流水平和重要学术影响力的先进光学国际合作示范基地。

光电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于 2016 年 11 月通过国家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认定。研究中
心为了在光子学器件、集成光子学和先进光子学仪器等应用研究上形成突破，着重解决国家急需
的如光子学器件材料、集成应用和先进光子学系统仪器等关键技术，形成优势和特色，达到国际
一流水平。

学院以两个国合基地为依托，构建国际合作网络，已与 19 个国家和地区、52 个研究机构在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展开合作，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知名度逐步提升。

国际合作网图

光子学与技术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 光电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 国际联合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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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高水平国际联合研究

• 举办顶级国际会议

微纳光纤 - 石墨烯全光
相位调制器

半径 10 微米的超紧凑多
模波导弯曲

非线性焦点调制显微镜

第十四届光学与光子学教育及实践国际会议  
【顶级光子学教育会议，首在中国召开】

14th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Optics and Photonics 

2016 纳米光纤及应用国际学术会议
Workshop on Optical Nanofiber Applications 

(ONNA 2016)

2018 亚洲光通信与光子学会议
【亚太地区规模最大】

Asia Communications and Photonics 
Conference（ACP2018）

光电学院品牌会议——西湖国际光电子论坛
 West Lake Photonics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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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板自动光学检验机研究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基于机器视觉的新一代 SMT 产线智能检测装
备，快速且高效地判断元件、基板的外观缺陷、
表面形貌、尺寸大小等，并在线自动分类、分拣。
该装备属于产业链上游基础性装备，具有自动上下料、智能分类、
数据分析等功能，以“智眼”为核心，结合各种传感器、执行器，
将装备整合成为一个深度感知、高度智能、自动执行的智能高端装
备、与现有的 SMT 生产流程无缝衔接。
重点应用领域：电子信息
项目联系人：林斌，0571-87951558，wjlin@zju.edu.cn

数字图像去模糊技术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由于光学系统的设计、加工缺陷、平台的不稳定
或相对运动等原因，成像系统在获取各种图像的
时候会存在模糊现象，本产品可以在现有图像的
基础上结合图像退化机理，通过反卷积等算法，使模糊图像得到恢复，
获得清晰图像。相关技术已经应用于探月、手机等领域。
重点应用领域：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应用。
项目联系人：冯华君， 0571-87951182， fenghj@zju.edu.cn

星载微小型光学相机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星载监视相机系列：包括固定焦距相机、双分
辨率相机等。光学参数和成像模式可按应用需
求定制，可满足安装在卫星舱内或舱外的环境
需求，重量 100 克 ~5000 克，功耗小于 5W/ 像面。相关产品已经
在探月工程和卫星型号中得到成功应用。
重点应用领域：应用于航天器运动部件工况光学监视，在轨服务与
操作光学监视、空间目标搜索成像等。
项目联系人：冯华君， 0571-87951182， fenghj@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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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V 手持式可见光光谱仪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Spec-V 是一款工作波长可覆盖整个可见光波
段的手持式光谱分析仪。其核心光谱分析元件
基于自主研发的光谱仪芯片，只有硬币大小，
因而可以构建出小巧易持的模块或者系统。此外，该芯片具有成熟
稳定的制作工艺，易于大规模生产，从而十分可观地降低其生产成
本。该款光谱仪可工作于从 380nm 到 780nm 整个可见光波段区间，
分辨精度最高小于 10nm。
项目联系人：何建军，0571-87951218，jjhe@zju.edu.cn

海洋激光雷达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针对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为解决水色
被动遥感仅能探测海洋表面信息的限制，研制了
海洋激光雷达硬件系统和仿真软件，可高精度探
测海洋次表层水体高垂直分辨率剖面信息，应用于生物海洋学、海洋污
染监测、赤潮监测、鱼群监测、海底形貌探测等领域。该硬件系统集成
度高、机动性强、稳定性强，已经历海试实验，并实现了原理样机到工
程样机的转化；仿真软件具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具备为客户定制仪
器的能力。
重点应用领域：环境监测、海洋监测。
项目联系人：刘东，0571-87951514，liudongopt@zju.edu.cn

PAL-Lidar 环境感知套件 (全景图像 -激光雷达融合系统 )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PAL-Lidar 是一款将全景环带相机与 32 线激光
雷达相结合的产品，可以同时采集水平 360°的
彩色图像信息和深度信息，通过一体化的硬件
结构实现两种传感器的高精度对齐和同步触发。产品参数：产品总
体水平视场角 360°，相机垂直视场角 60°，分辨率 2560x640，雷
达垂直视场角 40°，角分辨率 0.33°
重点应用领域：传感及测试测量。
项目联系人：白剑，0571-87951186-803，bai@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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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谱分辨率激光雷达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针对近年来我国雾霾现象频发、大气环境急剧
恶化、大气污染等问题，基于独有的视场展宽
迈克尔逊干涉（FWMI）鉴频器技术，研制了
多波长高光谱分辨率激光雷达（HSRL），可探测 20km 内大气气
溶胶的光学及微物理参数廓线信息，可应用于大气环境监测与治理、
气候气象研究等领域。该系统借助光谱鉴频器，探测精度远优于标
准后向散射激光雷达；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在杭州经历了长期稳定
观测，并在舟山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观测。
重点应用领域：环境监测、气候气象
项目联系人：刘东，0571-87951514，liudongopt@zju.edu.cn

近红外二区荧光活体功能成像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近红外二区（900-1700 nm）相比近红外一区及可
见光（400-900 nm）具备生物组织穿透深度大、
生物自发荧光低、信噪比高、空间分辨率高等优
势，近年来成为光学生物成像中的一大热点话题。
课题组基于近红外二区适配的宏观活体成像系统、宽场激发显微成像系
统及共聚焦扫描显微成像系统开展了一系列基于近红外二区荧光的大深
度、高分辨率、高对比度的多功能活体生物成像。
重点应用领域：传感及测试测量、医疗。
项目联系人：钱骏，0571-88206514-215，qianjun@zju.edu.cn

荧光微分超分辨显微镜	FED-03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FED 是利用光场调控结合荧光微分技术实现超
分辨成像。可以使普通共聚焦显微镜分辨率提
升 2 倍，进一步利用荧光饱和效应可以使分辨
率再次提升到 3 倍，对荧光染料无特殊需求。
可以在共聚焦模式和超分辨模式下方便切换。
重点应用领域：形态学、生理学、免疫学、遗传学等分子细胞生物
学领域
项目联系人：匡翠方，0571-87953979, cfkuang@zju.edu.cn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1703451: 
1-13.(2018)

Science Bulletin. 64(6), 
410-6. (2019)

Advanced Materials. 
1706856: 1-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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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频超分辨显微镜	FSED-02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FSED 是利用光场调控结合荧光非线性，再应
用移频技术，最后通过重构算法获得超分辨图
像。是一款灵活性极强的荧光超分辨微镜，
对荧光染料没有特殊要求，能够在 XY 上达到
60nm，Z 轴上获得 50nm 的分辨率。
重点应用领域：形态学、生理学、免疫学、遗传学等分子细胞生物
学领域
项目联系人：匡翠方，0571-87953979, cfkuang@zju.edu.cn

2 微米可调谐光纤激光器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本产品是一款单纵模输出，运转稳定的高功率激
光器，具有操作方便、高性能和稳定可靠的优点。
该激光线宽极窄，约 20kHz（换算成相干距离可
达 15000 米），输出功率大于 400mW，光信噪比大于 60dB，阈值功率低，
光光转换效率高达 45%，光学性能优异。产品应用：超远距离高精度
气体探测、激光雷达、硅光子学研究和器件测试、2 微米光通信实验。
重点应用领域：光通信、传感及测试测量。
项目联系人：何赛灵，0571-88206525，sailing@zju.edu.cn

水下荧光高光谱图谱仪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团队研制的水下荧光高光谱图谱仪（有实物，
体积为 50*20*10 cm3），可以在水下采集生物
的荧光图谱，有助于对海洋生物进行识别和分
析。光谱分辨率约为 1 nm，光谱范围为 400-1000 nm。
重点应用领域：传感及测试测量。
项目联系人：何赛灵，0571-88206525，sailing@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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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道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器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团队研制的多通道分布式光纤传感系统（体积
约为尺寸 440*266*89mm），可以用于桥梁大
坝的火灾监控、石油输送管道的泄漏检测以及
城市光纤接续盒的水汽泄漏检测等。传感距离约 10 公里，定位精
度约 1 米，测试时间少于 10 秒。
重点应用领域：传感及测试测量。
项目联系人：何赛灵，0571-88206525，sailing@zju.edu.cn

光纤光栅传感设备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团队研制的多通道双模式光纤光栅解调仪（体积
约为 150*180*50 mm），工作波长为 1525 nm - 
1565 nm，测量波长精度为正负 2 pm，具有低速（5 
Hz）和高速（可达几百 Hz）两种工作模式，可以用于桥梁建筑的应变检测、
滑坡检测和高精度测温等。
重点应用领域：传感及测试测量。
项目联系人：何赛灵，0571-88206525，sailing@zju.edu.cn

 

超细径电子肾盂软镜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泌尿系结石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病之一，在泌尿
外科住院病人中占居首位。5％～ 10％的人在
其一生中至少发生 1 次泌尿系结石，欧洲泌
尿系结石年新发病率约为 100 ～ 400 ／ 10 万人。我国泌尿系结
石发病率为 1％～ 5％，南方高达 5％～ 10％；年新发病率约为
150 ～ 200 ／ 10 万人。超细径电子肾盂软镜利用数字技术传输图
像，图像采集通过镜体头部 1mm 的 digital camera，图像更清晰，
也更耐用。
重点应用领域：医疗。
项目联系人：王立强，0571-87952315，wangliqiang@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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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清 4K腹腔镜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腔镜外科是现代医学发展的一大主流，与传统
开腹手术相比，具有手术创伤轻、病人痛苦小、
术后恢复快等诸多优点；同时能显著缩短术后
住院时间，减少医疗资源的消耗。但腔镜手术由于解剖层次多，血
管复杂，手术难度大，需要手术医生具有很高的镜下技术。超高清
4K 腹腔镜凭借其超高的清晰度以及接近人眼色彩的视觉体验，可
为医师精细显示手术中的细微血管、细小神经、筋膜层次等器官和
组织细节。
重点应用领域：医疗。
项目联系人：王立强，0571-87952315，wangliqiang@zju.edu.cn

C 波段飞秒激光器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本产品隶属于龙格库塔飞秒激光器家族产品，是
以掺杂光纤作为激光增益介质，利用 SESAM 锁模
等锁模技术，实现超短光脉冲输出。飞秒光纤激
光器结构紧凑，被动锁模，维护成本低，其输出脉冲具有持续脉冲极短、
峰值功率高、光谱带宽大等优点，在微纳加工、生物医学、太赫兹激发
源等领域有非常重要应用价值。
重点应用领域：先进制造、半导体加工/制造，传感及测试测量，激光医疗。
项目联系人：何赛灵，0571-88206525，sailing@zju.edu.cn

金属 3D打印装置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拥有嫁接工艺等独自开发的技术，已广泛用于
具有随型水路的金属模具制备，模具具有冷
却效果好、生产周期大大缩短、成品率高等
特点。具体指标如下：光纤激光器 500W，成
型尺寸 250x250x250cm3、分层厚度 0.02-0.1mm、扫描速度 8m/
s、扫描系统高精度扫描振镜、电源与功率 380V10KW、操作系统
Windows、气体供给 Ar/N2。产品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高精度和长
寿命，广泛用于光学，3C 等领域。
重点应用领域：模具等精密制造。
项目联系人：邱建荣，0571-88925079，qjr@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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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密光学薄膜滤光片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多通道滤光片是紧凑型多光谱成像中的关键元
件，课题组采用光刻、真空掩膜和拼接等方式
研制的滤光片具有低串扰、宽波段截止和透过
率高等优点；低波前畸变的高陡度分色片、低
反射中性衰减膜、深截止的窄带滤光片等高精密光学薄膜滤光片已
在风云三号、高分五号和空间激光通信等卫星载荷中得到应用。
重点应用领域：航天 / 航空载荷，空间激光通信系统和各类光学仪
器。
项目联系人：沈伟东，0571-87951190，adongszju@hotmail.com

微型飞秒光纤激光器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微型飞秒光纤激光器输出激光脉冲参数：光谱
带 宽 >40 nm， 脉 冲 宽 度 <100fs， 重 复 频 率 10-
100 MHz， 平 均 功 率 >100 mW， 几 何 尺 寸 可 达
75×55×15 mm3。具有高稳定性、对环境不敏感、
抗干扰能力强、可长期稳定工作、无需维护。采用自主研制的核心器件
和设计方案，稳定性好，成本低，集成性性好，具有极好的应用前景。
目前已具有较为成熟的产品设计方案和小批量生产的样机，同时针对订
制化的需求，拥有经验丰富的开发团队和多样化的解决方案的。
重点应用领域：先进制造、传感及测试测量。
项目联系人：刘雪明，liuxm@zj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