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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

CN 208026895 U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
镜，
包括两个表面，
至少有一个表面为凸面，
另一
个表面为平面或凸面，
且至少有一个表面的形状
是非球面形状。
太赫兹波束经过本实用新型折射
消球差透镜的整形可以获得接近甚至达到衍射
极限的高质量聚焦太赫兹波束，
亦可以用其对太
赫兹波束进行准直，
获得平面太赫兹波；
使用本
实用新型的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的成像系统
相比传统太赫兹成像系统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成
像分辨率更高 ，
可以满足高分辨率太赫兹成像、
波谱分析和生物样品检测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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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
其特征在于：
包括两个表面，
至少有一个表面为凸面，
另一个表面为平面或凸面，
且至少有一个表面的形状是非球面形状。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凸面包括球面、非
球面和不规则曲面。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两个表面都可以作
为太赫兹波入射表面。
4 .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
其特征在于：
所述表面通
过抛光处理。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
其特征在于：
透镜的材料为聚乙烯、
高密度聚乙烯、
聚四氟乙烯或聚4-甲基戊烯。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
其特征在于：
边缘厚度范围为0 .5mm
～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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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太赫兹技术领域，
具体地说是一种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
背景技术
[0002] 太赫兹波是频率为0 .1～10太赫兹范围的电磁波段，
处于微波和红外辐射之间，
同
时也处于宏观经典理论与微观量子理论的过渡区。因此，
太赫兹波具有瞬态性、宽带性、相
干性、低能性等独特性质。近年来太赫兹波在医学成像、
无损检测和国防工业等领域的应用
越发广泛，
太赫兹技术已经被证明在更加深入的物理研究和实际应用中有着广阔前景。
[0003] 太赫兹波束整形器件是太赫兹成像系统中的核心部分，
用于太赫兹波束的准直和
聚焦，
其性能直接影响太赫兹成像质量。太赫兹波段波长远大于可见光波长，
在成像分辨率
上存在固有劣势，
因此太赫兹波束整形器件的性能显得更加重要。
目前常见的太赫兹成像
系统中，
太赫兹波束整形由离轴抛物面反射镜实现，
虽然可以有效消除像差，
但其波束重
叠，
系统稳定性差的缺点难以忽略。
目前商用的太赫兹折射透镜，
凸表面形状多为球面，
这
使得球差影响严重，
导致系统成像分辨率不够高，
难以满足高分辨率成像、
波谱分析和生物
样品检测等应用的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
能够对太赫
兹波束进行高质量的准直和聚焦整形，
适用于太赫兹成像系统，
最终成像分辨率和系统稳
定性远高于使用抛物面反射镜或商用太赫兹透镜的太赫兹成像系统。
[0005]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
包括两个表面，
至少有一个表面为凸面，
另一个表面
为平面或凸面，
且至少有一个表面的形状是非球面形状。
[0007] 所述凸面包括球面、
非球面和不规则曲面。
[0008] 所述两个表面都可以作为太赫兹波入射表面。
[0009] 所述表面通过抛光处理。
[0010] 透镜的材料为聚乙烯、
高密度聚乙烯、
聚四氟乙烯或聚4-甲基戊烯。
[0011] 边缘厚度范围为0 .5mm～2mm。
[0012]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及优点：
[0013] 1 .太赫兹波束经过本实用新型折射消球差透镜的整形可以获得接近甚至达到衍
射极限的高质量聚焦太赫兹波束，
亦可以用其对太赫兹波束进行准直，
获得平面太赫兹波。
[0014] 2 .使用本实用新型的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的成像系统相比传统太赫兹成像系
统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成像分辨率更高，
可以满足高分辨率太赫兹成像、
波谱分析和生物样
品检测等需求。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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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提供的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提供的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准直和聚焦示意图；
[0017] 其中10为实施例1中的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
11为实施例1的透镜一个表面、
12
为实施例1的圆柱面、
13为实施例1透镜另一个表面；
20为实施例2中的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
镜准直和聚焦系统、
21和22为两个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9] 实施例1：
[0020] 如图1所示，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10，
其表面11和表面13的
形状可以是分别为凸面和平面，
也可以是均为凸面。圆柱面12为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10
的边缘面，
边缘厚度为te。
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10沿着对称轴14旋转对称。
[0021] 在本实施例中，
表面11为非球面，
表面13为平面。非球面可以消除球面像差的影
响。表面11和13都可以作为太赫兹波的入射表面或出射表面。
[0022] 在具体应用中，
表面11和表面13可以均为凸面，
但其中至少一个表面是非球面，
这
样才能实现球差消除的目的。
[0023] 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10边缘厚度te 通常大于1mm，
以便于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
镜10的装卡。但边缘厚度te也不宜过大，
过大会增加太赫兹波的衰减，
影响太赫兹波探测的
灵敏度。
[0024] 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10既可以实现太赫兹波的准直，
也可以实现太赫兹波的聚
焦。
[0025] 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10的材料是聚乙烯(PE)、
高密度聚乙烯(HDPE)、
聚四氟乙
烯(PTFE)、
聚4-甲基戊烯(TPX)中的一种。这几种都是太赫兹折射透镜常用的材料，
优点在
于价格便宜，
易于加工，
材料物理化学稳定性好，
对太赫兹波吸收较小。
[0026] 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10通过数控车床准确建模后，
自动切削加工形成。为保证
实际应用中的太赫兹波准直聚焦整形效果，
还需要经过表面抛光。通常微米级别的表面精
度就可以满足应用需求。
[0027] 在具体应用中，
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10还可以通过压模成型和3D打印等方式加
工形成。
[0028] 太赫兹波束经过本实施例提供的折射消球差透镜整形可以获得接近甚至达到衍
射极限的高质量聚焦太赫兹波束，
可用于待测样品的太赫兹成像研究。使用该太赫兹折射
消球差透镜的成像系统相比传统太赫兹成像系统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成像分辨率更高，
可
以满足高分辨率太赫兹成像、
波谱分析和生物样品检测等需求。
[0029] 实施例2：
[0030] 如图2所示，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准直和聚焦系统20。在实
施例1的基础上，
利用两个太赫兹折射消球差透镜21和22实现太赫兹波的整形。
图中实线箭
头表示太赫兹波传输方向。
[0031] 发散的太赫兹波由透镜21的非球面表面入射，
由平面表面出射后整型为平行平面
太赫兹波，
再经透镜22平面表面入射，
非球面表面出射，
形成接近或达到衍射极限的高质量
4

CN 208026895 U

说

明

书

3/3 页

太赫兹聚焦波束。
[0032] 在具体应用中，
可以将待测样品放置在太赫兹波聚焦平面上。待测样品透射或反
射的太赫兹波，
再经过准直和聚焦整形，
由太赫兹探测器接收，
可以实现太赫兹成像检测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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