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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太阳望远镜光学系统及
装置，
系统具有望远镜主光路系统和后端光学系
统。望远镜主光路系统包括主镜、
次镜、热光阑。
后端光学系统包括中继光路、
自适应光学系统、
高分辨成像系统、光谱仪系统以及光束投影系
统。望远镜主光路系统将接收的太阳光束传递给
后端光学系统的中继光路，
中继光路进一步地将
太阳光束传递给自适应光学系统、
高分辨成像系
统、光谱仪系统以及光束投影系统。本发明能够
合理分配可见光到红外波段太阳光束的光谱和
能量，
能够同时兼具自适应光学和太阳高分辨成
像研究，
以及太阳磁场、速度场和偏振测量等多
学科研究；另外，
光束投影可实现太阳黑子直接
投影或/和将太阳光经过棱镜色散后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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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太阳望远镜光学系统，
具有望远镜主光路系统和后端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望远镜主光路系统包括主镜、
次镜、
热光阑，
能够获取特定视场大小太阳光束并传
递给所述后端光学系统；
其中所述主镜接收太阳光后在所述热光阑附近聚焦，
并将聚焦后
光束传递给所述次镜，
所述次镜对太阳光再聚焦并传递给所述后端光学系统；
其中所述热
光阑对视场外的光线进行反射或吸收使其不再继续传播，
所述后端光学系统包括中继光
路、
自适应光学系统、
高分辨成像系统、
光谱仪系统以及光束投影系统；
所述中继光路用于分发光束，
将来自所述望远镜主光路传递的光束传递给：
所述自适应光学系统，
进一步通过所述自适应光学系统传递给所述高分辨成像系统；
所述光谱仪系统；
以及所述光束投影系统；
所述自适应光学系统用于矫正因大气抖动造成光波波前畸变，
所述高分辨成像系统用
于对太阳活动区成像；
所述光谱仪系统用于测量太阳光球层和色球层物理学参数；
所述光
束投影系统用于对太阳光束投影成像；
所述后端光学系统被放置于一个或者多个平台上，
只要保证传递的光束不被遮挡且能
实现所述中继光路、
所述自适应光学系统、
所述高分辨成像系统、
所述光谱仪系统以及所述
光束投影系统的功能即可。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望远镜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继光路包括第一分
光镜和第二分光镜，
其中：
所述第一分光镜能将第一波长范围太阳光束传递到所述自适应光学系统和所述高分
辨成像系统，
将第二波长范围太阳光束传递到所述光谱仪系统以及所述光束投影系统；
所述第二分光镜将所述第二波长范围太阳光束的第一能量范围太阳光束传递到所述
光谱仪系统，
将所述第二波长范围太阳光束的第二能量范围太阳光束传递到所述光束投影
系统。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望远镜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自适应光学系统并不
特指某一光学系统，
只要其能够矫正大气抖动造成的光波波前畸变即可。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望远镜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分辨成像系统并不
特指某一光学系统，
只要对第二波长范围太阳光束内一个或多个特定波长的太阳光束成像
即可。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望远镜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光谱仪系统并不特指
某一种光学系统，
只要其能根据所述第一能量范围太阳光束测量或根据测量参数重构一维
或/和二维或/和三维的偏振光Stokes参量，
或/和光球层或色球层温度场，
或/和光球层或
色球层Doppler速度场，
或/和光球层或色球层矢量磁场即可。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望远镜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光束投影系统并不特
指某一种光学系统，
只要能把第二能量范围太阳光束直接投影到屏幕，
或/和通过棱镜色散
后投影到屏幕即可。
7 .一种太阳望远镜光学装置，
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的所述望远镜主光路系统的望远镜
主装置，
以及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后端光学系统的后端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望远镜主装置还包括望远镜机架、
主镜筒、
全日面望远镜以及热控系统；
其中：
所述主镜筒是开放式镜筒、
真空式镜筒或者抽真空并填充惰性气体镜筒中的一种；
所述全日面望远镜是能够对对某个特定波长范围的太阳日盘进行成像的光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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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热控系统通过控制液体或/和空气温度及流动，
实现对所述主镜和所述热光阑温
度的控制。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太阳望远镜光学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全日面望远镜或/和
所述热控系统可以独立安装，
也可以集成到所述主镜筒上并随所述主镜筒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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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望远镜光学系统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太阳望远镜光学系统设计及太阳望远镜装置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太阳
望远镜光学系统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60cm太阳望远镜项目是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馆)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
其主要功能在于实时观测太阳，
实时获取多个波段太阳像，
通时能够向普通民众开展科普
展示及科普教育工作。科普展示和科普教育是60cm太阳望远镜设备的重要内容，
也是根本
出发点。因此，
强大的科普展示能力和深入浅出的科普教育能力是60cm太阳望远镜方案设
计过程中的重要考虑之一。
[0003] 在可见光到红外波段范围内，
如何保证光学系统提供足够的光谱波段和光谱能量
满足科研应用，用于采集丰富的和太阳相关图像用于科普教育和科普展示；
同时能够提供
一定的光谱波段和光谱能量用于太阳光束的直接展示，
例如太阳黑子投影、阳光通过棱镜
色散为彩虹等，
从而提高公众对科学研究和基本物理现象的兴趣。
因此，
如何设计复杂的光
学系统以及合理分配光谱波段和光谱能量，
从而实现太阳望远镜为公众提供内容丰富、形
象生动的科普内容，
面临着较大困难。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此，
为了通过太阳望远镜采集可见光到近红外波段光谱范围的太阳光束来同
以
时实现科研和科普目的，
需要解决对如何合理地分配太阳光光谱范围和光束能量范围，
及在保证后端光学系统设计满足布局紧凑、
设计合理的前提下实现各子系统功能。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太阳望远镜光学系统，
具有望
远镜主光路系统和后端光学系统。
[0006] 所述望远镜主光路系统包括主镜、
次镜、
热光阑，
能够获取特定视场大小太阳光束
并将聚
并传递给所述后端光学系统；
其中所述主镜接收太阳光后在所述热光阑附近聚焦，
焦后光束传递给所述次镜，
所述次镜对太阳光再聚焦并传递给所述后端光学系统，
所述热
光阑对视场外的光线进行反射或吸收使其不再继续传播；
[0007] 所述后端光学系统包括中继光路、
自适应光学系统、
高分辨成像系统、
光谱仪系统
以及光束投影系统；
[0008] 所述中继光路用于分发光束，
将来自所述望远镜主光路传递的光束传递给：
[0009] 所述自适应光学系统，
进一步通过所述自适应光学系统传递给所述高分辨成像系
统；
[0010] 所述光谱仪系统；
以及所述光束投影系统；
[0011] 所述自适应光学系统用于矫正因大气抖动造成光波波前畸变，
所述高分辨成像系
统用于对太阳活动区成像；
所述光谱仪系统用于测量太阳光球层和色球层物理学参数；
所
述光束投影系统用于对太阳光束投影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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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后端光学系统被放置于一个或者多个平台上，
只要保证传递的光束不被遮挡
且能实现所述中继光路、
所述自适应光学系统、
所述高分辨成像系统、
所述光谱仪系统以及
所述光束投影系统的功能即可。
[0013] 其中，
所述中继光路包括第一分光镜和第二分光镜；
所述第一分光镜能将第一波
长范围太阳光束传递到所述自适应光学系统和所述高分辨成像系统，
将第二波长范围太阳
光束传递到所述光谱仪系统以及所述光束投影系统。所述第二分光镜将所述第二波长范围
太阳光束的第一能量范围太阳光束传递到所述光谱仪系统，
将所述第二波长范围太阳光束
的第二能量范围太阳光束传递到所述光束投影系统。
[0014] 其中，
所述自适应光学系统并不特指某一光学系统，
只要其能够矫正大气抖动造
成的光波波前畸变即可。
[0015] 其中，
所述高分辨成像系统并不特指某一光学系统，
只要对第二波长范围太阳光
束内一个或多个特定波长的太阳光束成像即可。
[0016] 其中，
所述光谱仪系统并不特指某一种光学系统，
只要其能根据所述第一能量范
围太阳光束测量或根据测量参数重构一维或/和二维或/和三维的偏振光Stokes参量，
或/
和光球层或色球层温度场，
或/和光球层或色球层Doppler速度场，
或/和光球层或色球层矢
量磁场即可。
[0017] 其中，
所述光束投影系统并不特指某一种光学系统，
只要能把第二能量范围太阳
光束直接投影到屏幕，
或/和通过棱镜色散后投影到屏幕即可。
[0018] 一种太阳望远镜光学装置，
包括所述望远镜主光路系统的望远镜主装置以及所述
后端光学系统的后端装置；
[0019] 所述望远镜主装置还包括望远镜机架、
主镜筒、全日面望远镜以及热控系统；
其
中：
[0020] 所述主镜筒是开放式镜筒、
真空式镜筒或者抽真空并填充惰性气体镜筒中的一
种；
[0021] 所述全日面望远镜是能够对对某个特定波长范围的太阳日盘进行成像的光学系
统；
[0022] 所述热控系统通过控制液体或/和空气温度及流动，
实现对所述主镜和所述热光
阑温度的控制。
[0023] 其中，
所述全日面望远镜或/和所述热控系统可以独立安装，
也可以集成到所述主
镜筒上并随所述主镜筒转动。
[0024] 本发明的显著优点为：
[0025]
(1)本发明合理分配了可见光到红外波段范围内的光谱波段和光谱能量，
即满足
了功能多样的科研需求，
也满足了直接科普展示需求；
[0026]
(2)本发明满足的功能多样的科研需求间接为公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科普教育和
科普展示内容；
[0027]
(3)本发明合理分配光谱波段和光谱能量能够满足后端光学系统小型化设计，
能
够节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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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明
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
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9] 图1为本发明一种太阳望远镜光学系统示意图 ，
其中，
100为望远镜主光路系统，
200为后端光学系统，
210为中继光路，
220为自适应光学系统，
230为高分辨成像系统，
240为
光谱仪系统，
250为光束投影系统；
[0030]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望远镜主光路系统示意图，
其中，
100为望远镜主光路系统，
102为主镜，
104为热光阑，
106为次镜，
108为第三境，
110为第一反射镜，
112为第二反射镜，
114为第三反射镜，
116为地平式机架高度轴的转动中心，
118为地平式机架方位轴的转动中
心；
[003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后端光学系统仪示意图，
其中，
200为后端光学系统，
210为
中继光路，
211为反射镜一，
212为第一分光镜，
213为透镜，
214为第二分光镜，
215为反射镜
二，
220为自适应光学系统，
221为反射镜三，
222为倾斜镜，
223为变形镜，
224为分光镜，
225
为波前传感器，
230为高分辨成像系统，
231为反射镜四，
232为，
233为Hɑ相机，
234为TiO相
机，
235为，
240为光谱仪系统，
241为滤光片一，
242为接收装置，
250为光束投影系统，
251为
反射镜五，
252为反射镜六，
253为三棱镜，
254为分光棱镜，
255为第一投影屏幕，
256为第二
投影屏幕；
[0032]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望远镜主装置示意图，
其中，
300为望远镜主装置，
301为主
镜筒，
302为望远镜机架，
303为热控系统，
304为Hɑ全日面太阳色球望远镜，
305为TiO全日面
太阳光球望远镜，
306为CaK全日面太阳色球望远镜。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4] 在实施例中，
部分光学元件或/和电子元器件或/和机械结构件未做详细说明，
前
述内容将服务于光学系统的设计参数、布局以及功能，
因此未做详细说明内容并不影响对
本发明技术内容实施例进行的清楚、
完整地描述。
[0035] 图1是一种太阳望远镜光学系统示意图，
包括望远镜主光路系统100和后端光学系
统200的 ，
其中后端光学系统200包括中继光路210、
自适应光学系统220、
高分辨成像系统
230、
光谱仪系统240以及光束投影系统250。望远镜主光路系统100将接收的太阳光束传递
给所述后端光学系统200的中继光路210，
中继光路210进一步地将太阳光束传递给自适应
光学系统220后再传递给高分辨成像系统230；
[0036] 中继光路210进一步地将太阳光束传递给光谱仪系统240；
以及
[0037] 中继光路210进一步地将太阳光束传递给光束投影系统250。
[003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望远镜主光路系统100，
望远镜主光路系统100为一种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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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高利结构的光学系统，
包括主镜102，
次镜106，
第三境108，
以及第一反射镜110，
第二反射
镜112，
第三反射镜114，
其中第三境108与第一反射镜110的中心在地平式机架高度轴的转
动中心116上，
第三反射镜114的中心在地平式机架方位轴的转动中心118上。在太阳望远镜
主光路系统中，
设计有一个位于主镜102焦点的热光阑104，
其作用为反射太阳望远镜视场
外的光线，
仅仅允许太阳望远镜视场内的光线通过。主镜102接收太阳光束，
最后经过反射
镜114反射后端光学系统200的中继光路210。
[003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后端光学系统200，
后端光学系统200包括中继光路210、
自适应光学系统220、
高分辨成像系统230、
光谱仪系统240以及光束投影系统250，
在示意图
中黑色箭头表示该处光学元件的光束传播方向。
[0040] 后端光学系统200中的反射镜一211是一块45 °
镜，用于接收来自望远镜主光路系
统100中的第三反射镜114反射的太阳光束，
进一步地反射给第一分光镜212。第一分光镜
212将太阳光束中波长高于630nm的部分传递给透镜213，
最终传递给自适应光学系统220和
高分辨成像系统230；
第一分光镜212将太阳光束中波长低于630nm的部分传递给第二分光
镜214。第二分光镜214又将接收的太阳光束中的80％能量反射给光束投影系统250的反射
镜五251，
将接收的太阳光束中的20％能量折射给光谱仪系统240的滤光片一241。
[0041] 自适应光学系统220是一套太阳自适应光学系统，
核心包括倾斜镜222，
变形镜223
自适应光学系统220的反射镜三221首先接收来自中继光路210的反射
以及波前传感器225。
镜二215反射的光线，
然后经过分光镜224将一部分光线反射镜给波前传感器225，
另外一部
分光线折射给高分辨成像系统230的反射镜四231。
[0042] 高分辨成像系统230核心为Hɑ相机233和TiO相机234所在的两路成像光路，
分别实
现对太阳色球层Ha波段和太阳光球层TiO波段的高分辨力成像。太阳高分辨成像系统230的
反射镜四231接收来自适应光学系统220的太阳光束，
然后通过分光镜232分光，
最终将光束
传递给Hɑ相机233和TiO相机234。
[0043] 光谱仪系统240在图3中被分割成两个区域，
首先通过滤光片一241接收来自第二
分光镜214折射的太阳光束，
太阳光束进一步地被传递给右下角光谱仪系统240，
最后又回
到右上角光谱仪系统240的接收装置242，
接收装置242处的光谱仪仪器能够实现偏振光
Stokes参量测量，
以及根据相关测量参数重构光球层或色球层温度场、
Doppler速度场以及
矢量磁场。在本实施例中，
黑色箭头指示了太阳光束的传播方向。
[0044] 光束投影系统250能够实现太阳黑子直接投影以及将阳光通过棱镜色散成彩虹。
在实施例中，
光束投影系统250首先通过反射镜五251接收来自第二分光镜214反射的太阳
光束，
然后通过反射镜六252将大部分光束直接投影到第一投影屏幕255，
在第一投影屏幕
255上可观测到太阳黑子的直接投影图像。另外，
三棱镜253将一部分光束反射给分光棱镜
254，
分光棱镜254将光束色散后投影到第二投影屏幕256形成彩虹图像。第一投影屏幕255
玻璃、
幕布或者其他可以投影成像的物体。
和第二投影屏幕256包括但不限于墙、
[0045] 在实施例中，
一种太阳望远镜光学装置包括望远镜主光路系统100的望远镜主装
置300，
以及包括后端光学系统200的后端装置；
[0046] 图4是一种望远镜主装置300，
还包括主镜筒301、
望远镜机架302、
热控系统303、
Hɑ
全日面太阳色球望远镜304、
TiO全日面太阳光球望远镜305以及CaK全日面太阳色球望远镜
306。主镜筒301是抽真空并填充惰性气体的镜筒。热控系统303通过控制冷却液实现对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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阑102以及通过流动空气实现对主镜101温度的控制。另外，
热控系统303、Hɑ全日面太阳色
球望远镜304、TiO全日面太阳光球望远镜305以及CaK全日面太阳色球望远镜306集成到主
镜筒301上。
[0047] 以上所述，
仅是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非是对本发明做其他形式的限制，
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变化的
等效实施例。但是，
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方案内容，
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
的任何简单修改、
等同变化与改型，
仍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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