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射在光軸與物體表面交
點的光經過分光部件，通
過小孔照射到光譜分析儀。
根據波長計算就可以獲得
鏡頭到被測物距離。 
 

沒有照射在光軸與物體表
面交點的光經過分光部
件，照射在另一個小孔周
圍被阻擋，無法照射到光
譜分析儀，不會干擾測
量。 
 

一束白光（或多波長混合
光）經過一個小孔，經過鏡
頭將不同的波長聚焦到光軸
上，色散地形成一條彩虹狀
分佈帶，照射到樣品上，部
分反射光反射回去。 

技術優勢 光譜共焦位移感測器原理圖 

 



技術優勢 超強穩定測量任何材質 

1um 

2um 

3um 

4um 

測量精
度 

         光譜共焦位移感測器 
在任何表面均可在1um精度內穩定測量 

         傳統三角鐳射位移感測器 
對於鏡面玻璃等材質測量精度較差 

金屬 玻璃 鏡面體 黑色橡膠 陶瓷 



技術優勢 各種材質的高精度直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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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三角函數計算出高
度距離，圖中陰影部分
是測量不到的盲區。 

從多方照射，同軸測
量，少量光返回，即可
以量，能測小孔和槽底
部。 

半透明材質光斑周圍的光
被小孔阻擋無法返回到光
譜儀，不會影響測量。透
明表面也會反射一部分光
因而可測，甚至可測多
層。 

三角法測鏡面時需專門的型
號或特定的角度，測量位置
會隨高度變化。當表面傾斜
彎曲大，沒有測量光返回。 

在比較大的彎曲或傾斜角
度內，只要有一小部分光
返回，不需要改變型號或
安裝角度照樣可以完美測
量鏡面。 

鐳射僅焦點處細，離開
焦點後光斑變大，測量
區域變大，採樣區域沒
有確定性，精度變差。 

在量程範圍內，測量有效
波長的光永遠都在焦點
上，光斑細小，可以全量
程保持解析度和精度。 

在半透明材質其透射
已經驗證過會產生偏
差，透明材質和鏡面
材質很難測量。 

技術優勢 顛覆傳統的三角鐳射測距法 

 



位移、高度測量；
厚度測量；光學比
較儀；變形測量 

平面度、段差、
油墨漿料測量 

2D截面掃描；輪
廓斷面、3D表面
形貌、尺寸測量 

圓柱度、跳動、
偏擺、震動測量 

多點尺寸檢測，
平坦度測量，同
步測量 

薄膜、箔片雙面
厚度監測 

孔測量、臺階高
度、液位、狹縫底
部膠水/邊緣膠水
測量

球面/非球面、陶
瓷零件或器皿、3D
玻璃陶瓷蓋板測量 

雙面測厚；雙面玻
璃測厚；鏡片肉
厚、薄片/板材厚度
測量 

酒瓶、藥瓶、飲
料瓶、玻璃器皿
厚度形狀測量 

單邊玻璃測厚，
透明材料測厚 

技術優勢 光譜共焦應用方式 

 



晶片平整度，邦定線高
度，銀膠、封膠、元件引
腳共面測量，電路板點膠

/3D組裝高度引導、晶片蝕
刻凹坑溝槽測量 

半導體矽片、鍺、碳化
矽、氮化鎵、第三代半導

體材料厚度、平面度、晶
圓翹曲、蝕刻深度、分割
槽深度等 

半導體、精密光學不可缺少精密測量，突破卡脖子技術

厚膜電路、銀漿、濕膜、
光刻膠、塗布厚度測量，
太陽能電池板膜厚、LTCC
元器件測量 
 

應用領域 半導體、晶片等元器件行業 



液晶面板、OLED、MiniLED
設備,多層玻璃厚度，間
隙，面板電極厚度測量等 

點膠引導、膠水測高、液
滴、液位、透明塗層厚度
測量 
 
 

精密非接觸測量，替代接
觸式輪廓測量，粗糙度測
量 
 

應用領域 面板顯示/點膠/測量 



3D玻璃檢測、陶瓷後蓋、
石墨模具、5G陶瓷部件測
量 
 
 

手機攝像頭框、中框、卡
托、段差、臺階、刀紋、
組裝定位、肉厚、粗糙
度、平面度、輪廓、五金
塑膠部件 

精密球面、非球面鏡片厚
度、手機/安防攝像頭、光
學零件檢測，組裝定位 
 
 

應用領域 3C/手機/通訊 



玻璃測厚、玻璃瓶壁厚、
玻璃/陶瓷容器、絲杆螺
母內槽、螺紋內壁、發動

機缸、鏡面電鍍零件測量 
 

飛機、高鐵、汽車玻璃、
車燈、火箭零件、子彈裝
藥、槍炮管尺寸測量。鐳
射加工引導 
 

電池極片、隔膜、薄膜、
箔片、玻璃、石墨烯、金

屬厚度(對射測量)，軟包
電池、刀片電池尺寸測量 
 

應用領域 汽車/新能源、醫療/玻璃/金屬加工/科研/精密儀器等 



· 

解析度高，自主智慧財產權，不受國外出口管制解析度限制，解析度不閹割。立儀掌握核心技
術，能按客戶實際應用需求，提供配套附件以及方案建議，靈活修改和調整設計。自有雙頻鐳
射干涉校準儀作為絕對精度基準用於校準感測器，並自有無塵車間、光斑檢測、溫濕度試驗和

振動試驗等儀器設備。 
 

測量角度大，φ55mm系列，4mm量程最大達鏡面± 48° ，8mm量程± 33° ；φ82mm鏡頭達到鏡面
± 60° 的設計角度，非鏡面表面± 88° ，均刷新記錄。 
 

背景干擾小，專利的分離通道光纖，解決困擾業界數十年的難題，比傳統光纖干擾減少50%以
上。 
 

規格覆蓋廣，目前已經覆蓋0.1~25mm量程，從量程0.05~50mm可以非標定制。最小直徑3.8mm。
一家供應商即可應對多種測量需求，應用和集成成本低。 
 

光強高，專利的棱鏡光譜儀的產品，線性度進步200%以上，光能利用率進步200%倍以上。另

外，同等情況下鏡頭口徑大採集的光能也多。 
 

多通道版本，一個控制器帶多個感測器鏡頭，比多個感測器成本大幅減少。

技術優勢 



光譜共焦控制器： 
使用多個棱鏡色散部件，較其它色散原理光能利用率高2
倍以上。線性度高2倍以上。        
雙層殼體雙重減震結構，光譜模組殼體由整塊金屬鏤空
而成，剛性和穩定性好，大幅度減少了機台工作時震動
影響以及外界熱傳導，機台運輸時減少感測器震動損壞
或失准，電磁遮罩性能好，散熱好。模組化的LED光源。
具有多通道版本節約控制器減少成本。  

光譜共焦光纖： 
專利技術光纖，進光出光獨立通道互不干擾，無需經常做干
擾消除動作； 
防呆設計金屬光纖連接器，不容易插錯，壽命長精度高； 
標配5m長不銹鋼護套，內加凱夫拉抗拉纖維光纖抗拉耐磨，

適合拖鏈； 
可以選耐高溫型號。 

NEW 
多通道版 

產品介紹 



應用案例 各種玻璃材料及多層玻璃厚度測量 



應用案例 玻璃平面度、輪廓、弧高測量 

 



應用案例 光學鏡片，藍玻璃等精密產品厚度測量 



應用案例 高亮面、多重反射光澤表面測量 

 

樣品號 判定 測量值um 單位 

高反射透明膠紙 合格 49.0698 um 
高反射透明膠紙 合格 49.0917 um 
高反射透明膠紙 合格 49.0532 um 
高反射透明膠紙 合格 49.0893 um 
高反射透明膠紙 合格 49.0203 um 
高反射透明膠紙 合格 49.0756 um 
高反射透明膠紙 合格 48.9667 um 
高反射透明膠紙 合格 49.0953 um 
高反射透明膠紙 合格 49.0605 um 
高反射透明膠紙 合格 49.0008 um 

極差= 0.1286 

透明膠紙表面相對於金屬表面的高度差同一個位置重複掃描測量10次結果 



· 

應用案例 晶片貼裝平面度，傾斜度檢測 



18.330um 

應用案例 銀漿、LTCC/MLCC濕膜、油墨厚度測量 

 



應用案例 透明膠水，三防漆厚度測量 



應用案例 晶圓矽片三維形貌、溝槽深度測量 

 



應用案例 晶圓，矽片平面度，厚度測量 

高精度掃描方式能夠穩定測量厚
度，不受材質表面圖案影響 



應用案例 太陽能光伏板膜厚、金線高度測量 



應用案例 汽車玻璃厚度曲率測量 

 

前後擋玻璃，天窗玻璃，車載玻璃等厚度曲率掃描測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