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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建筑玻璃行业目前测量使用的玻璃光学性能的计

算软件主要有 Optic5 、Window 5 及美国 PerkinElmer 公司

的 ASSP Software（包括建筑玻璃、防护玻璃、色度、雾度

等模块）等。

所采用的主流仪器以美国PerkinElmer公司（以下简称PE公

司）的为主。做为美国宇航局首席光谱仪器供应商，在南极

上空监测臭氧洞大小的星载紫外 /可见 /近红外分光光度计就

是 PerkinElmer 公司的！

美国PerkinElmer公司的Spectrum100光学中红外，Lambda

系列紫外 / 可见 / 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由于产品在设计理念、部件选用、丰富的附件和精湛的制作

工艺，使上一代的 Lamda900及 Lamda800在中国光学行业

和其他高端紫外 /可见（/ 近红外）分光光度计市场上已多达

200多家！占据了光学高端市场的90%以上！PPG/圣戈班 /

耀华 / 福耀 / 皮尔金顿等著名玻璃厂商均为美国PerkinElmer

公司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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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ISO 9050、EN410、JIS R3106、EN673

和 EN12898 等先进国际标准接轨的

玻璃光学性能测量方案

Lamda750 及 950紫外 /可见 / 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全新的Lamda650和Lamda850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

以及Lamda750和Lamda950紫外 /可见 /近红外分光光

度计！光谱范围175~3300 nm，采用顶级硬件。匹配各

种反射附件。满足玻璃行业的光学测试性能要求。如紫

外、可见的透射和反射比，以及太阳能吸收比等。样品

尺寸无限制。

其专用积分球（60mm及150mm，聚四氟乙烯涂层，R955

光电倍增管检测器）,进行玻璃样品膜面和非膜面的的透

射和反射测量，并可按照ASTM 1003-92 进行雾度测量。

PerkinElmer公司的变角定向反射附件是基于欧盟资助的

THERMES项目的推荐，开发并商品化的一种配套工具，

它为先进的的镀膜玻璃产品的发射率测量方法按照

EN673和EN12898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这套工

具的所有光学元件都由密封罩保护而不会受到损坏和污

染。同时还提供一套测量与标定的参照标准以保证可追

溯到国际标准。还包括计算软件。

目前市场上惟一可用的工具，它可无损地、精确测量

建筑玻璃成品的红外反射率

PerkinElmer 整张成品玻璃反射测量附件与最新的

Spectrum100 FTIR 红外配套使用

国外玻璃行业的巨头们已纷纷配置

2

软件控制的可变角度的通用反射附件(URA)

国际最新流行趋势

1. 新型附件层出不穷

对于定向的反射系数和传输率的测量，需要在同一样品

上以不同的入射角进行多次扫描，自动化是最好的。

PerkinElmer 公司的 URA 及变角定向反射附件，与

Lambda950配套，是镀膜行业的光学定性极有价值的测

量附件工具。同时也提供了多层镀膜的各层厚度与光学

参数的测量方法。



2. 特种玻璃的测试需求大增

2.1 太阳能热水器用特种玻璃管

国内太阳能热水器所用吸收太阳能的玻璃管，是由清华

大学的殷志强教授在70年代末研制的，行业的标准是在

PE 的 Lambda9 上完成的。可以不破坏成品管体，实测

出太阳能热水器用特种玻璃管的光学性能。代表着国际

上最权威的测量方向。

2.2 电可控光线透过率功能的特种镀膜玻璃

镀膜平板玻璃产品的功能是静态的，而目前已衍生出由

镀膜平板玻璃构成的电可控产品，即动态产品。采用液

晶或电致变色材料，利用电来控制它们的光谱透过率和

反射率。

1981年，美国人弗格森在上届上首个采用嵌入了液晶滴

的聚合体箔来控制光线的透过率。即著名的相列曲线对

齐相（NCAP）膜。

这种玻璃的用于：观察屏的玻璃窗户、临时分隔房间的

玻璃墙、防盗玻璃等。

几年前市场上就有商品化的产品。如圣戈班的

"Privalite"，结构功能图及使用效果图如下：

2.3  石英光纤玻璃中杂志羟基含量的测定

OH-离子是光纤损耗增加的重要来源，其吸收的特征波长

在1.39μm及2.73μm处，正好位于通讯窗口内，通过

控制英光纤玻璃中杂志羟基含量，可以达到控制石英玻璃

杂质的目的。在国内已有多家用户PerkinElmer公司的仪

器，采用专门的定量程序和附件进行测定。

总之，国内的同行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采用与

国际上的金标仪器，从而实现与 ISO 9050、EN410、JIS

R3106、EN673和EN12898等先进国际标准接轨的玻璃

光学性能测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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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也有同类的样品问世，并已采用 PerkinElmer

公司的Lambda950及配套150mm的积分球进行了透过

率及雾度等的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