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炬光科技保 留所有权 利。为 保证产品 的卓 越品质和可 靠性，产 品规格 和描述可 能随 时更新，恕 不另行通 知。所 有产品均 提供 有限质量保 证。请与 我们的销 售代表 联系 获取详细信 息。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丈八六路56号 陕西省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产业园

电话: 029 8188 9945   |   邮箱: sales@focuslight.com   |   网站: https://www.focuslight.com

DMS VCSEL光源
AT02 系列

• 车规级光学匀化片 

• 大视场角到160°可选

• 标准封装结构3535

• DMS车内监控系统                      

• 面部识别

• 照明                      

• 3D感知

注:  结构图仅供参考。如有其他特殊要求，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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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 (暂定)

产品代码 (典型定制方案)

产品型号 1 FL-AT02-5-940-HxV FL-AT02-3-940-HxV FL-AT02Pro-3-940-HxV

测试条件
300µs, 300Hz, 

9% DC, 25°C

300µs, 300Hz, 

9% DC, 25°C

300µs, 300Hz, 

9% DC, 25°C

光学参数 单位 值

中心波长 λ nm 940 940 940

输出功率2 W >4 >2.5 >2.5

FOV @ FWHM (典型值，水平x垂直) °

120 x 20 / 

120 x 60 (平顶),

60 x 45 (Cos-2)

120 x 20 / 

120 x 60 (平顶),

60 x 45 (Cos-2)

160 x 120 (平顶)

光谱宽度FWHM nm <3 <3 <3

波长偏移系数 nm /°C 0.08 0.08 0.08

电学参数

阈值电流Ith A <0.7 <0.32 <0.7

额定电流 Iop A 6 3.8 6

正向电压Vop V <2.5 <2.5 <2.5

斜率效率 W/A >0.8 >0.8 >0.8

功率转换效率 % 32% 32% 32%

PD参数

PD 正向电压 V 0.5-1.3 0.5-1.3 0.5-1.3

PD 反向击穿电压 V 35 35 35

PD 反向暗电流 nA 2-10 2-10 2-10

PD 结电容 pF 2-10 2-10 2-10

PD 峰值感应波长 nm 940 940 940

其他

工作温度 °C -40~105 -40~105 -40~105

1 产品型号 = 品牌 - 系列 - 功率 - 质心波长 - FOV (水平x垂直)。
2 请避免在结露条件下使用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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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 (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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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V 160°x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