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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眼睛内部的结构的扫描控制照

明的系统和方法，具体而言，提供一种利用预先

确定的照明光束的扫描模式来加强眼睛结构的

照明的系统、装置和方法。进一步提供该系统、装

置和方法以获得眼睛的多个结构的加强的单个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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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提供眼睛的结构的加强照明的系统，所述系统包括：

a.用于提供照明束的照明光源；

b.扫描器，所述扫描器与所述照明光源光学相关联以用于扫描所述照明束；

c.控制系统，所述控制系统与所述照明光源和所述扫描器相关联；从而所述加强照明

的系统能够以下列模式将照明扫描模式中的照明束传输至眼睛的预先确定的区域；

d.第一预先确定的照明扫描束提供第一模式，所述第一模式具有预先确定的第一速率

和第一区域，从而所述加强照明的系统能够将第一预先确定的照明束扫描传输至眼睛的第

一区域；

e.第二预先确定的照明扫描束提供第二模式，所述第二模式具有预先确定的第二速率

和第二区域；从而所述加强照明的系统能够将第二预先确定的照明束扫描传输至眼睛的第

二区域；其中，第二速率或区域中的至少一个不同于第一速率或区域；

f.用于数字化捕获通过第一预先确定的照明扫描束产生的第一图像的装置；

g.用于数字化捕获通过第二预先确定的照明扫描束产生的第二图像的装置；以及

h.用于数字化捕获第一图像的装置和用于捕获第二图像的装置包括相同装置的不同

部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提供眼睛的结构的加强照明的系统，其中所述照明光源

为超辐射发光二极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提供眼睛的结构的加强照明的系统，其中所述照明光源

为激光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提供眼睛的结构的加强照明的系统，其中用于数字化捕

获第一图像和第二图像的装置为相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提供眼睛的结构的加强照明的系统，其中用于数字化捕

获第一图像的装置包括像素的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提供眼睛的结构的加强照明的系统，其中用于数字化捕

获第一图像的装置包括第一像素，用于数字化捕获第二图像的装置包括第二像素，从而第

一像素和第二像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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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内部的结构的扫描控制照明的系统和方法

[0001] 本申请是申请号为201180056915.9，申请日为2011年10月14日，发明名称为“眼睛

内部的结构的扫描控制照明的系统和方法”的中国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0002] 相关申请交叉引用

[0003] 本申请按照35U.S.C.§1.19(e)(1)要求2010年10月15日提交的美国临时申请序列

号61/455,178的优先权，该申请的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于此。

技术领域

[0004] 本发明涉及用于照明、获得眼睛内部的结构的图像，以及确定眼睛内部的结构的

形状和位置，具体而言，涉及眼睛的角膜、天然人体晶状体及相邻结构。更具体地，本发明涉

及这种结构的激光照明的可变控制扫描、采用精确校准的数码相机对被照明结构的图像的

受控和预先确定的数字化捕获，以及被照明结构的加强的数字合成图像的创建。

背景技术

[0005] 老花眼最经常表现为近视力缺陷，不能读取小号印刷字，尤其在约40-45岁的年纪

之后在昏暗的光线下。老花眼，或随着年纪的调节幅度的下降，与眼睛不能改变允许人改变

远和近之间的焦距的天然晶状体的形状有关，并且基本上发生在100％的人口中。调节幅度

已显示出在人生的第五个十年中随着年龄稳定地下降。

[0006] 每年有百万人发生白内障，或天然晶状体变得不透明和视觉暗淡的情况，并且采

用外科技术进行有效地治疗，例如30年前由Kelman开创的超声乳化白内障吸出术。虽然多

年来该技术已经得到改善，但眼外伤所涉及的安全性，尤其是受到粉碎硬性白内障所需的

超声波能量的角膜内皮细胞的安全性是不理想的；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受损角膜内皮细胞的

人，例如那些患有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症的人。此外，激光在白内障治疗中的使用有进一步的

问题。白内障散射光(包括激光)，因此可防止激光治疗光束具有所需的组织效果。此外，白

内障的光散射效应和其他浑浊化可使得在光学上难以确定晶状体的位置和形状。

[0007] 为白内障制定的治疗是去除乳白的人体晶状体并且采用人工晶状体(“IOL”)进行

替代。一般而言，IOL包括具有被称为触觉介面的塑料侧支柱的小塑料晶状体，以将晶状体

保持在眼睛内部的囊袋内的位置上。IOL的示例性类型包括单焦晶状体、为患者提供在远处

和阅读距离的多焦点视域的多焦IOL，以及为患者提供视觉调节的可调节IOL。许多IOL的灵

活特性使得它们能够被转动和/或折叠以插入晶状体囊。

[0008] 目前采用撕囊术和/囊切开手术来去除乳白的天然晶状体并且采用诸如IOL之类

的晶状体替代材料进行替代。撕囊术一般包括去除晶状体前囊膜的一部分并在晶状体囊中

创建孔或开口，该孔和开口至少部分地由撕裂动作造成。囊切开术一般包括切割晶状体囊，

而不撕裂或最小化撕裂晶状体囊。因此，为了去除乳白的天然晶状体材料，晶状体囊被打

开。存在若干已知的用于执行撕囊术和囊切开术的技术，包括Fugo等离子刀的使用。

[0009] 近来，已经开发和引进了用于治疗白内障、老花眼、执行囊切开术，以及用于分割

和去除天然晶状体材料的激光系统和方法。在共同转让的公开的专利申请U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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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3794、US  2007/0173795、US  2007/0185475、US  2010/0004641、US  2010/0004643、US 

2010/0022994、US  2010/002995、US  2010/0042079、WO  2007/084627，以及WO  2007/084694

中给出了此类创新的和新颖的系统和方法的示例，每个申请的全部公开内容通过引用结合

于此。在共同转让的美国专利申请12/840,818、12/831,859、12/831,845、12/831,783以及

12/842,870中给出了此类创新的和新颖的系统和方法的进一步的示例，每个申请的全部公

开内容通过引用结合于此。

[0010] 在白内障、老花眼的治疗中，眼睛的条件和眼睛的痛苦，尤其是在使用激光器用于

此类治疗时，确定眼睛结构的位置(相对于眼睛的其它结构和/或相对于诸如激光器之类的

任何治疗设备)，和眼睛结构的形状是必要的，以允许激光能量的精确应用来影响治疗。一

般而言，在做出此类确定时更准确和精确是有益的。此外，用于治疗医生观察的这些结构的

视觉图像可以是有益的并且可以改善任何手术的结果。因此，如在本说明书中所详细提供

的，本文提供对眼睛结构的照明的改进，该改进产生了改进的眼睛内部的结构的位置和形

状的确定以及那些结构的加强图像。

发明内容

[0011] 需要一种能够提供眼睛结构的加强图像并且能够提供那些结构的位置和形状的

系统和方法。除了其他方面，本发明通过提供对此类结构的控制光束照明来解决这些需要。

因此，此处提供一种用于眼睛结构的加强照明和用于捕获具有每个结构的最佳照明的那些

结构的单个合成图像的系统和方法。

[0012] 进一步需要图像捕获设备被良好地校准以能够产生眼睛结构的尺寸精确的图像。

需要此类校准来消除图像失真的源，诸如照明光束的角度和用于形成眼睛结构的合成图像

的图像捕获设备的图像平面之间的倾斜或图像捕获设备中的像差。此类的图像失真源在需

要较大景深的成像应用中是常见的，诸如对眼睛结构成像的本申请。

[0013] 因此，提供了一种用于加强多组件结构的组件的照明的方法，该方法包括：选择第

一预先确定的照明光扫描模式，所述第一预先确定的照明光扫描模式具有预先确定的速率

和扫描区域；选择第二预先确定的照明光扫描模式，所述第二预先确定的照明光扫描模式

具有预先确定的速率和扫描区域；其中，第二扫描速率或区域中的至少一个不同于第一扫

描速率或扫描区域；将第一扫描模式中的照明光束指向多组件结构的第一组件，由此创建

第一照明图像；将第二扫描模式中的照明光束指向多组件结构的第二组件，由此创建第二

照明图像；数字化捕获图像捕获设备的第一预先确定的部分上的第一照明图像；数字化捕

获图像捕获设备的第二预先确定的部分上的第二照明图像，其中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不

同；因此，通过图像捕获设备创建被照明组件的单个合成图像，而不需要将第一照明图像配

准到第二照明图像。

[0014] 进一步提供上述方法，在该方法中对于待扫描的组件优化至少一个预先确定的照

明光扫描模式中；第一组件为眼睛的角膜；第一组件为任何眼睛的天然晶状体；和/或所述

第二组件为眼睛的天然晶状体。

[0015] 进一步提供一种用于校准图像捕获设备的方法，使得包括眼睛中感兴趣的组件的

空间的三维容积中的每个点和图像捕获设备的二维图像平面之间存在已知的关系或映射。

该方法包括在使用图像捕获设备来产生眼睛中的结构的图像之前(或之后)向图像捕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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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呈现一个或多个校准目标的手段，此类校准目标一并包括多个具有在空间的容积中的已

知位置的唯一可识别对象的三维阵列或序列，在该空间的容积中眼睛将被成像。该方法进

一步包括采用图像捕获设备捕获一个或多个校准目标的图像并识别捕获图像中的某些或

所有的唯一可识别对象，以及记录某些或所有的唯一可识别对象在捕获图像中的位置的手

段。此外，该方法包括确定在校准目标中的唯一可识别对象的已知位置和在捕获图像中的

唯一可识别对象的记录位置之间的线性或非线性数学关系或映射的手段。再进一步，该方

法包括使用前述映射来减少或消除在图像捕获设备中或在相对于空间的容积的图像捕获

设备的几何布局中固有的图像失真的源的手段，在所述空间的容积中对象将被成像，例如，

眼睛内部的结构或校准目标，并因此产生基本上尺寸精确的图像。通过尺寸精确来表示除

单个整体比例因子之外，在通过图像捕获设备所捕获的图像中的实体(例如眼睛结构或部

分的眼睛结构)之间的距离基本上与在被成像的实际对象中的相同实体之间的对应距离相

同。

[0016] 仍进一步，提供一种用于提供多组件结构的组件的加强照明的系统，该系统具有：

用于提供照明光束的照明源；与用于扫描照明光束的照明光源光学相关联的扫描器；与光

源和扫描器相关联的控制系统；该控制系统包括：第一预先确定的照明光束扫描模式，该第

一预先确定的照明光束扫描模式具有预先确定的速率和扫描区域；第二预先确定的照明扫

描模式，该第二预先确定的照明扫描模式具有预先确定的速率和扫描区域；其中，第二扫描

速率或区域中的至少一个不同于第一扫描速率或区域；用于数字化捕获通过第一照明光束

扫描模式产生的第一图像的装置；用于数字化捕获通过第二照明激光束扫描模式产生的第

二图像的装置；并且，用于数字化捕获第一图像的装置和用于捕获第二图像的装置为相同

装置的不同部分。

[0017] 此外，提供一种用于眼睛结构的加强照明的系统，该系统具有：用于提供照明光束

的照明源；与用于扫描照明光束的照明源光学关联的扫描器；控制系统，该控制系统与照明

源和扫描器相关联；该控制系统包括：第一预先确定的照明扫描模式，该第一预先确定的照

明扫描模式具有预先确定的速率和扫描区域；第二预先确定的照明扫描模式，该第二预先

确定的照明扫描模式具有预先确定的速率和扫描区域；其中，第二扫描速率或区域中的至

少一个不同于第一扫描速率或区域；用于数字化捕获通过第一照明光束扫描模式产生的第

一图像的装置；用于数字化捕获通过第二照明光束扫描模式产生的第二图像的装置；并且，

用于数字化捕获第一图像的装置和用于捕获第二图像的装置为相同装置的不同部分。

[0018] 仍进一步，提供一种用于加强眼睛结构的照明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预先确定的

速率和扫描区域在眼睛的角膜区域上扫描照明光束；以及，以预先确定的速率和区域在眼

睛的晶状体区域上扫描照明光束；其中角膜的照明不同于晶状体的照明。该方法可进一步

使得角膜和晶状体的照明分别是最优的。

[0019]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认识到，基于在这些说明书和附图中所陈述的教示，存

在各种实施方案和这些教示的实施以实现本发明。因此，在该发明内容中的实施方案并没

有意图以任何方式限制这些教示。

附图说明

[0020] 图1A至1D为本发明的眼睛结构的相同激光扫描照明的四个不同的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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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2为眼睛的瞳孔的示意图。

[0022] 图3至图5为通过本发明获得的眼睛的单个合成图像。

[0023] 图6为基于通过本发明获得的加强图像的可指向眼睛的治疗激光照射模式的图

示。

[0024] 图7A示意性地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用于校准对象(例如眼睛)的图像的系统的一

部分。

[0025] 图7B示意性地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图7A的系统的第二部分。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一般而言，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提供眼睛的加强激光扫描照明的方法和系统，以

提供眼睛结构的改进图像，具体而言，为角膜和天然晶状体的改进图像。本发明进一步涉及

一种利用加强激光扫描照明来确定角膜和晶状体的形状和位置并且提供那些结构的加强

图像的系统和方法。

[0027] 一般而言，本发明使用光束和扫描器来照明眼睛结构。光束可通过非相干光源或

激光源来产生。在US  2007/0173794、US  2007/0173795、US  2007/0185475、US  2010/

0004641、US  2010/0004643、US  2010/0022994、US  2010/002995、US  2010/0042079、WO 

2007/084627以及WO  2007/084694中公开了可用于照明的激光束和扫描器系统的示例。在

共同转让的美国专利申请12/840,818、12/831,859、12/831,845、12/831,783以及12/842,

870中给出了此类激光束和扫描器系统的进一步示例。在使用激光源的情况下，照明激光应

当是人眼安全激光。因此，照明激光可以是不同于治疗激光的激光，或者照明激光可以是治

疗激光，但是功率水平低于激光可影响被照明结构的阈值。在使用非相干光源的情况下，在

之前提及的US  2007/0173794、US  2007/0173795、US  2007/0185475、US  2010/0004641、US 

2010/0004643、US  2010/0022994、US  2010/002995、US  2010/0042079、WO  2007/084627、WO 

2007/084694、美国专利申请12/840 ,818、12/831 ,859、12/831 ,845、12/831 ,783以及12/

842,870中所公开的激光束和扫描器系统可适合于包括这样的用于代替激光源进行照明的

非相干光源。

[0028] 在传统的照明技术中，一次性照明所有的结构并且捕获这些被照明结构的图像

(例如采用数码相机)；眼睛的图像在不同的区域中和不同结构上过度曝光或曝光不足。因

此，采用这些传统技术，人们相信，在单个图像中通常眼睛的多个结构的均匀照明地清晰且

锐利的图像如果不是无法获得，就是难以获得的。替代地，此类传统图像具有过度曝光或曝

光不足的区域，其导致了有害地影响整体图像的清晰度和锐度的亮点和暗点。这些有害的

影响部分取决于眼睛的不同结构对照明光的不同反应。因此，最适合捕获例如晶状体的前

表面的图像的照明光可能不是最适合捕获角膜的外围边缘的。然而，在这种“一个照明源适

合”所有类型的技术中，在单个图像中使照明适合眼睛的所有结构是毫无办法的，或至少这

是极其困难的。

[0029] 为了解决传统照明和图像捕获系统的这些缺点，本发明扫描待被照明的眼睛结构

上的照明光束。基于待被照明的眼睛结构、待被照明的那个结构的截面，以及瞳孔的相对位

置和大小，预先确定扫描速率和扫描区域。由于照明光束沿着待被照明的眼睛的特定结构

的截面扫描，因此通过预先确定的像素或图像捕获设备(例如数码相机)上的线来捕获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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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扫描的照明图像。当眼睛中的额外结构被扫描时，其他的预先确定的像素，或数码相机

上的线捕获它们的照明图像。以这种方式，基于每个单独结构的每个单独扫描，建立被照明

的眼睛结构的合成图像，并且每个结构具有最佳的照明。因此，本系统提供了具有预先确定

和预先选择的多个且不同的组成部分、子结构，或多组件结构的结构(例如人眼)的照明，以

及产生在多组件结构中所有那些组件的单个、清晰和锐利的图像的能力。图像可在单个程

序(多个照明扫描的串行集合)中实时产生，而不需要后续或以后对图像进行数字修改或数

字加强(例如通过使用以商标PHOTOSHOP出售的软件)。因此，例如在本系统和方法中确定瞳

孔的大小。在角膜的特定区域上执行光的扫描。该扫描优选以大约12-13mm的长度并且以基

于相机的设置适合且优选最佳地照明角膜的速率进行。例如，将通过在例如相机的行X至X+

250处的像素捕获来自该第一扫描的照明图像。然后，将执行眼睛的晶状体的前表面的特定

区域的扫描(优选该区域直接在角膜区域的前面，并因此获得结构的截面)。为了避免来自

瞳孔的干扰，该扫描以约7至7.5mm并且以基于相机的设置适合且优选最佳地照明晶状体的

前囊的速率进行。例如，将通过在例如行X+252至X+300处的像素捕获该第二扫描的照明图

像。以这种方式，可在单个图像中捕获角膜和晶状体的前囊的扫描图像两者，并且每个都具

有不同的且最佳的照明。将在相机的更多行上继续扫描和捕获图像的步骤直到眼睛的所有

所需结构已被捕获在单个图像中。此外，应当理解，对于不同的应用可改变在相机的行上的

扫描的顺序和捕获的位置。另外，可通过激光器或通过超辐射发光二极管(SLD)产生用于扫

描的光束。使用SLD的有益之处在于，SLD是非相干源，避免了降低图像质量的激光散斑。

[0030] 翻到图1A至1D，存在从照明光的扫描图像的不同角度的四个视图以创建眼睛120

结构的区域的单个合成图像100。因此，在这些附图中示出了角膜121和天然晶状体122，天

然晶状体122具有前囊123和后囊124。图中还示出了图像窗口125，图像窗口125可以是照明

系统(例如患者界面的一部分)。在这些附图中示出了代表用于照明眼睛结构的扫描照明光

束的射线130。如从图像位置100可看出的，这些图显示了相同扫描、图像和眼睛结构但从不

同视角(例如，如果一个使用时钟的面作为参考，则为12、3、6和9点)的不同透视图。

[0031] 图2示出了眼睛的截面200，具有与瞳孔的边缘同心定位的计算机产生的线201。该

线201可用于确定放大的瞳孔的直径，之后，该放大的瞳孔的直径可用于确定并优化定位在

瞳孔后方的结构的特定照明扫描的长度。

[0032] 图3提供了利用扫描光照明获得的眼睛结构的单个图像310，每个扫描具有不同的

扫描速率和扫描区域，该速率和区域是预先确定的用以优化所获得的图像。因此，这里示出

了角膜300、晶状体301，以及晶状体前囊302和后囊303。翻到图4，示出了与图3相同的图像

310，位置和形状测定线已经经由计算机添加至其中。因此，线401沿着角膜的前表面并且具

有多个点，为了说明和简化附图的目的，将多个点中的点401a、401b和401c编号。线402沿着

角膜的后表面并且具有多个点，为了说明和简化附图的目的，将多个点中的点402a、402b和

402c编号。线403沿着晶状体前囊并且具有多个点，为了说明和简化附图的目的，将多个点

中的点403a、403b和403c编号。线404沿着晶状体后囊并且具有多个点，为了说明和简化附

图的目的，将多个点中的点404a、404b和404c编号。这些基于从光扫描照明获得的加强图像

产生的各个计算机产生的点和线被用于确定晶状体和角膜的位置和形状。之后，该位置和

形状信息可用于确定激光治疗的照射模式，例如图6所示的照射模式。

[0033] 扫描照明技术具有获得角膜的外围边缘(即仍清晰但毗邻巩膜的角膜的外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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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晰且锐利的图像的能力。例如在白内障手术期间，获得角膜的该部分的清晰图像，以及

获得角膜的该部分的精确位置和形状是有利的。这是制造切口以提供到晶状体的入口的眼

睛的该截面。因为角膜的该区域是清晰的，获得精确确定该区域的位置和形状所必需的图

像的清晰度和锐度对传统技术(例如OCT)来说是困难的。此外，扫描照明技术加强了前囊和

后囊的细节并且能够通过深度白内障对后囊成像。

[0034] 为了校正之前参照图1A-1D和2-6描述的系统和方法所产生的图像，可采用校准程

序。如图7A-7B所示，校准系统100包括图像捕获设备102(例如照相机)，图像捕获设备102包

括成像透镜104和具有相对于透镜104的光轴A成角度的平面的平面检测器106。图像接收孔

径108以对象容积110为目标，其包含图像捕获设备102形成图像的对象。这样的具有在透镜

104的光轴A和检测器106的平面之间的适当选择的角度的布置允许图像捕获设备102形成

具有在z方向的较大深度的焦点的图像，该z方向与图7B所示的眼睛120的晶状体的光轴对

齐。

[0035] 参照图7A，为了校准系统，将包含唯一可识别对象(例如方块1、2、…)的一个或多

个目标呈现给(通常按顺序地)图像捕获设备102。目标为仔细制造并且被精确地放置在已

知位置上。这种唯一可识别对象的一个示例为“增强现实标签(Augmented  Reality  Tags)”

中所描述的AR标签，增强现实：实用指南，Stephen  Cawood和Mark  Fiala。

[0036] 针对每个目标产生一个或多个图像。将在平面检测器106处形成的图像发送至处

理器112，其中处理器112分析每个图像并识别图像中的一些或所有的唯一可识别对象，并

将唯一可识别对象的位置记录在存储器114中。之后，将所记录的位置发送至处理器116，处

理器116生成在目标的图像中的唯一可识别对象的位置和对象容积内的唯一可识别对象的

精确已知位置之间的线性或非线性数学关系或映射。这样的映射的示例为TSAI算法。

R.Y.Tsai的用于3D机器视觉的有效且精确的相机校准技术(“An  Efficient  and  Accurate 

Camera  Calibration  Technique  for  3D  Machine  Vision”)，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的

IEEE会议论文集，迈阿密海滩，佛罗里达，第364-374页，1986。

[0037] 映射存储在存储器118中并且用于校正由图像捕获设备产生的原始图像，以在对

象容积内产生对象的尺寸精确的图像。唯一可识别对象的使用大大地简化了产生创建尺寸

精确的图像所需的数学映射的过程。

[0038] 以上确定的映射用于处理眼睛内部的结构的原始图像，例如图7B的角膜和晶状体

的表面和其他特征。如图7B所示的，图像捕获设备102形成眼睛120内的结构的原始图像，该

原始图像位于对象容积122中并且通过照明眼睛120的纵向截面的光B的平面来照明。在图

7B中，纵向截面垂直于页面的平面。被照明的纵向截面的原始图像受制于各种失真源，包

括：图像捕获设备透镜的光轴和z轴之间的视角、检测器平面到透镜的光轴的角度，以及图

像捕获设备透镜中的光学像差。因此，对象容积122的原始图像被存储在存储器124中并被

发送至处理器126。利用来自存储器118的校正的数学映射，处理器126处理从存储器124接

收的原始图像，以形成存储在存储器128中的眼睛的基本上尺寸精确的图像。

[0039] 换句话说，除总体比例因子之外，在处理的图像上测量的结构或部分的结构之间

的距离对应于在被照明的眼睛的纵向截面中的对应距离。

[0040] 尺寸精确的图像允许将用于白内障治疗的激光能量的应用精确地使用于眼睛内

部的特定区域，例如执行囊切开术或使晶状体碎成在白内障手术中更容易移除的碎片。

说　明　书 6/7 页

8

CN 106974614 B

8



[0041] 通过以上提及的对改进的照明和校准的讨论，可以预期，这种技术可应用于各种

成像和光束布置系统。同时描述了这种系统的一个示例。例如，预期将改进的照明和校准应

用于使用共焦系统的系统，在共焦系统中成像和光束传输系统是共轴的并且共享共同的焦

点和光路。这种系统在眼睛的成像和激光照射传输之间将没有系统错误，例如飞秒脉冲。成

像系统可基于Scheimpflug原理，以便捕获导致景深加强的从前角膜到后囊的单个图像。扫

描激光是这样的：其提高了在重要界面处的对比度，并且因此允许前囊碎片和后囊碎片因

本发明的更精确的光束布置而更接近后方。扫描光束相机和光学器件将用于提供较高的对

比度噪声比。这种成像系统将使用根据射线追踪的三维重建，并因此避免了多个扫描的二

维拼接。

[0042] 根据以上描述，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容易地确定本发明的本质特征，并且不背离

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可做出对本发明的各种改变和/或修改以适应于各种用途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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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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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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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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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A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15

CN 106974614 B

15



图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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