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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种透视图像显示系统，该透视图像

显示系统具有高达4K的高分辨率、超过60度的宽

视野(FOV)和小形状系数。用于该显示器的光学

器件包括光学元件，该光学元件包括全息图元

件、DOE、透镜和具有自由形状表面的镜子。该显

示系统适用于可穿戴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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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透视显示系统，包括：

(一个或多个)光源，其具有来自激光器、LED和OLED的组的(一个或多个)发光设备，以

及

显示设备，其控制来自所述(一个或多个)光源的光以投射光束以形成来自LCD、LCOS、

微镜、微型快门、OLED和激光束扫描仪的组的图像，以及

透视光学元件，其来自观看者前方的全息光学元件(HOE)和衍射光学元件(DOE)的组，

以及

投射光学器件，其具有具有至少一个自由形状表面的至少一个镜子和至少一个透镜

其中所述投射光学器件将来自所述显示设备的光束投射到所述透视光学元件，使得所

投射的光束的最小水平宽度的位置比所投射的光束的最小垂直宽度的位置更靠近所述透

视光学元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视显示系统，其中：

包括显示设备、透镜和镜子的所述投射光学器件嵌入在眼镜的镜架中，并且图像通过

空气从所述投射光学器件投射到观看者前方的所述透视光学元件。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视显示系统，其中：

所述投射光学器件在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之间具有朝向所述透视光学元件的不同聚

焦距离。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视显示系统，其中：

具有一个自由形状表面的一个透镜是具有旋转不对称表面的透镜。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视显示系统，其中：

具有一个自由形状表面的一个透镜是非球面透镜，其同轴对称轴偏移。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视显示系统，其中：

投射光学器件的镜子是自由形状表面。

7.一种透视显示系统，包括：

光源具有至少三个中心波长，以利用具有至少三个中心波长的光进行照明。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视显示系统，其中：

所述光源包含来自激光激活的荧光粉和具有二次谐波生成的激光器的组的设备。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视显示系统，其中：

所述透视光学元件具有从光致变色材料、电致变色材料和液晶的组中选择的层，所述

层改变光透射。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视显示系统，其中：

所述透视光学元件具有UV保护层，使得所述光学元件不会被UV光所劣化。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视显示系统，进一步包括：

用于驱动所述显示设备的电路具有存储器校正系统，使得可以电子地校正图像失真和

颜色失聚。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视显示系统，其中：

所述投射光学器件具有从LCD、模拟微镜阵列和电光材料的组中选择的自适应透镜，所

述自适应透镜可以改变焦距。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视显示系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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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投射光学器件具有从微镜、压电振荡漫射器和多层漫射器的组中选择的斑点去除

设备。

1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视显示系统，进一步包括：

用于驱动所述显示设备的电路具有噪声消除系统，使得通过添加反向噪声信号由所述

透视光学元件的不期望衍射来产生光学噪声。

15.一种制造全息光学元件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提供一组多色激光光源，以及

将所述多色激光束组合成单个光束，以及

将所组合的多色光束分成两个光束，以及

用具有自由形状表面的镜子反射所分离的光束之一，从而产生所需的光波前相位并曝

露所述全息图元件的第一表面，以及

对另一个所分离的光束进行准直并曝露所述全息图元件的第二表面。

16.一种制造全息光学元件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提供一组多色激光光源，以及

将多色激光束组合成单个光束，以及

将所组合的多色光束分成两个光束，以及

用具有自由形状表面的球反射所分离的光束之一，从而产生所需的光波前相位并曝露

所述全息图元件的第一表面，以及

对另一个所分离的光束进行准直并曝露所述全息图元件的第二表面。

17.一种制造全息光学元件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提供一组多色激光光源，以及

将多色激光束组合成单个光束，以及

将所组合的多色光束分成两个光束，以及

通过具有自由形状表面的透镜传送所分离的光束之一，从而产生所需的光波前相位并

曝露所述全息图元件的第一表面，以及

对另一个所分离的光束进行准直并曝露所述全息图元件的第二表面。

18.一种制造全息光学元件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提供一组多色激光光源，以及

将多色的激光束组合成单个光束，以及

将所组合的多色光束分成两个光束，以及

通过光学系统改变所分离的光束之一的波前相位，从而产生所需的光波前相位并曝露

所述全息图元件的第一表面，以及

对另一个所分离的光束进行准直并通过附着到到所述全息图元件的第二表面的棱镜

来曝露所述第二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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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显示设备的光学系统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本申请是要求2016年6月21日提交的先前提交的美国临时申请62/493,082的权益的非

临时申请(Non-provisional  Application)。本申请还是2014年6月23日提交的专利申请

PCT/US2014//000153的部分继续申请(CIP)，专利申请PCT/US2014//000153是2013年6月27

日提交的美国临时申请61/957,258的非临时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将图像投射到衍射光学元件，使得能够以高分辨率和宽视野

实现透视显示的显示系统。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一种适用于具有非常小的形状系数(form 

factor)的可穿戴显示器的显示器。

背景技术

[0003] 近年来，可穿戴显示器在智能电话变得流行之后受到广泛的关注，并被市场很好

地接受。可穿戴显示器提供免提操作的益处，以及以与常规视线相同的距离向穿戴该显示

器的人示出图像。因为这些优势，存在对可穿戴显示器的巨大需要。然而，诸如头戴式显示

器、平视显示器和眼镜型显示器之类的传统近眼显示器未向观看者提供令人满意的可穿戴

显示器解决方案，这是因为这些传统显示器通常太重、太大且太暗。此外，这些传统的可穿

戴显示器常常具有低分辨率，并且它们中的许多都不提供透视视图，并且大多数都很昂贵

且仅可以显示小尺寸的图像。因此，存在对于提供轻、小、亮、具有带透视观看光路的高分辨

率的可穿戴显示设备的迫切需要。进一步地，期望新的可穿戴设备是廉价的，其可以显示大

图像，并且可以以隐秘的方式来穿戴，而不被其他人检测到该人正在穿戴这种可穿戴设备。

[0004] 如图1和图1A中所示，Kasai等人在专利US7460286中公开了作为一种类型的显示

系统的眼镜，其利用全息光学元件来实现提供透视能力的光学器件。该显示系统沿垂直方

向以来自显示设备的法线方向针对LCD显示器的表面投射图像，以投射包含被引入光波导

中并朝向观看者的眼睛反射的图像的光。然而，由于波导的使用，视野和分辨率非常有限。

[0005] 如图2和图2A中所示，Mukawa等人在SID  2008文摘ISSN/008-0966X/08/3901-0089

中的“A  Full  Color  Eyewear  Display  using  Holographic  Planar  Waveguides”公开了

作为一种类型的显示系统的另一个眼镜，其利用两块全息光学元件板来实现透视能力。同

样，这种类型的眼镜还使用波导，该波导限制了图像的分辨率和视野。

[0006] 如图3中所示，Levola在SID  2006文摘ISSN0006-64·SID  06  DIGEST0966X/06/

3701-0064中的题为“Novel  Diffractive  Optical  Components  For  Near  to  Eye 

Displays”公开了通过将LCD设备定位于两只眼睛的中间来实现的另一个显示系统。然而，

这种显示系统需要大的突出空间，这增大了形状系数，从而使得该设备作为可穿戴显示系

统太大且不方便。上述三种类型的显示器使用全息光学元件(HOE)或衍射光学元件(DOE)，

并且所有这些光学显示器都具有大的色度像差、颜色串扰、大的场曲率像差和畸变像差的

基本困难。Mukawa等人解释了如何使用多个波导来减少颜色串扰，这使得系统更重和更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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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进一步地降低了光利用效率。Kasai等人使用单个HOE，其提高了光利用效率，然后其他

像差仍然存在，并且FOB(视野)必须很小以使得这些像差将不会很明显。由于这些困难，存

在提供新的和改进的可穿戴显示系统的迫切需要，使得可以消除上面所讨论的问题和限

制。

[0007] 如图4和图4A中所示，Li等人在专利US7369317中公开了一种可附着到眼镜的紧凑

的显示器和相机模块。该眼镜需要厚的PBS(偏振分束器)，并且FOB(视野)相当小。附加地，

由于显示器的存在非常明显，因此该眼镜并不隐秘。

[0008] 诸如图1和图2中中所示的示例已经成功地向公众证明：通过使用全息图元件

(holograms)和波导，具有透视图像的可穿戴显示器是可能的。然而，由于视野和分辨率的

大小，这些系统具有有限的实用性。为了实现超过60度的超大视野和超过100万像素的高分

辨率，有必要提供新的创新系统。本发明的一个观点是提供新的系统和设计，其实现了超过

60度的视角和从100万到800万像素的高分辨率，诸如4K显示器。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一个目标是提供一种透视近眼显示器，其具有眼镜的全尺寸的视野。本

发明的另一个目标是向可穿戴显示系统提供该系统的非常紧凑的光学器件和电子器件，该

光学器件和电子器件可以嵌入眼镜的镜架中，如将在本发明的不同实施例中进一步说明的

那样。具体地，本发明公开了诸如LCOS、LCD或DMD之类的用于将图像从眼镜的镜架投射到眼

镜的镜片的显示设备。如在不同实施例中所示的那样，本发明利用了眼镜和人眼的几何配

置，其中将图像从眼镜的镜架投射到其眼睛镜片并反射到人眼。此外，为了保持外部场景的

可见性，使用了全息图元件。全息图元件仅可以反射指定窄带宽的光，并且其余的光可以通

过。由于全息图元件的该窄带选择性，它将反射具有指定带宽的图像光，并且该图像被叠加

到外部图像上，使得观看者可以透过眼镜看到。与图1和图2中所示的传统显示系统不同，图

像光直接从眼镜的镜架投射而不通过波导。这种布置允许比使用波导的光学投射的投射面

积大得多的投射面积。因此，本发明的可穿戴显示设备使观看者能够以改进的分辨率看见

更大的视野。附加地，抵消了由可穿戴设备的倾斜投射引起的大像差(诸如，像散

(Astigmatic)和逗点(Comma))，以实现高分辨率。在本发明中，除了使用自由形状(free-

form)的透镜和镜子之外，还通过同时组合几何光学器件和波光学器件来利用以新开发的

技术实现的混合光学配置，解决了这些像差问题。

[0010] 在图19和图22中示出了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其包含两个自由形状的透镜

(1904和1906)、镜子(1905)和全息图元件(1902)。具体地，图19、图22示出了该系统可以如

何作为可穿戴显示设备而被安装在人脸周围，其中自由形状的透镜被定义为具有计算机生

成的表面的透镜，该计算机生成的表面不一定具有旋转对称性。

[0011] 为了增加分辨率并使失真最小化，可以添加另一个透镜，如图20中所示。该实施例

包括三个自由形状的透镜(2005、2006和2007)、自由形状的镜子(2004)和全息图元件

(2002)。

[0012] 图21中图示了本发明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例，其中三个自由形状的透镜用于增加

视野。该示例性实施例示出了在不牺牲分辨率且没有失真的情况下具有67度视野的可穿戴

显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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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如Kasai在与US7460286有关的其公开技术报告中所示的现有技术的图像显

示系统的横截面图。图1A是成功演示了透视能力的实际样品的照片。

[0014] 图2和图2A是Mukawa等人在SID  2008文摘ISSN/008-0966X/08/3901-0089，“A 

Full  Color  Eyewear  Display  using  Holographic  Planar  Waveguides”中所示的可穿戴

显示设备，其中图2A演示了透视能力。

[0015] 图3是Levola在SID  2006文摘ISSN0006-64·SID  06DIGEST  0966X/06/3701-

0064，“Novel  Diffractive  Optical  Components  For  Near  to  Eye  Displays”处报告的

现有技术公开的另一个示例。

[0016] 图4示出了具有透视能力的可穿戴显示器的另一个现有技术公开，该可穿戴显示

器具有专利US7369317中描述的显示器和相机两者。图4A是使用类似光学配置的示例。

[0017] 图5和图6是具有镜架的眼镜的示例性实施例，该镜架足够大以嵌入本发明的所有

光学器件和电子器件，使得显示器的存在不引人注目。

[0018] 图7图示了本发明的光路，其中来自眼镜的镜架的包含图像(7102)的投射光被朝

向眼睛的瞳孔(7105)反射，并且该光被聚焦到视网膜(7107)上，以便在一定距离处在全息

图元件的正面生成图像(7104)。

[0019] 图8示出了另一实施例的光路，其中基本上平行的光线(8102)被投射到全息图元

件(8103)并被反射到眼睛的瞳孔(8105)中，因此全息图元件充当了具有全息图元件与瞳孔

之间的距离(8109)的焦距的凹面镜，该距离被确定为全息镜的焦距。

[0020] 图9示出了将平行于镜轴(9104)的入射光线(9101)反射到单个焦点(9103)中的凹

面镜(9102)，其中镜子(9102)的表面是球面或非球面。

[0021] 图10示出了将入射光线(10101)以从镜轴倾斜的方向反射到单个焦点(10103)中

的凹面镜(10102)，其中该镜子(10102)的表面是自由形状的以会聚在单个焦点(10103)处，

并且焦距(f3)可以与先前示例的焦距(f1)作同样的调整。

[0022] 图11图示了将入射光线(11101)以从水平轴倾斜的方向反射到水平轴上的单个焦

点(11103)中的凹面镜(11102)，其中该镜子(11102)的表面是自由形状的以会聚在单个焦

点(11103)处，并且焦距(f3)可以与先前示例的焦距(f1)作同样的调整。

[0023] 图12图示了将入射光线(12101)以从水平轴倾斜的方向反射到水平轴上的单个焦

点(12103)中的全息图元件(12102)，其中该全息图元件(12102)的表面是平坦的以会聚在

水平轴上的单个焦点(12103)，并且焦距(f4)可以与先前示例的焦距(f1)作同样的调整。由

于全息图元件的非常窄的波段选择性，因此只有指定带宽的光将被反射，并且大部分光将

通过，从而创建透视眼镜显示器。

[0024] 图13示出了位于焦距(13103)右侧处的对象(13101)，并且在全息镜(13104)的右

侧处产生图像，由于该图像位于焦点之外，因此该图像是眼睛不可见的。

[0025] 图14示出了当对象(14101)位于焦距(14103)的左侧处时在一定距离处创建了图

像(即使存在眼镜的短焦距全息图元件)，该图像是在全息镜(14104)的左侧处创建的并且

对眼睛来说是可见的，这是因为图像的位置可以在焦点中，该图教导了位于全息图元件(眼

镜，14102)与全息图元件的焦点之间的对象是可见的，以供穿戴该眼镜的人观看。

[0026] 图15图示了为什么实体对象不能处于眼镜(15120)与人眼(15125)之间的原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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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当在眼镜与眼睛之间创建真实图像(15127)时会导致在距离(15129)处创建虚拟图

像(15122)。

[0027] 图16示出了眼球运动的效果，其中当眼睛沿倾斜方向(16130)观看图像时，眼球和

瞳孔(16131)朝向对象移动。

[0028] 图17指示了主光线应当在眼球中心处而不是在瞳孔表面交叉。这意味着全息图元

件的焦点应当位于眼球的中心(17131)处。

[0029] 图18示出了作为本发明另一个示例性实施例的简易的双透镜系统，其适合高达1K

的分辨率，其中中继透镜(1806)接收来自显示器(1801)的光并传递到镜子(1805)，并且光

束沿观看者的脸而弯曲被并投射到棱镜(1804)。棱镜产生了像差以补偿全息图的像差。

[0030] 图19示出了本发明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例，其中使用了自由形状的透镜(1905、

1906和1907)和自由形状的镜子(1904)，并且实现该镜子以显着减小光学器件的厚度。与先

前两个透镜系统相比，这个三个透镜系统改进了分辨率。

[0031] 图20示出了本发明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例，该示例性实施例通过实现四个自由形

状的透镜(2005、2006、2007和2008)、自由形状的镜子(2004)和全息图元件(2002)，以提供

将视野增加到以对角线的67度(水平地60度)的具有2K分辨率的系统。该系统还减小了透镜

的宽度，这增加了实现制造小形状系数的产品的优势。

[0032] 图21示出了虚像(2102)的位置，其中眼镜显示器(2101)将图像光投射到眼睛，并

且到相反方向(2103)的图像光的外推线形成了平面上的虚像(2102)。

[0033] 图22示出了图18中所描述的光学器件的形状，该形状适合3D  CAD中的面部，以检

查如何使光学器件适合该面部并提供足够的间隙。

[0034] 图23示出了图19中所描述的光学器件的形状，该形状适合3D  CAD中的面部，以检

查如何使光学器件适合该面部并提供足够的间隙。

[0035] 图24示出了眼睛中心(2003)处人的头部(灰色区域2411)和由全息图元件(2002)

投射的光线(2409)的横截面图，其中光线与面部之间的间隙如(2410)所示。

[0036] 图25示出了通过使用准直激光束(25103)和反射激光束(25102)以及基本上为凹

面的自由形状的镜子(25105)来产生全息图(25101)的方法。

[0037] 图26示出了通过使用准直激光束(26103)和反射激光束(26102)以及基本上为凹

面的自由形状的镜子(26106)来产生全息图(26101)的另一个方法。

[0038] 图27示出了通过使用通过棱镜(27120)的准直激光束(27103)和透射激光束

(27121)以及基本上为凹面的自由形状的透镜(26106)来产生全息图(27101)的另一个方

法。棱镜是为了避免在保持全息图(27101)的基板的表面处产生TIR(全内反射)。

[0039] 图28示出了本发明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例，其中将具有水平横截面(28102)和垂

直横截面(28103)的激光束朝向全息图元件(28101)投射。该光束聚焦在切向(垂直)平面中

的位置(28104)处和矢向(水平)平面中的另一个位置(28105)处，这两个位置之间具有固定

的距离。

[0040] 图29示出了具有自由形状的表面(2902和2903)以及其中有光束通过的透镜区域

(2904)的自由形状的透镜(2901)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例。在本申请中，自由形状的表面被

定义为在透镜区域内不具有同轴对称轴的表面。

[0041] 图30示出了本发明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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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图31显示了本发明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例，其中眼镜3101和显示区域(3102)具有

可变光透射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以下各种实施例的详细描述说明了各种透视显示可穿戴设备，该透视显示可穿戴

设备具有在该设备中提供的多达4K(800万像素)的高分辨率和超过60度的大视野，该设备

具有非常小的形状系数从而适合于眼睛的镜架内部。

[0044] 图7示出了本发明的示例，其中在观看者的眼睛前生成如透视显示器那样的空中

的图像(即，虚像)。将包含图像的光线(7102)从侧面朝向眼镜窗格(pane)(7101)投射，并且

光学元件(7103)将光线反射到眼睛(7108)的瞳孔(7105)并聚焦到视网膜(7107)上。光学元

件(7103)必须以与对称镜面反射不同的任意方向来反射光线(7102)，以使光学元件保持较

薄。光学元件(7103)可以是全息图元件(HOE)或衍射光学元件(DOE)。这两者都可以是用于

生成图像的透视元件(7104)。半反射镜的使用需要镜子的倾斜，这会导致较厚的结构并且

不适于该类型的应用。

[0045] 图8示出了入射光线(8102)是基本上平行的光束，该光束不发散也不会聚，其中入

射光线被投射到光学元件(8103)，其焦距约为眼镜窗格(8101)与眼睛的瞳孔(8105)之间的

距离(8109)以聚焦在视网膜上(8107)。如果入射光线(8108)是发散的，则需要甚至更短的

焦距。

[0046] 图9至图12图示了作为最简单的情况的倾斜入射光线在水平轴(9104)上会聚到单

个点(9103)中，其中入射光线(9101)平行于水平轴(9104)。光线(9101)被凹面镜(9102)反

射并会聚在具有焦距f1的凹面镜的焦点(9103)处。镜子的曲率可以是允许有一些球面像差

的球面，或者是没有球面像差的非球面表面。

[0047] 图10图示了倾斜光线(10101)会聚到单个点(10103)中。倾斜入射光线利用球面镜

或透镜而产生强烈的彗形(coma)像差和像散像差。具有自由形状表面的具有焦距f2的镜子

(10102)可以最小化这些像差。可以在数学上来计算和优化该表面。该表面通常以多项式或

样条函数来表示。

[0048] 图11图示了具有自由形状表面的倾斜的镜子(11102)，以将倾斜光线(11101)会聚

到水平轴(11104)上的一点(11103)中。倾斜的镜子(11102)需要更大的形状系数，并且不一

定适合于纤薄的眼镜显示器。

[0049] 图12图示了具有焦距f4的薄且平坦的镜子(12102)，其由全息图元件或DOE制成，

以将光束(12101)会聚到轴(12104)上的单个点(12103)中。全息图元件和DOE能够在所控制

的或预定的引导方向上反射光。尽管可以利用在数学上设计的全息图元件或DOE的相移功

能来最小化像差，但是一些残余的像差仍然存在，并且需要进一步减少以应用于投射高分

辨率图像。本发明的如下所示的实施例将示出可以如何利用新的和改进的光学系统来进一

步最小化这些残余的像差。

[0050] 图13和图14示出了为了生成虚像供穿戴显示设备的人透视观看的对象的位置。如

图13中所示，发射光的对象(13101)位于比进一步远离镜子(13102)的焦点(13103)更大的

距离处，并且根据下面的公式，在位置(13104)处生成图像。

[0051] 1/a+1/b＝1/f在镜子的右侧出，a，b和f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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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根据上述的公式，在a>f，b>0的条件下，图像位于镜子的右侧处。图14示出了在镜

子的左侧处生成了虚像(14104)，其中a<f，其中f是镜子(14102)的焦距。因此，对象(14101)

位于镜子(14102)与焦点(14103)之间(请进一步解释示出图14的目的)。图15示出了实体发

光对象位于玻璃透镜(15120)与眼睛(15125)之间的光路之外，并且真实图像(15127)位于

镜子(15121)与眼睛(15125)之间的位置处。聚焦在(15127)处的倾斜入射光线(15124)在会

聚点(15127)处产生真实图像，并且该真实图像是光投射对象以将光投射到镜子(15121)，

并在距离(15129)处创建了虚像(15122)。眼睛(15125)观看虚像(15122)，并且感知到光线

(15130)，该光线会聚到视网膜表面上的点(15126)中。因此，人眼(15125)看到位于(15122)

处的点的图像。

[0053] 图16示出了眼球运动的效果。随着观看者沿离轴的倾斜方向(16130)观看图像时，

眼球的瞳孔(16131)朝向倾斜方向(16130)移动。如图17中所示，来自虚像的主光线也倾斜

以穿过眼球中心(17132)处的轴。为了大视野(FOV)，必须考虑如图17中所示的光学效应，即

主光线应当在眼球的中心处而不是在瞳孔的表面交叉。因此，全息图元件的焦点应当位于

眼球的中心处。

[0054] 图18示出了优选实施例，其中光学元件包括位于眼镜(1802)处的全息图元件或

DOE，并通过衍射将具有针对特定波长的指定相位函数的光投射到眼球中心(1803)。光学元

件，就像虚拟菲涅耳(Fresnel)镜一样反射具有特定波长的光，其余的光将通过。对于观看

者而言，由光学元件反射的图像和外部场景被叠加。具有位于(1801)处的光源的显示系统

向中继透镜(1806)发射光。显示系统进一步包括反射LCOS、透射LCD、反射微镜或具有窄带

发光二极管或激光二极管的透射微快门。如图18中所示，显示系统包括具有自由形状表面

(1804和1806)的两个透镜和镜子(1805)。利用双透镜系统实现的显示系统适用于高达1K的

分辨率和40度的水平视野(FOV)。图22处示出了该示例对人脸的适合度，镜子(1805)用于适

合人脸的近似外围。

[0055] 图19中示出了优选实施例的另一个示例，其中在玻璃透镜处的HOE或DOE(下文中

HOE代表HOE和DOE两者)之后使用的三个透镜和具有自由形状表面的镜子。其中，具有自由

形状表面的镜子(1904)有助于减小透镜(1905、1906和1907)的尺寸。

[0056] 图20中图示了另一个优选实施例，该优选实施例是利用四个透镜和具有自由形状

表面的镜子来实现的。倾斜的入射光线在HOE处引起高彗形像差和像散像差，这些像差在眼

镜之前被补偿。图28中图示了所需的像差。入射光线在矢向平面(水平方向)上比在切向平

面(垂直方向)上由HOE弯曲得更多。这导致了HOE的较短的水平焦距和较长的垂直焦距。这

种差异必须由透镜和镜子来补偿，使得水平方向(28105)上的会聚点必须比垂直方向

(28104)上的会聚点更接近HOE(28101)。这些校正可以使用具有自由形状表面的非对称透

镜或镜子来完成。球面和非球面透镜或镜子具有旋转对称性，其在没有倾斜或轴外偏移的

情况下不能产生这些非对称性。图23示出了该示例对面部的适合度。显示器和透镜相对地

以直线布置，并且镜子布置成适合面部的近似外围。镜子有助于减小光学系统的宽度以嵌

入眼镜的镜架中。图24示出了一个人戴着眼镜，其中具有来自面部外围的光线的间隙

(2410)，其中灰色区域(2411)是眼睛中心处的面部的横截面(2103)。该示例的到HOE的入射

角在HOE的中心处是60度，并且边缘区域甚至更大。这四个透镜系统提供了非常大的FOV、水

平上的60度和对角线上的67度，其中具有2K分辨率和全彩色，并且图像尺寸在2米距离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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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米宽，和1.3米高。

[0057] 图25示出了另一个优选实施例，其中图示了HOE的制造方法。具有原色的激光光源

与光学快门(25113)一起放置在(25114、25115和25116)处，并且二向色镜(25118、25119)用

于将激光束组合成单个光束。多个波长光束被分成两个光束(25111和25112)。其中一个光

束用透镜(25104)来准直并曝露全息图元件(25101)。同时，另一个光束(25111)被引导到自

由形状表面的镜子(25105)并反射到全息图元件。镜子的表面必须被设计成使得反射光束

的波前相位与HOE的相位看齐。

[0058] 图26图示了另一个优选实施例。在分割组合光束之后，使用具有自由形状表面的

圆镜(26106)来曝露全息图元件(26101)。波前相位必须与HOE的相位看齐，使得反射光产生

与所设计的相同的虚像。

[0059] 图27图示了优选实施例的另一个示例，其中具有自由形状表面的透镜(27106)用

于与光束的波前相位看齐。准直光束(27103)被引导到棱镜(27120)，这避免了全息图元件

的玻璃基板的引起的TIR(全内反射)。图28示出了本发明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例，其中将具

有水平横截面(28102)和垂直横截面(28103)的激光束朝向全息图元件(28101)投射。光束

聚焦在切向(垂直)平面中的位置(28104)处和矢向(水平)平面中的另一位置(28105)处，这

两个位置之间有固定的距离。

[0060] 图29示出了具有自由形状表面(2902和2903)的自由形状透镜(2901)和光束通过

的透镜区域(2904)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例。在本申请中，自由形状的表面被定义为在透镜

区域内不具有同轴对称轴的表面

图30示出了本发明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例，其中3001是光束组合器，其将三个彩色光

束(3014、3015和3016)组合成单个光束(3013)。例如，3002、3008和3009是蓝色激光器或

LED，蓝色激光在3种颜色中是最有效的。在激光器和LED中很难找到有效的红色和绿色光

源，但是非常有效的蓝色激光器和LED可以在商业上获得。板3004具有将蓝光转换成红光的

荧光粉，并且3012是具有将蓝光转换成绿光的荧光粉的板。光束(3014、3015和3016)被整合

器(integrator)3001整合并形成单个光束(3013)。3015被镜子(3010)反射，并且3014被仅

反射红光但是通过绿光的二向色镜(3005)反射，并且另一个二向色镜3006反射蓝光但是通

过绿光和红光。

[0061] 图31示出了本发明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例，其中眼镜3101和显示区域(3102)具有

可变光透射层。3102中的图像在明亮的环境下将具有更好的对比度。

[0062] 尽管本文中已经图示并描述了本发明的特定实施例，但应当认识到，本领域技术

人员将会想到其他修改和改变。因此，应当理解的是，所附权利要求意图覆盖如落在本发明

的真实精神和范围内的所有修改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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