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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显微物镜，具有光轴自左向

右顺序排列的第一透镜组、第二透镜组、第三透

镜组、第四透镜组、第五透镜组、第六透镜组、第

七透镜组、第八透镜组、第九透镜组和第十透镜

组，所述第一透镜组光焦度为负；所述第二透镜

组为双胶合透镜，第一片透镜光焦度为正，第二

片透镜光焦度为负；所述第三透镜组光焦度为

正；所述第四透镜组和五透镜组为双胶合透镜，

每组的第一片透镜光焦度为负，第二片透镜光焦

度为正；所述的第六透镜组光焦度为正；第七透

镜组光焦度为负；第八透镜组光焦度为负；第九

透镜组光焦度为正；第十透镜组光焦度为正。本

发明还公开一种具有上述显微物镜宽视场高分

辨率成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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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微物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显微物镜具有光轴自左向右顺序排列的第一透

镜组、第二透镜组、第三透镜组、第四透镜组、第五透镜组、第六透镜组、第七透镜组、第八透

镜组、第九透镜组和第十透镜组，

所述第一透镜组光焦度为负；所述第二透镜组为双胶合透镜，第一片透镜光焦度为正，

第二片透镜光焦度为负；所述第三透镜组光焦度为正；所述第四透镜组和五透镜组为双胶

合透镜，每组的第一片透镜光焦度为负，第二片透镜光焦度为正；所述的第六透镜组光焦度

为正；第七透镜组光焦度为负；第八透镜组光焦度为负；第九透镜组光焦度为正；第十透镜

组光焦度为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微物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显微物镜还包括位于孔径光阑，

其位置在第六组透镜前0.5mm处。

3.一种宽视场高分辨率成像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光源、显微成像物镜、分光镜组和

反射镜组，所述的显微成像物镜、分光镜组和反射镜组在同一光轴上，用于形成曲形像面；

所述的显微成像物镜具有光轴自左向右顺序排列的第一透镜组、第二透镜组、第三透

镜组、第四透镜组、第五透镜组、第六透镜组、第七透镜组、第八透镜组、第九透镜组和第十

透镜组，所述第一透镜组光焦度为负；所述第二透镜组为双胶合透镜，第一片透镜光焦度为

正，第二片透镜光焦度为负；所述第三透镜组光焦度为正；所述第四透镜组和五透镜组为双

胶合透镜，每组的第一片透镜光焦度为负，第二片透镜光焦度为正；所述的第六透镜组光焦

度为正；第七透镜组光焦度为负；第八透镜组光焦度为负；第九透镜组光焦度为正；第十透

镜组光焦度为正。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宽视场高分辨率成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显微成像物镜放

大倍数为35，数值孔径为0.3。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宽视场高分辨率成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光镜组由一面

半反半透镜和一面二向色镜组成。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宽视场高分辨率成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半反半透镜和二

向色镜与光轴的夹角均为45°，二者通过机械导轨装置进行移动。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宽视场高分辨率成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反射镜组与光轴

的夹角为45°，能使系统的光路折转90°。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宽视场高分辨率成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曲形像面与反射

镜组在同一光轴上，与显微成像物镜所在的光轴垂直，所述曲形像面的曲率半径为201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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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显微物镜以及宽视场高分辨率成像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学显微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显微物镜以及具有该显微物镜的宽

视场高分辨率成像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不断追求越来越大的视场和越来越高的分辨能力。在

显微成像领域，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好的物镜结构对显微镜成像的效果影响甚远。

[0003] 普通的显微镜物镜在视场和分辨能力上不能兼得，而提高物镜的成像质量对于整

个显微系统来说又非常的重要，这里显微系统分辨能力主要取决于物镜的衍射极限，所以

物镜的设计是整个显微系统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0004] 显微物镜的数值孔径是显微镜的重要光学参数，由瑞利判据和正弦条件可知，显

微系统的分辨率可表示为σ＝0.61λ/NA，其中λ为光波长，NA为数值孔径。使用短波长的光可

以提高显微系统的分辨率。在同样波长下的光，要想提高显微系统的分辨率，则应该增加数

值孔径NA。显微镜的数值孔径可表示为NA＝nsinα，所以可以通过使用油浸物镜来增加数值

孔径的值，但是这样的加大了使用的难度。此外，物镜的数值孔径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光

学系统像差的校正情况，我们常用低折射率、低色散的萤石镜片来改善色差提高镜头的成

像品质。

[0005] 如今，光学显微镜在生物医学等众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来到20世纪，光学显

微镜的分辨能力已经可以到纳米尺度。现在的显微镜在大视场范围内的观察，尤其是在大

视场荧光下观察的需求越来越多，而增大显微物镜的视场同时具有较高的分辨率是今后显

微物镜设计的关键。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显微物镜以及具有该显微物镜的宽视场高分辨率成像系统，通

过对光学系统的设计和照明装置的改进，使显微物镜能在不同照明方式下进行观察，有效

提高了显微物镜系统的分辨率和应用范围。

[0007] 本发明为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显微物镜，所述的显微物镜具有光轴自左向右顺序排列的第一透镜组、第二

透镜组、第三透镜组、第四透镜组、第五透镜组、第六透镜组、第七透镜组、第八透镜组、第九

透镜组和第十透镜组。

[0009] 所述显微物镜采用十组十三片球面透镜，十个透镜组分别为第一透镜组为负、第

二透镜组、第三透镜组、第四透镜组、第五透镜组、第六透镜组、第七透镜组、第八透镜组、第

九透镜组和第十透镜组。所述的第一透镜组至第五透镜组采用正透镜和双胶合透镜组合的

结构形式，使系统主面前移获得长焦距和短工作距离。所述的第一透镜组光焦度为负，第二

透镜组为双胶合透镜，第一片透镜光焦度为正，第二片光焦度为负。第三透镜组光焦度为

正。第四、五透镜组为双胶合透镜，每一组的第一片透镜光焦度为负，第二片透镜光焦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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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述的第六透镜组至第十透镜组采用双胶合组及高阿贝系数玻璃矫正宽波段色差，延

长了系统的后工作距离。所述的第六透镜组光焦度为正，第七透镜组光焦度为负，第八透镜

组光焦度为负，第九透镜组光焦度为正，第十透镜组光焦度为正。

[0010] 所述第一透镜组采用的材料是H-ZF52A，前表面的半径为-17.039mm，后表面的半

径为-21.8mm，厚度为6.3mm。第二透镜组有两片透镜胶合而成，采用的材料分别是H-ZF52A

和H-LAK3，第一片透镜的前表面半径为-114 .485mm，后表面半径为-26 .89mm，厚度为

10.5mm；第二片透镜的后表面半径为-52.986mm，厚度为3.1mm。第三透镜组采用的材料是H-

ZF52A，前表面的半径为55.534mm，后表面的半径为-122mm，厚度为29.9mm。第四透镜组和第

五透镜组都是双胶合透镜组，所采用的材料都是H-ZF7LA和H-ZBAF3，第四透镜组的第一片

透镜前表面半径为-89.2mm，后表面半径为24.21mm，厚度为25mm；第二片透镜后表面半径

为-36.85mm，厚度为10.4mm。第五透镜组第一片透镜前表面半径为-32.214mm，后表面半径

为30.2mm，厚度为2.5mm；第二片透镜后表面半径为-89.77mm，厚度为7.3mm。第六透镜组采

用的材料是H-ZBAF5，前表面半径为44 .253mm，后表面半径为-50 .35mm，透镜的厚度为

19.8mm。第七透镜组采用的材料是H-F2，前表面半径为-38.68mm，后表面半径为336.84mm，

厚度为25mm。第八透镜组采用的材料是H-LAK3，前表面半径为-26 .42mm，后表面半径为-

222.59mm，厚度为4mm。第九透镜组采用的材料是ZF5，前表面半径为-150.714mm，后表面半

径为-69.98mm，厚度为15.6mm。第十透镜组采用的材料是H-ZBAF5，前表面半径为3200mm，后

表面半径为-174.5mm，厚度为13.25mm。

[0011] 所述的显微物镜还包括位于孔径光阑，其位置在第六组透镜前0.5mm处。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宽视场高分辨率成像系统，包括光源、显微成像物镜、分光镜

组和反射镜组，所述的显微成像物镜、分光镜组和反射镜组在同一光轴上，用于形成曲形像

面。

[0013] 所述的显微成像物镜具有光轴自左向右顺序排列的第一透镜组、第二透镜组、第

三透镜组、第四透镜组、第五透镜组、第六透镜组、第七透镜组、第八透镜组、第九透镜组和

第十透镜组，所述第一透镜组光焦度为负；所述第二透镜组为双胶合透镜，第一片透镜光焦

度为正，第二片透镜光焦度为负；所述第三透镜组光焦度为正；所述第四透镜组和五透镜组

为双胶合透镜，每组的第一片透镜光焦度为负，第二片透镜光焦度为正；所述的第六透镜组

光焦度为正；第七透镜组光焦度为负；第八透镜组光焦度为负；第九透镜组光焦度为正；第

十透镜组光焦度为正。

[0014] 优选的，第一透镜组至第五透镜组采用正透镜和双胶合透镜相互组合的形式，使

系统主面前移获得长焦距和短工作距离，第六透镜组至第十透镜组采用若干高阿贝系数玻

璃来矫正宽波段的色差。

[0015] 优选的，所述的显微成像物镜放大倍数为35，数值孔径为0.3。

[0016] 优选的，所述的分光镜组由一面半反半透镜和一面二向色镜组成。

[0017] 优选的，所述的半反半透镜和二向色镜与光轴的夹角均为45°，二者可通过机械导

轨装置进行移动。

[0018] 优选的，所述的反射镜组与光轴的夹角为45°，能使系统的光路折转90°。

[0019] 优选的，所述的曲形像面与反射镜组在同一光轴上，与显微成像物镜所在的光轴

垂直，所述曲形像面的曲率半径为201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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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本发明主要由十个透镜组组成的显微物镜光学系统，这十个透镜组沿光轴自左向

右顺序排列，其中第二个透镜组、第四个透镜组和第五透镜组为双胶合透镜组，待测样品通

过上述的宽视场高分辨显微物镜系统消色差后清晰放大成像。

[0021] 由两个镀了不同膜的平面镜组成的分光器件，其中一个是半透半反平面镜，所述

的半透半反平面镜接收来自光源发出的光，一半光被反射，一办光透射进入显微物镜系统，

后为待测样本提供照明。所述的半透半反镜可以使进入光学系统光强适宜，便于观察样本

图像。另一个是二向色镜，用于荧光成像。所述的二向色镜对激发光波长的光有很强的反射

率，而对标本发出的荧光波长区的光有很高的透过率，它对反射激发光和透射荧光起着重

要的作用。这里选择通过的是波长为555nm的绿光。激发光束经过镀了二向色性膜的平面镜

和上述显微物镜系统后穿过标本材料来激发荧光，诱发的荧光再经上述显微物镜系统放大

和上述二向色镜后成像，这样就可以得到视野照明均匀，成像清晰的荧光图像。这两块平面

镜可通过机械装置横向移动来选择用其中一块玻璃来进行实验观察。

[0022] 由一块平板反射镜完成系统光路的折转；所述的平板反射镜不会带来任何的像

差，保证显微物镜光学系统的清晰成像。

[0023] 宽视场高分辨显微物镜的数值孔径NA为0.3，工作距离为20mm，倍率为35倍，工作

波段为460-650nm，系统整体的焦距为57mm。

[0024] 所述的分光器件分别为半透半反镜和二向色镜，所述的半透半反镜与光轴的夹角

为45°，可接收可见光全波段，它的作用是消减了光源发出光的强度，使观察者能在适宜的

强度下清晰地观察样本。所述的二向色镜与光轴的夹角同为45°，分光波长为555nm，用来促

使荧光材料激发荧光，使观察者能观察到清晰的荧光图像。所述的两种分光器件可在不同

的需求下进行选择，并通过机械装置进行横向移动。

[0025] 所述的宽视场高分辨率显微物镜光学系统最终形成了曲形像面，有效减小了系统

的像差。

[002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兼顾成像系统宽视场和高分辨率的显微物镜成像，利用宽视场

物镜实现物面宽视场，实现整个显微物镜的视场比传统光电成像系统高两个数量级，达到

一亿像素的成像分辨率。

[0027] 本发明全视场分辨率一致，解决了现有成像显微物镜在大视场下无法提高系统分

辨率的问题，使整个显微物镜系统在大视场下成像质量达到衍射极限。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宽视场高分辨显微物镜系统整体的光学系统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的宽视场高分辨显微物镜部分的光学系统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的宽视场高分辨显微物镜系统的场曲和畸变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32]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宽视场高分辨显微物镜光学系统包括光源100、显微物镜

200、分光器件300、反射镜400组成。光源100出射的光经过分光器件300和显微物镜200照亮

待测样品之后，待测样品通过宽视场高分辨显微物镜200放大成像，经过分光器300分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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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镜400反射得到曲形像面500。

[0033] 宽视场高分辨显微物镜的数值孔径NA为0.3，工作距离为20mm，倍率为35倍，工作

波段为460-650nm，如图2所示，显微物镜200主要由第一透镜组201、第二透镜组202、第三透

镜组203、第四透镜组204、第五透镜组205、第六透镜组206、第七透镜组207、第八透镜组

208、第九透镜组209、第十透镜组210组成。这些透镜组合在一起对显微物镜系统的像差进

行了校正，使显微系统的性能得到了提高。所述的第二透镜组202，第四组透镜204，第五组

透镜205为双胶合透镜，第二透镜组为正负型，第四透镜组和第五透镜组为负正型，有利于

获得长焦距和短工作距离。此外第三透镜组、第六透镜组、第九透镜组和第十透镜组光焦度

为正，而第一透镜组、第七透镜组和第八透镜组光焦度为负。光阑位于第六透镜组的前方

0.5mm处，第八组透镜用了高阿贝色散系数材料来矫正宽波段色差，这样使所述的显微物镜

系统在460-650nm全波段清晰成像。

[0034] 表1给出了显微物镜200的设计结果，包括各透镜的具体参数。

[0035] 表1

[0036]

[0037] 图3是本发明的显微物镜光学系统的场曲和畸变，从图上可以看出，整个系统的最

大光学畸变＜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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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分光器件300由半透半反镜301和二向色镜302组成，两种分光器件可在不同的可

见光光源和荧光光源下进行选择，并通过机械装置进行横向移动。半透半反镜301和二向色

镜302与光轴的夹角都为45°，半透半反镜301可接收460-650nm全波段，二向色镜302的分光

波长为555nm。

[0039] 反射镜400与光轴的夹角都为45°，使系统的光路折转90°，反射镜400不会带来任

何的像差，保证显微物镜的清晰成像。

[0040] 所述的曲形像面500有效地校正了系统的像差，尤其是在边缘视场中的场曲像差，

其曲率半径R＝2016mm。

[0041] 光源100经过柯勒系统和显微物镜200以及分光器件300后均匀照亮待测样品，被

照亮的待测样品经过显微物镜200后完成宽视场高分辨率的放大成像，然后经过分光器件

300中被选择的半透半反镜301或者二向色镜302分光，接着通过反射镜400反射得到曲形像

面500。

[0042] 本发明的显微物镜在460-650nm波段范围内具有宽视场高分辨率的特点，利用曲

形像面技术使显微物镜系统具有很好的成像质量。

[004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举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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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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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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