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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用于旋转或倾斜光学单元（例如

光径折叠单元）的致动器，包括音圈电动机（VCM）

以及适于在由VCM致动时产生光学单元围绕旋转

轴的旋转或倾斜移动的弯曲滚珠引导机制。在一

些实施例中，致动器包括两个（第一和第二）VCM

以及适于产生围绕对应的第一和第二旋转轴的

旋转或倾斜的两个弯曲滚珠引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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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旋转光径折叠单元OPFE的致动器，该光径折叠单元被配置为把光从第一光

径折叠到第二光径，该致动器包括：

a)刚性地附着到OPFE上的光学单元夹持器；

b)中间底座；和

c)底部底座；

其中，所述光学单元夹持器被配置为采用第一弯曲滚珠引导机制相对于中间底座围绕

第一旋转轴以第一旋转运动旋转，其中，中间底座被配置为采用第二弯曲滚珠引导机制相

对于底部底座围绕第二旋转轴以第二旋转运动旋转，并且其中第一旋转轴和第二旋转轴彼

此正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致动器，其中，所述第一旋转轴垂直于所述第一光径和所述第

二光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致动器，其中，围绕所述第一旋转轴和所述第二旋转轴的旋转

分别垂直于所述第一光径和所述第二光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致动器，其中，所述第一弯曲滚珠引导机制包括具有位于其中

的滚珠的第一对沟槽，所述第一对沟槽在所述第一旋转轴上具有曲率中心并有利于所述

OPFE围绕所述第一旋转轴旋转，并且其中，所述第二弯曲滚珠引导机制包括具有位于其中

的滚珠的第二对沟槽，所述第二对沟槽在所述第二旋转轴上具有曲率中心并有利于所述

OPFE围绕所述第二旋转轴旋转。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致动器，其中，还包括具有第一线圈和永磁体的第一音圈电动

机VCM，以及具有第二线圈的第二VCM，其中通过流经第一线圈和第二线圈的电流的组合而

产生所述第一旋转运动和所述第二旋转运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致动器，其中，所述第一线圈机械耦合到所述中间底座，并且

其中，所述永磁体机械耦合到所述光学单元夹持器。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致动器，其中，所述第二线圈机械耦合到所述底部底座，并且

其中，所述永磁体机械耦合到所述光学单元夹持器。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致动器，其中，所述致动器还包括第一位置传感器和第二位置

传感器，用于测量所述OPFE相对于底部底座的两个角度。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致动器，其中，所述第一位置传感器和所述第二位置传感器是

霍尔条位置传感器。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致动器，其中，还包括：铁磁性磁轭，其附接至所述底部底座；

并且其中，所述铁磁性磁轭被用来拉动所述永磁体，以便防止所述第一弯曲滚珠引导机制

和第二弯曲滚珠引导机制解体。

11.一种用于旋转光径折叠单元OPFE的致动器，该光径折叠单元被配置为把光从第一

光径折叠到第二光径，该致动器包括：

a)刚性地附着到OPFE上的光学单元夹持器，该光学单元夹持器具有第一组两个沟槽；

b)中间底座，其具有第二组两个沟槽和第三组两个沟槽；和

c)底部底座，其具有第四组两个沟槽；

其中，所述光学单元夹持器被配置为采用位于所述第一组两个沟槽和所述第二组两个

沟槽之间的一组滚珠相对于中间底座围绕第一旋转轴以第一旋转运动旋转，其中，中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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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被配置为采用位于所述第三组两个沟槽和所述第四组两个沟槽之间的一组滚珠相对于

底部底座围绕第二旋转轴以第二旋转运动旋转。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致动器，其中，所述第一旋转轴垂直于所述第一光径和所述

第二光径。

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致动器，其中，围绕所述第一旋转轴和所述第二旋转轴的旋

转分别垂直于所述第一光径和所述第二光径。

14.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致动器，其中，还包括具有第一线圈和永磁体的第一音圈电

动机VCM，以及具有第二线圈的第二VCM，其中通过流经第一线圈和第二线圈的电流的组合

而产生所述第一旋转运动和所述第二旋转运动。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致动器，其中，所述第一线圈机械耦合到所述中间底座，并

且其中，所述永磁体机械耦合到所述光学单元夹持器。

16.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致动器，其中，所述第二线圈机械耦合到所述底部底座，并

且其中，所述永磁体机械耦合到所述光学单元夹持器。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致动器，其中，所述致动器还包括第一位置传感器和第二位

置传感器，用于测量所述OPFE相对于底部底座的两个角度。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致动器，其中，所述第一位置传感器和所述第二位置传感器

是霍尔条位置传感器。

19.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致动器，其中，还包括铁磁性磁轭，其附接至所述底部底座；

并且其中，所述铁磁性磁轭被用来拉动所述永磁体，以便防止所述第一弯曲滚珠引导机制

和第二弯曲滚珠引导机制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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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滚珠引导音圈电动机

[0001] 分案申请

[0002] 本发明专利申请系在先专利申请号为201780002601.8、申请日为2017年4月25日，

发明名称为“旋转滚珠引导音圈电动机”的PCT进中国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该申请对应的

国际申请的申请号为PCT/IB2017/052383。

[0003]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4] 本申请要求2016年5月30日提交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号62/343,011和2016年6月

22日提交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号62/353,278的优先权，二者都通过引用的方式被全文合并

在本文中。

技术领域

[0005] 本文中所公开的实施例总体上涉及致动机制(“致动器”)，并且特别涉及用于数字

摄影机的音圈电动机(VCM)致动器。

背景技术

[0006] 高端数字摄影机模块(并且特别是蜂窝电话(例如智能电话)数字摄影机)包括允

许例如对焦或光学图像稳定(OIS)之类的先进光学功能。这样的机制可以致动(例如移位、

偏移或倾斜)光学单元(例如透镜、光学传感器、反射镜)以便产生期望的光学功能。通常使

用的致动器是基于音圈电动机(VCM)技术。在VCM技术中，固定(或永久)磁体和线圈被用来

产生制动力。线圈被定位在固定磁体的磁场附近。当在线圈中驱动电流时，在线圈上产生洛

伦兹力，并且作为回应在磁体上施加相等的反作用力。磁体或线圈被刚性地附着到光学单

元从而构造被致动套件。所述被致动套件随后通过磁性洛伦兹力被移动。在下文中，术语

VCM也可以被用来指代“VCM致动器”。

[0007] 除了磁力之外，还是使用机械轨道来设定用于光学单元的运动路线。机械轨道把

光学单元的运动保持在光学需求所要求的期望的路径中。一种典型的机械轨道是本领域内

已知的“弹簧引导轨道”，其中使用一个弹簧或弹簧集合来设定运动方向。包括弹簧引导轨

道的VCM被称作“弹簧引导VCM”。举例来说，美国专利申请20110235196公开了一种在线性弹

簧轨道中被偏移从而产生对焦的透镜单元。举例来说，国际专利申请PCT/IB2016/052179公

开了在折叠式摄影机结构(FCS)中合并和使用弹簧引导VCM。其公开内容教导了偏移透镜单

元以产生对焦和OIS，并且通过旋转方式偏移光折叠单元以产生OIS。

[0008] 另一种典型的机械轨道是本领域内已知的“滚珠引导轨道”，例如参见美国专利

8810714。对于滚珠引导轨道，光学单元通过被限制在沟槽(也被称作“狭缝(slit)”)中的滚

珠集合而被限定在期望的方向上移动。包括滚珠引导轨道的VCM被称作“滚珠引导VCM”。滚

珠引导VCM与弹簧引导VCM相比具有几个优点。这些优点包括：(1)更低的功率消耗，这是因

为在弹簧引导VCM中，磁力必须与不存在于滚珠引导VCM中的弹簧机械力相反；以及(2)在包

括VCM的摄影机的使用寿命期间可能发生的掉落中的更高可靠性。

[0009] 虽然在美国专利8810714中给出的致动方法仅允许线性运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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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产生角度运动从而例如旋转(倾斜)光折叠单元(反射镜或棱镜)，以便像PCT/

IB2016/052179中所描述的那样产生OIS。因此需要并且有利的是具有一种旋转滚珠引导

VCM，也就是可以导致光学单元的旋转(倾斜)的滚珠引导VCM。

发明内容

[0010] 本文中所公开的实施例的各个方面涉及具有弯曲滚珠引导机制的VCM致动器并且

涉及数字摄影机，特别是具有合并了VCM的折叠光学单元的摄影机。

[0011] 在一些示例性实施例中，提供一种用于旋转或倾斜光学单元的致动器，包括第一

VCM以及适于在由VCM致动时产生光学单元围绕第一旋转轴的旋转或倾斜移动的第一弯曲

滚珠引导机制。

[0012] 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VCM包括机械耦合到静态底座的线圈以及机械耦合到用于

夹持光学单元的夹持器的固定磁体，并且通过流经线圈的电流产生旋转或倾斜移动。

[0013] 在一个实施例中，致动器还包括附着到静态底座并且被用来拉动固定磁体的铁磁

性磁轭(ferromagnetic  yoke)，以便防止第一弯曲滚珠引导机制发生解体。

[0014] 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滚珠引导机制包括具有位于其间的多个滚珠的一对沟槽，

该对当中的至少一个沟槽具有由半径定义的曲率，所述半径开始于处在旋转轴上的曲率中

心处。

[0015]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光学单元包括把光从第一光轴折叠到第二光轴的光径折叠

单元(OPFE)。作为示例，所述OPFE可以是棱镜或反射镜。

[0016] 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旋转轴包括垂直于第一光轴和第二光轴全部二者的轴。

[0017] 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旋转轴包括把第二光轴与垂直于第一光轴和第二光轴全部

二者的轴相组合的轴。

[0018] 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弯曲滚珠引导机制被定位在OPFE下方。

[0019]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定磁体和线圈被定位在OPFE下方。

[0020]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定磁体和线圈被定位在OPFE的一侧，并且其所处平面垂

直于包括第一轴和第二光轴全部二者的平面。

[0021] 在一个实施例中，致动器还包括用于测量光学单元相对于静态底座的角度的位置

传感器。

[0022]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位置传感器是适于测量固定磁体的磁场的霍尔条(Hall 

bar)位置传感器。

[0023] 在一些实施例中，致动器还包括第二VCM和第二弯曲滚珠引导机制，所述第二弯曲

滚珠引导机制适于在由第二VCM致动时产生光学单元围绕第二旋转轴的旋转或倾斜移动，

其中第一旋转轴和第二旋转轴不平行。

[0024] 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旋转轴和第二旋转轴基本上彼此正交。

[0025] 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VCM包括机械耦合到静态底座的第一线圈以及机械耦合到

用于夹持光学单元的夹持器的第一固定磁体，其中第二VCM包括机械耦合到静态底座的第

二线圈以及机械耦合到用于夹持光学单元的夹持器的第二固定磁体，并且其中通过流经第

一线圈和第二线圈的电流的组合而产生第一旋转或倾斜移动和第二旋转或倾斜移动。

[0026] 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和第二磁体被统一成单个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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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在一个实施例中，致动器还包括附着到静态底座并且被用来拉动固定磁体的铁磁

性磁轭，以便防止第一弯曲滚珠引导机制和第二弯曲滚珠引导机制发生解体。

[0028]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光学单元包括把光从第一光轴折叠到第二光轴的光径折叠

单元(OPFE)。

[0029] 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旋转轴包括垂直于第一光轴和第二光轴全部二者的轴，并

且第二旋转轴包括平行于第一光轴或第二光轴二者之一的轴。

[0030] 在一个实施例中，致动器还包括第一位置传感器和第二位置传感器，其中两项位

置测量的组合允许关于第一旋转轴和第二旋转轴全部二者确定光学单元夹持器相对于静

态底座的位置。

[0031]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曲率中心驻留在光学单元内部。

[0032]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曲率中心驻留在光学单元外部。

[0033] 在一些示例性实施例中，提供包括在前面和后面所描述的致动器的摄影机。

[0034] 在一些摄影机实施例中，所述旋转或倾斜移动是用于允许光学图像稳定。

[0035] 在一些摄影机实施例中，所述旋转或倾斜移动是用于允许扩展视场扫描。

附图说明

[0036] 后面将参照在本段之后列出的附图来描述本文中所公开的实施例的非限制性实

例。这里的附图和描述意图阐明本文中所公开的实施例，而不应当被视为以任何方式作出

限制。

[0037] 图1A示出了本文中所公开的旋转滚珠引导VCM致动器的一个实施例的等距视图；

[0038] 图1B示出了图1A的VCM致动器的分解视图；

[0039] 图1C示出了图1A的VCM致动器中的被致动子套件的底视图；

[0040] 图1D示出了沿着图1A中标记出的A-A一线的VCM致动器的剖面；

[0041] 图1E示出了图1A的VCM致动器中的电磁子套件的细节；

[0042] 图1F示出了沿着图1A中标记出的B-B一线的VCM致动器的剖面；

[0043] 图1G示出了本文中所公开的旋转滚珠引导VCM致动器的另一个实施例的等距视

图；

[0044] 图1H示出了图1G的VCM致动器的分解视图；

[0045] 图1I示出了图1G的致动器中的被致动子套件的细节；

[0046] 图1J示出了沿着图1G中标记出的B-B一线的VCM致动器的剖面；

[0047] 图1K示意性地示出了沟槽对的替换实施例的侧视图；

[0048] 图2示出了耦合到折叠式摄影机的图1A-1F的致动器；

[0049] 图3A示出了本文中所公开的旋转滚珠引导VCM致动器的另一个实施例；

[0050] 图3B示出了图3A的VCM致动器的分解视图；

[0051] 图3C示出了图3A和3B的VCM致动器的中间底座的细节；

[0052] 图3D示出了图3A和3B的VCM致动器中的电磁子套件的细节；

[0053] 图4示出了耦合到折叠式摄影机的图3A-3C的致动器；

[0054] 图5A示出了本文中所公开的旋转滚珠引导VCM致动器的另一个实施例的等距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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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图5B从一侧示出了图2的VCM致动器的分解视图；

[0056] 图5C从另一侧示出了图2的VCM致动器的分解视图；

[0057] 图5D示出了沿着图5A中标记出的A-A一线的VCM致动器的剖面；

[0058] 图5E示出了图5A的VCM致动器中的电磁子套件的细节；

[0059] 图6示出了耦合到折叠式摄影机的图5A-5E的致动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60] 图1A-F示意性地示出了编号为100的本文中所公开的旋转滚珠引导VCM致动器的

一个示例性实施例的各种视图和组件。为了简单起见，在后面的描述中将用术语“VCM致动

器”或者仅仅“致动器”来替代术语“旋转滚珠引导VCM致动器”。图1A示出了致动器100的等

距视图，并且图1B示出了致动器100的分解视图。致动器100允许围绕单一轴(示例性地示出

为轴X)倾斜光径折叠单元(OPFE)150。OPFE  150把光从第一光轴(与Z对准)折叠到第二光轴

(与Y对准)。在图1A、1B中，OPFE  150示例性地是棱镜。在其他实施例中，OPFE例如可以是反

射镜或透镜。致动器100具有处于5-15mm范围内的示例性长度/宽度/高度规格，也就是说致

动器100可以被包含在规格为5x5x5mm3到15x15x15mm3的盒子中。将参照图1A和1B以及若干

其他附图中示出的坐标系XYZ继续进行描述。

[0061] 在致动器100中，OPFE  150可以被夹持在光学单元夹持器102中，所述光学单元夹

持器102例如可以通过配合单元OPFE  150的形状的塑料模具制成。永久(固定)磁体从下方

(图1A中的负Z方向)104固定地附着(例如胶粘)到光学单元夹持器102。在后文中，参照OPFE

(例如棱镜)使用的术语“下方”将是指与沿着第一光轴接收光的该侧相对的OPFE的一侧。

OPFE  150、光学单元夹持器102和磁体104形成“被致动子套件”106。在图1C中示出了被致动

子套件106的底视图。图1D示出了沿着图1A中标记出的A-A一线的致动器100的剖面。图1E示

出了致动器100的电磁(EM)子套件的细节。图1F示出了沿着图1A中标记出的B-B一线的致动

器100的剖面。光学单元夹持器102包括(也就是被模塑成具有)位于夹持器102的相对两侧

的两个平行的弧形(或“弯曲”)沟槽102a和102b(图1C)，每一个弧形沟槽具有角度α’>α，其

中角度α是由光学需求定义的所要求的倾斜行程(tilt  stroke)。在图1D中示出了角度α’。

弧形沟槽102a和102b具有处于共同的旋转轴108上的曲率中心(图1D)。

[0062] 轴108与沟槽102a和102b的距离(曲率半径)通常是2-15mm。因此，还参见图1K，轴

108可以穿过OPFE  150(处于其内部)或者落在OPFE  150外部(处于其外部)。对于光学图像

稳定(OIS)，α可以示例性地处于0.25°<α<2°的范围内。为了在(比如在共同所有的美国临时

专利申请号62/272367中描述的)双孔径变焦数字摄影机中获得可调节的扩展长焦视场

(FOV)，α可以示例性地处于2°<α<12°的范围内。通常来说，α’比α大0.5°左右。

[0063] 致动器100还包括通常由塑料制成的底座110。底座110也被模塑成具有位于底座

110的相对两侧的两个弧形沟槽110a和110b，每一个弧形沟槽(110a和110b)具有角度α”>α。

在图1D中也示出了角度α”。通常来说，α”比α大0.5°左右。弧形沟槽110a和110b也具有处于

轴108上的曲率中心(图1D)。被致动子套件106被定位在底座110内部，从而使得沟槽110a和

110b分别平行于并且邻近沟槽102a和102b，并且使得每一对沟槽的曲率中心分别与轴108

同心。

[0064] 由于光学单元夹持器102和底座110优选的是塑料模塑的(尽管其也可以由铝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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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金属制成)，因此在部件规格中允许一定的容差，通常对于每一项规格达到几十微米。这

一容差可能导致邻近的沟槽102a-110a和/或102b-110b之间的位置失准。在所示出的实施

例中，为了更好地对准，沟槽102a、110a和110b具有本领域内已知的(非限制性)“V”形沟槽

剖面形状以便与滚珠匹配，沟槽102b则具有更宽的剖面并且具有(非限制性)“梯形”剖面。

沟槽102a和110a随后在组装期间被对准，沟槽102b和110b则具有通过梯形剖面所允许的一

定对准自由度。在其他实施例中，所有沟槽(102a、102b、110a和110b)都可以具有V形。

[0065] 在致动器100中，三个滚珠112a、114a和116a被定位在沟槽102a与110a之间的空间

中，并且三个滚珠112b、114b和116b被定位在沟槽102b与110b之间的空间中。滚珠的数字

(在这里是3个)是示例性的。在其他实施例中，所公开的VCM致动器在邻近沟槽之间的空间

中可以具有多于或少于三个滚珠(例如2-7个滚珠)。滚珠通常由氧化铝或另一种陶瓷材料

制成，但是也可以由金属、塑料或其他材料制成。滚珠具有处于0.3-1mm的范围内的典型直

径。应当提到的是，在致动器100中，沟槽102a、b与沟槽110a、b(及其对应的滚珠集合)之间

的距离L大于OPFE  150的宽度，从而使得所述沟槽和滚珠关于X轴处在OPFE  150的“外部”。

[0066] 在致动器100中，沟槽102a、102b、110a、110b和滚珠112a、112b、114a、114b、116a和

116b形成弯曲滚珠引导机制160，其适于在由VCM致动器(参见图1K)致动时对光学单元(例

如OPFE  150)施加旋转或倾斜移动。

[0067]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滚珠尺寸以提供更平滑的运动。滚珠可以

被划分成大直径(LD)组和小直径(SD)组。每一组中的滚珠具有相同的直径。LD滚珠例如可

以具有比SD滚珠大0.1-0.3mm的直径。SD滚珠可以被定位在两个LD滚珠之间，以便保持所述

机制的滚动能力。举例来说，在一个实施例中，滚珠112a和116b可以是LD滚珠，并且滚珠

114a可以是SD滚珠。

[0068] 金属铁磁性磁轭118从下方(图1B中的负Z方向)被固定地附着(例如胶粘)到底座

110，从而使其面对磁体104。磁轭118通过磁力拉动磁体104(并且从而拉动被致动子套件

106)，从而保持弯曲滚珠引导机制免于解体。所述磁力处于在图1A-C中被标记成负Z方向的

方向上。滚珠112a、114a和116a以及滚珠112b、114b和116b防止被致动子套件106接触底座。

因此，被致动子套件106沿着Z轴被限制，并且不会在正或负Z方向上移动。弯曲滚珠引导机

制160还沿着X轴限制被致动子套件，从而使得被致动子套件只能沿着由平行的弧形沟槽

102a、102b、110a和110b定义的路径移动。

[0069] 致动器100还包括EM子套件120(图1E)。电磁子套件120包括线圈122、位置传感器

(例如霍尔条单元124)和印刷电路板(PCB)126。线圈122和霍尔条单元124优选地(分别独立

地)被焊接到PCB  126。线圈122具有体育场(椭圆)形状，并且通常具有几十个绕组(例如而

不限于50-250个)以及10-30欧姆的典型电阻。PCB  126允许向线圈122和霍尔条单元124发

送输入和输出电流。电流载送对于操作所需要的功率和电子信号全部二者。PCB  126使用连

线(未示出)通过电子方式连接到摄影机(例如图2中的摄影机)，其中致动器100是摄影机的

一部分。电磁子套件120被定位在磁体104与磁轭118之间。通过在线圈122中驱动电流而产

生洛伦兹力：顺时针方向上的电流将产生正Y方向上的力，逆时针方向上的电流则将产生负

Y方向上的力。在本领域内已经知道并且例如在共同所有的专利PCT/IB2016/052179中详细

描述了完全磁性方案(例如固定磁体104极方向)。

[0070] 由电磁子套件施加的磁力处于正和负Y方向上，由滚珠和沟槽形成的轨道则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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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限制的被致动子套件104沿着平行于沟槽102a、102b、110a和110b的弧移动。霍尔条单

元124可以感测磁体104的磁场的强度和方向。在被致动时，被致动子套件106与霍尔条单元

124的相对位置被改变。由霍尔条单元124感测到的磁场的强度和方向也发生改变，从而可

以确定被致动子套件106的位置。

[0071] 使用控制电路来控制被致动子套件的位置，并且将其设定到光学需求所要求的位

置。控制电路输入是来自霍尔条单元124的信号，并且输出是在线圈122中施加的电流的数

量。控制电路可以被实施在集成电路(IC)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把IC与霍尔条单元124相

组合。在其他情况下，IC可以是单独的芯片(未示出)，并且可以位于致动器100和包括致动

器100的摄影机的外部(例如参见后面的实施例200)。

[0072] 图1G-1J示意性地示出了编号为100’的本文中所公开的VCM致动器的另一个示例

性实施例的各种视图和组件。图1G示出了致动器100的等距视图，图1H示出了致动器100的

分解视图，图1I示出了图1G的致动器中的被致动子套件106’的细节，并且图1J示出了沿着

图1G中标记出的B-B一线的VCM致动器的剖面。致动器100’的结构和功能类似于致动器100

(因此类似的单元/组件不被编号和/或描述)，但是存在几处差异：a)致动器100’包括三个V

形沟槽和一个平坦沟槽，也就是说作为示例，在致动器100’中光学单元夹持器102被光学单

元夹持器102’取代，其中沟槽102b’是平坦的；b)在致动器100’中，沟槽102a、b与沟槽110a、

b(及其对应的滚珠集合)之间的距离L’等于或小于OPFE  150的宽度W’，从而使得所述沟槽

和滚珠处于OPFE  150的“下方”。因此，致动器100’的至少一项规格(宽度)并且因此其尺寸

小于致动器100；以及c)致动器100’包括一个添加的组件，也就是针对掉落、撞击、尘土和杂

散光为其提供保护的护罩140。护罩140的形状和规格使得最小化对致动器的尺寸的影响。

所示出的形状和细节是示例性的。可选的是，也可以为致动器100提供护罩，比如护罩140。

此外还可选的是，致动器100’还包括(通常由塑料制成的)外壳142，以便针对环境和其他因

素为致动器提供保护。PCB  126’与致动器100中的PCB  126具有相同的功能。致动器100’中

的弯曲滚珠引导机制包括与致动器100中基本上相同的组件。

[0073] 致动器100和100’中公开的弯曲滚珠引导机制中的沟槽的形状是示例性的，并且

其他形状也是可能的，正如在图1K中所表明的那样。图1K除了形状实施例“a”和“b”(轴108

处于OPFE  150外部或内部，一对当中的全部两个沟槽102和110“向下”弯曲，也就是说曲率

中心在正Z方向上“高于”沟槽)之外还示出：形状实施例“c”，其中沟槽102向下弯曲并且沟

槽110是直的(线性)；形状实施例“d”，其中全部两个沟槽102和110都向上弯曲(曲率中心在

负Z方向上低于沟槽)；以及形状实施例“e”，其中沟槽102是直的并且沟槽110向上弯曲。

[0074] 图2示出了耦合到折叠式摄影机结构(FCS)或者简单地称作“折叠式摄影机”200的

致动器100。在折叠式摄影机200中，致动器(比如100或100’)例如用来旋转光折叠单元，例

如棱镜150。为了简单起见，将参照致动器100继续进行描述，并且应当理解的是其描述同样

适用于致动器100’。折叠式摄影机200中的致动器100的致动例如可以被用来产生如在PCT/

IB2016/052179中所描述的光学图像稳定(OIS)，或者产生例如在PCT/IB2016/057366中所

描述的扩展视场。在这种情况下，典型的旋转行程α可以分别处于棱镜150的原始位置的±

0.5到±2度或者±2到±12度的范围内。摄影机200还包括透镜单元202和图像传感器204。

[0075] 折叠式摄影机200还可以耦合到或者包括用以针对AF和/或OIS致动透镜单元204

的致动机制，例如在PCT/IB2016/052179中进行了描述。透镜204的致动机制(和致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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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致动器100，并且未在图2中示出。透镜204的致动机制(和致动)可以是基于VCM致动器，其

具有基于弹簧的机械轨道(如在PCT/IB2016/052179中)或者具有基于滚珠引导机制的机械

轨道。

[0076] 图3A-D示意性地示出了编号为300的本文中所公开的VCM致动器的另一个示例性

实施例的各种视图和组件。图3A示出了致动器300的等距视图，并且图3B示出了致动器300

的分解视图。与致动器100中一样，在致动器300中，OPFE  350作为示例是棱镜。OPFE  350被

夹持在光学单元夹持器302中。永久磁体304被固定地附着(例如胶粘)到光学单元夹持器

302。OPFE  350、光学单元夹持器302和磁体304形成“顶部被致动子套件”306。

[0077] 光学单元夹持器302包括(例如被模塑成具有)位于夹持器302的相对两侧的两个

平行的弧形沟槽302a和302b，每一个弧形沟槽具有角度β’>β，其中角度β是由光学需求定义

的所要求的旋转行程。角度β’和β”未被示出，但是其定义类似于图1D中的角度α’和α”的定

义。β、β’和β”的示例性数值和范围类似于前面的α、α’和α”。顶部被致动子套件306及其部件

在材料、规格方面类似于被致动子套件106。

[0078] 致动器300还包括通常由塑料制成的中间底座310。中间底座310也被模塑成具有

两个沟槽310a和310b。顶部被致动子套件306被定位在中间底座310的内部，从而使得沟槽

310a和310b分别平行于沟槽302a和302b。在该实施例中，沟槽302b、310a和310b具有V形沟

槽形状，沟槽302a则具有梯形形状；前面在关于致动器100的描述中给出了对于这些形状的

考虑。三个滚珠312a、314a和316a被定位在沟槽302a与310a之间，类似地三个滚珠312b、

314b和316b被定位在沟槽302b与310b之间。在其他实施例中，致动器300在每一个沟槽中可

以具有多于或少于3个滚珠，并且通常处于2-7个滚珠的范围内。对于所有滚珠的尺寸和材

料的考虑类似于在致动器100中所描述的情况。如图3C中所见，中间底座310还包括单个圆

320上另外两个弧形沟槽310c和310d。顶部被致动子套件306、滚珠312a-314a、312b-314b以

及中间底座310形成底部被致动子套件334。圆320的直径可以示例性地处于5-15mm范围内。

沟槽302a、302b、310a、310b以及滚珠312a、312b、314a、314b、316a和316b形成致动器300的

第一弯曲滚珠引导机制360。

[0079] 致动器300还包括底部底座308。底部底座308通常由塑料制成，并且被模塑成具有

两个弧形沟槽308c和308d。如图3C中可见，弧形沟槽308c和308d处在圆320上，圆320的中心

处在轴321上。底部被致动子套件334被定位在底部底座308上方，从而使得沟槽310c和310d

分别平行于沟槽308c和308d。在该实施例中，沟槽310c、308c和308d具有V形沟槽形状，沟槽

310d则具有梯形形状；前面在关于致动器100的描述中给出了对于这些形状的考虑。三个滚

珠312c、314c和316c被定位在沟槽308c与310c之间，类似地三个滚珠312d、314d和316d被定

位在沟槽308d与310d之间。在其他实施例中，致动器300在每一个沟槽中可以具有多于或少

于3个滚珠，并且通常处于2-7个滚珠的范围内。对于所有滚珠的尺寸和材料的考虑类似于

在致动器100中所描述的情况。沟槽308c、308d、310c、310d以及滚珠312c、312d、314c、314d、

316c和316d形成致动器300的第二弯曲滚珠引导机制362。

[0080] 金属磁轭318从下方被固定地附着(例如胶粘)到底部底座308，从而使其面对磁体

304。金属磁轭318通过磁力拉动磁体304(并且从而拉动顶部被致动子套件306)，从而保持

两个弯曲滚珠引导机制(360和362)免于解体。所述磁力处于在图1中被标记成负Z方向的方

向上。滚珠312a、314a和316a以及312b、314b和316b防止顶部被致动子套件306接触中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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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310，并且滚珠312c、314c和316c以及312d、314d和316d防止底部被致动子套件334接触底

部底座308。因此，顶部被致动子套件306沿着Z轴被限制，并且不会在正或负Z方向上移动。

第一弯曲滚珠引导机制360还沿着X轴限制顶部被致动子套件306，从而使得顶部被致动子

套件306只能沿着由平行弧302a、302b、310a和310b定义的路径移动。底部被致动子套件334

沿着Z轴被限制，并且不会在正或负Z方向上移动。第二弯曲滚珠引导机制362还限制底部被

致动子套件334仅通过旋转方式围绕圆320移动(围绕Z轴旋转)。这一旋转的典型量值/角度

(以度数计)类似于前面的α。磁体304作用在全部两个弯曲滚珠引导机制上。

[0081] 致动器300还包括图3D中示出的电磁子套件330。电磁子套件330包括两个线圈322

和324、两个霍尔条单元326和328以及印刷电路板(PCB)329。线圈322、324和霍尔条单元

326、328(分别独立地)被焊接到PCB  329。线圈322、324具有体育场形状，并且通常具有几十

个绕组(例如在50-250个的非限制范围内)，并且分别具有10-30欧姆的典型电阻。PCB  329

允许向线圈322、324和霍尔条单元326、328发送输入和输出电流，其中电流载送对于操作所

需要的功率和电子信号全部二者。PCB  329通过连线(图3中未见)通过电子方式连接到外部

摄影机。电磁子套件330被定位在磁体304与磁轭318之间。通过在线圈322、324中驱动电流

而产生洛伦兹力；顺时针方向上的电流将产生正Y方向上的力，逆时针方向上的电流则将产

生负Y方向上的力。完全磁性方案(例如固定磁体304极方向)类似于致动器100中的情况。由

于线圈322(324)不与圆320同心，因此所述洛伦兹力在底部被致动子套件334上也被变换到

围绕Z轴的顺时针(逆时针)扭矩。

[0082] 由电磁子套件的全部两个线圈322和324施加的磁力处于正和负Y方向上，顶部被

致动子套件306被第一弯曲滚珠引导机制限制成沿着平行于沟槽302a、302b、310a和310b的

弧移动(也就是围绕X轴旋转)。类似地，底部被致动子套件334被第二弯曲滚珠引导机制限

制成沿着圆320移动(也就是围绕Z轴旋转)，并且其运动由通过围绕轴321的线圈322和324

所施加的围绕Z轴的净扭矩(每一个线圈围绕Z轴施加的扭矩之间的差)主导。霍尔条单元

326、328可以感测磁体304的磁场的强度和方向。在被致动时，顶部被致动子套件306、底部

被致动子套件334以及霍尔条单元326、328的位置被改变，并且随之改变所感测到的磁场的

强度和方向。我们用VHB-326和VHB-328来标记全部两个传感器的霍尔输出电压，所述电压与由

每一个霍尔传感器感测到的磁场成比例，正如本领域内已知的那样。因此，可以确定顶部被

致动子套件306和底部被致动子套件334的旋转数量。在一个实例中，VHB-326+VHB-328之和与围

绕第一旋转轴的倾斜数量成比例，并且VHB-326-VHB-328之差与围绕第二旋转轴的倾斜数量成

比例。使用控制电路来控制被致动子套件的位置，并且将其设定到光学需求所要求的位置。

控制电路输入包括霍尔条单元326、328的信号，并且输出包括在线圈322、324中施加的电流

的数量。控制电路可以被实施在集成电路(IC)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把IC与其中一个霍尔

条单元326、328相组合。在其他情况下，IC是单独的芯片，并且可以位于摄影机(未示出)的

外部。

[0083] 图4示出了作为折叠式摄影机400的一部分的致动器300。在折叠式摄影机400中，

致动器300例如用来旋转光径折叠单元(OPFE)以便在两个方向上产生光学图像稳定，正如

在美国临时专利申请62/215,007中所描述的那样。折叠式摄影机400还包括透镜单元402和

图像传感器404。在这种情况下，典型的致动行程对于全部两个旋转方向可以处于光折叠单

元(例如棱镜450)的原始位置的围绕X轴的±0.5到±2度以及围绕Z轴的±1到±3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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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折叠式摄影机400还可以包括针对AF和/或OIS的本领域内已知的(例如在PCT/IB2016/

052179中进行了描述)用于透镜单元402的致动机制(未示出)。透镜402的致动机制与在致

动器300中进行的致动不相关。

[0084] 图5A-5D示意性地示出了编号为500的本文中所公开的VCM致动器的另一个示例性

实施例的各种视图和组件。图5A示出了已组装致动器500的等距视图，图5B、5C则从沿着X轴

的两个相反方向示出了致动器500的分解视图。图5D示出了沿着图5A中标记出的A-A一线的

致动器500的剖面。致动器500允许OPFE  550围绕单一轴(也就是围绕X轴)旋转，正如后面所

描述的那样。在图5A-5D中OPFE  550是棱镜，而在其他实施例中则可以是反射镜或另一种类

型的光径弯曲单元。

[0085] 在致动器500中，OPFE  550可以被夹持在OPFE夹持器502中，所述OPFE夹持器502例

如可以通过配合OPFE  550的形状的塑料模具制成。致动磁体504和感测磁体506在与OPFE 

550的旋转轴相同的方向(图中的负X方向)上从侧面固定地附着(例如胶粘)到光学单元夹

持器502。OPFE  550、光学单元夹持器502以及磁体504、506的组装被称作“被致动子套件”

510，并且在图5D中从侧面示出。光学单元夹持器502被模塑成具有两个弧形沟槽502a和

502b。弧502a和502b彼此同心，并且具有处在轴508上的共同旋转中心。弧形沟槽502a和

502b具有对应的角度γ’和γ”并且满足γ’>γ和γ”>γ，其中角度γ是由光学需求定义的

所要求的旋转行程。在图5D中看到旋转轴508的中心和角度γ’、γ”。γ、γ’和γ”的典型数

值类似于α、α’和α”的典型数值。

[0086] 致动器500还包括侧壁514。侧壁514是静止部件，并且刚性地固定到致动器框架

(未示出)和摄影机图像传感器。侧壁514通常由塑料制成。在一些实施例中，侧壁514可以是

整个致动器的框架(作为“底座”在本领域内已知的)的一部分。侧壁514可以被模塑成用于

后面所描述的目的以及对于摄影机所需要的其他目的(例如夹持透镜或夹持图像传感器)

的单个塑料件，其中致动器500是摄影机的一部分。侧壁514也被模塑成具有两个弧形沟槽

514a和514b。被致动子套件510被定位成沿着侧壁514，从而使得沟槽514a和514b分别平行

于沟槽502a和502b。在该实施例中，沟槽502b、514a和514b具有V形沟槽形状，沟槽502a则具

有梯形形状；前面在关于致动器100的描述中给出了对于这些形状的考虑。

[0087] 三个滚珠512a、514a和516a被定位在沟槽502a与514a之间，类似地三个滚珠512b、

514b和516b被定位在沟槽502b与514b之间。在其他实施例中，致动器500在每一个沟槽中可

以具有多于或少于3个滚珠，并且通常处于2-7个滚珠的范围内。对于所有滚珠的尺寸和材

料的考虑类似于在致动器100中所描述的情况。所述两对沟槽及其相关联的滚珠形成致动

器500的弯曲滚珠引导机制560。

[0088] 金属铁磁性磁轭518从与磁体504、506相对的侧面被固定地附着(例如胶粘)到侧

壁514，从而使其面对磁体504。磁轭518通过磁力拉动磁体504(并且从而拉动被致动子套件

510)，从而保持弯曲滚珠引导机制免于解体。所述磁力处于在图5A中被标记成负X方向的方

向上。滚珠512a、514a和516a以及512b、514b和516b防止被致动子套件510接触侧壁514。因

此，被致动子套件510沿着X轴被限制，并且不会在正或负X方向上移动。弯曲滚珠引导机制

560还沿着其他方向限制被致动子套件510，从而使得被致动子套件只能沿着由平行的弧

502a、502b、514a和514b定义的路径移动。

[0089] 致动器500还包括在图5E中示出的电磁子套件530。电磁子套件530包括线圈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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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条单元524和PCB  526。线圈522和霍尔条单元524(分别独立地)被焊接到PCB。线圈522

具有体育场形状，并且通常具有几十个绕组(50-250个的非限制性范围)以及10-30欧姆的

典型电阻。PCB  526允许向线圈522和霍尔条单元524发送输入和输出电流，其中电流载送对

于操作所需要的功率和电子信号全部二者。PCB  526利用连线(未示出)通过电子方式连接

到外部摄影机。电磁子套件530被定位在磁体504、506与磁轭518之间，从而使得在磁体与电

磁子套件之间存在通常大约是100-200μm的气隙(霍尔条单元、线圈和磁体彼此不接触)。通

过在线圈522中驱动电流而产生洛伦兹力：顺时针方向上的电流将产生正Y方向上的力，逆

时针方向上的电流则将产生负Y方向上的力。在本领域内已经知道并且例如在共同所有的

专利PCT/IB2016/052179中详细描述了完全磁性方案(例如固定磁体504极方向)。

[0090] 对于前面的被致动子套件，由电磁子套件施加的磁力处于正和负Y方向上，由滚珠

和沟槽形成的轨道则产生限制从而使得被致动子套件510沿着平行于沟槽502a、502b、514a

和110b的弧移动。霍尔条单元524可以对感测磁体506的磁场的强度和方向进行感测。在被

致动时，被致动子套件510与霍尔条单元524的相对位置被改变。由霍尔条单元524感测到的

磁场的强度和方向也发生改变，从而可以确定被致动子套件510的位置。

[0091] 使用控制电路来控制被致动子套件的位置，并且设定到光学需求所要求的位置。

控制电路输入是来自霍尔条单元524的信号，并且输出是在线圈522中施加的电流的数量。

控制电路可以被实施在IC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把IC与霍尔单元524相组合。在其他情况

下，所述IC是单独的芯片，并且可以位于摄影机(未示出)的外部。

[0092]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移除感测磁体506并且把霍尔条单元524放置在线圈的中心

处，从而使得致动磁体504可以被用于致动和感测全部二者(正如前面参照图1E所描述的那

样)。

[0093] 在一些实施例中，感测磁体506和致动磁体504可以被组合到具有适当的磁化的一

个磁体中，以便允许前面描述的感测和致动功能。

[0094] 图6示出了作为折叠式摄影机600的一部分的致动器500。在摄影机600中，作为一

个使用实例，致动器500用来旋转光折叠单元，例如棱镜550。摄影机600中的致动器500的致

动例如可以被用来产生OIS，正如在PCT/IB2016/052179中所描述的那样。摄影机600还包括

透镜单元602和图像传感器604。在这种情况下，典型的致动行程γ应当处于棱镜550的原始

位置的±0.5到±2度的范围内。正如前面参照摄影机200所描述的那样，摄影机600还可以

包括针对AF和/或OIS致动透镜单元602的致动机制(未示出)。

[0095] 前面所公开的任何致动器可以被包括在折叠式摄影机中，折叠式摄影机又可以与

直立式(非折叠)摄影机一起被包括在具有折叠透镜的双孔径摄影机中，正如在共同所有的

美国专利9392188中所描述的那样。

[0096] 虽然本公开内容描述了有限数目的实施例，但是应当认识到，这样的实施例可以

有许多变型、修改和其他应用。一般来说，本公开内容应当被理解成不受限于本文中所描述

的具体实施例，而是仅由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限制。

[0097] 在本说明书中提到的所有参考文献都通过引用的方式被全文合并到本说明书中，

就如同明确地并且单独地表明每一份单独的参考文献都通过引用的方式被合并在本文中。

此外，在本申请中对于任何参考文献的引述或标识不应当被理解成承认这样的参考文献可

以作为本申请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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