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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短波红外光学无热化连续变焦镜头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短波红外光学无热化连续
变焦镜头，
所述镜头的光学系统包括光焦度为正
的前固定组A、光焦度为负的变倍组B、光焦度为
正的补偿组C、光阑D、光焦度为正的后固定组E，
所述前固定组A包括正弯月透镜A-1、
负弯月透镜
A-2与正弯月透镜A-3密接的第一胶合组；
所述变
倍组B包括双凹透镜B-1、正弯月透镜B-2与双凹
透镜B-3密接的第二胶合组；
所述补偿组C包括双
凸透镜C-1、负弯月透镜C-2与正弯月透镜C-3密
接的第三胶合组 ；
所述后固定组E包括正弯月透
镜E-1、
负弯月透镜E-2和双凸透镜E-3。
本发明镜
头实现最速变焦，
使得导程小、
光学总长短，
系统
体积小巧，
具有较宽的工作温度范围 ，
不需要经
常重复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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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短波红外光学无热化连续变焦镜头，
其特征在于：
所述镜头的光学系统包括沿
光线自前向后入射方向依次设置的光焦度为正的前固定组A、光焦度为负的变倍组B、光焦
度为正的补偿组C、
光阑D、
光焦度为正的后固定组E，
所述前固定组A包括正弯月透镜A-1、
负
弯月透镜A-2与正弯月透镜A-3密接的第一胶合组；
所述变倍组B包括双凹透镜B-1、正弯月
透镜B-2与双凹透镜B-3密接的第二胶合组；
所述补偿组C包括双凸透镜C-1、
负弯月透镜C-2
与正弯月透镜C-3密接的第三胶合组；
所述后固定组E包括正弯月透镜E-1、负弯月透镜E-2
和双凸透镜E-3；
所述正弯月透镜A-1和第一胶合组之间的空气间隔为0 .74mm，
所述双凹透
镜B-1和第二胶合组之间的空气间隔为1 .21mm，
所述双凸透镜C-1和第三胶合组之间的空气
间隔为0 .1mm，
所述正弯月透镜E-1和负弯月透镜E-2之间的空气间隔为0 .66mm，
所述负弯月
透镜E-2和双凸透镜E-3之间的空气间隔为14 .78mm。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波红外光学无热化连续变焦镜头，
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固定
组A与变倍组B之间的空气间隔为4 .16～22 .87mm，
所述变倍组B与补偿组C之间的空气间隔
为2 .78～34 .16mm，
所述补偿组C与后固定组E之间的空气间隔为2 .03～32mm，
所述正弯月透
镜A-3使用超低色散的N-PK52A材料。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波红外光学无热化连续变焦镜头，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正弯月
透镜A-1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满足关系式：
42 .3mm≤R1≤44 .987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2满
足关系式：
198mm≤R2≤203 .471mm，
厚度为5 .18mm；
第一胶合组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3满足关
系式 ：113 .01mm≤R3≤115 .214mm ，胶合面的曲率半径R4满足关系式 ：23 .8mm≤R4≤
24 .021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5满足关系式：
485mm≤R5≤512 .2mm，
负弯月透镜A-2厚度为
1 .95mm，
正弯 月透镜A-3厚度为8 .83mm；
双凹透镜B-1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6满足关系式 ：
79 .45mm≤R6≤-77 .232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7满足关系式69 .1mm≤R7≤70 .232mm，
厚度
为1 .1mm；
第二胶合组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8满足关系式：
-73 .213mm≤R8≤-71 .25mm，
胶合面
的曲率半径R9满足关系式：
-16 .85mm≤R9≤-16 .452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10满足关系式：
82mm≤R≤84 .813mm，
正弯月透镜B-2厚度为3 .59mm，
双凹透镜B-3厚度为1 .1mm；
双凸透镜C1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1满足关系式：
47 .5mm≤R11≤48 .312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12满足
关系式：
-135 .2mm≤R12≤-132 .2mm，
厚度为2 .08mm；
第三胶合组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3满足
关系式：
52mm≤R≤60 .23mm，
胶合面的曲率半径R14满足关系式：
10 .89mm≤R14≤11 .05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15满足关系式 ：420mm≤R15≤99999999mm ，负弯 月透镜C-2厚度为
0 .95mm，
正弯月透镜C-3厚度为3 .89mm；
正弯月透镜E-1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6满足关系式：
10 .5mm≤R16≤13 .989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17满足关系式：
20 .45mm≤R17≤27 .89mm，
厚
度为1 .88mm；
负弯月透镜E-2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8满足关系式：
30 .1mm≤R18≤36 .79mm，
后
镜面的曲率半径R19满足关系式：
8 .2mm≤R19≤9 .35mm，
厚度为2 .66mm；
双凸透镜E-3前镜面
的曲率半径R20满足关系式 ：27mm≤R20≤28 .3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21满足关系式 ：
240 .1mm≤R21 ≤-210 .01mm，
厚度为2 .07mm。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波红外光学无热化连续变焦镜头，
其特征在于：
所述镜头的
机械结构包括安装有变倍组B与补偿组C的变倍补偿变焦机构，
所述变倍补偿变焦机构包括
主镜筒，
所述主镜筒的内前端设有安装有变倍组B的变倍组件，
所述主镜筒的内后端设有安
装有补偿组C的补偿组件，
主镜筒前端设有前固定组件，
前固定组件包括安装有前固定组A
的前组镜筒，
主镜筒后端设有后固定组件，
后固定组件包括安装有后固定组D的后组镜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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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短波红外光学无热化连续变焦镜头，
其特征在于：
前组镜筒的
前端螺接有压紧双凸透镜A-1的压圈，
所述双凸透镜A-1与第一胶合组之间设有AB隔圈；
所
述变倍组件包括安装有变倍组B的变倍镜座，
变倍组件安装于变倍移动座上，
所述补偿组件
包括安装有补偿组C的补偿镜座，
所述补偿组件安装于补偿移动座上，
所述变倍组件通过螺
纹与变倍移动座相连接，
所述补偿组件通过螺纹与补偿移动座相连接，
所述主镜筒内套设
有变倍凸轮，
主镜筒外设置有通过电机齿轮与变倍凸轮啮合传动的变焦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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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短波红外光学无热化连续变焦镜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短波红外光学无热化连续变焦镜。
背景技术
[0002] 短波红外相比于可见光，
具有更加优异的透雾能力，
可以大大提升火灾烟雾环境
下的能见度；
对高温物体敏感，
可以比长波红外更精准确定着火点；
短波红外对水分敏感，
可用于暴雨预警、检测、
龙卷风观测等。在恶劣天气低能见度条件下，
其成像类似于可见光
图像，
比热成像有更好的细节分辨和解析能力。近红外波段对绿色植物的反射光谱与伪装
涂料的差异非常大，
常规的伪装对近红外成像系统没有任何意义，
可作为发现伪装的安全
防御新手段。
因此，
短波红外镜头的研发非常必要。但目前短波红外镜头开发应用时间还比
较短，
普遍存在分辨率不高的缺点，
大部分只能满足像元大小为15um的短波红外探测器使
用需求，
且基本为定焦镜头，
难以同时满足全景搜索与小区域放大观察的需求，
因此开发连
续变焦的短波红外镜头非常有必要。
同时，
为使镜头能适应不同温度环境，
不需要经常重复
聚焦，
简化结构，
有必要实现光学被动式无热化。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紧凑，
体积小的短波红外光学无热化连
续变焦镜，
具有较宽的工作温度范围。
[0004] 本发明采用以下方案实现：
一种短波红外光学无热化连续变焦镜头，
述镜头的光
学系统包括沿光线自前向后入射方向依次设置的光焦度为正的前固定组A、光焦度为负的
变倍组B、
光焦度为正的补偿组C、
光阑D、
光焦度为正的后固定组E，
所述前固定组A包括正弯
月透镜A-1、负弯月透镜A-2与正弯月透镜A-3密接的第一胶合组；
所述变倍组B包括双凹透
镜B-1、
正弯月透镜B-2与双凹透镜B-3密接的第二胶合组；
所述补偿组C包括双凸透镜C-1、
负弯月透镜C-2与正弯月透镜C-3密接的第三胶合组；
所述后固定组E包括正弯月透镜E-1、
负弯月透镜E-2和双凸透镜E-3。
[0005] 进一步的，
所述前固定组A与变倍组B之间的空气间隔为4 .16～22 .87mm，
所述变倍
组B与补偿组C之间的空气间隔为2 .78～34 .16mm，
所述补偿组C与后固定组E之间的空气间
隔为2 .03～32mm，
所述正弯月透镜A-3使用超低色散的N-PK52A材料。
[0006] 进一步的，
所述正弯月透镜A-1和第一胶合组之间的空气间隔为0 .74mm，
所述双凹
透镜B-1和第二胶合组之间的空气间隔为1 .21mm，
所述双凸透镜C-1和第三胶合组之间的空
气间隔为0 .1mm，
所述正弯月透镜E-1和负弯月透镜E-2之间的空气间隔为0 .66mm，
所述负弯
月透镜E-2和双凸透镜E-3之间的空气间隔为14 .78mm。
[0007] 进一步的 ，
所述正弯月透镜A-1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满足关系式：
42 .3mm≤R1≤
44 .987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2满足关系式：
198mm≤R2≤203 .471mm，
厚度为5 .18mm；
第一
胶合组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3满足关系式：
113 .01mm≤R3≤115 .214mm，
胶合面的曲率半径R4
满足关系式 ：23 .8mm≤R4≤24 .021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5满足关系式 ：485mm≤R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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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2mm，
负弯月透镜A-2厚度为1 .95mm，
正弯月透镜A-3厚度为8 .83mm；
双凹透镜B-1前镜面
的曲率半径R6满足关系式：
-79 .45mm≤R6≤-77 .232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7满足关系式
69 .1mm≤R7≤70 .232mm ，
厚度为1 .1mm ；第二胶合组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8满足关系式 ：
73 .213mm≤R8≤-71 .25mm，
胶合面的曲率半径R9满足关系式：
-16 .85mm≤R9≤-16 .452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10满足关系式：
82mm≤R≤84 .813mm，
正弯月透镜B-2厚度为3 .59mm，
双
凹透镜B-3厚度为1 .1mm；
双凸透镜C-1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1满足关系式：
47 .5mm≤R11≤
48 .312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12满足关系式：
-135 .2mm≤R12≤-132 .2mm，
厚度为2 .08mm；
第三胶合组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3满足关系式：
52mm≤R≤60 .23mm，
胶合面的曲率半径R14
满足关系式：
10 .89mm≤R14≤11 .05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15满足关系式：
420mm≤R15≤
99999999mm，
负弯月透镜C-2厚度为0 .95mm，
正弯月透镜C-3厚度为3 .89mm；
正弯月透镜E-1
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6满足关系式：
10 .5mm≤R16≤13 .989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17满足关
系式：
20 .45mm≤R17≤27 .89mm，
厚度为1 .88mm；
负弯月透镜E-2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8满足
关系式：
30 .1mm≤R18≤36 .79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19满足关系式：
8 .2mm≤R19≤9 .35mm，
厚度为2 .66mm；
双凸透镜E-3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20满足关系式：
27mm≤RR20≤28 .3mm，
后镜
面的曲率半径R21满足关系式：
-240 .1mm≤R20≤-210 .01mm，
厚度为2 .07mm。
[0008] 进一步的，
所述镜头的机械结构包括安装有变倍组B与补偿组C的变倍补偿变焦机
构，
所述变倍补偿变焦机构包括主镜筒，
所述主镜筒的内前端设有安装有变倍组B的变倍组
件，
所述主镜筒的内后端设有安装有补偿组C的补偿组件，
主镜筒前端设有前固定组件，
前
固定组件包括安装有前固定组A的前组镜筒，
主镜筒后端设有后固定组件，
后固定组件包括
安装有后固定组D的后组镜筒。
[0009] 进一步的，
前组镜筒的前端螺接有压紧双凸透镜A-1的压圈，
所述双凸透镜A-1与
第一胶合组之间设有AB隔圈；
所述变倍组件包括安装有变倍组B的变倍镜座，
变倍组件安装
于变倍移动座上，
所述补偿组件包括安装有补偿组C的补偿镜座，
所述补偿组件安装于补偿
移动座上，
所述变倍组件通过螺纹与变倍移动座相连接，
所述补偿组件通过螺纹与补偿移
动座相连接，
所述主镜筒内套设有变倍凸轮，
主镜筒外设置有通过电机齿轮与变倍凸轮啮
合传动的变焦电机。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采用正组补偿结构，
使得前组光
焦度较小，
降低二级光谱像差，
并使用超低色散材料，
极大提高了长焦段的分辨率水平，
可
以满足7um像元尺寸的短波红外相机使用需求；
（2）连续变焦，
同时满足大区域全景搜索与
小区域放大观察的需求；
（3）实现了光学被动式无热化设计，
在宽温度动态范围下，
不需要
温度调焦，
使得结构简单，
并减低产品故障率。
[0011]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 ，
以下将通过具体实施例和相
关附图，
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该发明实施例的光学系统示意图；
[0013] 图2为该发明实施例中结构总装配图；
[0014] 图3为该发明实施例中前固定组件的示意图；
[0015] 图4为该发明实施例中变倍补偿变焦组件端面视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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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5为该发明实施例中变倍补偿变焦组件剖面图；
[0017] 图6为该发明实施例中后固定组件的示意图；
[0018] 图7为该发明实施例长焦时的MTF图；
[0019] 图8为该发明实施例长焦时在-40℃温度下的MTF图；
[0020] 图中标号说明：
[0021] 41-前固定组件；42-变倍组件；
43-凸轮组件；
44-补偿组件；
45-后固定组件；
46探测器组件；
[0022] 51-弯月透镜A-1；
52-压圈；
53-隔圈；
54-第一胶合组；
55-前组镜筒；
[0023] 61-变倍组B；
62-凸轮盖板；
63-变倍移动座；
64-主镜筒；
65-导杆；
66-变倍凸轮；
67-补偿移动座；
68-补偿组C；
69-微动开关架；
710-微动开关；
611-变倍电位器；
612-变倍电
位器架；
613-电位器齿轮；
614-限位块；
615-变倍电机架；
616-电机齿轮；
617-变倍电机；
618-微动开关；
619-微动开关架；
[0024] 71-后组垫片；
72-后组镜筒；
73-后轴承座；
74-后轴承压圈；
75-后轴承压圈；
76-探
测器调整垫片；
77-后组压圈；
78-双凸透镜E-3；
79-滚动轴承；
710-后组隔圈；
711-负弯月透
镜E-2；
712-后组隔圈；
713-正弯月透镜E-1。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如图1 8所示，
一种短波红外光学无热化连续变焦镜头，
述镜头的光学系统包括沿
~
光线自前向后入射方向依次设置的光焦度为正的前固定组A、光焦度为负的变倍组B、光焦
度为正的补偿组C、
光阑D、
光焦度为正的后固定组E，
所述前固定组A包括正弯月透镜A-1、
负
弯月透镜A-2与正弯月透镜A-3密接的第一胶合组；
所述变倍组B包括双凹透镜B-1、正弯月
透镜B-2与双凹透镜B-3密接的第二胶合组；
所述补偿组C包括双凸透镜C-1、
负弯月透镜C-2
与正弯月透镜C-3密接的第三胶合组；
所述后固定组E包括正弯月透镜E-1、负弯月透镜E-2
和双凸透镜E-3。
[0026] 在本实施例中，
所述前固定组A与变倍组B之间的空气间隔为4 .16～22 .87mm，
所述
变倍组B与补偿组C之间的空气间隔为2 .78～34 .16mm，
所述补偿组C与后固定组E之间的空
气间隔为2 .03～32mm，
所述正弯月透镜A-3使用超低色散的N-PK52A材料。
[0027] 在本实施例中，
所述正弯月透镜A-1和第一胶合组之间的空气间隔为0 .74mm，
所述
双凹透镜B-1和第二胶合组之间的空气间隔为1 .21mm，
所述双凸透镜C-1和第三胶合组之间
的空气间隔为0 .1mm，
所述正弯月透镜E-1和负弯月透镜E-2之间的空气间隔为0 .66mm，
所述
负弯月透镜E-2和双凸透镜E-3之间的空气间隔为14 .78mm。
[0028] 在本实施例中，
所述正弯月透镜A-1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满足关系式：
42 .3mm≤R1
≤44 .987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2满足关系式：
198mm≤R2≤203 .471mm，
厚度为5 .18mm，
材
料为N-LASF31A；
第一胶合组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3满足关系式：
113 .01mm≤R3≤115 .214mm，
胶合面的曲率半径R4满足关系式：
23 .8mm≤R4≤24 .021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5满足关系
式：
485mm≤R5≤512 .2mm，
负弯月透镜A-2厚度为1 .95mm，
材料为LAFN7，
正弯月透镜A-3厚度
为8 .83mm，
材料为N-PK52A；
双凹透镜B-1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6满足关系式：
-79 .45mm≤R6
≤-77 .232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7满足关系式69 .1mm≤R7≤70 .232mm，
厚度为1 .1mm，
材料
为N-LAF21；
第二胶合组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8满足关系式：
-73 .213mm≤R8≤-71 .25mm，
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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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曲率半径R9满足关系式：
-16 .85mm≤R9≤-16 .452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10满足关系
式：
82mm≤R≤84 .813mm，
正弯月透镜B-2厚度为3 .59mm，
材料为H-ZF75A，
双凹透镜B-3厚度
为1 .1mm，
材料为N-LASF31A；
双凸透镜C-1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1满足关系式：
47 .5mm≤R11
≤48 .312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12满足关系式 ：-135 .2mm≤R12≤-132 .2mm ，厚度为
2 .08mm ，材料为N-LASF31A ；第三胶合组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3满足关系式 ：52mm≤R≤
60 .23mm，
胶合面的曲率半径R14满足关系式：
10 .89mm≤R14≤11 .05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
R15满足关系式：
420mm≤R15≤99999999mm，
负弯月透镜C-2厚度为0 .95mm，
材料为H-ZF75A，
正弯月透镜C-3厚度为3 .89mm，
材料为N-LASF31A；
正弯月透镜E-1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6满
足关系式：
10 .5mm≤R16≤13 .989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17满足关系式：
20 .45mm≤R17≤
27 .89mm，
厚度为1 .88mm，
材料为N-SF57；
负弯月透镜E-2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18满足关系式：
30 .1mm≤R18≤36 .79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19满足关系式：
8 .2mm≤R19≤9 .35mm，
厚度为
2 .66mm，
材料为N-LASF46A；
双凸透镜E-3前镜面的曲率半径R20满足关系式：
27mm≤RR20≤
28 .3mm，
后镜面的曲率半径R21满足关系式：
-240 .1mm≤R20≤-210 .01mm，
厚度为2 .07mm，
材
料为H-FK61，
双凸透镜E-3与成像靶面之间的空气间隔为14 .87±0 .25mm。
[0029] 由上述镜片组构成的光学系统达到了如下的光学指标：
[0030] 1、
工作波段：
900nm～1700nm；
[0031] 2、
焦距：
28mm～90 .5mm；
[0032] 3、
视场角：
7 .69°
～25 .69°
；
[0033] 4、
相对孔径：
D/f ′
大于1/4；
[0034] 5、
光学传递函数：
传递函数空间频率70p/mm时，
长焦、
短焦时中心MTF≥0 .4，
在最
大视场仍具有良好的成像质量，
边缘视场MTF≥0 .24，
可与7um像元尺寸的2/3″靶面短波红
外摄像机适配。
[0035] 6、
光学总长小于109 .5mm；
[0036] 7、
变焦全程变焦时间为5S；
[0037] 8、
工作温度：
-40℃～60℃，
实现光学被动式无热化设计，
无需温度聚焦。
[0038] 为实现系统紧凑化，
需要尽量缩短光学系统的总长并减小径向尺寸，
系统的变倍
组和补偿组移动范围尽可能小，
因此采用了最速变焦凸轮曲线设计，
当变倍组的倍率m2= 1时，
补偿组的倍率为m31=m32=-1，
在该焦距点位置平滑过渡，
实现最速变焦，
使得导程小、
光学总长短，
系统体积小巧。
[0039] 本发明短波红外光学无热化连续变焦镜头：
（1）采用正组补偿结构，
使得前组光焦
度较小，
降低二级光谱像差，
并使用超低色散材料，
极大提高了长焦段的分辨率水平，
可以
满足7um像元尺寸的短波红外相机使用需求。
（2）连续变焦，
同时满足大区域全景搜索与小
区域放大观察的需求。
（3）实现了光学被动式无热化设计，
在宽温度动态范围下，
不需要温
度调焦，
使得结构简单，
并减低产品故障率。
[0040] 本镜头采用正组补偿的四组元结构，
变倍组前后移动时，
补偿组同时移动以保证
像面不变，
这个过程实现了镜头焦距的变化；
通过合理分配四个组元的光焦度，
使镜头在较
小的长度尺寸下有较长的焦距。在前组使用1片超低色散玻璃，
有效地降低了光学镜头二级
光谱等像差，
使镜头的分辨率显著提高，
达到与小像元摄像机适配的目的。
[0041] 在本实施例中，
所述镜头的机械结构包括安装有变倍组B与补偿组C的变倍补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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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机构，
所述变倍补偿变焦机构包括主镜筒64，
所述主镜筒的内前端设有安装有变倍组B的
变倍组件42，
所述主镜筒的内后端设有安装有补偿组C的补偿组件44，
主镜筒前端设有前固
定组件41，
前固定组件包括安装有前固定组A的前组镜筒55，
主镜筒后端设有后固定组件
45，
后固定组件包括安装有后固定组D的后组镜筒72。
[0042] 在本实施例中，
前组镜筒的前端螺接有压紧双凸透镜A-1的压圈52，
所述双凸透镜
A-1与第一胶合组之间设有AB隔圈53；
所述变倍组件包括安装有变倍组B的变倍镜座，
变倍
组件安装于变倍移动座63上，
所述补偿组件包括安装有补偿组C的补偿镜座，
所述补偿组件
安装于补偿移动座67上，
所述变倍组件通过螺纹与变倍移动座63相连接，
所述补偿组件通
过螺纹与补偿移动座67相连接，
所述变倍移动座、补偿移动座通过与导杆65研磨配合方式
分别安装于主镜筒64内。
[0043] 在本实施例中，
所述主镜筒内套设有变倍凸轮，
所述变倍凸轮66套于主镜筒64内，
通过凸轮盖板62安装于主镜筒64内，
所述变倍凸轮66设置有两个均布的变倍曲线槽和补偿
曲线槽，
所述主镜筒上设置有导钉槽，
所述变倍曲线槽通过变倍导钉经变倍直槽与变倍移
动座相连接，
所述补偿曲线槽通过补偿导钉经补偿直槽与补偿移动座相连接。
[0044] 在本实施例中，
主镜筒64外设置有通过电机齿轮与变倍凸轮啮合传动的变焦电机
617，
变倍电位器611通过电位器齿轮613与变倍凸轮66啮合，
当变焦电机转子作正负旋转运
动时，
使变倍电位器与变倍凸轮同步旋转，
则变倍电位器的阻值发生变化，
通过适当的取样
电路可以取出变倍电位器的变化值，
并传给控制中心，
从而实现变焦值的显示。
[0045] 在本实施例中，
镜头的前、后两端各设有支撑作用的滚动轴承，
后端的滚动轴承79
安装于后轴承座73内，
后轴承座上钻有六个M3的螺纹连接孔。
[0046] 在本实施例中，
所述正弯月透镜E1、负弯月透镜E2和双凸透镜E3通过后组压圈77
将后固定组E安装于后组镜筒72内，
所述正弯月透镜E1与负弯月透镜E2之间设有第一后组
隔圈712，
所述负弯月透镜E2与双凸透镜E3之间设有第二后组隔圈710，
所述后轴承座通过
滚动轴承79将后固定组安装于后轴承座内。
[0047] 上列较佳实施例，
对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优点进行了进一步详细说明，
所应
理解的是，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凡在本发明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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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