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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具有连续全景变焦失

真分布的单个相机来捕获广角场景的图像的光

学装置。当与处理单元组合时，混合变焦系统创

建具有恒定分辨率的输出图像，同时允许图像的

放大率和视场的连续调整而没有像数字变焦系

统那样的内插，或者没有任何像光学变焦系统那

样的移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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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使用成像器创建连续变焦光学系统的方法，所述成像器创建具有跨视场的

可变放大率的数字图像文件以便在选择的输出视场的边缘处的区中、在图像传感器像素的

数量与输出图像像素的数量之间具有接近1：1的比，所述方法包括：

a.使用具有至少成像系统和图像传感器的成像器创建图像平面中的场景的光学图像；

b.由所述成像器的所述图像传感器将所述光学图像转换成数字图像，所述图像传感器

包括多个图像传感器像素，所述数字图像具有数字图像失真，所述数字图像失真具有从所

述视场的中心直到最小设计视场的大体恒定的放大率以及从所述最小设计视场直到最大

设计视场的大体减小的放大率；

c.由处理单元接收对最小设计视场值与最大设计视场值之间的输出视场值的选择；以

及

d.由所述处理单元处理所述数字图像以便创建处理的图像，所述处理单元对所述数字

图像进行鱼眼矫正以去除由所述成像器创建的失真，同时在所述选择的输出视场的所述边

缘处的区中将图像传感器像素的所述数量与处理的图像像素的数量之间的比保持接近1：

1，所述处理的图像使其视场被裁剪成所述选择的输出视场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e.输出所述处理的图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最小设计视场值被定义为使得最大放大率与

最小放大率之间的比等于所述最小设计视场与所述最大设计视场之间的比。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处理的图像输出到显示设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从用户接收对所述输出视场值的所述选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从算法自动地接收对所述输出视场值的所述选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算法使用所述设备的空间位置和/或取向来计

算所述选择的输出视场。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数字图像失真由所述成像器的所述成像系统

中的光学失真引起。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应用智能分箱过程以限制由所述图像传感器读取

或发射到所述处理单元的像素的数量。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数字图像失真由通过所述成像器的所述图像

传感器或通过智能分箱单元对像素的智能分箱引起。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数字图像失真由所述成像器的所述成像系统

中的光学失真与像素的智能分箱的组合引起。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数字图像失真使得所述放大率在所述图像的

中心区域中最大，并且所述放大率在所述最大设计视场附近的区域中最小。

13.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所述最小设计视场与所述最大设计视场之间的

区中的每一个输出视场θ的所述放大率使得：

14.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所述最小设计视场与所述最大设计视场之间的

区中的给定输出视场θ处的所述放大率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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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所述选择的输出视场的所述边缘处的区中，图

像传感器像素的所述数量与处理的图像像素的所述数量之间的所述比高达2：1或1：2。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成像器包括用于创建多个数字图像的多个成

像系统和多个图像传感器。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在由所述处理单元进行的所述处理之前将所述

多个数字图像缝合在一起。

1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连续变焦光学系统不具有可移动光学元件。

1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连续变焦光学系统与数字变焦组合。

2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处理单元同时将单个数字图像处理成具有不

同的选择的输出视场值的多个处理的图像。

2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数字图像的所述鱼眼矫正在已知投影之后创

建处理的图像。

2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接收的输出视场值的选择是所述最小设计

视场值时，由所述处理单元创建所述处理的图像，而没有鱼眼矫正以去除失真。

2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来自所述成像器的所述数字图像在所述图像的偏

离中心的区中具有最大放大率。

2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连续变焦光学系统与自动聚焦、自动曝光或

自动白平衡过程一起使用。

25.一种使用成像系统来创建数字图像文件的连续变焦光学系统，所述数字图像文件

具有跨视场的可变放大率以便在选择的输出视场的边缘处的区中、在图像传感器像素的数

量与输出图像像素的数量之间具有接近1：1的分辨率比，所述光学系统包括：

a.成像系统，其创建图像平面中的场景的光学图像，所述成像系统具有光学失真，使得

所述光学图像具有从所述视场的中心直到最小设计视场的大体恒定的放大率以及从所述

最小设计视场直到最大设计视场的大体减小的放大率；

b.图像传感器，其将所述光学图像转换成数字图像，所述图像传感器包括多个图像传

感器像素，并且所述数字图像具有由所述成像系统的所述光学失真引起的数字图像失真；

c.输出视场值选择单元，其用于接收对所述最小设计视场值与所述最大设计视场值之

间的输出视场值的选择；以及

d.处理单元，其处理所述数字图像以便创建处理的图像，所述处理单元对所述数字图

像进行鱼眼矫正，同时在所述选择的输出视场的所述边缘处的区中将图像传感器像素的所

述数量与处理的图像像素的数量之间的比保持接近1：1，所述处理的图像使其视场被裁剪

成所述选择的输出视场值。

26.一种使用来自图像传感器的智能分箱来创建数字图像文件的连续变焦光学系统，

所述数字图像文件具有跨视场的可变放大率以便在选择的输出视场的边缘处的区中、在图

像传感器像素的数量与输出图像像素的数量之间具有接近1：1的分辨率比，所述光学系统

包括：

a.成像系统，其创建图像平面中的场景的光学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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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图像传感器，其将所述光学图像转换成数字图像，所述图像传感器包括多个图像传

感器像素；

c.智能分箱单元，其用于对所述图像传感器像素进行智能分箱，使得所产生的数字图

像具有从所述视场的中心直到最小设计视场的大体恒定的放大率以及从所述最小设计视

场直到最大设计视场的大体减小的放大率；

d.输出视场值选择单元，其用于接收对所述最小设计视场值与所述最大设计视场值之

间的输出视场值的选择；以及

e.处理单元，其处理所述数字图像以便创建处理的图像，所述处理单元对所述数字图

像进行鱼眼矫正以去除由所述智能分箱单元创建的失真，同时在所述选择的输出视场的所

述边缘处的区中将图像传感器像素的所述数量与处理的图像像素的数量之间的比保持接

近1：1，所述处理的图像使其视场被裁剪成所述选择的输出视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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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定分辨率连续混合变焦系统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本申请要求目前未决的于2018年1月9日提交的、标题为“Constant  Resolution 

Continuous  Hybrid  Zoom  System”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No.62/615,252的权益，其全部内

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中。

背景技术

[0002] 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一种利用具有连续全景变焦失真分布的单个相机来捕获广

角场景的图像的光电装置。为了为人类观察者创建连续变焦，代替使用像素内插以便维持

最终图像中的像素的数量或移动光学元件以改变放大率并减小镜头视场（“FoV”），或具有

不同FoV的两个或更多相机的组合，本发明的实施例使用具有中心区域中的大的恒定放大

率和视场的其余部分中的降低放大率的失真分布。失真分布被设计为减少像素内插并维持

几乎恒定的图像分辨率。

[0003] 一些现有的连续变焦系统使用具有不同FoV的多个相机以便存档连续变焦效果。

通过组合利用两个相机捕获的信息，有可能在不需要采取像素内插的情况下创建放大的

（zoomed  in）图像。然而，多个相机是必要的事实暗示了与由来自不同相机的图像的融合所

创建的图像伪影、成本、功耗、尺寸限制和重量限制的权衡。仅使用一个相机的解决方案将

没有那些权衡。

[0004] 现有的纯光学变焦系统可以通过移动光学镜头内部的一些元件来变化镜头的放

大率和视场。然而，在光学器件内部具有移动部件增加了尺寸和复杂性。对于一些应用，诸

如对于用于消费者电子器件的微型广角镜头，尺寸约束太严格以至于不允许一些光学元件

的移动来创建光学变焦。

[0005] 在另一方面，现有的纯数字连续变焦解决方案是将计算操作应用于图像以修改输

出视场，其作为来自必须以相同输出尺寸显示的副作用，在操作期间的某一点处从原始像

素创建新像素。该过程也被称为上采样、过采样或扩展。这可以通过外插、内插或其他手段

来完成。从数字变焦计算的这些新像素不包含比原始图像更多关于场景的光学信息。该计

算操作不能创建额外的信息，并且在增加输出图像质量方面非常受限。

[0006] 需要一种具有连续分辨率变焦失真分布的相机以及减少内插、维持关于每个像素

上的原始场景的高质量水平的信息的相关联的算法。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克服所有先前提到的问题，本发明的实施例描述了一种使用成像器的方法，

该成像器包括具有从中心到边缘的强放大率变化的广角光学镜头和具有与处理单元组合

的多个图像传感器像素的图像传感器。所产生的连续混合变焦系统能够以恒定分辨率输出

图像，同时允许对图像的放大率和视场的连续调整，同时限制由纯数字变焦系统创建的内

插，并且限制像纯光学变焦系统中的那些部件的部件的移动。在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

中，连续变焦系统在成像系统中根本不包括可移动光学元件。在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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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像系统中的唯一移动与自动聚焦功能有关，并且可以包括图像传感器、光学元件或整

个镜头相对于图像平面的移动。此自动聚焦可利用固定设置或智能自动聚焦，所述固定设

置或智能自动聚焦取决于选择的输出图像视场而适应于输出图像中可见或不可见的场景

内容。

[0008] 为了提供具有恒定分辨率的连续放大率，广角镜头必须具有特定的失真分布。在

视场的中心区中，对应于最大放大率混合变焦（或最小设计视场），失真分布必须具有几乎

恒定的放大率以创建具有接近图像传感器可用像素与输出图像像素之间的1：1的像素比的

恒定分辨率的输出。然后，对于比最小设计视场更大的广角镜头的视场，放大率（失真分布）

降低以便即使在增加的输出图像视场的情况下也维持类似的图像分辨率。在广角镜头的视

场的边缘处，放大率是最小的，并且限定了连续混合变焦系统的最大设计视场。这样，对于

任何选择的输出图像视场，输出图像的边缘处的以像素/度为单位的分辨率总是接近具有

1：1的像素比，其中图像传感器像素在该位置处。

[0009] 在本发明的替代实施例中，代替在中心中具有较高放大率以及朝向边缘具有较低

放大率的镜头，来自成像器的数字图像在图像的偏离中心的区中具有最大放大率的地带，

从而允许混合变焦区域也偏离中心。

[0010] 在本发明的替代实施例中，相机，代替具有广角镜头（其具有诸如中心中的较高放

大率以及朝向边缘的较低放大率的特定失真分布），相机可以使用任何广角镜头以及将像

素分箱来通过处理单元、电子器件或其他合适的硬件和/或软件创建相同类型的效果，诸如

中心中的较高放大率以及朝向边缘的较低放大率。

[0011] 在最小视场设置下，处理单元或传感器单元可以简单地执行输入图像的裁剪以创

建输出图像，因为恒定放大率已经在图像传感器像素与输出图像像素之间产生几乎1：1的

比。利用除最小视场之外的混合变焦设置，与输出图像和残留正失真相比，存在源图像的过

采样。然后，处理单元可以数字地压缩图像的中心，以减少过采样，并且将图像分辨率从输

入分辨率降低到所需的输出分辨率。通过图像处理单元的这种压缩逐渐更模糊（softer），

直到FoV的选择的边缘为止，其中通过针对广角镜头的失真分布的设计，比变为1:1。

[0012]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智能分箱处理单元可与图像传感器耦合，或智能分箱

硬件可用于在将图像发送到处理单元之前预压缩图像的中心部分。智能分箱图像传感器可

执行1x1、2x2、3x3、1x2、1x3、2x3或所需的像素分箱的任何其他组合，以降低图像的选择的

区域中的图像分辨率，同时始终限制源分辨率与输出图像分辨率之间的内插比。该智能分

箱图像传感器允许由处理单元降低数据带宽或所需的压缩，这在处理单元会代替地需要时

间和功率来完成相同任务的情况下尤其有用。此智能分箱图像传感器还通过降低所发射的

图像尺寸、允许节省所发射的无用信息的量而有用。最终，其可允许相机的帧速率或信噪比

的增加。

[0013] 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相机可与另一相机组合，还可包括基于移动部件

的光学变焦或可包括基于内插或过采样的数字变焦等。

附图说明

[0014] 当结合附图阅读时，将更好地理解上述发明内容以及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的以下

详细描述。出于说明的目的，在附图中示出了目前优选的实施例。然而，应当理解，本发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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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所示出的精确布置和手段。

[0015] 在附图中：

图1是示出连续混合变焦过程的流程图；

图2是示出从广角镜头捕获的图像的示意图，该广角镜头在中心中具有恒定放大率，并

然后朝向边缘减小；

图3是示出根据视场变化的示例放大率的曲线图；

图4是示出根据视场变化的更一般的放大率曲线的曲线图；

图5是示出如何使用智能分箱传感器来较低压缩图像的过采样部分中的分辨率的示意

图；以及

图6是具有从视场的中心到边缘的大的放大率比的光学镜头的示例布局。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如在权利要求中和在说明书的对应部分中使用的词语“一个”和“一”意指“至少一

个”。

[0017] 图1示出了解释根据本发明的用于连续混合变焦系统的整个过程的流程图。第一

步骤100是使用具有成像系统和图像传感器的成像器，该成像系统具有失真分布（如将参考

图3解释的那样）。成像系统通常包括具有以塑料或玻璃的折射元件的经典成像镜头，但也

可包括其他光学元件，诸如但不限于衍射元件、反射镜、滤光器等。该成像器100用于通过使

用其图像传感器在步骤110将来自成像系统的光学图像转换为数字图像文件来捕获场景。

图像传感器包括多个图像传感器像素，并且可以是任何类型，诸如但不限于CCD、CMOS、NMOS

等。数字图像文件具有数字图像失真，该数字图像失真具有从视场的中心直到最小设计视

场的大致恒定放大率以及从最小设计视场直到最大设计视场的大致减小放大率。由于成像

系统的光学失真，数字图像中的失真导致优选实施例，但也可由于由智能分箱单元完成的

像素的智能分箱或由于成像器的成像系统中的光学失真和由智能分箱单元对像素的智能

分箱二者的组合而导致其他实施例。智能分箱单元位于图像传感器内部或分离的单元中，

其中软件或硬件从图像传感器接收原始图像并处理它以创建数字图像文件。所捕获的数字

图像然后被传送到图像处理单元150，在该图像处理单元150内部，在步骤120使用输出视场

选择单元来选择最小设计视场与最大设计视场之间的输出视场值。用于选择输出视场的该

选择单元可以是任何类型，其包括处理单元中的预存储值、通过用户的手动输入、来自算法

单元的基于场景内容的自动输入或者显示或应用的要求或者用于选择输出视场或等效地

变焦水平的任何其他源。图像处理单元150然后使用来自成像器100的数字图像的确切数字

图像失真的知识（该失真是由于成像系统或由于智能分箱图像传感器），以通过在步骤130

对数字图像进行鱼眼矫正（dewarping）来处理数字图像。鱼眼矫正用于生成图像而没有选

择的变焦区域的失真。在一些实施例中，取决于应用，鱼眼矫正数字图像的处理在已知投影

之后创建处理的图像。任何形状的该已知投影包括但绝不限于直线投影、等距投影、立体投

影、等角投影、正交投影、由多项式系数定义的任何投影等。在鱼眼矫正期间，处理单元在大

体在选择的输出视场的边缘处的区中将图像传感器像素的数量与处理的图像像素的数量

之间的比保持接近1：1，但此区可针对一些特定应用位于视场中的其他地方。如果选择的输

出视场大于最小设计视场，则图像处理单元然后将视场裁剪为选择的值，并且在步骤140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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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图像的输出分辨率以创建最终的处理的图像。在步骤160，所产生的处理的图像然后可以

可选地从处理单元被输出到显示设备或输出到算法单元。

[0018] 图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由使用被设计用于连续混合变焦的成像器的图

像传感器捕获的数字图像的示例。在优选实施例中，成像系统在图像平面中创建场景的光

学图像，并且图像传感器位于该图像平面处。矩形200表示由传感器捕获的全数字图像，包

括由成像系统创建的图像覆盖区205。当图像传感器水平和垂直尺寸大于成像镜头图像尺

寸时，该覆盖区205有时可以是具有广角镜头的圆形，但是全数字图像200上的图像覆盖区

205的确切形状可以是根据本发明的任何形状，包括矩形、椭圆形、垂直或水平裁剪的圆的

部分，等等。因此，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代替表示由传感器捕获的全数字图像的

矩形200，矩形220表示具有图像传感器的活动像素的成像区域，并且数字图像文件不具有

黑色角。在图像传感器由矩形200或由矩形220表示的两种情况下，中心地带210具有优选恒

定的放大率，该放大率是整个视场的最大放大率值。在该中心地带210之外，放大率较低并

且随着视场的增加而下降。表示最大变焦水平215的图像区域位于几乎恒定放大率的中心

地带210内部。当选择的输出视场是最小设计视场时，该图像区域理想地具有接近1：1的源

像素与输出图像像素比。在场景内部，存在3个面部223、225和235，其在常规相机上看起来

会是几乎相同的尺寸。这里，由于面部223在较大放大率（中心地带210）的区域内部，所以其

在传感器上的图像大于面部225或235。在由图像处理单元处理之后，最终输出取决于选择

的变焦水平或选择的输出视场。当变焦水平最大时，输出图像250表示输出。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由具有失真的镜头创建的原始图像的中心中的高放大率，与纯的数字变焦相比，几乎

不需要内插来修改像素的数量以适合输出分辨率，并且以几乎1：1的像素比显示面部255。

在另一方面，当变焦水平最小时，输出图像260表示输出。这里，中心区域已经被图像处理单

元压缩，因此面部270的像素中的尺寸几乎等于面部265和275的尺寸。由处理单元应用的确

切压缩取决于选择的鱼眼矫正投影，所述鱼眼矫正投影取决于应用。在中心区域被压缩的

同时，使用针对每个显示的像素的若干捕获的像素，在没有压缩的情况下，以几乎1：1的像

素比来处理视场的边缘。在此通过压缩，我们参考使用来自区域中的原始数字图像文件的

较高数量的像素来压缩以产生在该压缩区域中具有较低数量的像素的处理的图像的过程，

该过程也被称为像素下采样、像素二次采样或像素抽取。最大变焦与最小变焦之间的任何

连续变焦水平可以以相同的方式实现，在输出图像的边缘区域处总是具有接近1：1的像素

比，这是因为来自镜头的失真分布的独特形状。在每个变焦水平处，对于全视场，输入图像

中的像素的数量总是超过1:1或接近1:1。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处理单元同时将

单个数字图像200处理成具有不同的选择的输出视场值的多个处理的图像250和260，这对

于具有移动光学元件的典型变焦系统将是不可能的。

[0019] 图3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根据视场变化的具有混合变焦失真的成像器的放大率

（或失真）的示例曲线图300。在优选实施例中，数字图像失真使得放大率在图像的中心区域

中是最大的，并且放大率在最大设计视场附近的区域中是最小的。视场310表示对应于最大

变焦水平的最小设计视场。对于从中心到最小设计视场310的所有场，放大率值理想地接近

恒定，如利用曲线的平稳段（plateau）330所示。然而，根据本发明，该曲线的平稳段330不是

严格的要求，并且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允许偏离恒定的曲线的平稳段。视场320表示对应于最

小变焦水平的最大设计视场。在该视场处，放大率350通常是整个图像中的最低值。在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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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设计视场310与最大设计视场320之间的区中的任何输出视场315处，放大率340在最大

放大率330与最小放大率350之间。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最小设计视场值310被定

义为最大设计视场320的一部分，使得视场310/320的比基本上等于最小放大率比最大放大

率350/330的比。在一些其他实施例中，在这2个比之间存在高达±10  %的差异。作为示例，

对于具有75°的最大设计视场320、50像素/度的最大放大率330、10像素/度的最小放大率

350的镜头，最小放大率除以最大放大率的比为10/50，或比为1/5。由于最小设计视场比最

大设计视场的比必须相等，所以我们发现在该示例中，最小设计视场值310是15°。在根据本

发明的一些其他实施例中，代替从最大/最小放大率比限定最小设计视场，最小设计视场

310被代替地限定为一视场，其中以像素每度计算的放大率在视场中心处或感兴趣区域的

中心处（当感兴趣区域偏离中心时）的放大率值之外±10  %的范围。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

施例中，最大放大率与最小放大率之间的比为至少2x。理想地，在选择的输出视场的边缘处

的区中、图像传感器像素的数量与处理的图像像素的数量之间的比尽可能接近1：1。然而，

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在选择的输出视场的边缘处的区中该比可以高达2：1或1：

2。为了在所有连续的变焦水平处获得接近1：1的比，由符号θ表示的每一个输出视场角315

处的放大率值340必须遵守条件：

。

[0020] 例如，如果最小设计FoV  310具有15°的值并且最大放大率330具有与最小放大率

350相比5x的值，则在60°的输出FoV  315处的放大率340必须大于由以下方程式给出的值：

这导致与75°的最大设计视场处的最小放大率350相比，在60°处的放大率大于1.25x。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允许与以上公式的±25  %的某种偏离以计及从镜头到镜头的制

造误差或者计及设计决策具有更平滑的失真曲线和更简单的制造。在这种情况下，最小设

计视场与最大设计视场之间的区中的给定输出视场处的放大率使得：

在一些其他实施例中，代替在最小设计视场与最大设计视场之间的每一个视场处满足

±25  %条件，可以仅在多个离散输出视场值处满足该条件，在所述多个离散输出视场值处

使用根据本发明的系统。该图3仅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示例实施例的放大率曲线图，其中曲

线的平稳段330和曲线340对于等距鱼眼矫正（f-θ投影）是理想的，但是其他放大率曲线图

也是可能的。例如，在根据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当放大率作为表面放大率而不是线性放

大率被给出时，所需的放大率必须遵循与1除以θ的平方根成比例的方程式，而不是与1除以

（over）θ成比例的方程式。出于这个原因，图4示出更一般的曲线图。

[0021] 图4示出了根据按照本发明的一些其他实施例的更一般的放大率曲线400。在该放

大率曲线中，存在限定的最小设计视场410。代替像在图3的示例中的恒定放大率的曲线的

平稳段330，在中心FoV与该最小设计FoV  410之间的中心区域中的放大率曲线可以是任何

形状，包括但绝不限于直线镜头，也称为f-tan(θ)投影镜头。如在图2处的视图250中，该中

心区域中的放大率430可以被设计成使得当选择的输出视场是最小设计视场时，期望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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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视图可在没有任何鱼眼矫正的情况下直接被输出，这是因为不存在要由处理单元去除的

不想要的失真。最小设计视场410处的放大率值可以是成像器的最大放大率，但是在本发明

的该实施例中这不是严格的要求。放大率曲线图400还具有最大设计FoV值420，其中放大率

值450通常是最小的。如在图2处的视图260中，在最大设计FoV  420处，或在位于最小设计

FoV  410与最大设计FoV  420之间的任何其他视场值415处，然后由处理单元完成鱼眼矫正

以创建鱼眼矫正的视图。鱼眼矫正的视图可以是应用或显示所需的任何投影，但使得图像

传感器像素的数量与输出图像像素的数量之间的比在输出视场的区域中接近1：1。在输出

视场的任何其他位置处，处理单元压缩原始数字图像以便产生期望的投影。在图4的一般情

况下，在任何选择的FoV值415处的放大率值440不由特定方程式约束，而是仅由期望的鱼眼

矫正的输出视图投影约束，使得在选择的输出FoV  415中的至少一个位置中遵守1：1的像素

比条件。

[0022] 图5示出了如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使用可选的智能分箱传感器或处理单

元的示例。在该图像传感器500中，由最小方格表示的像素的数量是18x18。该18x18传感器

仅仅是对概念进行图示化的示例，但是该想法会与如在许多应用中使用的多个兆像素的图

像传感器相同。当该智能分箱传感器与具有混合变焦失真的镜头协作使用时，它可以取决

于选择的变焦水平使用分箱或不使用分箱。当处于最大变焦水平时，仅使用图像的中心部

分，并且因为来自镜头的放大率在该部分中是几乎恒定的，所以几乎不需要来自传感器的

分箱。因此，在由选择的输出视场定义的有用区域中读取所有原始像素。在另一极端，当混

合变焦处于最小变焦水平（意味着最大设计视场）时，在其中放大率最小的视场的边缘处存

在几乎1：1的像素比，但是中心区域被过采样。在此情况下，智能分箱传感器可使用例如1x1

区域530中的朝向其中不进行过采样的边缘的像素535。在其中过采样最大的中心中，9个单

独的像素515可以在3x3区域510中一起分箱。应用此智能分箱过程以限制由图像传感器读

取或发射到处理单元的像素的数量，从而允许增加传感器上的读取帧速率或降低发射图像

所需的带宽。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中间区域中，4个单独的像素525可在2x2区域520中一起

分箱。在真实传感器或智能分箱单元中，智能分箱不限于1x1、2x2或3x3的正方形区域，而是

也可以为1x2、2x3、1x3或任何其他组合的矩形分箱，只要来自智能分箱传感器的最终图像

在所有点处具有足够的分辨率以在选择的变焦水平处超过输出图像的输出分辨率或接近

输出图像的输出分辨率的±25  %内。虽然智能分箱优选地在捕获过程中尽可能快地完成，

但在传感器水平处，智能分箱的位置在本发明中不受限制。代替在传感器中进行智能分箱，

也可以在将数字图像发送到图像处理单元之前的任何时刻在图像捕获期间通过智能分箱

单元中的任何硬件或软件过程来完成智能分箱。

[0023] 可替代地，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与边缘相比，智能分箱传感器本身可用于在

FoV的中心部分中生成具有更多像素的高度失真的图像，而不是利用具有高失真的广角镜

头光学地进行它。可替代地，高度失真的原始图像可以由一起工作的光学镜头和智能分箱

传感器中的失真的组合来创建。该智能分箱具有根据按需的外部或内部参数以及甚至实时

地改变放大率比和位置的益处。

[0024] 图6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具有连续混合变焦失真的成像镜头的示例布

局。在该示例中，广角600包括6个光学元件602、604、606、610、612和614、孔径光阑

（aperture  stop）608、也潜在地充当滤光器的传感器护罩玻璃616以及图像平面618。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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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确切数量的元件不是根据本发明的要求，并且可以利用更多或更少的光学元件实现相同

的发明方法。在此示例中，最大全视场为180°，如在638处以与镜头轴线成90°角进入镜头的

垂直射线表示，但根据本发明的方法与从非常窄到极其广角的任何视场兼容。在该示例示

意图中，光射线从编号630、632、634、636和638的0°与90°之间的各种相等间隔的角进入镜

头，但是在真实镜头中，光射线以0°与最大视场之间的所有连续角进入镜头。来自630的光

射束在650处到达（hit）图像传感器，来自632的光射束在652处到达图像传感器，来自634的

光射束在654处到达图像传感器，来自636的光射束在656处到达图像传感器并且来自638的

光射束在658处到达图像传感器。即使进入的光射束630、632、634、636和638等角度地间隔

开，但每个光射束到达图像传感器的位置不相等地间隔开。因为与朝向如图2中图示的边缘

的放大率相比的中心中的较高放大率，位置650和652之间的距离大于656和658之间的位

置。在本图示化实施例中，镜头元件602和614包括非球面表面，以便有助于使成像镜头的失

真分布成形。然而，这不是根据本发明的要求，并且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所有表面可以是球

面的。此外，可在镜头设计中使用其他常见类型的光学表面以创建期望的放大率曲线或以

改进其他光学性能，包括但绝不限于衍射表面、菲涅耳表面、圆锥表面、圆柱形表面、自由形

式表面、全息表面、具有超材料的表面，等等。在本实施例中，所有光学元件是折射的，其由

玻璃、塑料或晶体制成。然而，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还可以使用折射表面来创建

期望的连续变焦放大率曲线或来改进其他光学性能。最后，在该示例实施例中，镜头元件

610和612形成双合透镜，以便改进成像系统的色彩性能。根据本发明，使用一个或多个双合

透镜或三合透镜是可能的，但不是必需的。

[0025] 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混合变焦系统可以使用多个相机以使用具有连续

混合变焦失真的镜头来利用至少一个相机捕获图像。在这种情况下，成像器包括多个成像

系统和创建多个数字图像的多个图像传感器。这样，每个成像系统可以具有不同的参数，包

括场景中的取向和位置、其中最大变焦将是可能的最大放大率的位置、最大放大率的强度

或用于混合变焦的最小和最大FoV。然后，图像处理单元接收来自多个相机的多个图像，其

各自在其感兴趣的区中具有潜在的混合变焦。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如果需要，在

由处理单元处理多个数字图像之前将多个数字图像缝合在一起。然后，处理单元可以鱼眼

矫正感兴趣的地带并调整用于到最终用户的输出图像的分辨率，如利用具有连续变焦系统

的单个相机的情况那样。

[0026] 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其他实施例中，连续变焦光学系统与数字变焦组合以使用连

续变焦和数字变焦两者的优点来创建混合系统。

[0027] 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图像处理单元可以在输出图像之前应用一些可选

的图像改进。这可以包括例如对比度、锐度、去噪、白平衡、颜色校正等的基本改进。这还可

以包括更高级的改进技术，包括使用诸如计算成像、图像处理的自动化计算机成像技术或

根据人工智能算法的自动化改进。这可以经由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被编程或自学。使用

“A.I.”来增强图像的一个示例实施例是使用深度学习来从所捕获的图像学习3D信息，并然

后对远离焦点的对象应用一些图像模糊。由于广角镜头具有跨视场具有大的放大率改变的

失真分布，所以相机的任何移动将使对象看起来更大或更小，这取决于其在视场中的位置

并取决于其与镜头的距离。然后，图像中的变化可以由A.I.算法使用，以测量距离并计算3D

信息。最终，该3D信息可以用于以最终用户所需的任何方式来增强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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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其他实施例中，连续变焦光学相机与三个自动公共设置（即

自动聚焦（AF）、自动曝光（AE）和自动白平衡（AWB））中的任一者一起使用，这是一种通常称

为相机3A校正的技术。这些3A校正可以在相机内部的硬件级、在不是相机的部分的硬件改

进单元中、在软件算法中或在多于以上的一个的组合中应用。

[0029] 以上所有是具体图像失真变换单元和方法的图和示例。在所有这些示例中，成像

器不限于广角并且可具有从非常窄到极其广角的任何视场。在所有这些示例中，为简单起

见，以图片模式呈现所述方法，但所述方法也可按顺序多次应用以在视频模式中工作。所有

这些示例并不旨在是详尽的列举或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和精神。由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了

解，可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广泛发明概念的情况下对上文所描述的实施例进行改变。因此，应

当理解，本发明不限于所公开的特别实施例，而是旨在覆盖由所附权利要求限定的本发明

的精神和范围内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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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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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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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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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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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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