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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显微镜系统(10)，包括：光片显微的功

能单元(12)，其在所述显微镜系统(10)的第一种

工作状态下利用光片式的照明光分布对样本

(16)照明并成像；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其

在所述显微镜系统(10)的第二种工作状态下利

用点式的照明光分布对所述样本(16)照明并成

像；第一扫描部件(66)，其在所述第一种工作状

态下利用光片式的照明光分布单轴地扫描所述

样本(16)，并且在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下利用点

式的照明光分布单轴地扫描所述样本(16)；第二

扫描部件，其在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下利用由所

述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产生的点式的照明

光分布在另一轴线上单轴地扫描所述样本(16)，

并且由此在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下与所述第一

扫描部件共同地利用由所述扫描显微的功能单

元(14 )产生的点式的照明光分布对所述样本

(16)产生双轴的扫描；控制单元，其在所述第一

种工作状态和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之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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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微镜系统(10)，包括：

-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其在所述显微镜系统(10)的第一种工作状态下利用光片

式的照明光分布对样本(16)照明并成像；

-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其在所述显微镜系统(10)的第二种工作状态下利用点式

的照明光分布对所述样本(16)照明并成像；

-第一扫描部件(66)，其在所述第一种工作状态下利用由所述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

(12)产生的光片式的照明光分布单轴地扫描所述样本(16)，并且在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下

利用由所述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产生的点式的照明光分布单轴地扫描所述样本(16)；

-第二扫描部件，其在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下利用由所述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产

生的点式的照明光分布单轴地扫描所述样本(16)，并且由此在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下与所

述第一扫描部件(66)共同地利用由所述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产生的点式的照明光分

布对所述样本(16)产生双轴的扫描；

-控制单元(87)，其在所述第一种工作状态和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之间切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微镜系统(10)，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扫描部件(66)和所述第

二扫描部件(76)在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下形成远心的扫描系统。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显微镜系统(10)，其中，所述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和所

述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具有面向所述样本(16)的分别既用于照明又用于探测的共同

的物镜(50)。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显微镜系统(10)，其中，所述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和所述扫

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具有共同的望远镜光学机构(56)，该望远镜光学机构使得所述共同

的物镜(50)的出射光瞳(70)成像到所述第一扫描部件(66)上。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显微镜系统(10)，其特征在于一种承载着所述共同的物镜的显

微镜座架(55)，该显微镜座架具有连接部件(53)，在该连接部件上可连接所述共同的望远

镜光学机构(56)。

6.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显微镜系统(10)，其中，所述第一扫描部件(66)可

围绕第一翻摆轴线(68)翻摆，所述第二扫描部件(74)可围绕第二翻摆轴线(76)翻摆。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显微镜系统(10)，其中，所述第一扫描部件(66)在所述第一种工

作状态下可在第一翻摆角度范围内翻摆，并且在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下可在不同于所述第

一翻摆角度范围的第二翻摆角度范围内翻摆。

8.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显微镜系统(10)，包括可由所述控制单元控制的切

换部件(66、78)，该切换部件在所述第一种工作状态与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之间切换。

9.如权利要求7和8所述的显微镜系统(10)，其中，所述切换部件由第一转向部件(66)

构成，该第一转向部件为了在所述第一种工作状态与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之间切换可在位

于所述第一翻摆角度范围内的实现了所述第一种工作状态的翻摆位置与位于所述第二翻

摆角度范围内的实现了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的翻摆位置之间翻摆。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显微镜系统(10)，其中，作为切换部件，设置了与所述第一转向

部件(66)分开的、可插入到光路中的光转向部件(78)，其中，当所述光转向部件(78)远离所

述光路时，所述显微镜系统(10)处于所述第一种工作状态下，其中，所述光转向部件(78)在

其插入所述光路中时有效地接通所述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并由此调到所述第二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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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状态。

11.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显微镜系统(10)，其中，所述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

(14)具有在空间上与所述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分开的激励/探测模块(72)，该激励/探

测模块在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下有效地接通。

12.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显微镜系统，其中，所述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

包括：

照明光学机构(18)，其被设计用于在中间图像空间(24)中产生所述光片式的照明光分

布；

在两侧远心地设计的传送光学机构(20)，其被设计用于把在所述中间图像空间(24)中

产生的所述光片式的照明光分布成像到所述样本(16)中，并把所述样本(16)的利用所述光

片式的照明光分布被照明的区域作为中间图像成像到所述中间图像空间(24)中；

探测光学机构(22)，其被设计用于把在所述中间图像空间(24)中产生的中间图像成像

到探测器(34)上，

其中，所述照明光学机构(18)、所述传送光学机构(20)和所述探测光学机构(22)的光

学轴线(O1、O2、O3)在所述中间图像空间(24)中彼此相交，

其中，所述第一扫描部件(66)布置在所述传送光学机构(20)中，且被设计用于在所述

第一种工作状态下使得所述光片式照明光分布在所述样本(16)中横向于所述传送光学机

构(20)的光学轴线(O2)移动。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显微镜系统(10)，其中，所述传送光学机构(20)无分光器。

14.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显微镜系统(10)，其中，所述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

(14)形成共焦显微镜或多光子显微镜。

15.一种利用显微镜系统(10)对样本(16)成像的方法，具有如下步骤：

-调得所述显微镜系统(10)的第一种工作状态，在该第一种工作状态下使用光片显微

的功能单元(12)利用光片式的照明光分布对样本(16)照明并成像；

-调得所述显微镜系统(10)的第二种工作状态，在该第二种工作状态下使用扫描显微

的功能单元(14)利用点式的照明光分布对样本(16)照明并成像；

-其中，在所述第一种工作状态下利用由所述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产生的光片式

的照明光分布，借助第一扫描部件(66)单轴地扫描所述样本(16)；

-其中，在所述第二种工作状态下利用由所述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产生的点式的

照明光分布，既借助所述第一扫描部件(66)单轴地扫描所述样本(16)，又借助另一个第二

扫描部件(76)在另一轴线上单轴地扫描所述样本(16)，由此在使用两个扫描部件(66、76)

的情况下对所述样本(16)产生双轴的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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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系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带有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和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的显微镜系统，

该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被构造用于在显微镜系统的第一种工作状态下通过光片式的照明

光分布对样本成像，该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被构造用于在显微镜系统的第二种工作状态下

通过点式的照明光分布对样本成像。

[0002] 由现有技术已知所谓的光板或光片显微镜，其产生光片式的照明光分布，以便在

样本中仅照明一个薄层。除了在样本侧具有用于照明和探测的两个分开的物镜的光片显微

镜外，有时还采用利用一个唯一的面向样本的物镜就足以应付的光片显微镜。例如在US  8 

582  203B2中提出了显微镜，其采用置于物镜之前的柱面透镜来使得照明光聚焦到样本中，

从而产生相对于物镜光轴倾斜的光片。由于所述倾斜，这种显微镜也称为斜面显微镜(OPM：

“oblique  plane  microscope”)。

[0003] 由US  8  619  237  B2已知一种斜面显微镜的变型方案，其能实现借助两个转向部

件横向地、即横向于光传播方向地扫描立体样本。这种显微镜也称为SCAPE-显微镜(SCAPE：

“swept  confocally-aligned  planar  exci-tation”)。

[0004] 光片显微镜因而借助光片式的照明光分布对样本成像，而通常的扫描显微镜例如

共焦显微镜或多光子显微镜则点状地进行样本成像。这种扫描显微镜因此产生点状的照明

光分布，该照明光分布借助扫描部件沿着样本移动，以便沿着两个垂直的扫描轴线利用照

明光分布来扫描所述样本。例如在J.Pawley的手册“Biological  Confocal  Microscopy，

ISBN  978-0-387-45524-2”中简述了多种扫描显微镜系统。

[0005] 对于现有技术，此外参见US  7  573  635  B2，其公开了一种显微镜，其带有用于在

锥光成像与无畸变成像之间切换的检流计反射镜设备。

[0006] 无论斜面显微镜还是扫描显微镜—它们分别设有一个或多个扫描部件以便利用

相应的照明光分布来扫描样本—都需要望远镜系统，该望远镜系统使得样本侧的物镜的出

射光瞳以真实图像的形式成像到相应的扫描部件上。这种望远镜系统无论对于无畸变成像

还是对于锥光成像都必须像差非常小，以便保证适宜的成像质量。该望远镜系统因而比较

昂贵。

[0007] 此外，所述望远镜系统需要通至物镜光瞳的入口。通常的显微镜为此具有接头形

式的相应的接口，例如法兰。准备这种接口在机械上和光学上麻烦，并且增大了显微镜占用

的地方。

[0008] 由于前述两种显微镜应用即斜面显微镜和点式工作的扫描显微镜在应用上形成

能够在样本分析中有益地补充的互补的成像方案，所以希望提出一种可以用来把这两种成

像方法相互组合起来的显微镜系统。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用于样本的光显微成像的显微镜系统和方法，其以比较小

的技术代价既允许光片显微的应用，又允许扫描显微的应用。

[0010] 本发明通过独立权利要求的主题来实现该目的。有利的改进在从属权利要求中给

出。

[0011] 本发明的显微镜系统包括：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其被设计用于在显微镜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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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工作状态下借助光片式的照明光分布对样本成像；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其被设计

用于在显微镜系统的第二种工作状态下借助点式的照明光分布对样本成像；第一扫描部

件，其被设计用于在第一种工作状态下利用由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产生的光片式的照明光

分布单轴地扫描样本，并且在第二种工作状态下利用由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产生的点式的

照明光分布单轴地扫描样本；第二扫描部件，其被设计用于在第二种工作状态下利用由扫

描显微的功能单元产生的点式的照明光分布单轴地扫描样本，并且由此在第二种工作状态

下与第一扫描部件共同地引起利用由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产生的点式的照明光分布双轴

地扫描样本；控制单元，其被设计用于在第一种工作状态和第二种工作状态之间切换。

[0012] 本发明利用了如下情形：无论斜面显微镜例如OPM-显微镜或SCAPE-显微镜，还是

开篇所述类型的扫描显微镜，都具有单轴的扫描部件，即具有沿着唯一的扫描轴引起光扫

描的部件。在斜面显微镜中，称为扫描部件的所述部件用于使得光片式的照明光分布为了

立体成像而横向于照明光的传播方向移动。相反，该部件在扫描显微镜中引起点式光分布

的两种通常垂直的扫描运动之一。当前称为第一扫描部件的所述部件既可以在光片显微的

功能单元中又可以在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中用于扫描式地照明样本。在显微镜系统的第一

种工作状态下—在该状态下进行光片显微的成像—仅仅第一扫描部件就足以利用照明光

来扫描样本。相比之下，本发明规定，在显微镜系统的第二种工作状态—其用来借助点式照

明光分布进行扫描显微的成像—下，除了使用第一扫描部件外，还使用同样引起单轴扫描

的第二扫描部件。在此，两个扫描部件在第二种工作状态下优选相互垂直。单独地考察单轴

地作用的两个扫描部件因而在其配合作用下形成一种双轴的扫描系统。

[0013] 通过在本发明的两种工作状态下使用的第一扫描部件，显微镜系统把光片显微镜

和点式扫描显微镜的在应用上互补的两种成像方法组合起来。这两种成像方法之间的切换

由控制单元予以协调。该控制单元可以例如经过设计，从而它单独负责对这些扫描部件的

控制，而其它方面的控制则交由分开的控制设备，这些控制设备特别是控制两个不同的成

像过程。但替代地，控制单元也可以控制显微镜系统的整个工作，即也控制全部的成像过

程。

[0014] 优选地，第一扫描部件和第二扫描部件在显微镜系统的第二种工作状态下形成远

心的扫描系统。

[0015] 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和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优选具有共同的面向样本的分别用

于照明和探测的物镜。这能实现本发明的显微镜系统的特别紧凑的结构。

[0016] 在一种特别优选的设计中，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和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具有共同

的望远镜光学机构，该望远镜光学机构使得物镜的出射光瞳成像到第一扫描部件上。由于

可用来产生光瞳图像的望远镜光学机构—如开篇所述—像差特别小，进而比较昂贵，所以，

共同地使用望远镜光学机构提供了显著的成本优势。

[0017] 优选地，显微镜系统具有承载着共同的物镜的显微镜座架，该显微镜座架具有连

接部件，在该连接部件上可连接共同的望远镜光学机构。通过这种方式，显微镜系统可以按

照显微镜模块的方式特别简单地与例如立式显微镜、倒置式显微镜或固定载物台式显微镜

的已有的显微镜座架组合。这里特别有利的是，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和扫描显微的功能单

元具有共同的望远镜光学机构，从而只需准备一个唯一的连接部件用来与显微镜座架耦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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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第一扫描部件和第二扫描部件例如分别设计成检流计反射镜或微机电(MEMS)反

射镜。在此，第一扫描部件可围绕第一翻摆轴线翻摆，第二扫描部件可围绕优选垂直于第一

翻摆轴线的第二翻摆轴线翻摆。

[0019] 在一种特别优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一扫描部件在第一种工作状态下可在第一翻摆

角度范围内翻摆，并且在第二种工作状态下可在不同于第一翻摆角度范围的第二翻摆角度

范围内翻摆。

[0020] 优选地，显微镜系统含有可由控制单元控制的切换部件，用于在第一种工作状态

与第二种工作状态之间切换。

[0021] 切换部件例如由第一转向部件构成，该第一转向部件为了切换工作状态可在位于

第一翻摆角度范围内的翻摆位置与位于第二翻摆角度范围内的翻摆位置之间翻摆。该实施

方式利用了如下情况：从使得物镜光瞳成像到第一扫描部件上的望远镜光学机构观察，存

在两个可让第一扫描部件够到的翻摆角度范围，这些翻摆角度范围可以指配给两种工作状

态。由此可行的是，第一扫描部件一方面沿着第一扫描轴进行在应用上所需要的扫描，另一

方面选取合适的翻摆角度范围，以便实现所希望的工作状态。为此可以有益的是，在光入射

角不等于45度的情况下使用第一扫描部件。

[0022] 在一种替代的实施方式中，切换部件由与第一扫描部件分开地设置的光转向部件

构成。所述光转向部件例如是可以进入到光路中且可以远离光路的反射镜或棱镜。该光转

向部件也可以设计成保持在光路中的转向部件的形式，该转向部件为了选取工作状态而移

调例如翻摆。该实施方式具有另一优点：使得物镜光瞳成像到第一扫描部件上的望远镜光

学机构只需准备一次，并且只占据显微镜上的一个适配位置，如果本发明作为模块被设计

用于通常的显微镜。

[0023] 在一种有利的实施方式中，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包括：照明光学机构，其被设计用

于在中间图像空间中产生光片式的照明光分布；在两侧远心地设计的传送光学机构，其被

设计用于把在中间图像空间中产生的光片式的照明光分布成像到样本中，并把利用光片式

照明光分布被照明的样本区域作为中间图像成像到中间图像空间中；探测光学机构，其被

设计用于把在中间图像空间中产生的中间图像成像到探测器上，其中，照明光学机构、传送

光学机构和探测光学机构的光学轴线在中间图像空间中彼此相交，其中，第一扫描部件布

置在传送光学机构中，且被设计用于在第一种工作状态下使得光片式照明光分布在样本中

横向于、优选垂直于传送光学机构的光学轴线移动。前述的传送光学机构包含被光片显微

的功能单元和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共同地使用的望远镜系统，该传送光学机构形成中间成

像系统，该中间成像系统具有对于立体成像所需要的特性，即：放大率，该放大率相应于在

样本空间与中间图像空间之间的折射率比，以便保证孔径角的正确成像；和在两侧即既在

物镜侧又在图像侧的远心率，亦即横向放大率，其独立于沿着光学轴线的位置。

[0024] 相比于通常的光片显微镜—其中间成像光学机构并非双侧远心，使用双侧远心的

传送光学机构和由此实现的远心的扫描设备主要具有如下优势：在传送光学机构中不引起

失真。

[0025] 在一种特别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形成共焦显微镜或多光子显

微镜。

[0026] 下面参照附图详述本发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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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1为作为实施例的显微镜系统的示意图；

[0028] 图2为局部放大图，其示出了根据图1的显微镜系统的两个扫描部件；

[0029] 图3为一种变型的实施方式的相应于图2的局部视图，其具有用于在两个显微的功

能单元之间切换的单独的光转向部件。

[0030] 图1以示意图示出显微镜系统10的结构，其表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该显微镜系

统10包括在图1中整体标有12的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和整体标有14的扫描显微的功能单

元。显微镜系统10规定了两种可有选择地调节的工作状态，即第一种工作状态和第二种工

作状态，在第一种工作状态下，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按照斜面显微镜的方式采用光片式

的照明光分布用来对样本16成像，在第二种工作状态下，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采用点式

的照明光分布对样本16成像。

[0031] 下面首先介绍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

[0032] 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包括照明光学机构18、传送光学机构20和探测光学机构

22，它们的光学轴线O1、O2或O3在图1中标有24的中间图像空间内汇合，亦即在那里相交。照

明光学机构18用于使得由光源28输入给它的照明光30聚焦到中间图像空间24中，该照明光

在那里产生光片式的照明光分布。在中间图像空间24中产生的所述光片然后被传送光学机

构20成像到样本16中，从而样本16的一个区域利用光片被照明，并且被激励发出荧光辐射。

由样本16发出的荧光辐射在第一种工作状态下又进入到传送光学机构20中，该传送光学机

构于是把利用光片被照明的样本区域作为中间图像成像到中间图像空间24中。被照明的样

本区域的在中间图像空间24中产生的中间图像最后通过探测光学机构22成像到探测器34

的探测面32上。

[0033] 在由光源28发出的照明光30的传播方向上，照明光学机构18依次包含有光传播单

元36、移调部件38、目镜透镜系统40、另一移调部件42、管透镜部件44以及面向中间图像空

间24的照明物镜46。

[0034] 光传播单元36包含有柱面透镜48，该柱面透镜在与照明物镜46的配合作用下形成

变形的光学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具有由从光源28发出的照明光30在中间图像空间24中产

生所希望形式的光片的功能。在此，柱面透镜48使得照明光30聚焦到照明物镜46的光瞳的

由目镜透镜系统40和管透镜系统44产生的图像中。在根据图1的实施例中，管透镜系统44和

目镜透镜系统40因而形成带有真实的中间图像的伽利略-望远镜。但要指出，该变形系统的

在根据图1的实施例中选取的实现方案应纯示例性地理解，因而例如特别是较小的数字孔

径情况下也可行的是，在放弃照明物镜46的情况下单独采用柱面透镜48用于光片聚焦。

[0035] 在照明光学机构18中含有的两个移调部件38和42形成了移调装置，其能实现相对

于探测器34的探测面32调节光片，确切地说，相对于探测面32的由探测光学机构22在中间

图像空间24中产生的叠加于光片上方的图像来调节光片。在此，移调部件42布置在与照明

物镜46的图像平面共轭的平面中。据此，通过移调部件42的翻摆来改变照明光30从照明物

镜46中射出的角度。移调部件38布置在与照明物镜46的光瞳平面共轭的平面中。因而可以

通过移调部件38来调节从照明物镜46中射出的照明光30的位置。两个移调部件38和42因而

允许相互独立地调节光片的位置和角度。

[0036] 为了产生光片，照明光学机构18可以包含有在图1中未明确示出的其它部件，例如

场光圈和/或孔径光圈。在此，场光圈具有在光片延伸方向上限制光片的功能。相比之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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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光圈用于限制光片聚焦的张开角度。

[0037] 从样本16观察，传送光学机构20包含有物镜50、管透镜系统52、目镜透镜系统54、

另一目镜透镜系统56、另一管透镜系统58、转向部件60、无焦点系统62以及中间成像物镜

64。无论管透镜系统52和目镜透镜系统48，还是管透镜系统58和目镜透镜系统56，都分别形

成了伽利略-望远镜光学机构。传送光学机构20被设计成两侧远心的光学系统。在传送光学

机构20中含有的无焦点系统62用于根据在样本空间与中间图像空间24之间的折射率比来

调整对于所希望的立体图像传送来说必需的放大率。望远镜光学机构56通过连接部件53与

显微镜座架55耦接，在该显微镜座架上保持着物镜50。

[0038] 如特别是在根据图2的局部放大图中可见，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在传送光学机

构20中含有第一扫描部件66，该第一扫描部件例如设计成检流计反射镜或MEMS-反射镜。扫

描部件50围绕翻摆轴线68可翻摆，该翻摆轴线参照在图2中示出的坐标系与z-轴重合。在显

微镜系统10的第一种工作状态下，扫描部件66用于横向地、即横向于物镜50的光学轴线利

用光片来扫描样本16。为了引起这种单轴式的扫描，扫描部件66在预定的第一翻摆角度范

围内围绕翻摆轴线68翻摆。扫描部件66布置在如下位置：在该位置，望远镜光学机构56产生

物镜50的出射光瞳70的真实的图像。换句话说，望远镜光学机构56由此将出射光瞳70成像

到第一扫描部件66上。

[0039] 探测光学机构22含有面向中间图像空间24的探测物镜72以及含有管透镜系统74。

通过探测物镜72和管透镜系统74，利用光片被照明的样本区域的由传送光学机构20在中间

图像空间24中产生的中间图像在探测器40的探测面32上成像。

[0040] 在显微镜系统10的第一种工作状态下，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的照明光学机构

18、传送光学机构20和探测光学机构22相互对准，从而它们的光学轴线O1、O2、O3在中间图像

空间24内汇合。由此，由光源28产生的照明光30输入到传送光学机构20中雷同地通过几何

组合在中间图像的区域内进行，这能实现在传送光学机构20的区域中放弃二色性的分光部

件。由此可以可靠地避免对传送光学机构20的成像能力有不利影响的光瞳偏移。

[0041] 下面介绍显微镜系统10的在第二种工作状态下工作的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

[0042] 如同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一样，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采用了面向样本16的物

镜50以及由管透镜系统52和目镜透镜系统54构成的望远镜光学机构56。在第二种工作状态

下，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也采用了第一扫描部件66。这意味着，显微镜系统10的两个功能

单元12、14具有共同使用的组件，这些组件的形式为物镜50、望远镜光学机构56和第一扫描

部件66。

[0043] 此外，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具有在空间上与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分开的激

励/探测模块72。该激励/探测模块含有本身公知的、因而在此不予详述的为了实现通常的

点式地扫描的显微镜而需要的组件，比如一个或多个光源、一个或多个探测器，在共聚焦显

微镜的情况下附加地还含有用于照明和探测的孔板，等等。这在其它的、但本身也已知的设

计中相应地适用于如下情况：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例如应设计成多光子显微镜。

[0044] 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还含有第二扫描部件74，该第二扫描部件可单独地在根据

图2的局部放大图中看到。如同第一扫描部件66一样，第二扫描部件74也例如实现为单轴的

检流计反射镜或MEMS-反射镜。第二扫描部件74围绕垂直于第一扫描部件66的翻摆轴线68

的翻摆轴线76可翻摆。在此需要指出，图1和2中的视图是极其简化的。特别是要注意，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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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部件76相对于根据图2的图面倾斜，例如倾斜45度。因此，第二扫描部件74与激励/探测

模块72之间的光路也并非在图面中伸展，而是从该图面中伸出或者进入该图面中。此外需

要指出，在第一扫描部件66与第二扫描部件74之间可以存在图2中未明确示出的组件，比如

特别是附加的望远镜光学机构，通过该望远镜光学机构可以产生物镜50的出射光瞳70的另

一真实的图像。由此可行的是，应位于该光瞳图像的位置的第二扫描部件74可任意地布置

在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的光路中。

[0045] 在显微镜系统10的第二种工作状态下，第一单轴的扫描部件66和第二单轴的扫描

部件76形成了远心的双轴的扫描系统，该扫描系统可以用于以在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中

产生的点式的照明光分布双轴地即沿着两个优选垂直的扫描轴线扫描样本16。形成这种双

轴的扫描系统的两个扫描部件66和76与物镜50的出射光瞳70共轭。

[0046] 需要指出，双轴的扫描系统的前述实现方案应纯示例性地理解。特别地也存在如

下可行性：形成一种远心的双轴的扫描系统，其方式为，通过使用两个附加的单轴的扫描部

件来产生虚拟的翻摆点，这比如在DE  40261302  C2中有所记载。

[0047] 在第二种工作状态下，第一扫描部件66因而具有在与第二扫描部件74的配合作用

下负责以点式的照明光分布双轴地扫描样本16的功能。为此，第一扫描部件68在第二翻摆

角度范围内围绕翻摆轴线68翻摆，该第二翻摆角度范围不同于在第一种工作状态下采用的

第一翻摆角度范围。由此，从共同的望远镜光学机构56观察，存在两个通过第一扫描部件66

可够到的翻摆角度范围，其中的第一翻摆角度范围指配于第一种工作状态，第二翻摆角度

范围指配于第二种工作状态。这提供了如下可行性：第一扫描部件66不仅用于在第一种或

第二种工作状态下执行的真正的扫描过程，而且用作用来在第一种工作状态和第二种工作

状态之间切换的部件。亦即，如果第一扫描部件66位于处在第一翻摆角度范围内的翻摆位

置，则第一扫描部件66在所示布置情况下强制地被切换给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由此实

现第一种工作状态。于是，如果扫描部件翻摆到第二翻摆角度范围内，则该扫描部件被切换

给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由此选取了第二种工作状态。

[0048] 显微镜系统10还具有控制单元87，该控制单元通过相应地控制第一扫描部件66来

控制各工作状态的切换。控制单元87可以经过设计，从而它也控制显微镜系统10的一些其

它的工作过程或者甚至全部的工作过程。

[0049] 图3示出了一种变型的实施方式，在该实施方式中，为了在两种工作状态之间切

换，专门设置了单独的切换部件78。在所示实施方式中，切换部件78例如是反射镜，该反射

镜具有面向第二扫描部件66的反射镜面79并且装入到在两个目镜透镜系统54、56之间的光

路中，以便有效地接通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14，即调得第二种工作状态。如果反射镜78远离

该光路，则显微镜系统10处于第一种工作状态下。

[0050] 不言而喻，本发明不应局限于前面介绍的实施例。

[0051] 于是例如可行的是，在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12的照明光学机构18中，为了产生光

片，代替柱面反射镜48，设置另一单轴的扫描部件，其形式例如为检流计反射镜或MEMS-反

射镜。这种扫描部件可以例如布置于在根据图1的实施例中移调部件38所在的位置。该扫描

部件于是引起照明光30的扫描运动，通过这种扫描运动顺序地产生所希望的光片。控制单

元87于是负责使得该扫描部件的工作与其它系统组件协调，特别是与第一扫描部件66协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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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在上述变型中，在照明光学机构18中附加地存在的另一扫描部件按相同的方式被

用于根据功能接入点式地扫描的功能单元，就像上面在根据图1～3的实施例中针对第一扫

描部件66所介绍的那样。因此，该另一扫描部件的并非用于产生光片的翻摆角度范围可以

依据扫描部件66的第二翻摆角度范围用于扫描显微式的扫描，并且有时也用于在两种工作

状态之间切换。

[0053] 附图标记清单

[0054] 10  显微镜系统

[0055] 12 光片显微的功能单元

[0056] 14  扫描显微的功能单元

[0057] 16  样本

[0058] 18  照明光学机构

[0059] 20  传送光学机构

[0060] 22  探测光学机构

[0061] 24 中间图像空间

[0062] 28 光源

[0063] 30  照明光

[0064] 32  探测面

[0065] 34  探测器

[0066] 36 光传播单元

[0067] 38  移调部件

[0068] 40 目镜透镜系统

[0069] 42  移调部件

[0070] 44 管透镜系统

[0071] 46  照明物镜

[0072] 48  柱面反射镜

[0073] 50  物镜

[0074] 52 管透镜系统

[0075] 53 连接部件

[0076] 54 目镜透镜系统

[0077] 55  显微镜座架

[0078] 56  望远镜光学机构

[0079] 57 目镜透镜系统

[0080] 58 管透镜系统

[0081] 60 转向系统

[0082] 62 无焦点系统

[0083] 64 中间成像物镜

[0084] 66  第一扫描部件

[0085] 68  翻摆轴线

[0086] 70 出射光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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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71  探测物镜

[0088] 72  激励/探测模块

[0089] 73 管透镜系统

[0090] 74  第二扫描部件

[0091] 76  翻摆轴线

[0092] 78  切换部件

[0093] 79 反射镜面

[0094] 87  控制单元

[0095] O1、O2、O3  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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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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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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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4

CN 109791274 A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