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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荧光成像在癌症诊断分析中的机理， 选择高效率的光学系统， 配合高精度的半数字式

对焦技术和智能图像采集融合技术， 实现高性能便携式癌细胞荧光成像系统。 系统选择多波段的 ＬＥＤ 光

源； 采用科学级面阵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 ＣＭＯＳ） 探测器， 配合散斑抑制二向色镜， 降低背景干扰，
提高检测灵敏度； 采用半数字式对焦技术， 实现显微镜高精细的自动对焦； 采用 ＦＰＧＡ＋万兆网的结构， 实
现图像数据的高速传输。 实验表明， 基于该系统可制成质量为 ４ ｋｇ、 功耗不到 ２０ Ｗ 的便携式癌细胞荧光成
像设备， 实现清晰的多谱段癌细胞荧光成像和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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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荧光成像技术的发展， 荧光显微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生物光学显微技术， 可以用来研究细
胞内部物质的运动状态和化学物质的分布及定位等 ［１］ ， 因此荧光显微成像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医学检测
领域， 可以快速、 准确地检测出人体病变细胞 ［２］ 。 随着微流控和光电子技术的发展， 国外市场化的激

光诱导荧光分析仪器陆续推出 ［３］ ， 激光诱导荧光设备指标先进、 性能稳定可靠， 但都是通用型设备，
设备体积比较大， 价格昂贵， 未见针对癌细胞检测的便携式设备。 国内相关研究偏向于现有的激光诱
导荧光检测设备如何更精确地、 定性定量地检测出被测物， 但是市场化的激光诱导荧光系统很少， 更
没有癌细胞细分领域的专业荧光检测设备 ［４］ 。

本研究采用新型超低噪声科学级面阵 ＣＭＯＳ 探测器， 配合散斑抑制和高效率的二向色镜、 ＬＥＤ 光

源模块和电路板， 采用半数字式对焦技术、 万兆网传输高分辨率图像， 设计出针对人体癌细胞的便携
式荧光显微成像系统。

１

系统的设计
在深入研究系统集成、 便携、 光学设计、 电子学、 光谱分析等方面的基础上， 通过荧光成像的机

理研究， 选择高效率的光学系统， 配合微型高精度的半数字式对焦技术和高灵敏图像采集技术， 实现
高性能的荧光成像系统。 设计出结构紧凑、 高性能的便携式癌细胞荧光检测系统。 系统主要由光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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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和电子学部分组成， 荧光成像系统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１
Ｆｉｇ １

荧光成像系统结构框图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ｌｏｃ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由图 １ 可见， 光学系统由光源模块（ ＬＥＤ 光源、 散斑抑制器、 扩束器） 、 二向色镜片、 滤光片和

成像镜头构成； 电子学系统由成像相机和电路板组成。 电路板包含采集控制电路、 电机控制模块和万
兆网通信。 系统工作流程是： 首先电路板发出指令到光源模块， ＬＥＤ 光源发射激发光， 经过均匀化和
扩束后， 通过二向色镜片反射在被测物体上。 被测物体的分子吸收激发光光子而发生能级跃迁产生荧
光发射 ［５］ 。 ＦＰＧＡ 电路板根据评价函数结果驱动陶瓷电机运动， 带动物镜移动， 实现对被测物纳米级
别的自动聚焦， 然后经过聚焦的光线通过二向色镜片投射到滤光轮， 经过成像镜头在探测器上荧光成
像并存储在电路板存储器中， 最后通过万兆网将高清晰荧光图像传输到电脑端。
１ １

光学部分设计
光学部分主要由光源模块、 滤光片、 透镜、 物镜和成像镜头构成。 由荧光的发光原理可知， 待测

物内部组织结构影响激发光照射到待测物产生的荧光波长， 待测物内部成分含量决定荧光强度大小，
因此不同细胞在吸收激发光时， 在不同波段会激发出其荧光峰值， 根据采集到的不同波段的荧光量值
来判别不同细胞的存在。 另外， 激发光源的波长一般比荧光波长短。 分子荧光光谱与激发光源的强度
有直接关系， 激发光源功率越大， 荧光光谱越强 ［６］ 。 因此选择激光光源的时候主要考虑光功率、 光源
是否适合便携式以及照明光源照射在被测物时拉曼散射光谱峰离开荧光光谱峰， 便于光学系统将拉曼
散射光谱滤除。 系统采用二向色镜和窄带滤光片两类滤光片， 在滤光片前端采用半数字式对焦技术聚
焦癌细胞， 提高设备性能。 同时要实现微米级细胞的清晰成像， 需要实现纳米级别的聚焦技术。

１ １ １

光源

系统选用大功率 ＬＥＤ 灯作为光源， 其具有寿命长、 光毒性小、 易于控制等诸多优点， 并且系统

主要用于观测癌细胞， 癌细胞的荧光光谱与正常细胞具有明显特征区别， 为了很好的观测癌细胞， 选
择绿色光、 蓝色光、 紫色光波段的 ＬＥＤ 光源。 ＬＥＤ 光源输出的光经过校正后存在散斑问题， 这将直
接影响最终的成像质量， 所以采用散斑抑制器 ［７］ 将输出激光均匀化， 同时利用扩束器将光斑扩束， 扩
束角度约 ７°。 光源散斑抑制器和扩束器一体化示意图见图 ２。

图２
Ｆｉｇ ２

光源散斑抑制及扩束一体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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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光片

选用二向色镜和窄带滤光片两类滤光片。 激发光照射到待测物， 待测物产生发射光， 窄带滤光片

用来过滤除荧光之外的其他光信号 ［８］ 。 二向色镜是激发光诱导荧光检测装置中的重要部件， 对于不同
波长光的选择性极强， 对一定波长的光完全透过， 而对其余波长的光完全反射， 利用这一特点来分离
荧光与激发光 ［９］ 。 二向色镜的反射波长与激发光波长匹配， 透射波长与癌细胞荧光发射波长匹配， 对

激发光光源的反射率和对荧光发射波长的透过率都达到 ９５％以上。 由于二向色镜的滤波作用不可能达
到 １００％， 产生的荧光信号中或多或少掺杂了一些背景干扰光 （ 主要是来自光学器件反射或者散射的
激发光） ， 所以在收集荧光之前需要利用窄带滤光片进一步滤波。 所用窄带滤光片， 要与荧光特征峰
的波长相匹配。 系统中的窄带滤光片采用绿光、 蓝光、 紫光波段， 半宽为 １０ ｎｍ， 峰值透射率大于

９７％， 将其置于探测器前端， 可进一步提高信噪比。
１ ２

电子学部分设计

电子学系统包括了探测器模块、 万兆网通信、 电机控制模块和调焦电机。 电子学的主要功能是采
集传感器图像进行处理、 显示和传输， 采集到的图像进行清晰度计算并控制电机实现自动对焦， 实现
清晰图像的采集并缓存到板载内存中， 然后通过万兆网将图像数据发送到电脑。 同时显微镜留有数字
视频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ＶＩ） 显示接口， 可直接连接显示器进行显示。 电子学的硬件电路框架
如图 ３ 所示。

图３
Ｆｉｇ ３

电子学电路结构框图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ｌｏｃ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核心的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ｆｉｅｌ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 ｇａｔｅ ａｒｒａｙ， ＦＰＧＡ） 芯片采用 ＸＩＬＩＮＸ 公司的 Ｋｉｎｔｅｘ⁃７

系列的 ＸＣ７Ｋ４２０Ｔ 芯片， 具有高 Ｉ ／ Ｏ 带宽与高数字信号处理能力， 能够高效进行图像处理， 性能高，
成本低， 功耗低。 ＤＶＩ 显示器采用 ＤＶＩ 接口传输数字信号和数字图像， 传输速度快， 色彩更逼真。 先
入先出 （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ｐｕｔ ｆｉｒｓ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ＩＦＯ） 数据缓冲器没有外部读写地址线， 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１ ２ １

探测器模块

荧光检测器中的光电转换元件要求有很高的灵敏度、很低的暗电流、很高的信噪比及较短的响应时

间。 目前大部分的荧光检测设备都采用了具有超快响应速度和极高灵敏度的光电倍增管。 而在激发光诱
导荧光成像病变细胞检测中， 能够实现高质量的面阵图像， 可提高系统性能， 医生可根据所获取的荧光图

像更方便更高效地进行检查和诊断［１０］ 。 选用新型超低噪声和高灵敏度面阵探测器 ＭＴ９Ｐ００６ ＣＭＯＳ 探测器，
有效分辨率为 ２ ５９２ ｐｘ ×１ ９４４ ｐｘ，像元尺寸是 ２ ２ μｍ × ２ ２ μｍ，１２ ｂｉｔ 分辨率，灵敏度 １ ７６ Ｖ·（ｌｘ·ｓ） －１ ，
适合做荧光显微镜图像采集。

ＭＴ９Ｐ００６ 传感器 接 口 如 图 ３ 所 示， 采 用 标 准 的 视 频 采 集 接 口， 方 便 ＦＰＧＡ 采 集。 ＦＰＧＡ 将 从

ＭＴ９Ｐ００６ 传感器采集到的图像数据经过 ＦＩＦＯ 后缓存到 ＤＤＲ２ 内存芯片中。

１ ２ ２

万兆网通信

ＭＴ９Ｐ００６ 传感器可以实现 ２ ５９２ ｐｘ × １ ９４４ ｐｘ 分辨率下的 １６ Ｈｚ， 也可以实现 １ ２８０ × ７２０ 分辨率下

的６０ Ｈｚ采集， 最高数据率达到 ９２３ Ｍｂｉｔ·ｓ －１ ， 在不压缩情况下， 传统的 ＵＳＢ２ ０ 接口不能实现高帧率
的传输， 只能通过降低帧率实现传输。 万兆以太网有 １０ Ｇｂｉｔ·ｓ －１ 网络带宽， 具有传输延时低， 传输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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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远的特点， 适合实时视频应用和图像的实时传递， 实现探测器高分辨图像的高速传输。 系统采用
万兆以太网接口连接电脑端， 将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图像传输到显示器， 实现非压缩图像的快速、 实时
传输， 并且可以通过客户端软件进行数据采集和参数设置。

系统的万兆网协议采用 Ｘｉｌｉｎｘ 公司的 Ｃｏ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中自带的 Ｔｅｎ Ｇｉｇａｂｉｔ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 ＭＡＣ ＩＰ 核， ＩＰ

核可极大地缩短开发周期和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１１］ 。 ＩＰ 核控制器用户端采用 ＸＧＭＩＩ 接口， １５６ ２５ ＭＨｚ

差分时钟信号， 在 ３２ ｂｉｔ 数据位宽下， 理论数据率达到 ４ ８ Ｇｂｉｔ·ｓ －１ 。 与电脑的传输采用 ＵＤＰ 方式，
除去各种协议开销， 实测图像传输速率达到 １ ８ Ｇｂｉｔ·ｓ －１ ， 能够实现显微镜图像的实时传输。

１ ２ ３

电机控制模块

采用半数字式对焦技术， 代替传统显微镜手动对焦方法， 实现物镜的自动对焦。 自动对焦通常分

为两大类： 一类是测量镜头和被摄目标之间的距离； 另一类是在焦平面上获得清晰成像的焦点。 第一
类自动调焦依赖于测量距离的方法， 复杂度高、 成本大且难以实现， 通常第二类对焦技术广泛应用于
显微镜的自动对焦 ［１２］ 。 采集到的图像由 ＦＰＧＡ 实现图像清晰度实时评价， 通过评价函数实时调整电
机， 实现闭环控制， 快速调焦。 根据评价函数结果由 ＦＰＧＡ 驱动电机运动， 带动物镜移动， 从而获得
对焦清晰的图像。 在显微操作系统中， 自动对焦对于后期的细胞识别以及操作精度， 起着重要作用。

系统采用改进的自动聚焦算法。 探测器采集病变细胞图像， 在对焦开始时， 先是粗调焦， 采用较
大的步长， 让目标更快在焦平面的附近成像； 在靠近焦平面时， 采用细调焦， 使得所成的图像更加清
晰； 实现摄像头的自动调焦 ［１３］ 。 调焦阶段采用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评价函数评价图像清晰度， 获得评价函数最
大值时， 得到最佳清晰度图像。 探测器从粗调焦阶段进入到细调焦阶段判断依据是探测器间隔移动相
同的步长， 获取多组粗调焦图片， 计算其对焦评价函数的值， 分析每组图像评价函数值的变化率， 当
变化率出现极大值时， 探测器由粗调焦进入细调焦。

１ ２ ４

图像清晰度评价函数

图像清晰度评价是显微镜自动对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物镜从初始位置开始移动， 利用评价

函数计算清晰度， 通过比较不同位置上图像清晰度值的大小， 物镜向着能够增加清晰度的方向移动，
最终移动到清晰度不再增加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就是具有最大清晰度的焦点。 通过图像清晰度评价函
数计算出在不同聚焦状态下图像的清晰度值， 用来判断图像质量的好坏， 图像的清晰度不高， 则相应
的图像就会比较模糊 ［１４］ 。 因此要选用实时性高， 实用性强的基于图像梯度的清晰度评价函数。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基于该系统设计， 研制出针对人体癌细胞的便携式荧光成像设备， 样机质量小于 ４ ｋｇ， 功耗小于

２０ Ｗ。 选用绿光作为照明光源， 观察癌细胞获得荧光图像。 在观察癌细胞过程中， 探测器不断采集
癌细胞荧光图像， 根据图像清晰度评价函数计算荧光图像的清晰度值， 移动镜头靠近焦平面， 直到找
到清晰度最高的图像。 选择其中清晰度值变化比较明显的 ４ 张荧光图像作为一组， 根据 Ｔｅｎｅｎｇｒａｄ 函
数、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函数和方差函数 ３ 种图像清晰度评价函数分别计算荧光图像清晰度， 荧光图像清晰度值
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评价函数

３ 种评价函数下的图像清晰度值

Ｉｍａｇｅ ｓｈａｒｐｎｅｓｓ ｖａｌｕｅ ｕｎｄｅｒ 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图片 １

图片 ２

图片 ３

图片 ４

Ｔｅｎｅｎｇｒａｄ 函数

１ １６２ ６６

１ ８０２ ３８

２ １０９ ３６

２ １９２ ４０

方差函数

１９ ０８６ ４０

４２ ０９２ ４０

５６ ９７６ ４０

５４ ０８８ ９０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函数

１ ４２１ ６０

２ ０８１ ２６

２ ４３３ ０５

２ ５２５ ９９

由表 １ 可见， ３ 种图像清晰度评价函数分别计算出 ４ 张荧光图片清晰度值的大小。 从直观判断 ４ 张

荧光图片清晰度不断增加， Ｔｅｎｅｎｇｒａｄ 函数和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函数与直观判断一致， 方差函数在判断图片 ３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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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４ 清 晰 度 时 出 现 失 误， 方 差 函 数 计 算 量 小， 但 函 数 单 调 性 较 差。 相 比 于 Ｔｅｎｅｎｇｒａｄ 函 数，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函数精准性较好， 在焦点附近变化较为明显， 灵敏度较高。 因此， 本系统采用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函
数作为图像清晰度评价算法。

系统采用荧光原位杂交 （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ｉｔｕ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ＳＨ） 标本来观察癌细胞， ＦＩＳＨ 技术

是一种非放射性原位杂交技术， 广泛应用于生物学研究中， 提高了基因定位的准确性。 通过荧光显微
镜观察杂交信号， ＦＩＳＨ 在荧光显微镜下确认出癌细胞所在的位置， 并且对癌细胞做出定性、 定位或
相对定量的分析。 荧光检测系统采用光谱滤光法， 并且选用绿光、 蓝光、 紫光 ３ 个激发光源切换
观察。

选择表 １ 中的 ４ 张荧光图像作为一组， 分别用绿光、 蓝光、 紫光作为照明光源， 切换观察癌细胞

获得清晰的荧光图像， 对 ４ 张荧光图像计算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函数评价， 图像清晰度评价函数值如表 ２ 所示。
对应得到清晰度最高的荧光图像如图 ４ 所示。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光源
绿光
蓝光
紫光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图像清晰度评价函数值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ｉｍａｇｅ ｓｈａｒｐｎ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图片 １

图片 ３

图片 ４

１ ７８１ ２６

２ ４３３ ０５

２ ５２５ ９９

０ ２５９ ５６

０ ３０１ ４２

０ ５６０ ２５

０ ６９６ ２５

０ ６７５ １４

图４
Ｆｉｇ ４

图片 ２

１ ４２１ ６０

０ ８０２ １５

１ ３０２ １３

１ ４４７ ３３

不同谱段癌细胞荧光图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图 ４（ ａ） ～ 图（ ｃ） 分别是在绿光、 蓝光、 紫光激发下看到的细胞荧光图像， 图像清晰度值对应表 ２

中的图片 ４。 通过荧光发射不同频段下癌细胞的细节信息， 能够看到目标荧光细胞的大小和位置区

域， 而且图像边界和细节部分清晰， 分辨率达到 １０ ｎｍ。 采用多波段 ＬＥＤ 光源， 得到细胞多种波长荧
光图像， 相互对比观察， 提高癌细胞识别的准确率。 实验结果能满足对人体癌细胞检测的灵敏度和图
像清晰度的要求。

３

结论
选择 ＬＥＤ 光源， 采用科学级超低噪声、 超低暗电流、 高灵敏的探测器， 配合窄带滤光片、 二向

色镜， 自动调焦时用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图像清晰度评价函数， 采用万兆以太网传输图像， 设计出荧光显微成
像系统， 并基于该系统， 研制出针对人体癌细胞的便携式荧光成像设备， 样机质量为 ４ ｋｇ， 功耗小于

２０ Ｗ。 实验表明， 样机能够实现清晰的多谱段癌细胞荧光成像和快速检测， 在降低噪声干扰、 提高
灵敏度、 自动对焦、 高速通信方式等方面都有较大改进。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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