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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

涉测量系统，属于几何量计量技术领域。本发明

主要包括稳频激光器、第一λ/2波片、小偏振分

光镜、直角棱镜、第二λ/2波片、第一大偏振分光

镜、第一λ/4波片、试样、第二λ/4波片、第二大

偏振分光镜、大角锥棱镜、第一平面反射镜、第二

平面反射镜、小角锥棱镜、偏振片和光电接收器。

光束在干涉仪的测量臂中往返四次，使测量系统

的光学分辨力由通常单光程干涉测量系统的λ/

2提高到λ/8，同时，所述测量系统还具有准共光

路式光学系统结构，即测量光束与参考光束的传

播路径相似，光程差主要由被测试样的长度引

起，因此，测量系统具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本发

明能够用于低膨胀材料线膨胀系数测量等微小

尺寸变化的高精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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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稳频激光器(1)、第

一λ/2波片(2)、小偏振分光镜(3)、直角棱镜(4)、第二λ/2波片(5)、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

第一λ/4波片(7)、试样(8)、第二λ/4波片(9)、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大角锥棱镜(11)、第

一平面反射镜(12)、第二平面反射镜(13)、小角锥棱镜(14)、偏振片(15)和光电接收器

(16)；

以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为中心，说明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位置关系；第一大偏振分光镜

(6)的左侧为前后并排放置的直角棱镜(4)和小偏振分光镜(3)，在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与

直角棱镜(4)之间，放置第二λ/2波片(5)；小偏振分光镜(3)的左侧为小角锥棱镜(14)、第一

λ/2波片(2)和偏振片(15)，小角锥棱镜(14)对准小偏振分光镜(3)的后半部，第一λ/2波片

(2)对准小偏振分光镜(3)的前上部，偏振片(15)对准小偏振分光镜(3)的前下部；第一λ/2

波片(2)的左侧为稳频激光器(1)；偏振片(15)的左侧为光电接收器(16)；第一大偏振分光

镜(6)的右侧依次为第一λ/4波片(7)、试样(8)、第二λ/4波片(9)、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和

大角锥棱镜(7)，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的后方为第一平面反射镜(12)；第一大偏振分光镜

(6)的后方为第二平面反射镜(13)，第二平面反射镜(13)与第一平面反射镜(12)对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小偏振分

光镜(3)和直角棱镜(4)的总宽度等于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的宽度，小偏振分光镜(3)和直

角棱镜(4)胶合在一起或紧贴着放置。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工作

方法为，从稳频激光器(1)发出的光束，经过第一λ/2波片(2)后被小偏振分光镜(3)分为两

束，透过小偏振分光镜(3)的光束为测量光束；被小偏振分光镜(3)反射的光束为参考光束；

测量光束透过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经过第一λ/4波片(7)，被试样(8)的左端面反射，

然后再次通过第一λ/4波片(7)射向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由于两次经过第一λ/4波片(7)

后偏振方向旋转90°，测量光束被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反射；测量光束被第二平面反射镜

(13)、第一平面反射镜(12)和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反射后，经过第二λ/4波片(9)，被试样

(8)的右端面反射，再次经过第二λ/4波片(9)，测量光束偏振方向又旋转90°，因此，测量光

束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然后，测量光束被大角锥棱镜(11)反射回来，再次透过第二

大偏振分光镜(10)，经过第二λ/4波片(9)，第二次被试样(8)的右端面反射，然后经过第二

λ/4波片(9)，被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第一平面反射镜(12)和第二平面反射镜(13)反射，

回到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并被反射，经过第一λ/4波片(7)，第二次被试样(8)的左端面反

射，然后，再次经过第一λ/4波片(7)，透过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测量光束经过第二λ/2波

片(5)，被直角棱镜(4)和小偏振分光镜(3)反射后，射向小角锥棱镜(14)并被小角锥棱镜

(14)反射回来；然后，测量光束被小偏振分光镜(3)和直角棱镜(4)反射，经过第二λ/2波片

(5)，透过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经过第一λ/4波片(7)，第三次被试样(8)的左端面反射，然

后经过第一λ/4波片(7)，被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第二平面反射镜(13)、第一平面反射镜

(12)和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反射，经过第二λ/4波片(9)，第三次被试样(8)的右端面反

射，再次经过第二λ/4波片(9)，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然后，测量光束被大角锥棱镜

(11)反射回来，再次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经过第二λ/4波片(9)，第四次被试样(8)

的右端面反射；然后经过第二λ/4波片(9)，被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第一平面反射镜(12)

和第二平面反射镜(13)和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反射，经过第一λ/4波片(7)，第四次被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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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的左端面反射，然后，再次经过第一λ/4波片(7)，透过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然后，测量

光束透过小偏振分光镜(3)，经过偏振片(15)，射向光电接收器(16)；

参考光束经直角棱镜(4)转折后，通过第二λ/2波片(5)使偏振方向旋转90°，然后透过

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经过第一λ/4波片(7)和第二λ/4波片(9)使偏振方向再次旋转90°，

被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第一平面反射镜(12)、第二平面反射镜(13)和第一大偏振分光

镜(6)反射，再次经过第一λ/4波片(7)和第二λ/4波片(9)，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然

后，参考光束被大角锥棱镜(11)反射回来，再次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经过第二λ/4

波片(9)和第一λ/4波片(7)，被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第二平面反射镜(13)、第一平面反射

镜(12)和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反射，经过第二λ/4波片(9)和第一λ/4波片(7)，透过第一

大偏振分光镜(6)和小偏振分光镜(3)，射向小角锥棱镜(14)并被小角锥棱镜(14)反射回

来；然后，参考光束透过小偏振分光镜(3)和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经过第一λ/4波片(7)和

第二λ/4波片(9)，被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第一平面反射镜(12)、第二平面反射镜(13)和

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反射，再次经过第一λ/4波片(7)和第二λ/4波片(9)，透过第二大偏振

分光镜(10)；然后，参考光束被大角锥棱镜(11)反射回来，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第

二λ/4波片(9)和第一λ/4波片(7)，被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第二平面反射镜(13)、第一平

面反射镜(12)反射和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反射，经过第二λ/4波片(9)和第一λ/4波片

(7)，透过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然后，参考光束经过第二λ/2波片(5)，被直角棱镜(4)和小

偏振分光镜(3)反射，经过偏振片(15)，射向光电接收器(16)；

测量光束和参考光束经过各自的传播路径后在小偏振分光镜(3)处相遇，经过偏振片

(15)，两束光产生干涉，干涉信号由光电接收器(16)接收；通过对干涉信号进行处理，能够

得到被测的试样(8)的长度变化信息；

在上述工作过程中，测量光束在试样(8)的两个端面各反射四次，参考光束在被测试样

的旁边经过八次，测量光束和参考光束的光程差主要由试样(8)的长度引起。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将稳

频激光器(1)和第一λ/2波片(2)的组合与光电接收器(16)和偏振片(15)的组合互换位置仍

能够实现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此时光束传播方向与原传播方向相反。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将稳

频激光器(1)、第一λ/2波片(2)、光电接收器(16)和偏振片(15)的组合与小角锥棱镜(14)互

换位置，仍能够实现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174054 A

3



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具体涉及一种能够应用于纳

米级准确度材料尺寸变化测量的四光程准共光路式激光干涉仪光学系统，属于几何量计量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微纳米技术的发展，各种精密结构的设计和加工水平显著提高，对材料热稳

定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低膨胀材料由于其具有线膨胀系数小、耐高温、耐热冲击等优异

性能，在精密工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如大型太空望远镜、紫外光刻机和激光陀螺等的关键

部件均采用低膨胀微晶玻璃等低膨胀材料制成。密度小、刚度高、强度高的新型低膨胀纳米

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等领域也显示出了重要应用价值。精确地测量这类材料的线膨胀系

数，可以帮助工程技术人员更好地完成精密结构设计、误差分配和加工过程控制，也有助于

新材料的研究和应用。为了解决线膨胀系数为10-8K-1甚至更小量级的低膨胀材料的测量问

题，如何实现纳米级准确度的材料尺寸变化测量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

[0003] 激光干涉测量技术以其测量准确度高和量值可溯源等特点，在高精度线膨胀系数

测量装置中得到广泛应用，现有的干涉测量装置包括Michelson干涉仪和Fizeau干涉仪等

不同类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所能达到的测量准确度与其测量分辨力直接相关，为了提高

测量分辨力，有的线膨胀系数测量装置采用双光程干涉系统将测量系统的光学分辨力提高

了一倍。研究具有更高分辨力的测量方法，对提高低膨胀材料线膨胀系数测量的准确度有

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实现材料尺寸变化的高准确度测量，满足低膨胀材料线膨胀系数测量等需

求，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采用四倍

光程的光学系统测量试样的尺寸变化，与现有的单光程或双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相比，

测量分辨力进一步提高，能够更好地满足纳米级准确度的试样长度变化测量需求，用于低

膨胀材料线膨胀系数测量等微小尺寸变化的高精度测量。本发明具有抗干扰能力强、测量

精度高的优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采用四倍光程，即光束在

干涉仪的测量臂中往返四次，使测量系统的光学分辨力由通常单光程干涉测量系统的λ/2

提高到λ/8，因此，显著提高激光干涉系统的测量分辨力，同时，所述测量系统还具有准共光

路式光学系统结构，即测量光束与参考光束的传播路径相似，光程差主要由被测试样的长

度引起，因此，测量系统具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能够用于低膨胀材料线膨胀系数测量等微

小尺寸变化的高精度测量。

[0007]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主要包括稳频激光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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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λ/2波片、小偏振分光镜、直角棱镜、第二λ/2波片、第一大偏振分光镜、第一λ/4波片、试

样、第二λ/4波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大角锥棱镜、第一平面反射镜、第二平面反射镜、小角

锥棱镜、偏振片和光电接收器。

[0008] 以第一大偏振分光镜为中心，说明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位置关系；第一大偏振分光

镜的左侧为前后并排放置的直角棱镜和小偏振分光镜，在第一大偏振分光镜与直角棱镜之

间，放置第二λ/2波片；小偏振分光镜的左侧为小角锥棱镜、第一λ/2波片和偏振片，小角锥

棱镜对准小偏振分光镜的后半部，第一λ/2波片对准小偏振分光镜的前上部，偏振片对准小

偏振分光镜的前下部；第一λ/2波片的左侧为稳频激光器；偏振片的左侧为光电接收器；第

一大偏振分光镜的右侧依次为第一λ/4波片、试样、第二λ/4波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和大角

锥棱镜，第二大偏振分光镜的后方为第一平面反射镜；第一大偏振分光镜的后方为第二平

面反射镜，第二平面反射镜与第一平面反射镜对齐。

[0009] 作为优选，小偏振分光镜和直角棱镜的总宽度等于第一大偏振分光镜的宽度，小

偏振分光镜和直角棱镜胶合在一起或紧贴着放置。

[0010]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的工作方法为：从稳频激光

器发出的光束，经过第一λ/2波片后被小偏振分光镜分为两束，透过小偏振分光镜的光束为

测量光束；被小偏振分光镜反射的光束为参考光束；

[0011] 测量光束透过第一大偏振分光镜，经过第一λ/4波片，被试样的左端面反射，然后

再次通过第一λ/4波片射向第一大偏振分光镜，由于两次经过第一λ/4波片后偏振方向旋转

90°，测量光束被第一大偏振分光镜反射；测量光束被第二平面反射镜、第一平面反射镜和

第二大偏振分光镜反射后，经过第二λ/4波片，被试样的右端面反射，再次经过第二λ/4波

片，测量光束偏振方向又旋转90°，因此，测量光束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然后，测量光束

被大角锥棱镜反射回来，再次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经过第二λ/4波片，第二次被试样的

右端面反射，然后经过第二λ/4波片，被第二大偏振分光镜、第一平面反射镜和第二平面反

射镜反射，回到第一大偏振分光镜并被反射，经过第一λ/4波片，第二次被试样的左端面反

射，然后，再次经过第一λ/4波片，透过第一大偏振分光镜；测量光束经过第二λ/2波片，被直

角棱镜和小偏振分光镜反射后，射向小角锥棱镜并被小角锥棱镜反射回来；然后，测量光束

被小偏振分光镜和直角棱镜反射，经过第二λ/2波片，透过第一大偏振分光镜，经过第一λ/4

波片，第三次被试样的左端面反射，然后经过第一λ/4波片，被第一大偏振分光镜、第二平面

反射镜、第一平面反射镜和第二大偏振分光镜反射，经过第二λ/4波片，第三次被试样的右

端面反射，再次经过第二λ/4波片，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然后，测量光束被大角锥棱镜反

射回来，再次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经过第二λ/4波片，第四次被试样的右端面反射；然后

经过第二λ/4波片，被第二大偏振分光镜、第一平面反射镜和第二平面反射镜和第一大偏振

分光镜反射，经过第一λ/4波片，第四次被试样的左端面反射，然后，再次经过第一λ/4波片，

透过第一大偏振分光镜；然后，测量光束透过小偏振分光镜，经过偏振片，射向光电接收器。

[0012] 参考光束经直角棱镜转折后，通过第二λ/2波片使偏振方向旋转90°，然后透过第

一大偏振分光镜，经过第一λ/4波片和第二λ/4波片使偏振方向再次旋转90°，被第二大偏振

分光镜、第一平面反射镜、第二平面反射镜和第一大偏振分光镜反射，再次经过第一λ/4波

片和第二λ/4波片，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然后，参考光束被大角锥棱镜反射回来，再次透

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经过第二λ/4波片和第一λ/4波片，被第一大偏振分光镜、第二平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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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镜、第一平面反射镜和第二大偏振分光镜反射，经过第二λ/4波片和第一λ/4波片，透过第

一大偏振分光镜和小偏振分光镜，射向小角锥棱镜并被小角锥棱镜反射回来；然后，参考光

束透过小偏振分光镜和第一大偏振分光镜，经过第一λ/4波片和第二λ/4波片，被第二大偏

振分光镜、第一平面反射镜、第二平面反射镜和第一大偏振分光镜反射，再次经过第一λ/4

波片和第二λ/4波片，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然后，参考光束被大角锥棱镜反射回来，透过

第二大偏振分光镜、第二λ/4波片和第一λ/4波片，被第一大偏振分光镜、第二平面反射镜、

第一平面反射镜反射和第二大偏振分光镜反射，经过第二λ/4波片和第一λ/4波片，透过第

一大偏振分光镜；然后，参考光束经过第二λ/2波片，被直角棱镜和小偏振分光镜反射，经过

偏振片，射向光电接收器。

[0013] 测量光束和参考光束经过各自的传播路径后在小偏振分光镜处相遇，经过偏振

片，两束光产生干涉，干涉信号由光电接收器接收。通过对干涉信号进行处理，能够得到被

测的试样的长度变化信息。

[0014] 在上述工作过程中，测量光束在试样的两个端面各反射四次，参考光束在被测试

样的旁边经过八次，测量光束和参考光束的光程差主要由试样的长度引起。

[0015] 将稳频激光器和第一λ/2波片的组合与光电接收器和偏振片的组合互换位置仍能

够实现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此时光束传播方向与原传播方向相反。

[0016] 将稳频激光器、第一λ/2波片、光电接收器和偏振片的组合与小角锥棱镜互换位

置，仍能够实现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

[0017] 有益效果

[0018] 1、本发明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因为采用四倍光程光学系

统，所以干涉系统的光学分辨力达到λ/8，与普通单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的光学分辨力λ/

2相比显著提高，有利于提高系统的测量准确性。

[0019] 2、本发明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因为测量光束与参考光束的

传播路径相似，光程差主要由被测试样的长度引起，温度变化等外界因素对测量光束和参

考光束的影响相互抵消，所以干涉仪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有利于提高干涉系统的稳定性。

[0020] 3、本发明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具有测量分辨力高、抗干扰

能力强的优点，能够用于纳米级准确度材料尺寸变化的测量，在低膨胀材料线膨胀系数测

量和材料尺寸稳定性测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的实施例的光学系统

示意图，其中：图1(a)为俯视图，图1(b)为主视图。

[0022] 其中，1—稳频激光器，2—第一λ/2波片，3—小偏振分光镜，4—直角棱镜，5—第二

λ/2波片，6—第一大偏振分光镜，7—第一λ/4波片，8—试样，9—第二λ/4波片，10—第二大

偏振分光镜，11—大角锥棱镜，12—第一平面反射镜，13—第二平面反射镜，14—小角锥棱

镜，15—偏振片，16—光电接收器。

[0023] 图2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的实施例的光束与被

测试样位置关系示意图。

[0024] 其中，8—试样，17—测量光束，18—参考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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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具

体实施例。

[0026] 实施例1

[0027] 本实施例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主要包括：稳频激光器1，第

一λ/2波片2，小偏振分光镜3，直角棱镜4，第二λ/2波片5，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第一λ/4波片

7，试样8，第二λ/4波片9，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大角锥棱镜11，第一平面反射镜12，第二平

面反射镜13，小角锥棱镜14，偏振片15和光电接收器16，如图1所示；

[0028] 以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为中心，说明该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位置关系；第一大偏

振分光镜6的左侧为前后并排放置的直角棱镜4和小偏振分光镜3，小偏振分光镜3和直角棱

镜4紧贴着放置，两者的总宽度等于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的宽度；在大偏振分光镜6与直角棱

镜4之间，放置第二λ/2波片5；小偏振分光镜3的左侧为小角锥棱镜14、第一λ/2波片2和偏振

片15，小角锥棱镜14对准小偏振分光镜3的后半部，第一λ/2波片2对准小偏振分光镜3的前

上部，偏振片15对准小偏振分光镜3的前下部；第一λ/2波片2的左侧为稳频激光器1；偏振片

15的左侧为光电接收器16；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的右侧依次为第一λ/4波片7、试样8、第二λ/

4波片9、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和大角锥棱镜11，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的后方为第一平面反

射镜12；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的后方为第二平面反射镜13，第二平面反射镜13与第一平面反

射镜12对齐。

[0029] 根据图1所示原理，建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从稳频激光器1发出的光束，波长为

632.8nm，经过第一λ/2波片2，被小偏振分光镜3分为两束，透过小偏振分光镜3的光束为测

量光束，被小偏振分光镜3反射的光束为参考光束。

[0030] 测量光束透过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经过第一λ/4波片7，被试样8的左端面反射，然

后再次通过第一λ/4波片7射向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由于两次经过第一λ/4波片7后偏振方

向旋转90°，测量光束被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反射；测量光束被第二平面反射镜13、第一平面

反射镜12和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反射后，经过第二λ/4波片9，被试样8的右端面反射，再次

经过第二λ/4波片9，测量光束偏振方向又旋转90°，因此，测量光束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

10；然后，测量光束被大角锥棱镜11反射回来，再次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经过第二λ/4

波片9，第二次被试样8的右端面反射，然后经过第二λ/4波片9，被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第

一平面反射镜12和第二平面反射镜13反射，回到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并被反射，经过第一λ/

4波片7，第二次被试样8的左端面反射，然后，再次经过第一λ/4波片7，透过第一大偏振分光

镜6；测量光束经过第二λ/2波片5，被直角棱镜4和小偏振分光镜3反射后，射向小角锥棱镜

14并被小角锥棱镜14反射回来；然后，测量光束被小偏振分光镜3和直角棱镜4反射，经过第

二λ/2波片5，透过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经过第一λ/4波片7，第三次被试样8的左端面反射，

然后经过第一λ/4波片7，被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第二平面反射镜13、第一平面反射镜12和

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反射，经过第二λ/4波片9，第三次被试样8的右端面反射，再次经过第

二λ/4波片9，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然后，测量光束被大角锥棱镜11反射回来，再次透

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经过第二λ/4波片9，第四次被试样8的右端面反射；然后经过第二

λ/4波片9，被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第一平面反射镜12和第二平面反射镜13和第一大偏振

分光镜6反射，经过第一λ/4波片7，第四次被试样8的左端面反射，然后，再次经过第一λ/4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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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7，透过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然后，测量光束透过小偏振分光镜3，经过偏振片15，射向光

电接收器16。

[0031] 参考光束经直角棱镜4转折后，通过第二λ/2波片5使偏振方向旋转90°，然后透过

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经过第一λ/4波片7和第二λ/4波片9使偏振方向再次旋转90°，被第二

大偏振分光镜10、第一平面反射镜12、第二平面反射镜13和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反射，再次

经过第一λ/4波片7和第二λ/4波片9，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然后，参考光束被大角锥棱

镜11反射回来，再次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第二λ/4波片9和第一λ/4波片7，被第一大偏

振分光镜6、第二平面反射镜13、第一平面反射镜12反射和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反射，经过

第二λ/4波片9和第一λ/4波片7，透过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和小偏振分光镜3，射向小角锥棱

镜14并被小角锥棱镜14反射回来；然后，参考光束透过小偏振分光镜3和第一大偏振分光镜

6，经过第一λ/4波片7和第二λ/4波片9，被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第一平面反射镜12、第二平

面反射镜13和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反射，再次经过第一λ/4波片7和第二λ/4波片9，透过第二

大偏振分光镜10；然后，参考光束被大角锥棱镜11反射回来，透过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经

过第二λ/4波片9和第一λ/4波片7，被第一大偏振分光镜6、第二平面反射镜13、第一平面反

射镜12和第二大偏振分光镜10反射，经过第二λ/4波片9和第一λ/4波片7，透过第一大偏振

分光镜6；然后，参考光束经过第二λ/2波片5，被直角棱镜4和小偏振分光镜3反射，经过偏振

片15，射向光电接收器16。

[0032] 测量光束和参考光束经过各自的传播路径后在小偏振分光镜3处相遇，经过偏振

片15，两束光产生干涉，干涉信号由光电接收器16接收。通过对干涉信号进行处理，可以得

到被测的试样8的长度变化信息。

[0033] 在上述工作过程中，测量光束在试样8的两个端面各反射四次，参考光束在被测试

样的旁边经过八次，测量光束和参考光束的光程差主要由试样8的长度引起，如图2所示。

[0034] 本实施例公开的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能够更好地满足纳米级

准确度的试样8长度变化测量需求，用于低膨胀材料线膨胀系数高精度测量。

[0035] 为了验证所述一种高稳定性四光程激光干涉测量系统的稳定性，用在平晶上所镀

的反光膜作为试样8进行测量试验，测量光束在反光膜的两个表面反射，由于反光膜的厚度

很小，其在实验室环境下的变化可以忽略。由试验得到测量数据在1小时内的变化小于

20nm，结果表明所述激光干涉测量系统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0036] 以上所述的具体描述，对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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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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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