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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标定装置及标定

方法，属于红外目标模拟器技术领域，为了针对

现有技术的需求，该装置包括：圆弧形红外目标

模拟器、高精度调整机构、测试基座、红外测角仪

和三角支架，高精度调整机构位于测试基座上，

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固定于高精度调整机构

上；红外测角仪置于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后一

定距离，安装在三角支架上，且与圆弧形红外目

标模拟器光轴在同一高度；当圆弧形红外目标模

拟器红外波段的目标以平行光出射时，此时用红

外测角仪对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所产生的目

标点进行标定；该方案通过在目标弧段上方预设

圆孔的方法，有效的降低目标弧段边缘亮暗灰度

变化所带来的瞄准误差；操作简单，可以直接在

室内完成标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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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标定方法，其特征是，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安装待标定装置，将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安装固定在高精度调整机构

(2)上，并将高精度调整机构(2)调整到适当高度；

步骤二，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与红外测角仪(4)进行对准和目标点角度标定；

首先，将红外测角仪(4)固定在三角支架(5)上，然后调整三角支架(5)的高度使红外测

角仪(4)的光轴与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的光轴调至同一高度，再调整三角支架(5)的

微调旋钮使红外测角仪(4)的读数显示为0，此时红外测角仪(4)与大地水平；然后，在与红

外测角仪(4)同高度的平面上放置一个反射镜，点击红外测角仪(4)按钮将其物镜焦面的十

字划线点亮，再将物镜调焦到无穷远，此时可观测到清晰的十字划线；选择一个红外分划板

(1-3)十字分划线中心点O作为基准点，调整红外测角仪(4)使其十字划线对准圆弧形红外

目标模拟器(1)中红外分划板(1-3)的中心点O，将此时的读数清零，作为后续测量的基准，

此时完成对准工作；

在对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的目标点进行标定时，需要调整红外测角仪(4)的微调

旋钮使红外测角仪(4)的十字划线与需要测量的目标点完全重合，记录红外测角仪(4)读

数，需进行多次测量并记录测量结果，根据测量不同目标点的方位角和俯仰角标定出各目

标点与红外分划板(1-3)中心点间的角度，完成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的目标角度的标

定；

步骤三，通过步骤一与步骤二的标定，再利用标定所得数据，对所标定的圆孔进行拟

合，得到目标弧段中心坐标O1和目标半径r；

以红外分划板(1-3)中心点O为基准，将红外分划板(1-3)上目标圆孔进行依次标定后，

得到目标圆孔坐标值，设计分划板时，令红外分划板(1-3)上多个圆孔的拟合圆的几何中心

坐标O1与目标弧段中心坐标重合，且圆孔的拟合圆的几何半径R比目标弧度半径r大一个标

准数值X；被标定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对圆半径R的计算是通过圆上的圆孔坐标利用

最小二乘法拟合计算而得，公式如下：

式中(a，b)为拟合圆的圆心O1坐标， 为目标圆孔点坐标的平均值；

通过上述步骤标定出多个圆孔拟合出的拟合圆的几何中心坐标O1，代表目标弧段中心

的坐标，再通过圆孔拟合得到的拟合圆的几何半径R减掉标准数值X即为目标半径r的标定

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标定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所用

的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标定装置包括：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高精度调整机构

(2)、测试基座(3)、红外测角仪(4)和三角支架(5)，高精度调整机构(2)位于测试基座(3)

上，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固定于高精度调整机构(2)上；红外测角仪(4)置于圆弧形红

外目标模拟器(1)后一定距离，安装在三角支架(5)上，且与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光轴

在同一高度；当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红外波段的目标以平行光出射时，此时用红外测

角仪(4)对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所产生的目标点进行标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标定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所用

的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标定装置中所述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包括：黑体辐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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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滤光片(1-2)、红外分划板(1-3)和红外准直光学系统(1-4)，黑体辐射源(1-1)发出

的红外辐射经过滤光片(1-2)后输出光谱与红外准直系统(1-4)的光谱匹配，再经由红外分

划板(1-3)形成所要模拟的红外目标图案，红外分划板(1-3)发出的光线经准直光学系统

(1-4)出射平行光，最终形成所要模拟的的无穷远的红外目标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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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标定装置及标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标定装置及标定方法，属于红外目标模

拟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半实物仿真成为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手段，随着红外探测技术的发展，红

外目标模拟器作为光学测试的一项重要仪器，能够模拟真实目标的红外热像，为红外探测

设备性能的测试和评估提供精确可控、可重复的试验条件，目前用于目标检测与定位系统

的各种硬件设施已日趋完善，但是各种检测和定位方法的适应性能力比较低，而且红外成

像模型参数的标定是得到目标空间位置信息的必要前提。因此，设计性能优异的标定装置

和标定方法对红外目标检测与定位系统的应用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需求提出了一种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标定装置及标

定方法，该装置和方法中采用在分划板上刻蚀圆弧形目标图案，并且在目标图案上端预留

标校圆孔，使用红外测角仪对红外目标模拟器中目标圆孔进行对准测量，进而确定圆弧形

红外目标的圆心和半径，实现标校目标圆弧的目的。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5] 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标定装置，其特征是，该装置包括：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

器、高精度调整机构、测试基座、红外测角仪和三角支架，高精度调整机构位于测试基座上，

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固定于高精度调整机构上；红外测角仪置于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

后一定距离，安装在三角支架上，且与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光轴在同一高度；当圆弧形红

外目标模拟器红外波段的目标以平行光出射时，此时用红外测角仪对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

器所产生的目标点进行标定。

[0006] 所述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包括：黑体辐射源、滤光片、红外分划板和红外准直光

学系统，黑体辐射源发出的红外辐射经过滤光片后输出光谱与红外准直系统的光谱匹配，

再经由红外分划板形成所要模拟的红外目标图案，红外分划板发出的光线经准直光学系统

出射平行光，最终形成所要模拟的的无穷远的红外目标图案。

[0007] 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标定方法，其特征是，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一，安装待标定装置，将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安装固定在高精度调整机构

上，并将高精度调整机构调整到适当高度；

[0009] 步骤二，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与红外测角仪进行对准和目标点角度标定；

[0010] 首先，将红外测角仪固定在三角支架上，然后调整三角支架的高度使红外测角仪

的光轴与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光轴调至同一高度，再调整三角支架的微调旋钮使红外

测角仪的读数显示为0，此时红外测角仪与大地水平；然后，在与红外测角仪同高度的平面

上放置一个反射镜，点击红外测角仪按钮将其物镜焦面的十字划线点亮，再将物镜调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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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远，此时可观测到清晰的十字划线；选择一个红外分划板十字分划线中心点O作为基准

点，调整红外测角4使其十字划线对准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中红外分划板的中心点O，将

此时的读数清零，作为后续测量的基准，此时完成对准工作；

[0011] 在对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目标点进行标定时，需要调整红外测角仪的微调旋

钮使红外测角仪的十字划线与需要测量的目标点完全重合，记录红外测角仪读数，需进行

多次测量并记录测量结果，根据测量不同目标点的方位角和俯仰角标定出各目标点与红外

分划板中心点间的角度，完成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目标角度的标定；

[0012] 步骤三，通过步骤一与步骤二的标定，再利用标定所得数据，对所标定的圆孔进行

拟合，得到目标弧段中心坐标O1和目标半径r；

[0013] 以红外分划板中心点O为基准，将红外分划板上目标圆孔进行依次标定后，得到目

标圆孔坐标值，设计分划板时，令红外分划板上多个圆孔的拟合圆的几何中心坐标O1与目

标弧段中心坐标重合，且圆孔的拟合圆的几何半径R比目标弧度半径r大一个标准数值X；被

标定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对圆半径R的计算是通过圆上的圆孔坐标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

计算而得，公式如下：

[0014]

[0015] 式中(a，b)为拟合圆的圆心O1坐标， 为目标圆孔点坐标的平均值；

[0016] 通过上述步骤标定出多个圆孔拟合出的拟合圆的几何中心坐标O1，代表目标弧段

中心的坐标，再通过圆孔拟合得到的拟合圆的几何半径R减掉标准数值X即为目标半径r的

标定值。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8] 本方案由黑体发出的红外辐射经由滤光片滤光后均匀照射到红外分划板上，再由

红外分划板发出的光线经准直光学系统汇聚后形成平行光，可在室内有限距离上模拟出对

真实目标图像的观测效果。由于观测目标与敏感器的距离不同，观测目标在敏感器像面上

成像大小不同，若观测目标未超出敏感器的视场范围，观测目标在敏感器上成像为一个整

圆，一旦观测目标整体超出敏感器的视场范围，观测目标在敏感器上成像为一个弧段。本发

明的标定方法是在红外分划板刻蚀出目标弧段，并在目标弧段上方一定距离刻蚀若干个等

大圆孔，然后对目标圆孔进行标定从而达到标校圆弧的目的，得到目标圆弧的中心和半径。

[0019] 1、该方案通过在目标弧段上方预设圆孔的方法，有效的降低目标弧段边缘亮暗灰

度变化所带来的瞄准误差。

[0020] 2、该方案中红外目标模拟器中所用红外分划板，利用掩膜刻蚀法制作，可根据所

要模拟的目标图案的不同，随时更换分划板得到预期目标。

[0021] 3、该方案提出一种确定弧形红外目标中心和半径的新方法，利用红外测角仪对红

外谱段目标点进行标定。

[0022] 4、该方法应用最小二乘法原理对所标定孔位进行圆拟合，精确标定出圆心坐标和

半径。

[0023] 5、该方法所涉及装置操作简单，可以直接在室内完成标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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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标定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所述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所述红外分划板定标图案。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8] 如图1所示，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标定装置，该装置包括：圆弧形红外目标模

拟器1、高精度调整机构2、测试基座3、红外测角仪4和三角支架5，高精度调整机构2位于测

试基座3上，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固定于高精度调整机构2之上。红外测角仪4置于圆弧

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后一定距离，安装在三角支架5上，且与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光轴在

同一高度。当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红外波段的目标以平行光出射时，此时用红外测角仪

4对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所产生的目标点进行标定。

[0029] 如图2所示，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结构主要包括：黑体辐射源1-1、滤光片1-2、

红外分划板1-3和红外准直光学系统1-4。黑体辐射源1-1发出的红外辐射经过滤光片1-2后

输出光谱与红外准直系统1-4的光谱匹配，再经由红外分划板1-3形成所要模拟的红外目标

图案，红外分划板1-3发出的光线经准直光学系统1-4出射平行光，最终形成所要模拟的的

无穷远的红外目标图案。

[0030] 所述黑体辐射源1-1为整个圆弧形红外模拟器1提供稳定的红外辐射。

[0031] 所述滤光片1-2是为了修正黑体辐射源1-1的光谱，使目标模拟器输出光谱与所需

测量的光谱匹配。

[0032] 所述红外分划板1-3是选择0.05mm厚度的不锈钢片，采取掩膜刻蚀方式制作出弧

形排列的小圆孔为目标点图案，图案形状位置精度可以达到3μm。

[0033] 所述红外测角仪4是用来标定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目的是测量由黑体光源1-

1经滤光片1-2和红外分划板1-3后生成的目标圆孔的角度。

[0034] 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的标定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步骤一，首先，安装待标定装置，将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安装在高精度调整机

构2上；然后，将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固定于高精度调整机构2上，并将高精度调整机构2

调整到适当高度。

[0036] 步骤二，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与红外测角仪4进行对准和目标点角度标定。

[0037] 首先，将红外测角仪4固定在三角支架5上，然后调整三角支架5的高度使红外测角

仪4的光轴与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的光轴调至同一高度，再调整三角支架5的微调旋钮

使红外测角仪4的读数显示为0，此时红外测角仪4与大地水平。之后，在与红外测角仪4同高

度的平面上放置一个反射镜，点击红外测角仪4按钮将其物镜焦面的十字划线点亮，再将物

镜调焦到无穷远，此时可观测到清晰的十字划线。选择一个红外分划板1-3十字分划线中心

点O作为基准点，调整红外测角仪4使其十字划线对准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中红外分划

板1-3的中心点O，将此时的读数清零，作为后续测量的基准，此时完成对准工作。

[0038] 在对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的目标点进行标定时，需要调整红外测角仪4的微调

旋钮使红外测角仪4的十字划线与需要测量的目标点完全重合，记录红外测角仪4读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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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次测量并记录测量结果，根据测量不同目标点的方位角和俯仰角标定出各目标点与

红外分划板1-3中心点间的角度，完成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的目标角度的标定。

[0039] 步骤三，通过步骤一与步骤二的标定，再利用标定所得数据，对所标定的圆孔进行

拟合，得到目标弧段中心坐标O1和目标半径r。

[0040] 如图3所示，以红外分划板1-3中心点O为基准，将红外分划板1-3上目标圆孔进行

依次标定后，得到目标圆孔坐标值，设计分划板时，令红外分划板1-3上多个圆孔的拟合圆

的几何中心坐标O1与目标弧段中心坐标重合，且圆孔的拟合圆的几何半径R比目标弧度半

径r大一个标准数值X。被标定圆弧形红外目标模拟器1对圆半径R的计算是通过圆上的圆孔

坐标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计算而得，公式如下：

[0041]

[0042] 式中(a，b)为拟合圆的圆心O1坐标， 为目标圆孔点坐标的平均值。

[0043] 通过上述步骤标定出多个圆孔拟合出的拟合圆的几何中心坐标O1，代表目标弧段

中心的坐标，再通过圆孔拟合得到的拟合圆的几何半径R减掉标准数值X即为目标半径r的

标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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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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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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