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749476.0

(22)申请日 2020.07.30

(71)申请人 河海大学

地址 210024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西康路1

号

(72)发明人 朱飞鹏　白鹏翔　雷冬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苏高专利商标事务所

(普通合伙) 32204

代理人 柏尚春

(51)Int.Cl.

G01B 11/16(2006.01)

G01B 11/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棱镜反射的光学引

伸计及均匀应变测试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棱镜

反射的光学引伸计及均匀应变测试方法，该光学

引伸计包括数字相机、成像镜头、第一斜方棱镜、

第二斜方棱镜及数据处理装置；两个的斜方棱镜

置于成像镜头和被测试样之间，每个斜方棱镜的

一个反射面朝向数字相机的透镜方向，数字相机

与数据处理装置相连，并提供一种基于镜头成像

和双棱镜反射的均匀应变测试方法，本发明的光

学引伸计使得硬件搭建更便捷，应变测试方法中

标距的标定更准确，且该光学引伸计几乎不受试

样离面位移的影响，实现基于单个普通镜头成像

的高分辨率和高精度的应变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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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其特征在于：包括数字相机(3)、成

像镜头(4)、第一斜方棱镜(6)、第二斜方棱镜(7)及数据处理装置；两个的斜方棱镜置于成

像镜头(4)和被测试样(1)之间，每个斜方棱镜的一个反射面朝向数字相机(3)的透镜方向，

所述数字相机(3)与数据处理装置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其特征在于：两个斜

方棱镜的尺寸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其特征在于：每个斜

方棱镜的两个45度倾斜面为镀膜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其特征在于：两个斜

方棱镜的一个45度倾斜面位于同一高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其特征在于：所述成

像镜头(4)为定焦镜头或变焦镜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其特征在于：所述数

据处理装置包括标定模块、运算模块和后处理模块，所述标定模块用来标定分离视场中第

一和第二目标点间的像素距离，所述运算模块根据接收到的数字图像获取第一和第二目标

点沿着测量方向的位移信息，所述后处理模块利用运算模块获取的位移信息，结合第一和

第二目标点间的像素距离获得被测试样(1)表面的均匀应变信息。

7.一种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斜方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的均匀应变测试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a)在被测试样(1)表面放置一把刻度尺，拍摄得到一幅数字图像，根据数字图像的刻

度线读数，计算得到视场分离产生的像素距离；

(b)利用被测试样(1)表面散斑图像；将第一目标点和第二目标点分别取在数字图像

左、右区域的水平中线上，结合所述视场分离产生的像素距离，计算出两个目标点的初始间

距s；

(c)利用数字图像相关法，得到加载过程中两个目标点的竖向位移y1和y2，结合两个目

标点的初始间距s，计算被测表面的均匀应变大小为(y2-y1)/s。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斜方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的均匀应变测试

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将数字图像左侧上、下边界处的刻度读出并标记为K1、K2，在

右侧图像中标记出下边界处的刻度为K3，计算出K1、K3之间的图像像素距离l13：

式中，l12为刻度线K1、K2之间的像素距离， 为刻度线K1、K2之间的真实距离， 为

刻度线K1、K3之间的真实距离。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斜方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的均匀应变测试

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将所述第一目标点和第二目标点分别标记为C和D，将数字图

像左侧上、下边界处的刻度读出并标记为K1、K2，在右侧图像中标记出下边界处的刻度为K3，

第一目标点和第二目标点之间的像素距离s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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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12为刻度线K1、K2之间的像素距离， 为刻度线K1、K2之间的真实距离， 为

刻度线K1、K3之间的真实距离l1C为刻度线K1到C点的像素距离，l3D为刻度线K3到D点的像素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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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及均匀应变测

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光学引伸计均匀应变测试方法，尤其涉及一种基于镜头成像和双

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均匀应变测试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应变测量对于各种材料的力学性能测定以及结构的设计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

前常用的应变测量方法如电阻应变片、电子引伸计或光纤应变计等接触式方法，在测量时

需要在被测试样上安装元器件，容易引起损伤，使得这些方法不适用小尺寸、大变形尤其是

柔性材料的检测，而这些是正是非接触测量方法得以大显身手的领域。非接触应变测量方

法主要以光学(视频)引伸计为代表，目前国际知名试验机生产商如MTS、Instron都推出各

自的视频引伸计产品。然而，光学引伸计的应变测量精度常常不高，限制了其应用，主要原

因有两点：一是实际测试条件下试样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离面位移，根据针孔相机模型，

在成像系统的像面上将产生虚假位移和虚假应变，从而极大地降低应变测量精度和分辨

率；二是受相机分辨率的限制，引伸计标距通常无法超过相机分辨率。

[0003] 目前的光学引伸计在调整光路时不够方便，采用远心镜头成像会存在成本较高、

放大倍率恒定的缺点，不能灵活调节，不具有通用性；采用普通镜头成像，则需要在待测试

样表面粘贴一个刚性薄片，在操作上仍然比较繁琐。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第一目的为提供一种标距的标定更准确、不受试样离面位移

的影响、高分辨率和高精度的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本发明的第二目

的为提供一种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棱镜反射的均匀应变测试方法。

[0005] 技术方案：本发明的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包括数字相机、成

像镜头、第一斜方棱镜、第二斜方棱镜及数据处理装置；

[0006] 两个的斜方棱镜置于成像镜头和被测试样之间，每个斜方棱镜的一个反射面朝向

数字相机的透镜方向，

[0007] 被测试样表面的上部目标点依次经过上斜方棱镜的两次反射，下部目标点依次经

过下斜方棱镜的两次反射之后，分别入射到普通镜头的左、右各一半透镜中；普通镜头对反

射后的被测试样表面上、下目标区域同时进行成像，在数字相机靶面上形成一幅数字图像；

数字相机同时拍摄两个目标区域获得一幅数字图像，并将拍摄得到的数字图像传输至数据

处理模块，每个目标区域的信息各占据数字相机靶面的一半画幅，实现单个普通相机对两

个分离目标图像的同时采集；光学引伸计两个目标点分别取在一幅数字图像左、右区域的

水平中线上。

[0008] 进一步地，两个斜方棱镜的尺寸相同。每个斜方棱镜的两个45度倾斜面为镀膜面，

以增加反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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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两个斜方棱镜形成X形位于同一高度。成像镜头为定焦镜头或变焦镜头。数据处理

装置包括标定模块、运算模块和后处理模块，标定模块用来标定分离视场中第一和第二目

标点间的像素距离，运算模块根据接收到的数字图像获取第一和第二目标点沿着测量方向

的位移信息，后处理模块利用运算模块获取的位移信息，结合第一和第二目标点间的像素

距离获得被测试样表面的均匀应变信息。

[0010] 本发明的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斜方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的均匀应变测试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0011] (a)在被测试样表面放置一把刻度尺，拍摄得到一幅数字图像，根据数字图像的刻

度线读数，计算得到视场分离产生的像素距离；

[0012] (b)利用被测试样表面散斑图像；将第一目标点和第二目标点分别取在数字图像

左、右区域的水平中线上，结合视场分离产生的像素距离，计算出两个目标点的初始间距s；

[0013] (c)利用数字图像相关法，得到加载过程中两个目标点的竖向位移y1和y2，结合两

个目标点的初始间距s，计算被测表面的均匀应变大小为(y2-y1)/s。

[0014] 步骤(b)中，将数字图像左侧上、下边界处的刻度读出并标记为K1、K2，在右侧图像

中标记出下边界处的刻度为K3，计算出K1、K3之间的图像像素距离l13：

[0015]

[0016] 式中，l12为刻度线K1、K2之间的像素距离， 为刻度线K1、K2之间的真实距离，

为刻度线K1、K3之间的真实距离。

[0017] 步骤(b)中，将第一目标点和第二目标点分别标记为C和D，将数字图像左侧上、下

边界处的刻度读出并标记为K1、K2，在右侧图像中标记出下边界处的刻度为K3，第一目标点

和第二目标点之间的像素距离s的计算公式如下：

[0018]

[0019] 式中，l12为刻度线K1、K2之间的像素距离， 为刻度线K1、K2之间的真实距离，

为刻度线K1、K3之间的真实距离l1C为刻度线K1到C点的像素距离，l3D为刻度线K3到D点的

像素距离。

[0020]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显著优点：

[0021] (1)无损测量：与工业领域电子引伸计、应变片等接触式测量技术相比，本发明采

用了光学测量技术，无需与待测试样直接接触，无附加质量，对试样没有损害，不会限制试

样变形；

[0022] (2)受离面位移影响小：两个斜方棱镜的布置可以将两个距离较远的目标点，经过

光路反射汇聚到普通镜头中，且目标点选在图像水平中线处，离面位移不会引起目标点沿

竖向的虚假位移和虚假应变；

[0023] (3)测量精度提升：光学引伸计的应变测量精度受限于所选标距的大小，而标距不

可能超过数字相机的分辨率，这就使得应变测量精度受到限制，两个斜方棱镜的布置可以

使两个目标点间的距离得到数倍的放大，因而极大提升了均匀应变的测量精度；

[0024] (4)调节方便：已有的四反射镜装置实现视场分离时，需要逐一精细调节每面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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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的偏转角，调节过程比较麻烦，而本发明中只用到了两个斜方棱镜，极大简化了视场分离

的实现步骤，且易集成为一个整体测量装置，直接与镜头连接，无需每次测量都进行调节。

附图说明

[0025] 图1(a)-(b)是本发明的光学引伸计测量示意图；图1(a)为光学引伸计整体图，图1

(b)为两个斜方棱镜的布置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单个斜方棱镜的成像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两目标点间距(即标距)的标定示意图；

[0028] 图4(a)-(b)为本发明消除离面位移原理示意图，图4(a)为针孔模型，图4(b)为虚

线圆上产生的等值径向虚假位移。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30] 如图1(a)所示，本发明的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棱镜反射的光学引伸计，包括分别对

应于两个目标点2的斜方棱镜6和斜方棱镜7、固定这两个棱镜的壳体8与固定盖板9、一台数

字相机3、一个普通镜头4、一个相机三脚架5以及数据处理装置。

[0031] 首先，在被测试样1上选取光学引伸计的一上一下两个目标区域，分别包含两个目

标点2；将第一和第二斜方棱镜6、7按如图1(b)布置，一上一下固定在凹型壳体8中，每个棱

镜两个45度斜面与被测试样1的表面都成45度(斜方棱镜成像示意图如图2所示)，且斜方棱

镜6的下反射面与斜方棱镜7的上反射面位于同一高度，呈交错布置，正好对应于普通镜头4

的中部位置，在前盖板9覆盖后，只能允许斜方棱镜6的上反射面和斜方棱镜7的下反射面的

光线通过，这样经过上斜方棱镜6的两个反射面的反射，第一个目标点发出的光线向下平移

一个距离入射到普通镜头，经过下斜方棱镜7的两个反射面的反射，第二个目标点发出的光

线向上平移一个距离入射到普通镜头，这两组光线分别在相机的左、右各一半像面上分别

成像。

[0032] 一个普通镜头4和一台数字相机3安装在相机三脚架5上，通过调节三脚架使得普

通镜头4的光轴垂直于被测试样表面；将安装好棱镜的凹型壳体8连接到普通镜头4的前部，

由普通镜头4用来对被测试样1表面的两个目标点成像，利用普通镜头4在水平中线上点受

离面位移作用不产生竖向虚假位移的特性，消除被测试样1离面位移带来的测量误差；一台

数字相机3用来对被测试样1表面两个目标点2进行同时成像，并形成一幅数字图像，两个目

标点2分别位于数字相机3图像芯片的两侧，以实现对两个目标区域图像的同时采集；可承

载数字相机的三脚架5，保证能够稳定地承载数字相机3，使数字相机3的位置在一定范围内

可调。

[0033] 数据处理装置包括标定模块、相关运算模块和后处理模块。

[0034] 数据处理装置中的标定模块是用来标定分离视场后第一目标点与第二目标点之

间的像素距离，其详细标定原理如图3所示。为标定第一与第二目标点间的像素距离s，需要

在试样前放置一把带有刻度的直尺，并拍摄得到一幅数字图像，作为标定图像。将该图像左

侧上、下接近边界处的刻度读出并标记为K1、K2，类似地，在右侧图像中标记出下边界处的刻

度为K3，由于整幅图像中的镜头放大倍率是一个常数，因此可以根据下式的比例关系，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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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K1、K3之间的图像像素距离：

[0035]

[0036] 式中，l12为刻度线K1、K2之间的像素距离，可从左侧图像中直接得到， 为刻度

线K1、K2之间的真实距离， 为刻度线K1、K3之间的真实距离，这两个距离可以从刻度线的

刻度读出。

[0037] 由于本发明中第一目标点和第二目标点取在左、右侧图像的水平中心线上，标记

为C和D。因此，从标定图像中读出刻度线K1到C点的像素距离l1C与刻度线K3到D点的像素距

离l3D之后，根据如下公式便可得到第一目标点和第二目标点之间的像素距离s：

[0038]

[0039] 式中，参数l12、 与上式具有同样的含义。

[0040] 数据处理装置中的相关运算模块用来对数字相机采集到的数字图像进行相关运

算，获取位于图像水平中线上两个目标点的竖向位移信息。

[0041] 数据处理装置中的后处理模块对相关运算模块获取的位移信息，进行一定的平滑

滤波处理，减小位移误差，再结合两目标点的间距信息进行计算，获得被测试样1表面的均

匀应变信息。

[0042] 本发明的基于镜头成像和双斜方棱镜视场分离的光学引伸计及应变测试方法，能

够消除由被测试样离面位移而引起的虚假位移和虚假应变，虚假位移和应变产生原理如图

4所示。普通相机成像遵循如图4(a)所示的针孔模型，如果将目标点设定为被测试样表面上

远离光轴的一点A，会在像面上a点成像。当被测试样表面产生靠近镜头的微小离面位移使A

点移动到了B点，根据针孔模型将会在像面上与a点存在一定距离的b点成像。在被测试样无

变形的条件下，仅由被测试样离面位移而使同一个点产生了像面上的图像位移，即虚假位

移，根据位移数据能够计算出相应的应变数据，这就是虚假应变。当目标点A距离光轴越近，

虚假位移越小，光轴上点的虚假位移正好为零，即该点不受离面位移影响，但具有该特性的

点在整个图像中只有唯一一个，无法用于光学引伸计的两个目标点，因此，对图4(b)中虚线

圆上产生的等值径向虚假位移进行分析发现，在离面位移作用下，位于图像水平中线上的

点只有水平方向的虚假位移，而无竖向虚假位移，因此，将两个目标点C点和D点选取在左、

右图像视场中的水平中心线上，不会产生竖向虚假位移和虚假应变，因此，能够提高光学引

伸计的竖向应变测量精度。

[0043]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一种基于普通镜头成像和双斜方棱镜的高精度光学引伸计

及应变测试方法，利用双斜方棱镜的光线平移特性将被测试样表面较远的两个目标点2拉

近了，并记录在一幅数字图像中，大大增加了光学引伸计中两个目标点之间的距离，有利于

提高应变测量分辨率与测试精度。

[0044]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一种基于上述光学引伸计的均匀应变测试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45] 步骤1、在被测试样表面制作随机分布的散斑，作为变形信息的载体；然后将试样

安装在试验机的夹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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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步骤2、将两个斜方棱镜一上一下错开安装到凹型壳体中，且上斜方棱镜的上反射

面与下斜方棱镜的下反射面都朝向被测试样方向，上斜方棱镜的下反射面与下斜方棱镜的

上反射面形成X形并位于同一高度上；在凹型壳体前部安装前盖板，只允许上下两个反射面

可以入射光线；

[0047] 步骤3、将普通镜头连接到相机，并一起固定在三脚架上，调整三脚架使得镜头光

轴与被测试样表面垂直；将上述安装好棱镜的凹型壳体通过螺纹连接到普通镜头前方，并

调节使凹型壳体长边呈竖直状态；

[0048] 步骤4、调节相机光圈和焦距，使其清晰成像；在试样表面放置一把带有刻度的直

尺，并拍摄尺子的上、下目标区域，得到一幅数字图像；根据该图像左、右区域的刻度线读

数，通过比例关系，计算得到视场分离产生的像素距离；

[0049] 步骤5、利用相机拍摄加载过程中的被测试样表面散斑图像；将光学引伸计的第一

目标点、第二目标点分别取在第一幅数字图像左、右区域的水平中线上，结合前面得到的视

场分离像素距离，计算出第一和第二目标点的初始间距s；

[0050] 步骤6、利用数字图像相关算法，得到加载过程中第一和第二目标点的竖向位移y1

和y2，结合之前标定模块得出的两个目标点的间距s，计算被测表面的均匀应变大小为(y2-

y1)/s。

[0051] 在步骤2中，当双斜方棱镜和前盖板安装至凹型壳体后，在以后的应变测量中，不

再需要重复安装，只需将凹型壳体通过螺纹连接到镜头前端，大大节省了实验的准备时间。

[0052] 本发明使用普通镜头和双斜方棱镜分离视场对被测试样表面的两个特定目标点

进行成像，与传统的单相机相比，两个目标点的间距即两个棱镜的间距，得到了成倍地放

大，且目标点竖向位移不受离面位移影响，从而能极大提高光学引伸计用于应变测量的精

度和分辨率。

[0053] 相机物距为500mm，图像中目标点相距1600像素，若在测试过程中，被测试样发生

了0.1mm的离面位移，则采用普通镜头成像将会产生0.1/500＝200με的应变误差；即使不产

生离面位移，该光学引伸计应变精度也仅为(0.01+0.01)/1600＝12.5με；而若采用本实施

例中的双棱镜视场分离装置，将标距s增大到8000像素，则光学引伸计应变精度可提高至

(0.01+0.01)/8000＝2.5μ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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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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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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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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