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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激光测振仪的双光

束干涉校准装置，由标准激光源、光隔离器、两个

偏振分束器、透镜、λ/4波片、压电悬臂梁、五个

转折棱镜、两个λ/2波片、光隔离器、待测激光测

振仪、驱动电源、信号发生装置以及数据采集系

统组成。本发明采用光频调制的方法，利用压电

悬臂梁在给定电场情况下的结构形变从而建立

激光测振仪的等效工作环境，实现对激光测振仪

整体进行校准，同时符合计量校准溯源的要求，

采用光隔离器排除被校激光测振仪自身测量光

路其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利用压电效应实现快速

响应校准，实现微位移校准，并且校准的频率范

围更宽，提高了校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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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激光测振仪的双光束干涉校准装置，其对象设备为待测的激光测振仪，其

特征在于：包括标准激光源(1)、第一光隔离器(2)、第一偏振分束器(3)、第二偏振分束器

(12)、透镜(4)、λ/4波片(5)、压电悬臂梁(6)、第一转折棱镜(7)、第二转折棱镜(8)、第三转

折棱镜(9)、第四转折棱镜(10)、第五转折棱镜(14)、第一λ/2波片(11)、第二λ/2波片(13)、

第二光隔离器(15)、待测激光测振仪(16)、驱动电源(17)、信号发生装置(18)以及数据采集

系统(19)；所述信号发生装置(18)的输出端连接压电悬臂梁(6)的驱动电源的输入端，驱动

电源(17)的输出端连接压电悬臂梁(6)的正负电极，压电悬臂梁(6)固定在精密姿态调整机

构上；

所述信号发生装置(18)用于产生振动激励信号，并将振动激励信号传输至压电悬臂梁

驱动电源(17)；

所述压电悬臂梁驱动电源(17)能够接收信号发生装置传来的振动激励信号并将其放

大后，输入到压电悬臂梁(6)使其产生振动；

标准激光源(1)发出的线偏振光，经过第一光隔离器(2)，到达第一偏振分束器(3)，垂

直于水平面振动的光分量被反射到第一转折棱镜(7)，形成参考光束，而平行于水平面振动

的光分量透过第一偏振分束器(3)，经过透镜(4)后被聚焦，穿过λ/4波片(5)，入射到压电悬

臂梁(6)表面，形成探测光束，探测光被悬臂梁表面反射后，再次穿过λ/4波片(5)，其偏振方

向被旋转90°，此时激光为垂直于水平方向的振动，所以在第一偏振分束器(3)处被反射，依

次经过第二转折棱镜(8)、第三转折棱镜(9)、第四转折棱镜(10)和第一λ/2波片(11)后到达

第二偏振分束器(12)，参考光依次经过第一转折棱镜(7)、第二λ/2波片(13)和第五转折棱

镜(14)后到达第二偏振分束器(12)，两束光汇合，产生干涉，干涉光经过第二光隔离器(15)

后，进入待测激光测振仪(16)；

激光测振仪将返回光线的频率转化为电压信号，将电压信号送入数据采集系统(19)，

并将获取的数据采集系统的电压信号与控制系统设定的标准模拟电压信号进行比较处理；

压电悬臂梁在调制电场驱动作用下，由于压电效应的直接作用，梁产生伸缩振动，进而

使梁产生弯曲运动，根据压电理论和弹性力学可知梁的振动与压电悬臂梁激励信号相关，

获取的数据采集系统的电压信号转换为位移信号，并和悬臂梁形变进行比较处理；

利用压电效应来实现激光测振仪的测量光的频率调制；

静态测量：仿真对压电悬臂梁施加直流偏压；

设计双端固支压电悬臂梁，结构为三层，自下而上材料分别是Si、SiO2、PZT，每一层尺寸

长均为1000um，宽均为100um，厚度至下而上分别是10um、2um、3um，保持压电材料PZT的下表

面电压为0，对其上表面施加5v～10v的直流偏压，观测结构中点的位移，可得位移与施加的

电压呈线性关系，通过该用于激光测振仪的双光束干涉校准装置完成激光测振仪的静态标

定；

动态测量：仿真对压电悬臂梁施加交流电压；

设计与上述压电悬臂梁一致的压电悬臂梁，保持压电材料PZT的下表面电压为0，对其

上表面施加交变压电，设驱动电源U为交变正弦信号，t为时间：

U＝10sin(2π×3000t)，单位：V

在仿真软件中进行瞬态分析得到观测结构中点的位移-时程曲线，在交变电压作用下

输出位移的响应曲线与输入信号的频率相同，对激光测振仪的动态性能指标进行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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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于激光测振仪的双光束干涉校准装置采用光频调制技术，通过压电悬臂梁调制激

光测振仪测量信号频率，模拟激光测振仪的测量振动环境以实现激光测振仪动态特性校

准，实现对激光测振仪整体进行校准，同时符合计量校准溯源的要求，采用光隔离器排除被

校激光测振仪自身测量光路其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利用压电效应实现校准的频率范围更

宽，提高了校准范围；

该用于激光测振仪的双光束干涉校准装置所使用的压电悬臂梁有控制精度好，位移达

到微米甚至纳米级，而且压电悬臂梁有小驱动和快响应的优点，是一种理想的微位移标准

件，此外对施加悬臂梁的电压形式可控性好，无论直流偏压和交流电压都能够实现位移，且

重复性好，利用压电悬臂梁能够提高激光测振仪的校准精度和动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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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激光测振仪的双光束干涉校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激光测振仪的双光束干涉校准装置，属于激光测振仪计量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激光测振技术是目前振动计量测试领域最重要、应用最广泛的测量方法。应用对

象涉及汽车、飞机、建筑、桥梁等的研制、生产、试验、应用等各种场合。与传统的传感器、探

针等接触式测量方法相比，激光测振技术不受被测物体的尺寸、温度、位置、振动频率等的

限制，可以弥补接触式测量方式无法测量大幅度振动的缺陷，具有测量方便、测量效率高、

测量精度高、响应速度快、可测多维速度和判别速度方向、不破坏被测表面、可适应高温表

面测量等优点，能够满足苛刻试验要求及恶劣环境下的振动参数测量要求。

[0003] 在动态测试与校准领域，激光干涉测振技术已经成为动态测试与校准的重要手

段，在振动、冲击、动态力、动态压力、硬度和动态几何量的测量与校准中均采用激光干涉测

振作为标准测量方法。然而随着激光测振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测量速度、灵敏度、测量范围

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压电效应检测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针对目前激光测振仪的计量

要求，本发明采用光频调制技术，通过压电悬臂梁调制激光测振仪测量信号频率，模拟激光

测振仪的测量振动环境以实现激光测振仪动态特性校准。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激光测振仪的双光束干涉校

准装置，实现激光测振仪动态特性校准。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激光测振仪的双光束干涉校准装置，其对象

设备为待测的激光测振仪，包括标准激光源、光隔离器、第一偏振分束器、第二偏振分束器、

透镜、λ/4波片、压电悬臂梁、第一转折棱镜、第二转折棱镜、第三转折棱镜、第四转折棱镜、

第五转折棱镜、第一λ/2波片、第二λ/2波片、光隔离器、待测激光测振仪、驱动电源、信号发

生装置以及数据采集系统；所述信号发生装置的输出端连接压电悬臂梁的驱动电源的输入

端，驱动电源的输出端链接压电悬臂梁的正负电极，压电悬臂梁固定在精密姿态调整机构

上，所述信号发生装置用于产生振动激励信号，并将振动激励信号传输至压电悬臂梁驱动

电源，所述压电悬臂梁驱动电源能够接收信号发生装置传来的振动激励信号并将其放大

后，输入到压电悬臂梁使其产生振动，标准激光源发出的线偏振光，经过光隔离器，到达偏

振分束器，垂直于水平面振动的光分量被反射到第一转折棱镜，形成参考光束，而平行于水

平面振动的光分量透过第一偏振分束器，经过透镜后被聚焦，穿过λ/4波片，入射到压电悬

臂梁表面，形成探测光束，探测光被悬臂梁表面反射后，再次穿过λ/4波片，其偏振方向被旋

转90°，此时激光为垂直于水平方向的振动，所以在偏振分束器处被反射，依次经过第二转

折棱镜、第三转折棱镜、第四转折棱镜和第一λ/2波片后到达第二偏振分束器，参考光依次

经过第一转折棱镜、第五转折棱镜和第二λ/2波片后到达第二偏振分束器，两束光汇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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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干涉，干涉光经过光隔离器后，进入待测激光测振仪，激光测振仪将返回光线的频率转化

为电压信号，将电压信号送入数据采集系统，并将获取的数据采集系统的电压信号控制系

统设定的标准模拟电压信号进行比较处理。

[0006] 进一步地，压电悬臂梁在调制电场驱动作用下，由于压电效应的直接作用，梁产生

伸缩振动，进而使梁产生弯曲运动，根据压电理论和弹性力学可知梁的振动与压电梁激励

信号相关，获取的数据采集系统的电压信号转换为位移信号，并和悬臂梁形变进行比较处

理。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光频制利用压电效应来实现激光测振仪的测量光的频率调制。

[000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优点在于：

[0009] (1)本发明采用光频调制技术，通过压电悬臂梁调制激光测振仪测量信号频率，模

拟激光测振仪的测量振动环境以实现激光测振仪动态特性校准。实现对激光测振仪整体进

行校准，同时符合计量校准溯源的要求，采用光隔离器排除被校激光测振仪自身测量光路

其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利用压电效应实现校准的频率范围更宽，提高了校准范围。

[0010] (2)本发明所使用的压电梁有控制精度好，位移可以达到微米甚至纳米级，而且压

电梁有小驱动、快响应等优点，是一种理想的微位移标准件。此外对施加悬臂梁的电压形式

可控性好，无论直流偏压和交流电压都能够实现位移，且重复性好。利用压电梁能够提高激

光测振仪的校准精度和动态响应。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一种用于激光测振仪的双光束干涉校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观测结构中点的位移示意图；

[0013] 图3为在仿真软件中进行瞬态分析得到观测结构中点的位移-时程曲线示意图；

[0014] 其中附图标记含义为：1为标准激光源；2为光隔离器；3为第一偏振分束器；4为透

镜；5为λ/4波片；6为压电悬臂梁；7、8、9、10、14分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为转折棱

镜；11、13分别为第一、第二λ/2波片；12为第二偏振分束器；15为光隔离器；16为待测激光测

振仪；17为驱动电源；18为信号发生装置；19为数据采集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16]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激光测振仪的双光束干涉校准装置，所述光频制利用压电效应

来实现激光测振仪的测量光的频率调制，模拟激光测振仪真实的测量光学环境；通过数据

采集系统完成对激光测振仪测量结果采集，并和控制系统设定的标准模拟信号进行比较，

完成对激光测振仪的计量测试校准。

[0017] 实施例1

[0018] 一种用于激光测振仪的双光束干涉校准装置，其对象设备为待测的激光测振仪，

其特征在于：包括标准激光源1、光隔离器2、第一偏振分束器3、第二偏振分束器12、透镜4、

λ/4波片5、压电悬臂梁6、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转折棱镜7、8、9、10、14、第一、第二λ/2

波片11、13、光隔离器15、待测激光测振仪16、驱动电源17、信号发生装置18以及数据采集系

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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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所述信号发生装置18的输出端连接压电悬臂梁6的驱动电源的输入端，驱动电源

17的输出端链接压电悬臂梁6的正负电极。压电悬臂梁6固定在精密姿态调整机构上。

[0020] 所述信号发生装置18用于产生振动激励信号，并将振动激励信号传输至压电悬臂

梁驱动电源17。

[0021] 所述压电悬臂梁驱动电源17能够接收信号发生装置传来的振动激励信号并将其

放大后，输入到压电悬臂梁6使其产生振动。

[0022] 光学组件负责必要的分光、聚焦、旋转偏振方向等，包括光隔离器2、第一、第二偏

振分束器3、12、λ/4波片5、第一、第二λ/2波片11、13、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转折棱镜

7、8、9、10、14。

[0023] 标准激光源1发出的线偏振光，经过光隔离器2，到达第一偏振分束器3，垂直于水

平面振动的光分量被反射到第一转折棱镜7，形成参考光束，而平行于水平面振动的光分量

透过第一偏振分束器3，经过透镜4后被聚焦，穿过λ/4波片5，入射到压电悬臂梁6表面，形成

探测光束。探测光被悬臂梁表面反射后，再次穿过λ/4波片5，其偏振方向被旋转90°，此时激

光为垂直于水平方向的振动，所以在第一偏振分束器3处被反射，经过三次转折棱镜即第

二、第三、第四转折棱镜8、9、10和第一λ/2波片11后到达第二偏振分束器12。参考光经过两

次转折棱镜即第一、第五转折棱镜7、14和第二λ/2波片13后到达第二偏振分束器12，两束光

汇合，产生干涉，干涉光经过光隔离器15后，进入待测激光测振仪16。

[0024] 激光测振仪将返回光线的频率转化为电压信号，将电压信号送入数据采集系统

19，并将获取的数据采集系统的电压信号控制系统设定的标准模拟电压信号进行比较处

理。

[0025] 压电悬臂梁在调制电场驱动作用下，由于压电效应的直接作用，梁产生伸缩振动，

进而使梁产生弯曲运动，根据压电理论和弹性力学可知梁的振动与压电梁激励信号相关。

获取的数据采集系统的电压信号转换为位移信号，并和悬臂梁形变进行比较处理。

[0026] 实施例2

[0027] 静态测量：仿真对压电梁施加直流偏压；

[0028] 设计双端固支压电梁，结构为三层，自下而上材料分别是Si、SiO2、PZT，每一层尺

寸长均为1000um，宽均为100um。厚度至下而上分别是10um、2um、3um。保持压电材料PZT的下

表面电压为0，对其上表面施加5v～10v的直流偏压，观测结构中点的位移如图2。有图可知，

位移与施加的电压呈线性关系。因此可以通过该装置完成激光测振仪的静态标定。

[0029] 实施例3

[0030] 动态测量：仿真对压电梁施加交流电压；

[0031] 设计与案例2一致的压电梁，保持压电材料PZT的下表面电压为0，对其上表面施加

交变压电，设驱动电源为交变正弦信号：

[0032] U＝10sin(2π×3000t)V

[0033] 在仿真软件中进行瞬态分析得到观测结构中点的位移-时程曲线，如图3。可以看

出，在交变电压作用下输出位移的响应曲线与输入信号的频率相同，因此可以对激光测振

仪的动态性能指标进行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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