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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非接触式玻璃砖折射率

测量仪，主要包括激光发射装置、光强检测装置、

固定环、可伸缩支撑架、可控万向轮、电路板控制

模块；该测量仪中由于激光的亮度高、平行度好，

光强检测装置能轻松地检测出光强变化，能够在

不接触玻璃砖的情况下，较为准确地测量出玻璃

砖的折射率，且机械结构、电路结构简单，易于实

现，基于单片机进行控制，可以实现装置调整以

及测量的自动化，整个操作流程快捷方便。此外，

由于该装置只需要测量玻璃砖表面的反射光强

度,因此对那些不透明或半透明晶体也可以测得

其折射率，适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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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非接触式玻璃砖折射率测量仪，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激光发射装置、光强检测装

置、固定环、可伸缩支撑架、可控万向轮、电路板控制模块；

所述的激光发射装置包括激光发射器、起偏器，所述的起偏器安装在激光发射器的发

射出口处，起偏器内的偏振片允许的透振方向为水平；

所述的光强检测装置包括光电传感器；所述的光电传感器用于检测经过玻璃砖反射得

到的激光的光强大小；

所述的固定环上开有环状滑槽，激光发射器及光电传感器分别设置于固定环上且均可

沿滑槽滑动；激光发射器的垂直高度与光电传感器的垂直高度相同；

所述的可伸缩支撑架用于支撑固定环且可调整固定环的水平高度；

所述的可控万向轮装于可伸缩支撑架底部，用于控制整个测量仪的移动和转动；

所述的电路板控制模块，包括单片机，用于控制激光发射装置、光强检测装置以及可伸

缩支撑架和万向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非接触式玻璃砖折射率测量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路板控

制模块包括单片机U1、晶振电路、复位电路，电机驱动芯片、按键、LCD显示屏、稳压芯片；所

述的复位电路为复位按钮；复位按钮的一端与单片机U1的复位端口相连，另一端接地；所述

的晶振电路包括晶振、电容C1、电容C2；所述电容C1的一端与单片机U1的时钟输入端口

XTAL1及晶振的一端相连，C1另一端均接地；所述的电容C2的一端与单片机U1的时钟输入端

口XTAL2及晶振的另一端相连，C2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的电机驱动芯片与单片机U1相连，用

于单片机U1控制万向轮的转动；所述的按键共4个，每个按键的一端分别与单片机U1的4个

IO口相连，另一端都接地，用于输入操作命令，按键未按下时，对应IO口被上拉电阻拉为高

电平；所述的LCD显示屏与单片机相应的LCD显示控制引脚及LCD显示数据引脚相连，用于显

示最后测量的结果；光电传感器的输出端连接到单片机U1的具有AD转换功能的输入引脚，

激光发射装置的输入端连接到单片机U1的IO口，用于控制激光发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非接触式玻璃砖折射率测量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测量仪设

有三根可伸缩支撑架，每根支撑架底部均安装一个可控万向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非接触式玻璃砖折射率测量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环为

未封闭环状，缺口处可供玻璃砖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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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非接触式玻璃砖折射率测量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玻璃砖折射率测量仪，尤其涉及一种非接触式玻璃砖折射率测量

仪。

背景技术

[0002] 通常我们在实验室中测量某一玻璃砖的折射率时，常利用以下几种方法：

[0003] 1.插针法：将玻璃砖置于一面白板之上，利用铅笔贴紧其中一侧绘制出入射面，再

将两枚大头针插在玻璃砖入射面的一侧来模拟入射光线，人眼从玻璃砖的另一侧进行观

察，移动人眼位置使得两枚大头针在视野中重合，从而可以确定对应的出射光线，将玻璃砖

移开后即可得到入射角与出射角，根据折射定律可进而得到玻璃砖折射率。

[0004] 2.分光计最小偏向角法：将玻璃砖移至分光计载物台上，由钠灯发出入射光线，从

望远镜中可观察到出射光线位置，经过适当调整后可确定入射角与出射角，根据折射定律

可进而得到玻璃砖折射率。

[0005] 但是，以上方法在测量玻璃砖的折射率时，玻璃砖的表面将会与人的手或者是测

量仪器相接触，从而可能会使得玻璃表面发生磨损现象，影响玻璃砖的相关物理性质。同

时，在一些特定场合，如玻璃的位置已经被固定时，人是不可以移动玻璃的；对于一些高温

的玻璃砖，也不允许人用手或者测量仪器去触碰，因此以上方法也不能适用于这些情况。

[0006] 因此，需要一种非接触测量玻璃砖折射率的方式，但是，市面上存在的非接触式测

量装置，大多用到了基于CCD激光测量的方法或其他的计算机手段，结构复杂，价格较高。

[0007] 另外，为了确定玻璃砖的折射率，还可利用布儒斯特定律，即光在电介质界面上反

射和折射时，一般情况下反射光和折射光均为部分偏振光。而当入射角为布儒斯特角时，反

射光才是线偏振光，其振动方向与入射面垂直，玻璃砖相对空气的折射率即等于该布儒斯

特角的正切值。若入射光已是线偏振光，且振动方向与入射面平行，则当入射角为布儒斯特

角时，不会有反射光。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一种非接触式玻璃砖折射率测量仪，具有非接

触式测量、不损伤物体表面、原理以及结构简单、容易实现等功能。

[0009]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非接触式玻璃砖折射率测

量仪，它包括激光发射装置、光强检测装置、固定环、可伸缩支撑架、可控万向轮、电路板控

制模块。

[0010] 所述的激光发射装置包括激光发射器、起偏器。所述的起偏器安装在激光发射器

的发射出口处，起偏器内的偏振片允许的透振方向为水平。

[0011] 所述的光强检测装置包括光电传感器，所述的光电传感器用于检测经过玻璃砖反

射得到的激光的光强大小；

[0012] 所述的固定环上开有环状滑槽，激光发射器及光电传感器分别设置于固定环上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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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沿滑槽滑动；所述的固定环可以为未封闭环状，待测量玻璃砖可通过该缺口进入测量

仪中心，从而避免与测量仪接触。激光发射器的垂直高度与光电传感器的垂直高度相同。

[0013] 所述的可伸缩支撑架可以为三根，用于支撑固定环并可调整固定环的水平高度，

以适应不同高度的玻璃砖折射率测量的需要。

[0014] 每根可伸缩支撑架的底部安装一只可控万向轮，用于控制整个测量仪的移动和转

动。

[0015] 所述的电路板控制模块，位于两根可伸缩支撑架之间，包括单片机U1、晶振电路、

复位电路，电机驱动芯片、按键、LCD显示屏、稳压芯片。所述的单片机U1用于软件编程以实

现控制；所述的复位电路为复位按钮；复位按钮的一端与单片机U1的复位端口相连，另一端

接地；所述的晶振电路包括晶振、电容C1、电容C2；所述电容C1的一端与单片机U1的时钟输

入端口XTAL1及晶振的一端相连，C1另一端均接地；所述的电容C2的一端与单片机U1的时钟

输入端口XTAL2及晶振的另一端相连，C2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的电机驱动芯片与单片机U1相

连，用于单片机U1控制万向轮的转动；所述的按键共4个，每个按键的一端分别与单片机U1

的4个IO口相连，另一端都接地，用于输入操作命令，按键未按下时，对应IO口被上拉电阻拉

为高电平；所述的LCD显示屏与单片机相应的控制引脚与数据引脚相连，用于显示最后测量

的结果；所述稳压芯片用于供电，当电路板控制模块接入电源后，由稳压芯片分压，以给单

片机U1、电机驱动芯片等供电；另外，光电传感器的输出端连接到单片机U1的具有AD转换功

能的输入引脚。激光发射装置的输入端连接到单片机U1的IO口，用于控制激光发射。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能够在不接触玻璃砖的情况下，较为准确地测量出玻璃砖的折射率。

[0018] 2.由于激光的亮度高、平行度好，光强检测装置能轻松地检测出光强变化。

[0019] 3.基于单片机进行控制，可以实现装置调整以及测量的自动化，整个操作流程快

捷方便。

[0020] 4.所涉及的机械结构、电路结构简单，易于实现。

[0021] 5.由于只需要测量玻璃砖表面的反射光强度,因此对那些不透明或半透明晶体，

也可以测得其折射率。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在测量玻璃砖时的俯视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实例中涉及电路的简化电路图；

[0025] 图中，1.激光发射器、2.滑槽、3.光电传感器、4.固定环、5.可伸缩支撑架、6.可控

万向轮、7.电路板控制模块、8.玻璃砖。

具体实施方案

[0026]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7] 如图1-3所示，它包括激光发射装置、光强检测装置、固定环4、可伸缩支撑架5、可

控万向轮6、电路板控制模块7。

[0028] 所述的激光发射装置由激光发射器1、起偏器构成。所述起偏器安装在激光发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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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发射出口处，起偏器内的偏振片允许的透振方向为水平。由于只有振动方向与透振方向

平行的光波才能通过偏振片，故最终射出来的激光为偏振方向为水平的偏振光。则当入射

角为布儒斯特角时，不会有反射光。

[0029] 所述的光强检测装置包括光电传感器3。所述的光电传感器3用于检测经过玻璃砖

8反射得到的激光的光强大小；激光发射器1的垂直高度与光电传感器3的垂直高度相同。

[0030] 所述的固定环4，形状为一个有缺口的圆环，上开有环状的滑槽，激光发射装置可

在固定环4上0°分割点左边的0°～90°范围内转动，光强检测装置可在固定环上0°分割点右

边的0°～180°范围内转动。待测量玻璃砖8可通过圆环缺口进入测量仪中心，从而避免与测

量仪接触。

[0031] 所述的可伸缩支撑架5共三根，用于调整固定环4的水平高度，以适应不同高度的

玻璃砖折射率测量的需要。

[0032] 所述的可控万向轮6共三个，分别装于三根可伸缩支撑架5的底部，用于控制整个

测量仪的移动和转动。

[0033] 所述的电路板控制模块7，位于两根可伸缩支撑架之间，包括单片机U1、晶振电路、

复位电路，电机驱动芯片、按键、LCD显示屏、稳压芯片。所述的单片机U1用于软件编程以实

现控制；所述的复位电路为复位按钮；复位按钮的一端与单片机U1的复位端口相连，另一端

接地；所述的晶振电路包括晶振、电容C1、电容C2；所述电容C1的一端与单片机U1的时钟输

入端口XTAL1及晶振的一端相连，C1另一端均接地；所述的电容C2的一端与单片机U1的时钟

输入端口XTAL2及晶振的另一端相连，C2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的电机驱动芯片与单片机U1相

连，用于单片机U1控制万向轮的转动；所述的按键共4个，每个按键的一端分别与单片机U1

的4个IO口相连，另一端都接地，用于输入操作命令，按键未按下时，对应IO口被上拉电阻拉

为高电平，按键按下后，对应的IO口置0，从而确定按键按下；所述的LCD显示屏与单片机相

应的控制引脚与数据引脚相连，用于显示最后测量的结果；所述稳压芯片用于供电，当电路

板控制模块接入电源后，由稳压芯片分压，以给单片机U1、电机驱动芯片等供电；另外，光电

传感器的输出端连接到单片机U1的具有AD转换功能的输入引脚。激光发射装置的输入端连

接到单片机U1的IO口，用于控制激光发射。

[0034] 所述的单片机可选用TMS320F2812，但不限于此。

[0035] 本实例的工作过程如下：

[0036] 在非接触式玻璃砖折射率测量仪的初始状态下，激光发射装置位于图2的0°分割

点的位置，而光强检测装置位于180°的位置。小心移动测量仪，将待测量的玻璃砖通过固定

环的缺口处进入测量仪的内部，并使得待测量的玻璃面近似垂直于0°——180°分割线，同

时玻璃面近似经过固定环的圆心，如图2所示。调整可伸缩支撑架，使得待测量的玻璃面同

激光发射器、光电传感器等高。

[0037] 按下按键1，测量仪开始自动校正装置位置，最终使得玻璃面严格垂直于0°——

180°分割线。具体流程是：单片机控制位于0°的激光发射装置发出激光，若玻璃面并不是严

格垂直于0°——180°分割线，则激光穿透玻璃砖后会发生侧移，因此位于180°的光强检测

装置不会检测到激光。故单片机控制万向轮，使得测量仪绕装置轴心小幅度旋转，当玻璃面

严格垂直于0°——180°分割线时，激光发射装置发出的激光恰好被光强检测装置所检测，

单片机内AD转换器得到的电压高于设定阈值，此时单片机控制万向轮停止旋转，并停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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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激光。

[0038] 接着按下按键2，测量仪继续校正装置位置，最终使得玻璃面严格经过固定环的圆

心。具体流程是：手动控制激光发射装置向0°分割点左边转动，转动角度β1(β1<90°)，同时

控制光强检测装置转向0°分割点右边的角度为β1的位置处，即光强检测装置从180°位置处

转动了180°-β1的角度。单片机控制激光发射装置发出激光，若玻璃面并不是严格经过固定

环的圆心，则激光经过玻璃砖反射后，反射光线不会经过位于圆周对称点的光强检测装置，

因此不会检测到激光。故单片机控制万向轮，使得测量仪在0°——180°分割线上进行小幅

度平动，当玻璃面严格经过固定环的圆心时，激光发射装置发出的激光在固定环的圆心处

将发生反射，反射光恰好被光强检测装置所识别，单片机内AD转换器得到的电压高于设定

阈值，此时单片机控制万向轮停止平动，并停止发出激光。

[0039] 按下按键3，手动控制激光发射装置在0°分割点左边0°～90°的范围内转动，且控

制光强检测装置转动使得光强检测装置的位置与激光发射装置的位置关于0°——180°分

割线对称，则光电传感器将始终对准并接收到反射光线。当激光发射装置位于某一角度β2

时，光强检测装置将检测不到激光，或者说是检测到激光强度最弱，单片机内AD转换器得到

的电压低于设定阈值，且为最小值，则此角度即为布儒斯特角。软件记录该角度值β2，并停

止发出激光。

[0040] 最后由计算可得，玻璃砖相对于空气的折射率即为tanβ2。折射率可输出或者通过

LCD显示屏显示出来。

[0041] 按下按键4，单片机控制测量仪重新回到初始状态，整个测量过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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