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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光学玻璃精密磨削加工的

表面粗糙度检测方法，首先将数字光学相机安装

在机床加工区域，拍摄磨削后工件表面照片，然

后通过数字图像处理获得光学玻璃的表面脆、塑

形去除面积，并通过计算光学玻璃的表面脆性去

除面积比；最后根据推导出表面粗糙度和光学玻

璃表面塑性去除面积比的关系，计算光学玻璃的

表面粗糙度。该方法有效简化光学玻璃元件精密

加工过程中的表面质量检测流程，提高了制造效

率，降低加工成本，改进光学元件精密制造工艺

流程。

权利要求书3页  说明书6页  附图1页

CN 107036560 B

2019.04.19

CN
 1
07
03
65
60
 B



1.一种光学玻璃精密磨削加工的表面粗糙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包括：

1)建立表面脆性去除面积和表面粗糙度关系模型：

光学玻璃去除区域的凹坑由横向裂纹扩展至表面形成，即脆性去除，横向裂痕扩展轨

迹为指数函数:

Chi＝Ke·Cli2                           (1)

其中：

Chi—凹坑深度

Cli—压痕凹坑半径

Ke—比例系数

根据表面粗糙度Rz的定义:

其中hpeaki为表面采样轮廓区域内邻近的5个峰值，hvalleyi为表面采样轮廓区域内邻近

的5个谷值,每一个凹坑深度等同于相邻峰值和谷值的和，将公式(2)变形并将(1)带入公式

(2)，则：

采样区域的表面脆性去除面积SB为5个邻近凹坑的面积，可表示为：

将公式(4)代入公式(3)，得到关于表面粗糙度Rz和材料脆性去除面积SB的关系：

2)图像处理及表面脆性去除面积比rB计算

第一步、获取工件表面形貌：

用数字光学相机随机采样工件表面五个位置，获得工件表面数字照片；

第二步、图像处理：

(1)图像灰度化：将由数字光学相机获得的表面数字彩色图像P用以下公式转换成灰度

图像：

P1＝0.299R+0.587G+0.114B                  (6)

其中：P1为灰度图像，R、G、B为数字彩色图像的红、绿、蓝颜色分量；

(2)图像灰度增强：采用直方均衡化对灰色图像P1进行处理，得到灰度增强的图像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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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x,y)的灰度范围为[a,b]，采用公式(7)将图像P2(x,y)的灰度范围拓展至[c,d]，M为

原始图像中的最大灰度值：

(3)图像二值化：设定二值化阈值为(d-c)/2，将P2中大于阈值取1，小于阈值取0，从而获

得只有两级灰度的黑白图像P3；

(4)图像膨胀和腐蚀：

①图像膨胀：采用公式(8)，用5ⅹ5的结构原色矩阵A遍历图像P3的每一个像素值，得到

膨胀后的图像P4：

其中： Φ为空集

②图像腐蚀：采用公式(9)，用5ⅹ5的结构原色矩阵A遍历图像P4的每一个像素值，得到

腐蚀后的图像P5：

(5)标记：

在二进制图像P5中，将每一个表面塑性去除区域中的面积值为1的面积进行标记并相

加，获得图像总面积内表面塑性去除面积为SD，然后计算出表面脆性去除面积为Sw-SD，进而

计算出表面脆性去除面积比rB：

其中：Sw—图像总面积；

3)标定比例系数

由上述步骤计算出五张图像的rB，取算术平均值，由便携式表面粗糙度测试仪测出五张

图像的表面粗糙度Rz，取算术平均值，将公式(10)代入公式(5)，得到公式：

将所得的rB和Rz的算术平均值代入公式(11)，得到Ke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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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实际加工过程的表面粗糙度

用数字光学相机拍摄加工过程中的工件表面，利用步骤2)和步骤3)所得的表面脆性去

除面积比rB、数字照片的取样总面积Sw和比例系数Ke，由公式(11)计算得到工件表面粗糙度

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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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玻璃精密磨削加工的表面粗糙度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表面粗糙度检测方法，尤其涉及一种光学玻璃精密磨削加工的表

面粗糙度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光学玻璃是光电技术产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随着光学与电子信息科学、新材料科学的不断融合，作为光电子基础材料的光学玻璃在光

传输、光储存和光电显示三大领域的应用更是突飞猛进，成为社会信息化尤其是光电信息

技术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由于光学玻璃的广泛应用，传统的制造技术越来越难以满足高

效、高精度的制造需要。目前的光学玻璃元件存在表面质量检测效率低下的技术问题，制约

了制造效率的持续提高，难以符合现代高科技装配技术发展的要求。针对该技术瓶颈，本发

明设计了一种高效、经济的光学玻璃精密磨削加工过程的表面粗糙度检测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针对光学玻璃磨削加工时表面粗糙度难以高效经济测量这一技术问题，

提出一种基于光学玻璃表面脆性去除面积比评估的表面粗糙度计算方法，该方法通过数字

光学相机拍摄工件表面照片，计算光学玻璃的表面脆性去除面积比，来获得制造过程中的

工件的表面粗糙度。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光学玻璃精密磨削加工的表面粗糙度检测方法，

步骤包括：

[0005] 1)建立表面脆性去除面积和表面粗糙度关系模型：

[0006] 光学玻璃去除区域的凹坑由横向裂纹扩展至表面形成，即脆性去除，横向裂痕扩

展轨迹为指数函数:

[0007] Chi＝Ke·Cli2    (1)

[0008] 其中：

[0009] Chi—凹坑深度

[0010] Cli—压痕凹坑半径

[0011] Ke—比例系数

[0012] 根据表面粗糙度Rz的定义:

[0013]

[0014] 其中hpeaki为表面采样轮廓区域内邻近的5个峰值，hvalleyi为表面采样轮廓区域内

邻近的5个谷值,每一个凹坑深度等同于相邻峰值和谷值的和，将公式(2)变形并将(1)带入

公式(2)，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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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0016] 采样区域的表面脆性去除面积SB为5个邻近凹坑的面积，可表示为：

[0017]

[0018] 将公式(4)代入公式(3)，得到关于表面粗糙度Rz和材料脆性去除面积SB的关系：

[0019]

[0020] 2)图像处理及表面脆性去除面积比rB计算

[0021] 第一步、获取工件表面形貌：

[0022] 用数字光学相机随机采样工件表面五个位置，获得工件表面数字照片；

[0023] 第二步、图像处理：

[0024] (1)图像灰度化：将由数字光学相机获得的表面数字彩色图像P用以下公式转换成

灰度图像：

[0025] P1＝0.299R+0.587G+0.114B    (6)

[0026] 其中：P1为灰度图像，R、G、B为数字彩色图像的红、绿、蓝颜色分量；

[0027] (2)图像灰度增强：采用直方均衡化对灰色图像P1进行处理，得到灰度增强的图像

P2：

[0028] P2(x,y)的灰度范围为[a,b]，采用公式(7)将图像P2(x,y)的灰度范围拓展至[c,

d]，M为原始图像中的最大灰度值：

[0029]

[0030] (3)图像二值化：设定二值化阈值为(d-c)/2，将P2中大于阈值取1，小于阈值取0，

从而获得只有两级灰度的黑白图像P3；

[0031] (4)图像膨胀和腐蚀：

[0032] ①图像膨胀：采用公式(8)，用5ⅹ5的结构原色矩阵A遍历图像P3的每一个像素值，

得到膨胀后的图像P4：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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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其中： Φ为空集

[0035] ②图像腐蚀：采用公式(9)，用5ⅹ5的结构原色矩阵A遍历图像P4的每一个像素值，

得到腐蚀后的图像P5：

[0036]

[0037] (5)标记：

[0038] 在二进制图像P5中，将每一个表面塑性去除区域中的面积值为1的面积进行标记

并相加，获得图像总面积内表面塑性去除面积为SD，然后计算出表面脆性去除面积为Sw-SD，

进而计算出表面脆性去除面积比rB：

[0039]

[0040] 其中：Sw—图像总面积；

[0041] 3)标定比例系数

[0042] 由上述步骤计算出五张图像的rB，取算术平均值，由便携式表面粗糙度测试仪测

出五张图像的表面粗糙度Rz，取算术平均值，将公式(10)代入公式(5)，得到公式：

[0043]

[0044] 将所得的rB和Rz的算术平均值代入公式(11)，得到Ke的值；

[0045] 4)计算实际加工过程的表面粗糙度

[0046] 用数字光学相机拍摄加工过程中的工件表面，利用步骤2)和步骤3)所得的表面脆

性去除面积比rB、数字照片的取样总面积Sw和比例系数Ke，由公式(11)计算得到工件表面粗

糙度Rz。

[004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方法有效简化光学玻璃元件精密制造过程的工件表面质

量检测流程，提高制造效率，降低加工成本，改进光学元件精密制造工艺流程。

附图说明

[0048] 图1为本发明的光学玻璃精密磨削加工的表面粗糙度检测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50] 如图1所示，一种光学玻璃精密磨削加工的表面粗糙度检测方法，步骤包括：

[0051] 1)建立表面脆性去除面积和表面粗糙度关系模型：

[0052] 光学玻璃去除区域的凹坑由横向裂纹扩展至表面形成，即脆性去除，横向裂痕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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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轨迹为指数函数:

[0053] Chi＝Ke·Cli2    (1)

[0054] 其中：

[0055] Chi—凹坑深度

[0056] Cli—压痕凹坑半径

[0057] Ke—比例系数

[0058] 根据表面粗糙度Rz的定义:

[0059]

[0060] 其中hpeaki为表面采样轮廓区域内邻近的5个峰值，hvalleyi为表面采样轮廓区域内

邻近的5个谷值,每一个凹坑深度等同于相邻峰值和谷值的和，将公式(2)变形并将(1)带入

公式(2)，则：

[0061]

[0062] 采样区域的表面脆性去除面积SB为5个邻近凹坑的面积，可表示为：

[0063]

[0064] 将公式(4)代入公式(3)，得到关于表面粗糙度Rz和材料脆性去除面积SB的关系：

[0065]

[0066] 2)图像处理及表面脆性去除面积比rB计算

[0067] 第一步、获取工件表面形貌：

[0068] 用数字光学相机随机采样工件表面五个位置，获得工件表面数字照片；

[0069] 第二步、图像处理：

[0070] (1)图像灰度化：将由数字光学相机获得的表面数字彩色图像P用以下公式转换成

灰度图像：

[0071] P1＝0.299R+0.587G+0.114B    (6)

[0072] 其中：P1为灰度图像，R、G、B为数字彩色图像的红、绿、蓝颜色分量；

[0073] (2)图像灰度增强：采用直方均衡化对灰色图像P1进行处理，得到灰度增强的图像

P2：

[0074] P2(x,y)的灰度范围为[a,b]，采用公式(7)将图像P2(x,y)的灰度范围拓展至[c,

d]，M为原始图像中的最大灰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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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0076] (3)图像二值化：设定二值化阈值为(d-c)/2，将P2中大于阈值取1，小于阈值取0，

从而获得只有两级灰度的黑白图像P3；

[0077] (4)图像膨胀和腐蚀：

[0078] ①图像膨胀：采用公式(8)，用5ⅹ5的结构原色矩阵A遍历图像P3的每一个像素值，

得到膨胀后的图像P4：

[0079]

[0080] 其中： Φ为空集

[0081] ②图像腐蚀：采用公式(9)，用5ⅹ5的结构原色矩阵A遍历图像P4的每一个像素值，

得到腐蚀后的图像P5：

[0082]

[0083] (5)标记：

[0084] 在二进制图像P5中，将每一个表面塑性去除区域(面积值为1)标记并相加，获得图

像总面积内表面塑性去除面积为SD，然后计算出表面脆性去除面积为Sw-SD，进而计算出表

面脆性去除面积比rB：

[0085]

[0086] 其中：Sw—图像总面积；

[0087] 3)标定比例系数

[0088] 由上述步骤计算出五张图像的rB，取算术平均值，由便携式表面粗糙度测试仪测

出五张图像的表面粗糙度Rz，取算术平均值，将公式(10)代入公式(5)，得到公式：

[0089]

[0090] 将所得的rB和Rz的算术平均值代入公式(11)，得到Ke的值；

[0091] 4)计算实际加工过程的表面粗糙度

[0092] 用数字光学相机拍摄加工过程中的工件表面，利用步骤2)和步骤3)所得的表面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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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去除面积比rB、数字照片的取样总面积Sw和比例系数Ke，由公式(11)计算得到工件表面粗

糙度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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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11

CN 107036560 B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DES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RA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