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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一种新型的 VISAR 探头，它具有接收效率高和景深可

调的优点。与国外同类装置相比，结构简单，对制作工艺要求较低。

介绍了这种光学探头的工作原理，讨论和分析了影响 VISAR 探头

接收效率的各种影响因素。相关技术指标接近国外同类装置的技术

水平。多次实验表明，这种探头很好地满足了冲击动力学动态测量

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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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VISAR Probe with Higher
Signal-collecting Efficiency and Adjusted Depth of Field

(In Chinese)

ZHAO Jianheng  SUN Chengwei  MA Ruchao
(Institute of Fluid Physics,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Mianyang, Sichuan, 621900)

ABSTRACT

    The new design of optical fiber VISAR probes has been described. It consists of
optical fibers and two lenses, and has simpler structure and lower cost than others. If
the size of the image near the end face of collecting fiber is larger than the diameter
of the core fiber,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robe and the target can be decreased.
Requirement for the precision in the design is lower in this way, and is easier to
build up. At the same time, the signal-collecting efficiency is improved in some
degree.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the probe, the technique for manufacturing
the lens of plexiglass is developed. The lens of plexiglass is used to replace the lens
of glass, which can reduce the cost of the prob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llecting
efficiency are analyzed.

Keywords: VISAR, VISAR probe, Depth of focus, Signal-collect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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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基于光学 Doppler 效应的测量任意自由表面速度的激光干涉仪，简称 VISAR（Velocity
interferometers system for any reflector），是 1972 年左右由 Barker 等[1]发展起来的，是目

前冲击动力学、爆炸力学等学科领域中非常重要的高精度、快响应、非接触式动态测试技

术，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VISAR 探头是 VISAR 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将激光传输到

运动靶目标上，并回收带 Doppler 效应信息的漫反射光，将其传给激光速度干涉仪。从

VISAR 问世以后，许多的学者[2～8]致力于 VISAR 探头的研究工作，试图解决 VISAR 探头

的接收效率和工作景深不易同时兼顾的问题，并使 VISAR 系统小型化和降低对环境的要

求，保证对任意自由面测试的成功和获取真实的实验信息。早期的 VISAR 中曾采用快透

镜和慢透镜系统来发射激光和接收漫反射光[2]。慢透镜系统工作景深长，但接收效率低。

快透镜系统的接收效率高，可以使用几百毫瓦的激光器，而不必使用带水冷系统的数瓦功

率的氩离子激光器，从而使系统小型化成为可能，并使实验更为安全。但其弱点是景深小，

运动物体的反光面易离焦，且到达光电倍增管时，其光束超过光电倍增管的口径，带来不

可忽视的测量误差。上述的快透镜系统和慢透镜系统对测试环境要求都较苛刻。国外从

1992 年起研制光纤耦合的三透镜组合的 VISAR 探头[3, 5, 6]，较好地解决了 VISAR 透镜的

接收效率和工作景深之间的矛盾，并降低了 VISAR 测试对环境的要求。由于发射激光要

通过接收透镜，这样会造成接收透镜端面处部分反射光被耦合进接收光纤，造成干扰信号。

1993 年 Barker[7]提出了一种在技术上更为成熟的三透镜组合的光纤探头，但是上述的三透

镜光纤组合探头的光路复杂，制作工艺要求高，因此成本很高，使 VISAR 测试很难为一

般的研究课题所能承受。1998 年马如超 [4]研制出了两透镜光纤耦合的 VISAR 探头，这种

探头结构有所简化，体积小，但接收效率不高，制作成本也相对较高。胡绍楼等[8]也从事

过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目的是设计一种有较高接收效率和较长工作景深 VISAR 探头，简化光路和制

作工艺，降低 VISAR 探头的制作成本。该研究对 VISAR 系统小型化，增加 VISAR 的测

试成功率和数据的可靠性，推广测试应用范围等有重要意义。

1  VISAR 探头工作原理

       图 1  三透镜 VISAR 探头工作原理图              图 2  新型两透镜 VISAR 探头工作原理图

1——发射光纤；2——接收光纤； 3——发射透镜； 4——接收透镜；5——移动靶；6——发射、接收透镜；7——反光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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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给出了 W. C. Sweat 等[3]于 1992 年发表的 VISAR 探头的工作原理图。可以看到

该探头将发射光纤传输过来的氩离子激光束通过两个透镜③，⑥会聚到靶上，然后将漫反

射回来的光通过两个透镜⑥，④和一个平面反射镜⑦后输入接收光纤。这种探头使用透镜

较多、结构比较复杂。

如果从等效光路的角度考虑图 1 的设计，可以将其中的两个发射透镜和两个接收透

镜分别看成一个透镜，从而可以简化为两透镜系统。注意到图 1 中兼做发射和接收用的透

镜⑥的中心区域对接收漫反射光没有贡献，而且发射激光束通过该透镜中心处时，一部分

光被反射并耦合入接收光纤，导致不必要的干扰信号。我们提出的 VISAR 探头工作的光

路原理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到接收透镜组被简化为一个带孔双凸透镜③。采用双凸透镜是

为了让漫反射光通过接收透镜③的两端面之间时保持为准直平行光，透镜 3 本身的厚度可

以增加，为安装发射光纤和发射透镜提供足够空间，同时保证了漫反射光在接收透镜上的

损耗减小。这种设计与图 1 中漫反射光在通过两接收透镜⑥，④之间时是近似平行光，从

而给反光镜和发射光纤留出空间的作法是一样的。可以根据具体的实验要求将接收双凸厚

透镜③两曲面设计成不同曲率。马如超［4］的接收透镜为平凸的。本文作者认为双凸透镜

与平凸透镜相比，除了上面提到的使漫反射光在通过厚透镜时，在透镜的两个曲面之间保

持为准直平行光以便减小其损失的好处外，相同的焦距下，双凸透镜将有两个曲面来分担

曲率，这样不会使透镜的曲率过大而造成漫反射光通过曲面时损失过大，同时可以减小像

差。

根据图 1 可以看出，Sweat[3]的探头的靶面⑤位于透镜⑥的焦平面附近，当运动的靶

面进入透镜⑥的焦距以内时，会使透镜④，⑥之间的光变得发散，这一方面是使探头的回

收光损耗增大，另一方面也是探头整体的工作景深偏小。我们采用几何光学成像的原理，

将发射光纤端面成像在运动靶目标表面上，再将靶面上的这个像成像到接收光纤的端面附

近，靶面⑤位于透镜④的两倍焦距外。根据这种设计方式和几何光学原理，靶表面在探头

的接收透镜两倍焦距以外，探头的测量景深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既可获得较长的工作景深，

又不会出现 Sweat[3]的探头遇到的问题。

2  影响探头接收效率的因素

2. 1  VISAR 探头对漫反射激光能量的接收效率

    假定平面靶为郎伯漫反射面，则接收透镜在与主光轴成θ1和θ2 角度范围内收集到的漫

反射光的能量可以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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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是轴线方向的漫反射光强度。这样探头接收效率可以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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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是透镜④到靶的焦物距，D 和 D1 分别为接收透镜④的有效直径和发射透镜③的直

径，（2）式比参考文献[4]中在半空间内是均匀漫反射光基础上推导出的接收效率高两倍。

实际的靶表面并不是完全漫反射的，靠近入射激光束方向的反射光能量为尖峰分布，因此

被接收透镜收集到的漫反射光的能量效率应该比（2）式还要高。

从（2）式中可以看到接收透镜的有效直径和发射透镜的直径及探头与靶之间的距离

x 是影响探头接收效率的主要因素。以上几个参数是透镜焦距、接收和发射光纤的芯径及

数值孔径、景深等的函数。由几何光学的成像原理可以推出它们的关系如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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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 和 x2 分别是靶与接收透镜的最大和最小焦物距，f1，f2 是发射和接收透镜的焦距，φ c1，

φc2，NA1 和 NA2 分别是发射和接收光纤的芯径和数值孔径，K 是用于确定 x1 和 x2 的一个

待定常数。d 为探头景深。

2. 2  光纤参数对探头接收效率的影响

光纤的参数对探头的接收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由（5）式知选用发射光纤的芯径和

数值孔径比较小时，会使发射透镜的外径 D1 变小，同时由（6）式知小的发射光纤芯径会

使接收透镜的有效直径变大，由（2）式知这样接收透镜上收集漫反射光的有效面积变大，

从而达到提高接收效率的目的。选用芯径小的光纤还有一个好处是使光纤端面成像在靶上

的像点较小。由于 VISAR 测试的是靶表面点的位移或速度，显然靶面上的光点越小越能

真实反映实际的运动，这对曲面靶的测试尤为重要。由（5）式知，减小发射透镜的外径

的有效方法是采用数值孔径和芯径较小的发射光纤。对于接收光纤而言，其参数通过（3）
和（6）式对接收透镜的外径影响，从而使探头的接收效率发生变化。一般而言，接收光

纤的数值孔径和芯径越大，探头的接收效率越高。但是考虑到与 VISAR 系统的匹配关系，

以及一些特殊的使用工况对 VISAR 探头的外形尺寸有要求，D 以及φc2 和 NA2 的增大是有

限制的。

2. 3  透镜焦距及工作景深对探头接收效率的影响

从（3）～（6）式可以看到，接收和发射透镜的焦距是影响接收透镜和发射透镜的

有效外径以及探头与靶之间的距离的重要因素。因此其组合关系的优化选取对提高 VISAR
探头的接收效率非常重要。当发射透镜的焦距，光纤的参数及探头的工作景深确定后，由

（3）式知探头的工作距离增加，接收透镜的有效外径也变大，因此从（2）式中较难直观

地判断接收透镜焦距变化对探头接收效率的影响。通过计算发现接收透镜焦距的增大导致

探头与靶之间的距离呈现非线性增加，同时接收透镜的焦距与探头接收效率之间具有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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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物线的变化关系，如图 3 所示，接收透镜焦距为 14 mm 左右，发射透镜的焦距为 5 mm，

测量景深为 10 mm 时，探头的接收效率最大。此时探头与靶之间的最大距离为 52 mm 左

右。这表明在光纤参数和工作景深确定的情况下，确定探头上接收透镜和发射透镜的参数，

可以达到较高接收效率。

      

         图 3  接收透镜焦距与探头接收效率之间的关系

    从式（3）和（4）知，工作景深较大时，发射透镜的有效外径变小，同时探头的工作

距离变大，接收透镜有效外径变小。因此从原理上讲，提高探头工作景深会使探头的接收

效率减小。本文工作结果表明，在给定探头的工作景深和光纤参数条件下，探头的接收透

镜和发射透镜参数之间有一个最佳组合关系。

3  实验结果和应用情况

由于 VISAR 探头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将光纤端面成像在靶上，当靶在探头工作景深范

围内运动时，靶上的像点被再次成像到接收光纤的端面附近。以往探头的设计中要求由接

收透镜射出的成像光线的入射角小于或等于接收光纤数值孔径，同时像在接收光纤端面附

近处的弥散直径必须小于或等于接收光纤的芯径[4, 7]，这主要是为了让接收透镜收集回来

的光全部进入接收光纤。我们的工作表明，当将发射光纤端面在靶上的像点被再次成像到

接收光纤端面附近时，如果其像点在接收光纤端面附近处的弥散直径比接收光纤的芯径大

1～2 倍时，可在测量景深不变的情况下使 VISAR 探头与靶之间距离缩小，例如在 10 mm
工作景深下，采用上述方法后可使 VISAR 探头与靶之间距离缩近 11 mm，从而降低对加

工精度的要求，并使探头的接收效率有所提高。这从几何光学成像的原理上是很容易理解

的。

所研制的探头的工作景深在 5～35 mm 范围内可调。由前面的（3）～（6）式知道，

当透镜的焦距和光纤参数确定时，增加探头的工作景深将导致探头接收透镜和发射透镜的

有效外径变小。本文设计探头的技术参数是以测量景深 5～10 mm 为条件进行优化的，使

用中增加探头的测量景深是可以的，只是此时透镜的焦距组合不是最优化，对接收效率有

影响。当探头的透镜的焦距和光纤参数按表 1 选择，其工作景深调到 35 mm 时，实际接

d=10mm
f1=5mm

   f2/mm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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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效率约 0.054%, 但它在激光输出功率在 200 mW 时便可以使 VISAR 正常工作。

    目前研制的探头已在多点测试技术和双精度测试技术中得到成功的应用，包括各种典

型的冲击加载下的平面靶和曲面靶。图 4 给出了用本文研制的探头测得的柱筒壁在内部炸

药爆轰驱动下的表面速度时间史。图 5 给出 VISAR 测量的冲击压缩下玻璃靶后自由表面

速度时间史，这是该探头在双精度测试技术中的应用实例。所谓双精度测试技术是将一个

VISAR 探头收集回来的漫反射光分成两份，分别传给两台条纹常数不同的 VISAR，根据

测试结果的对比，可以知道 VISAR 测试中的丢波现象发生在何处，丢了几个波。图 5(a)
中的两个信号是由一个探头将靶上一个点上的漫反射光收集回来，分成两部分，分别传给

条纹常数为 159 m/s/f 和 423 m/s/f 的两台 VISAR 处理后，由示波器记录下来的信号。从

图 5（a）中可以看到条纹常数为 159 m/s/f 的 VISAR 在记录玻璃样品后自由表面粒子速度

时，丢失一个条纹，这样由条纹常数为 159 m/s/f 的 VISAR 处理出来的玻璃后自由表面的

粒子速度比条纹常数为 423 m/s/f 的 VISAR 记录的后自由表面粒子速度小 159 m，如图 5(b)
所示。这主要是 VISAR 中的光电倍增管响应不过来造成的。采用双精度测试技术可在一

定范围内解决 VISAR 测试中普遍存在的丢波现象。而 VISAR 的激光器的输出功率不高，

因此具有高接收效率的探头对保证这种测试技术的成功是非常关键的。

图 4  柱筒壁在内部炸药驱动下的速度时间史

    (a)                                                (b)

图 5  双精度测试结果 (K9 玻璃后自由表面粒子速度)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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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在 VISAR 测试中，其测试精度一般取决于 VISAR 本身，如使用的光

电倍增管的响应时间不一样等，与 VISAR 探头无关。但是实验上一般很难保证 VISAR
探头的发射激光束与靶面严格垂直，这会给实验带来一定的误差，其误差大小一般与激光

束与靶面法线方向的夹角有关。在实际实验中，这是必须注意的问题，特别是对测试精度

要求较高的实验，必须设计专门的夹具来固定探头，保证发射激光束与靶面法线方向重合。

但是通常衡量一个 VISAR 探头好坏的主要指标是 VISAR 探头的测量景深和接收效率。

4  结 论

    (1) 在 VISAR 系统允许的情况下，发射光纤的芯径和数值孔径越小，接收光纤的芯

径和数值孔径越大，以及在确定的工作景深下，选用接收透镜和发射透镜之间的最佳关系，

对提高探头的接收效率是非常重要的。

    (2) 如果接收光纤端面附近处像点的弥散直径在接收光纤的芯径的 1～2 倍之间变化

时，可在测量景深不变的情况下使 VISAR 探头与靶之间距离缩小，降低探头设计精度的

要求，同时使探头的接收效率有所提高。

    (3) 本文提出的新型探头，在保留国外同类设计优点的基础上，具有更为简单的结构。

经多次实用考核，探头的相关技术指标已接近或达到国外同类设计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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