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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成像

如何应对 3D 成像中的
光学设计挑战

镜头与相机

文/Jeremy Govier

3D 测量中，测量物体的深度面

样物体的深度变化就能转换为相机传

对着一系列独特的挑战，因为与测量

感器上的 y' 的变化（见图 1 和图 2）。

长度和宽度所需要用的工具不同，测

激光线投影到物体的 x 轴上，随

量深度需要不同的工具和不同的光学

后镜头将这条激光线成像到相机传感

解决方案。

器的 x'-y' 坐标上，其中 x' 坐标对应

有几种非接触式 3D 测量都使用

物体中的 x 坐标，y' 坐标对应物体的

光学方法，例如飞行时间（ToF）、立

z（深度）坐标（见图 3）。然后在 y

体视觉、结构光投影和激光三角测量。 中翻译物体并拍摄新图像。将在 y 中
激光三角测量将一条激光线投射到物

平移的多张图像拼接在一起，以获得

体上，激光线在投射时与物体深度（称

物体的完整 3D 地图。

为 z 轴）成一定的角度。相机用于观

在各种 3D 测量技术中，激光三

察物体，相机的光轴与 z 轴平行，这

角测量的优势在于，它能在沿物体深

图1：典型的激光三
角测量系统的特点
是，激光线发生器与
物体的深度成倾斜角
度，而成像系统直接
位于物体上方。

激光线
发生器

α

z

x
y

度方向实现更高的分辨率。[1] 使用激
光三角测量可测量的深度范围小于大
多数其他 3D 测量技术，但它可以实
现的分辨率却更高。
可以通过改变三角测量角（α），
来调节可测量的深度范围和深度测量
的分辨率。测量角 α 越小，可测量的
深度范围越大。当然，在测量角 α 变
小的情况下，测量的分辨率也会随之
降低。同样，测量角 α 变大，对应更
精细或更高的分辨率，但相应地也会
缩小可测量的深度范围。[2] 因此，通
过调整三角测量角 α，可以在深度测
量范围和测量分辨率之间实现一个合
适的平衡。分辨率和深度范围的乘积，
只能通过增加 y' 中的像素数以及镜头
系统的分辨率来增加。
为了确保物体的整个深度对
焦， 通 常 倾 斜 相 机 的 像 面。 使 用
Scheimpﬂug 条 件， 倾 斜 图 像 传 感 器

图2：一套激光三角测量装置，演示
了激光线如何投影到3D物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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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物体相对于光轴（z 轴）倾斜最佳
聚 焦 平 面。[3] 调 整 物 体 平 面 的 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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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复杂性的增加。
与 光 圈 一 样， 在 三 角 测 量 系 统

间会减少。
在激光三角测量

像平面

设计中，散斑现象是

y’

另一项考虑因素，这
使设计具有更大的光
x’

圈。激光线是相干光

图3：将相机在不同y坐标处捕获的激光线拼接在一起，创建物体的3DTU图像。

源，因此会产生散斑，

度，使物面与激光轴平行，允许整个

其中来自具有随机相对光学相位的激

激光线在物体的不同深度上投射时聚

光的反射部分的干涉，导致高强度点

焦（见图 4）。这种 Scheimpﬂug 条件

和低强度点的随机模式。这会增加测

为激光三角测量系统的光学设计增加

量噪声，使得发现激光线的质心更加

了独特的挑战，因为它们影响了许多

困难。

其他参数和设计考虑因素。
光圈是光学设计中首先要考虑的

z

随着镜头光圈的增加，散斑会减
x

少，这会促使镜头设计为尽可能快地

因素之一。与大多数机器视觉应用一 （或低于 F 数）运行。[4] 在保持高分
样，吞吐量是一个核心问题，因为到

辨率的同时增加光圈，对镜头设计提

达传感器的光越多，通常会导致更快

出了挑战，并且也会带来元件数量和

物平面

y

图4：由于Scheimpflug条件具有倾斜的传感器平面
和平行于激光传播方向的物面，蓝色平面突出了像
面的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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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场顶部的主光线角度变为 16°，而

8°

底部的主光线角度变为 0°，从而产
O°

8°
图5：与非倾斜像面一起使用的典型机器视觉镜
头，具有8°的最大主光线角度变化。

16°

8°

能具有更高的要求。
在初始优化中，从旋转对称系统

生 16°的变化（见图 6）。这会导致

开始可以加速设计过程 ；但不久之后，

图像上出现显著的不均匀性。设计人

应该包括倾斜的像平面，以更好地优

员应该考虑减少主光线角度，并使其

化由于 Scheimpﬂug 条件产生的独特

解决方案更加像空间远心，以减少这

像差。由于应用要求镜头在大光圈下

些不均匀性。

快速运行，因此在初始非倾斜设计中

x 轴 分 辨 率 和 x 轴 视 场（FOV） 减少球差，将有助于提高最终倾斜设
都取决于系统的放大倍数。倾斜的传

计的性能。

感器将导致梯形失真，其中 x 的放大

但是仅靠这一点还不够，因为残

率将随深度而变化（见图 7）。这导致

余球差在倾斜时会转变为更复杂的高

分辨率和 FOV 随深度变化，设计中

阶像差。围绕实际配置进行优化，可

需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以确保在深

以获得更好的最终设计。

度范围的两端均达到适当的分辨率和

倾斜像平面的一个重要考虑因

FOV。考虑到这些限制因素，对于光

素是，图像传感器盖玻片如何影响性

学设计师而言，有几种最佳实践可以

能。图像传感器通常在前端附有薄的

图6：将像平面倾斜8°，会使整个场的最大主光线
角度变化翻倍。

优化激光三角测量镜头系统的分辨率

窗口，因此如果传感器相对光轴倾斜

和光圈。

安装，该窗口也会被倾斜。倾斜的窗

中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那

应该在设计过程的早期考虑系统

就是相对照度。为了处理相对照度问

的不对称性。其中镜头与倾斜像平面

题，可能需要进一步增加镜头的吞

一起使用的系统将不是旋转对称的，

O°

口根据工作 F 数，窗口的折射率和窗
口的厚度向系统增加球差。
在非倾斜设计中，这可以通过存

吐量，因为场中的最低相对照度点， 并且这需要在优化中考虑。首先，图

在相反量的球差来补偿。另一方面，

驱动镜头所需的最小吞吐量。由于

像平面应建模为矩形，而不是单个径

与球差相反，倾斜窗口增加了像散，

Scheimpﬂug 条 件 下 的 倾 斜 像 面， 与

向轴。旋转对称系统的常见设计实践， 并且在设计中如果不增加不对称性，

典型的机器视觉应用相比，镜头的相

是仅对 y 轴进行建模，以减少在优化

就不能补偿这种情况。因此，将存在

对照度对于激光三角测量应用而言更

期间需要计算的场点数量 ；但是对于

图像劣化的基线，其纯粹是倾斜角度、

加重要。主光线或中心光线到达探测

倾斜的像平面，场点在传感器的每个

窗口几何形状和材料、以及镜头孔径

器的角度，将影响该点的强度。当使

角落处的行为不会相同。对于梯形失

的函数。光学设计师无法将像差降低

用包含微透镜的传感器时，这种辐射

真，如果另一个是矩形，则图像尺寸

到该基线以下。这可以减少设计复杂

效应尤其有害。如果镜头在像空间中

或物体尺寸将不是矩形。将像平面作

性，因为对设计中真正可实现的内容

不是远心的，那么场的中心处的主光

为矩形处理，还将允许分别在 z 轴和

存在限制。此限制还可能导致系统工

线角度，将与场的角落处的角度不同。 x 轴上评估分辨率，因为在应用中可

程师考虑移除或倾斜窗口。

例如，典型的机器视觉镜头在图
像的中心具有 0°的主光线角度，因为
主光线垂直于传感器。但是，主光线
角度可以在场角处变化多达 8°。场
的顶角和底角都可以具有 8°的主光线
角度，但是角度在远离中心的不同方
向上，导致 8°的最大变化（见图 5）
。

图7：倾斜的像平面导致梯形失真，其
中x轴上的放大率随深度而变化。

但是，如果传感器再倾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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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将接近，但最好允许像平面的倾斜是变量，以便可以对
其进行优化以最大化性能。
用于 3D 测量应用的激光三角测量系统的独特几何形

θ

θ'

状带来了挑战，但是在光学设计师的特别关注下，成像镜
头可以在高分辨率和大光圈之间找到最佳平衡，同时保持
在应用的限制范围内。

图8：在Schiempflug方程中使用物平面倾斜（θ）和像平面倾斜（θ'），来
确定像距与物距的比率。

这些选项中的任何一个都存在成本和困难，但它们可
能是实现系统最大性能所必需的。在对系统中的倾斜进行
建模时，从 Scheimpﬂug 方程开始，将根据物体倾斜度和
镜头焦距确定图像倾斜度（见图 8）。[3]
但是，设计者应该意识到这个等式是薄透镜近似，其
中前后主平面在同一位置。该设计可能在主平面位置之间
存在间隔，这将导致这种近似无效。虽然 Scheimpﬂug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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