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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测量高温条件下非标准凸台试样的蠕变伸长率，研制了高温蠕变光学测试系统。设计了带观
察窗的高温炉，使用窄带光源与滤光片获取清晰高温图像。在获取的高温图像上使用轮廓识别、凸台定
位、亚像素边缘检测、灰度预测等算法对试样的凸台中心线进行检测、定位。通过实验给出了高温光学
引伸计的测量结果以及由灰度预测算法去除异常波动值后的结果。实验证明：光学引伸计能够测量高
温蠕变伸长率；同时经灰度预测算法平滑后的数据，平均相对误差由１． ２３４％降至０． ９６６％，伸长率曲线
更加平滑。所采用的方法为非标准小试样的高温蠕变测试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关键词：光学测试；高温蠕变；形态学边缘检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拟合；灰色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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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温条件下的材料力学性能测试涉及航空航天、
国防工业、汽车制造工业和锻造工业等众多领域。高
温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如高温弹性模量、泊松比、蠕变
等［１］的测定，都强烈依赖于对试样标距段变形的准确
测量。通常情况下，这些性能指标的测试采用高温引
伸计、高温炉、万能实验机完成［２］。测试使用标准尺
寸试样，用光栅尺对引伸杆之间的相对位移进行测量
得到伸长率。这种方法精度高，受外界环境影响小。
但是以凸台试样为例，标准凸台标距为２５ ～ １００ ｍｍ，
试样总长度为６０ ～ ２５０ ｍｍ［１ － ２］。在材料试制初期或
薄壁构件取样时，往往很难取得如此大尺寸试样。这
就需要采用尺寸较小的非标准试样用于材料性能测
试。而本文使用的非标准小试样的凸台标距仅为１０
ｍｍ，无法采用标准试样所使用的包环、引伸杆等夹持
测量，因此无法测量其标距及其变形。

常温下使用的光学引伸计有非接触、精度高、自动
化测量等优点［３ － ５］。原理上以亚像素边缘检测为基础
进行试样标距变形测量。亚像素边缘检测方法往往都
是由粗到细，即先获得像素级边缘，然后计算亚像素级
边缘［６］。像素级边缘检测算法包括Ｌａｐｌｉｃｉ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ｓ、
Ｐｒｅｗｉｔｔ、Ｓｏｂｅｌ、ＬＯＧ、Ｃａｎｎｙ等［７］。其中Ｃａｎｎｙ算子具有
良好的信噪比等优点［８ － ９］。亚像素级边缘检测可分为
拟合法、插值法、矩方法。屈玉福等人［１０］比较了插值
法、矩方法和最小二乘拟合法的定位精度，指出矩方法
精度最高，但运算时间长；最小二乘拟合法精度次之，
但运算时间短。且采用矩方法进行亚像素边缘检测
时，ＣＣＤ噪声往往会影响测量精度。但以上边缘检测
方法未考虑强干扰情况，如热气流扰动。高温下试样
应变测试方面，Ｆａｎｇ等人［１１］采用窄带滤波片过滤
ＣＣＤ采集的高温图片中杂散光等因素。Ｑｕ等人［１２］在
检测高温条件试样边缘时，采用基于Ｚｅｒｎｉｋｅ矩方法的
亚像素边缘检测算法。但是以上都仅测量了静态的图
像边缘，未能对试样拉伸变形后的边缘进行测试。此
外，Ｐａｎ等人［１３］采用数字图像相关（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Ｃ）方法，实现了材料在１２００ ℃高温下全场
变形测量。但是由于高温ＤＩＣ的测量原理是基于灰
度散斑图像，而生成灰度散斑需要用高温油漆在试样
表面制作白底黑色散斑涂层，当涂层长时间处于高温
状态时容易脱落，无法测量其几十或上百小时的蠕变
变形。因此ＤＩＣ方式仅能在短时间内进行测量。

本文设计了一套高温蠕变测量系统，以图像方法
测量非标准薄壁凸台小试样的凸台标距长度。硬件上
设计了加载机构、带有石英玻璃窗口的高温炉、窄带滤

波光路、光学引伸计等，用于提取１０００ ℃高温图像。
提出了形态学方法获得凸台轮廓，以及凸台像素级边
缘检测方法。使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得到更精确的亚像素
边缘。使用灰色预测算法减小热气流波动对测量的影
响。设计了用于比对的试样。通过与光栅引伸计测量
结果的比对，证明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
１　 非标准小试样高温蠕变测量系统
１． １　 高温蠕变光学测量原理

高温蠕变可以有效地预示材料在高温下长期使用
时的应变趋势和断裂寿命，是材料的重要力学性能之
一，与材料的材质及结构特征有关。高温蠕变采用伸
长率来衡量：

Ｐ ＝
Ｌｎ － Ｌ０
Ｌ０

× １００％ （１）

式中，Ｌｎ为第ｎ时刻试样标距；Ｌ０ 为未加载时试样标
距。高温条件下材料力学性能光学测试与常温条件下
测试方法差别较大。首先，试样需在高温炉中保持恒
温。同时试样一端通过夹具夹持于蠕变持久试验机的
拉杆上，另一端加载砝码。图１为高温蠕变光学测试
系统原理图。测量系统分为两个部分：高温蠕变持久
试验机和高温蠕变光学引伸计。试验机包括高温炉和
加载机构。高温炉上开有石英玻璃观察窗，用于获取
试样图像。图２为待测的非标准凸台小试样，其对应
凸台间距即为标距，长度１０ ｍｍ。当试样被砝码施力
后产生拉伸变形，凸台之间的标距长度也会产生变化。
高温蠕变光学引伸计由高分辨率镜头、ＣＣＤ相机、ＬＥＤ
光源、滤光片、线缆、测试软件等组成。

图１　 高温蠕变测量系统原理图

图２　 非标准凸台小试样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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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高温成像模块设计
为了测量高温条件下试样变形，首先要得到清晰

的试样图像。当高温炉内温度超过５００ ℃后，炉内充
满红色及红外辐射光，影响成像质量。如不采用特定
光源，ＣＣＤ上的像素点将大量过曝，无法清晰成像。
采用中心波段为５３２ ｎｍ的光源进行主动光照明，采用
匹配的窄带滤光镜片进行滤光。图３给出了窄带滤光
片透光率波长响应曲线。

图３　 滤光片透光率波长响应曲线图
１． ３　 试样高温图像的获取

拍摄相机采用２００万像素低噪声ＣＣＤ工业相机。
镜头采用１００ ｍｍ定焦镜头。图４分别给出了１００ ℃，
５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０ ℃时ＣＣＤ采集到的凸台小试样
的图像。由于窄带滤光片的滤光作用，在１０００ ℃时，
试样边缘仍然清晰可见，但试样表面纹理出现模糊。
图４还给出了左上角凸台的采样图。以下对凸台的检
测分析都是以试样左上角凸台为例。

图４　 ４种温度条件下试样以及左上角凸台的ＣＣＤ采样图
由图４可见，随着炉温的升高，热气流扰动加剧，

产生微透镜效应，使得凸台图像不断变模糊，同时图像
噪声逐步增大。
２　 凸台中心线检测
２． １　 形态学边缘检测方法获取的凸台轮廓

首先检测出凸台轮廓用于粗定位。从图４（ｄ）
１０００ ℃凸台图像红色箭头位置对图像灰度值进行一

维扫描，得到图５所示的一维灰度值。图５中一维灰
度值曲线分为３个区域：背景区１、材料纹理区、背景
区２。在每个区域之间存在的边缘为待检测的试样凸
台边缘。

图５　 １０００ ℃高温图像一维灰度值
由图５中的一维灰度梯度信息可知，背景区１和

２的灰度变化较小，而材料纹理区灰度变化较大。为
了得到凸台轮廓，利用试样灰度梯度的特点，对凸台图
像进行形态学轮廓检测［１４ － １５］。轮廓检测步骤如图６
（ａ）所示，相应的检测结果如图６（ｂ）所示。

图６　 用形态学方法对凸台轮廓检测的步骤与结果图
经过轮廓检测后，凸台的轮廓可以被二值化显示

出来，为下面对凸台中心线检测做好准备。
２． ２　 凸台中心线检测

根据图６（ｂ），凸台顶端有两个直角顶点，利用这
两个直角顶点做定位。Ｈａｒｒｉｓ算子［１６］、ＳＩＦＴ算子、
ＳＵＲＦ算子［１７］都具有旋转不变特性，但后两种算子都
更适合尺度不同的图像，且速度较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慢。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１８］用于角点检测时，往往会在一个角点处
检测出多个角点，如图７（ａ）所示。将得到的角点点集
求取质心，可得到图７（ｂ）所示的两个质心点作为直角
顶点。图７（ｃ）中将两个质心显示在凸台图像上，可见
两个质心准确地定位于直角顶点上。连接这两个质心
点，构成线段Ｌ０。做Ｌ０的平行线Ｌ１对凸台进行扫描，
扫描方向从下到上。Ｌ１ 开始扫描的横坐标与Ｌ０ 间隔
若干个像素（一般定为３０个像素），以避免对直角处
圆弧区域的扫描。Ｌ１ 与形态学检测到的凸台边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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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两点分别为Ｐ１１与Ｐ２１，求出这两点的中心点Ｍ１，
如图７（ｄ）所示。继续扫描，直到扫描到Ｌｎ，并检测到
中心点Ｍｎ。对ｎ个中心点进行直线拟合，如图７（ｅ）
所示，得到线段Ｓ，即为凸台中心线。

图７　 凸台中心线检测步骤
由于加工误差，试样可能会有不对称的情况，比如

挂孔偏离试样对称轴。这样在加载时，拉力会使试样
扭曲，从而使凸台发生旋转，导致凸台中心线位置发生
变化。然而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旋转不变特性有利于旋转后
的凸台直角顶点检测。图８中凸台旋转后Ｐ１和Ｐ２点
仍可定位在凸台直角顶点上，这时线段Ｓ仍为凸台中
心线。

图８　 凸台旋转后中心线的检测
２． 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拟合法边缘检测

图７使用形态学方法检测到的中心线是像素级分
辨率，要提高测量精度，需要引入亚像素边缘检测方
法。图５中的凸台一维灰度值变化可分为两个阶跃型
边缘，即边缘１和边缘２。理想阶跃型边缘如图９（ａ）
所示。由于噪声情况（包括热噪声、输出噪声、散粒噪
声）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图像采集过程中，尤其是高温
图像。因此使用对噪声不敏感的拟合法检测凸台亚像
素边缘。

亚像素边缘求法使用图９（ｂ）所示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
积分形式，即

Ｎ ＝ Ｋ

１ ＋
Ｋ － Ｎ０
Ｎ０
ｅ － ｒｔ

（２）

式中，Ｎ为群体个数总量；ｔ为时间；ｒ为种群增长潜力
指数；Ｋ为环境最大容纳量；Ｎ０ 为ｔ ＝ ０时刻的Ｎ取
值。式（２）中，当（Ｋ － Ｎ０）／ Ｎ０≠１时，函数对称中心会
偏离原点，令其等于１，可得Ｋ ＝ ２Ｎ０，则式（２）改写为

Ｎ ＝ Ｋ
１ ＋ ｅ － ｒｔ

（３）
当考虑到函数在Ｘ与Ｙ坐标轴上偏移时，式（３）

可改写为
Ｎ ＝ Ｋ
１ ＋ ｅｒ（Ｌ － ｔ）

＋Ｍ （４）

图９　 理想阶跃型边缘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积分形式图形
采用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 （ＬＭ）算法，根据凸台边

缘灰度值序列，对式（４）中的参数Ｋ、Ｌ、Ｍ、ｒ进行非线
性最小二乘参数优化逼近，用于拟合边缘１和边缘２。
ＬＭ算法拟合边缘时，需要给定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参数的初
始值，其中最重要的初始值为式（４）中的Ｌ。Ｌ的初始
值由形态学边缘检测结果给出，如Ｐ１１与Ｐ２１点。当以
Ｐ１１和Ｐ２１作为初值点（像素级边缘点），在图７（ｄ）的直
线Ｌ１上选取Ｐ１１、Ｐ２１前后２０个像素点，得到图１０（ａ）、
图１０（ｂ）所示的一维边缘灰度分布曲线。选取的像素
点越多，Ｌ的拟合值越精确，但拟合时间越长，因此选
取２０个像素。ｒ表示灰度曲线由低到高变化的线段
斜率。Ｍ为灰度曲线最低处的值，Ｋ为灰度曲线最高
处与最低处的差值。图１０（ａ）的亚像素拟合位置为
Ｌ ＝ ２２ ０９，图１０（ｂ）的亚像素拟合位置为Ｌ ＝ ２１ ８２。
图１０（ｂ）中的灰度值进行了逆序。

在得到亚像素边缘点后，可得到更精确的凸台中
心线Ｓ。图１１给出了计算试样凸台距离的原理。

图１１中，每个凸台置于矩形框中，矩形框的位置
随凸台移动而移动。矩形框共有４个，左侧两个矩形
框距离Ｄ１，右侧两个矩形框距离Ｄ４。以左上角的矩形
框为例，凸台中心线距离矩形框上边缘的距离为Ｄ２，
则试样左右凸台的距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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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凸台上下边缘灰度分布与拟合图

图１１　 左右凸台中心线距离计算原理图
Ｄｌｅｆｔ ＝ Ｄ１ － Ｄ２ ＋ Ｄ３ （５）
Ｄｒｉｇｈｔ ＝ Ｄ４ － Ｄ５ ＋ Ｄ６ （６）

则试样标距为
Ｄ ＝（Ｄｌｅｆｔ ＋ Ｄｒｉｇｈｔ） （７）

３　 基于灰色预测算法的蠕变伸长率曲
线预测
３． １　 灰色预测理论原理

高温条件中，高温炉窗内、外热气流温度不同，密
度不均匀，形成微透镜效应，导致试样表面反射的光线
发生折射、偏转。热气流的无规则扰动引起试样边缘
检测结果的随机变化。灰色预测通过灰色模型（Ｇｒａｙ
Ｍｏｄｅ，ＧＭ）对原始离散数据进行处理和预测。灰色预
测方法对含有不确定因素、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与时
间有关的灰色过程进行预测。高温蠕变试验中，蠕变

曲线具有其自身规律，但热气流的扰动是未知的，引起
的边缘检测结果的扰动也未知。因此可将蠕变过程中
伸长率检测结果作为灰色系统对待。通过灰度预测理
论，利用有限的原始数据，对伸长率进行实时误差预测
和判断，能够减小高温气流扰动情况下的测量误差。

ＧＭ（１，１）中，定义一组测量数据：Ｘ（０）＝（ｘ（０）（１），
ｘ（０）（２），…，ｘ（０）（ｋ））［１９］一次累加生成序列：Ｘ（１） ＝
（ｘ（１）（１），ｘ（１）（２），…，ｘ（１）（ｋ）），其中ｋ ＝１，２，…，ｎ。

ＧＭ（１，１）的灰微分方程定义为
ｄ（ｋ）＋ ａｚ（１）（ｋ）＝ ｂ （８）

式中，ｚ（１）为邻值序列，表示为ｚ（１）（ｋ）＝ αｘ（１）（ｋ）＋（１
－ α）ｘ（１）（ｋ － １），α通常取０ ５。

记ｕ ＝ ａ[ ]ｂ ，Ｙ ＝
ｘ（０）（２）
ｘ（０）（３）


ｘ（０）（ｎ











）
，Ｂ ＝

－ ｚ（０）（２） １
－ ｚ（０）（３） １
 

－ ｚ（０）（ｎ）











１

，

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式（８），得到估计值ｕ　^ ＝ ａ　^

ｂ[ ]　^ ＝
（ＢＴＢ）－ １ＢＴＹ。对于连续时间函数ｔ，对应于式（８）的
白微分方程求解可得：

ｘ　^ （１）（ｋ ＋ １）＝ ｘ（０）（１）－ ｂ( )ａ ｅ － ａｋ ＋ ｂａ （９）
从而得到第ｋ ＋ １步的预测值：

ｘ　^ （０）（ｋ ＋ １）＝ ｘ（１）（ｋ ＋ １）－ ｘ（１）（ｋ） （１０）
通常建模维数取ｎ ＝ ４ ～ ６，考虑到高温情况下热

气流扰动对测量影响较大，取维数ｎ ＝ ６。
灰色预测算法用于试样标距计算的过程可分为下

列３个步骤：
①由式（７）实时计算试样标距Ｄｉ。
②当ｉ≥ｋ（ｋ ＝ ６）时，采用灰色预测算法预测下一

个值Ｄ　^ ｋ。
③将实际计算的Ｄｋ与预测值Ｄ　^ ｋ进行比较，当残

差大于σｉ，放弃该测量值，改用预测值放入队列；否则
保留测量值。
３． ２　 灰色预测理论结果判断标准

对于光学引伸计和灰色预测算法得到的数据，都
可以使用残差模型与光栅引伸计测得的数据分别比
较。两组离散数据的残差表示为ｑ （ｋ） ＝
ｘ（０）（ｋ）－ ｙ（０）（ｋ）。
相对误差：
ε（ｋ）＝ ｑ（ｋ）

ｘ（０）（ｋ）× １００％ ＝
ｘ（０）（ｋ）－ ｙ（０）（ｋ）

ｘ（０）（ｋ） × １００％

（１１）
平均相对误差：

εａｖｇ ＝
１
ｎ∑

ｎ

ｋ ＝ １
ε（ｋ）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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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实现蠕变伸长率的动态测量，在上述硬件及

算法的基础上，开发了高温蠕变伸长率实时测试软件
系统。该软件界面采用． Ｎｅｔ开发。为保证实时性，算
法部分采用ＯｐｅｎＣＶ库开发。利用． ＮＥＴ跨平台编程
技术将ＯｐｅｎＣＶ实时计算的数据发送给． Ｎｅｔ开发的用
户界面。

使用的试样材质为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０１镍基高温合金。该
材料在１０００ ℃时具有出色的抗氧化性和强度。可采
用光栅引伸计测量标准尺寸高温试样的凸台标距变
化，从而得到试样蠕变伸长率曲线。为了与光栅引伸
计测量结果比对，设计了带有两对凸台的试样，如图
１２（ａ）所示。

图１２（ａ）中所示试样，５０ ｍｍ标距的大凸台为光
栅引伸计测试时加持抱环所使用，１０ ｍｍ标距的小凸
台为光学引伸计测量使用。抱环的夹持方式如图１２
（ｂ）所示。由于光栅尺测量分辨率可达１ μｍ，因此将
两种引伸计测量数据进行对比，验证光学引伸计测量
精度。对１０ ｍｍ标距的测量原理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２　 本文设计的比对实验使用的高温蠕变试样
试样置于高温炉中，炉内温度由室温２０ ℃逐渐加

热上升到１０００ ℃。为了说明高温热气流对凸台标距
段测量的影响，分别测试了未加载砝码时２０ ℃和
１０００ ℃条件下的应变。图１３给出了时长２０ ｓ的测试
结果。

图１３　 在２０ ℃与１０００ ℃时静置试样应变测试结果

　 　 由图１３可见，未加载砝码时，在２０ ℃下，试样应
变未发生变化；而在１０００ ℃时出现波动，２０ ｓ的平均
应变值为０ ００２３％。两种温度下其他测试条件相同，
因此可排除周围环境振动等因素，该波动主要由热气
流波动引起。

图１４给出了在１０００ ℃下，由光学引伸计测量得
到的连续５个伸长率数据与灰色预测值对比。本系统
采样周期为１ ｓ，但是由于测量数据每秒波动过大，系
统每采集６０次求平均值后生成１个数据。以２４ ｈ蠕
变伸长率２０％计算，每分钟变形量不超过０ ０１３８％。
由于蠕变伸长率变化均匀，不会产生较大波动。如果
变形量过大，则可考虑是受到高温气流波动影响。第
５个测量点数值为１ １１８５％，比第４ 个点增长了
０ ０２４％。而第５个预测点数值为１ １０８１％，比第４个
点增长了０ ０１４％。由此，图１４中折线更加平滑，更
加接近于蠕变特性。

图１４　 灰度算法预测值与测量值对比
图１５给出了由光栅引伸计、本系统测量值以及灰

度预测算法测量的结果。同样光栅尺测量数据也为１
ｍｉｎ均值。由于蠕变测试时长几十小时，为得到更详
细的数据，图１５中选取了蠕变曲线中的１００ ｍｉｎ测试
数据。

图１５　 光学引伸计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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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１５（ａ）可见，尽管本系统对数据进行了１ ｍｉｎ
平均，但仍有测量点存在较大波动。图１５（ｂ）给出了
灰度预测算法平滑后的结果，去除了波动较大的部分，
如第４４ ｍｉｎ时产生的一个波动，使伸长率数据更接近
光栅引伸计的测量结果，明显改善了热气流扰动对光
学系统测量的影响。使用式（１１）和式（１２）分别计算
光学引伸计与灰度预测算法相对于光栅引伸计的平均
相对误差结果，平均相对误差由１ ２３４％ 降至
０ ９６６％，改善了测量精度。
５　 结束语

本文设计了高温蠕变测量系统，重点对高温蠕变
光学引伸计测量原理进行阐述。首先获取凸台轮廓，
再使用凸台顶点作为定位点，得到像素级边缘，最后使
用拟合法得到亚像素边缘和凸台中心线位置，给出了
凸台标距计算方法。为了消除高温热气流扰动对于测
量的影响，对测量曲线进行灰度预测算法平滑处理，测
量值具有更好的平滑性。与光栅引伸计测量结果相
比，灰度预测曲线的平均相对误差值小于直接测量值，
从而实现了光学引伸计测量非标准小试样标距段伸长
率的可测性，但是高温热气流扰动引起的测量误差的
消除方法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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