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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像相关技术 (DIC) 是一项光学测量技术，通过这项技术，可以对材料或结构的
变形、位移、应变进行全面的分析。DIC 技术在航空航天，国防和汽车等行业正在日
益普及，主要用于测试各种零件和材料的强度以及负荷响应。高速摄像机和各种软

件包正在帮助 DIC 扩展到新的应用领域，同时确保该技术能够提供优质的量化数据。 

DIC 技术可采用单台摄像机或多台摄像机，如果采用多台摄像机，这些摄像机必须先经过同
步，使其能够在不同的角度同步拍摄。采用单台摄像机将生成一幅二维图像，可用于分析伸
长率、拉伸强度或单平面失真。多摄像机系统在 DIC 中更为常用，它可生成三维图像，适用于
振动测试或多平面的畸变分析等领域的应用。在做 DIC 时，先在试样表面上标记一个特制的
随机散斑图案，然后记录并分析该图案的移动情况，以显示应变和位移区域。图 1（下一页）是
一个正在被跟踪的随机散斑图案例子，图 2（下一页）的例子说明了与应变和位移的测量值相
对应，是如何追踪的。 

尽管在物体上直接放置传感器的传统方法可以收集应变和运动信息，但 DIC 提供了一个更实
用的方法，并且该方法有诸多优点：

1. DIC 是一种非接触式技术，可避免额外的重量、电压偏动以及精细的传感器结合。 
2. DIC 可对一个区域内的多个点进行测量，能够提供比传感器更多的信息，且无需重复

测量。 
3. DIC 可提供适合工程用途的定量数据，包括绝对测量值，而不仅仅是相关数据。 
4. DIC 更节约时间，并可方便地与设计周期衔接。 

在众多苛刻的应用场合

中，相比传统使用传感器

的方法，DIC 能够提供更

多的定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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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苛刻的应用场合中，相比传统使用传感器的方法，DIC 能够提
供更多的定量信息，这使其成为一个强大的精确测量值收集解决方
案。尽管下面的每个例子都描述了不止一个的 DIC 优点 ，但它们主要
描述的是某个特定的优点。此外，由于应用范围广泛，这些例子重点
说明的是不同摄像机和软件的使用情况。

DIC 优点 1：非接触式技术
示例 — 测量旋转结构中的振动
测量旋转结构的振动数据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诸如压力计和加速
计等传统传感器必须使信号穿过电噪声集流环。此外，在不改变结构
移动方式的情况下，旋转结构上可以连接多少个物理传感器是有限
制的。对于这种类型的应用场合，使用传统的频率分析方法又会带来
更多的挑战，因为它需要测量系统的动态激励。而 DIC 是一种非接触
式技术，这让它非常适合在上述情况下收集振动数据。来自得克萨斯
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人员通过实验证明，结合专业分析技术使用 
DIC，可以收集旋转叶片上的振动数据并进行模态分析 (Rizo-Patron, 
2015)。 

研究人员使用两台 Vision Research Phantom Miro M310 高速数字
摄像机来捕捉图像。这两台摄像机在分辨率为1280 x 800像素时，每
秒最多可记录 3200 帧图像。实验中使用了 LaVision DaVis 8.2.2 软
件包对图像进行处理，另外还使用了易卜拉欣时域法 (Ibrahim Time 
Domain) 来确定振动频率，无需激发测量。

研究人员在一块由喷射或压缩空气驱动的 2 米长直升机旋翼上测量
了他们的方法，并在 900 RPM 的叶片转速下以 1,000 Hz 的频率捕捉
图像。以 60 微米或 0.006% 旋翼半径的准确度以及 7.2 毫米的空间
分辨率测量旋翼的平面外变形。测量结果显示，DIC 与高速摄像机以
及易卜拉欣时域法 (Ibrahim Time Domain) 结合使用，可以在实验中
有效确定旋转系统的模型参数。

DIC 优点 2：多测量点提供更完整的数据
示例 — 研究鱼的三维运动
DIC 可在生物和医学研究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它能够提供
传统技术无法提供的运动测量数据。来自中国苏州大学的研究人
员正在应用这一项技术，以便更好地了解鱼类的三维游动情况 
(Jiang, 2016)。研究人员在鱼身上标记了一个散斑图案，然后使用两台 
Phantom 高速摄像机采集鱼的游动图像。他们收集了 4096 幅图像，
并使用三维图像相关的数学模型，重建了鱼的三维形状、应变和游动
情况。与以前用于研究鱼类游泳的方法相比，DIC 提供了更完善的数
据，包括对鱼身上任何点的实时跟踪以及多于一个方向上的表面位
移。 

DIC 优点 3：定量数据 
示例 — 进行大规模分析和多向运动
使用传统传感器进行大规模分析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因为分析
需要占用很大的空间。此外，在不增加传感器或测试的情况下，可能
无法进行多向运动。DIC 技术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来自法国格勒诺
布尔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 DIC 进行全场分析，以研究木材框架结构
对地震活动的反应 (Sieffert, 2016)。这项分析的内容是在振动台上放
置一间全尺寸木框架房屋，使其受到模拟地震的冲击，然后捕捉该房
屋的全场位移。研究人员在收集全尺寸测量值的同时，必须权衡清楚
看到损伤所需的图像分辨率，并牢记执行动态加载需要用到大量的
图片。 

研究人员使用了一台高速 Phantom v641 摄像机跟踪运动，并使用 
Tracker 软件进行分析。为了获得最准确的 DIC 分析，他们使用了摄
像机的最大分辨率：2560×1600 像素，在这个分辨率下，一个像素相
当于房子墙壁上的 2.16 毫米。在每秒 150 帧 (fps) 的帧率下，如果 
Phantom CineMag 的内存增加 128g，每个信号就可保存 40g 的影
片。对于每一次模拟地震，研究人员采集了 7599 幅图像，并跟踪了将
近 4000 个像素。 

高速摄像机帮助数字图像相关技术施展其优势

图 1：图像中的标记点跟踪

图 2：变形后位移和应变图

图像由 C.Y.Chang、L.C.Chen、W.C.Lee 和 C.C.Ma. 提供。2015 年，“使用数字图像相关技
术测量全场变形和振动”。

图像由 C.Y.Chang、L.C.Chen、W.C.Lee 和 C.C.Ma. 提供。2015 年，“使用数字图像相关技术测量
全场变形和振动”。



研究人员还在结构上加装了接触测量设备，用以测量振动台的位
移。DIC 分析同时提供了 X 和 Y 方向上的位移，而接触式传感器无法
做到这一点。此外，DIC 技术还显示出填充材料内部存在缺口，并提供
了有关木材构件抗弯性能的信息，而这些情况如果不采用 DIC 技术
则无法观察到。研究人员最后得出结论，DIC 场位移测量数据能够为
填充式木框架提供有关抗震性能的直接证明。 

通过软件扩展 DIC 的适用性
基本DIC方法可与各种软件包结合使用，以便对广泛的专业应用
进行详细分析。例如，来自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的研究人员使用内部开发的软件和先进的DIC技术监测
某个机械装置是否工作正常 (Palaviccini, 2016)。用油漆标记传统散斑
图案可能会改变待分析组件的形状或质量，因此他们使用先进的激
光标记技术，在组件上添加基准点。保持光束散焦，同时激光设定值
小于计算的阈值，即可防止激光蚀刻或烧蚀材料。 

这些科学家修改了 DIC 软件，让它能够处理任意的形状。这样就可以
跟踪到组件表面的更大范围，从而提高分析的准确度。修改后的版本
被集成到一个装有 Phantom v1210 摄像机的自动化视觉系统之内。
例如，该系统可用于监测在制造厂的一个生产单元内工作的组件。

选择适合 DIC 的摄像机 
用于 DIC 的摄像机在获得的数据质量以及支持的分析类型上可能会
有很大差异，而 DIC 所支持的分析类型决定了哪一款摄像机最适合
用于对应的工作。通常用于DIC的散斑创建了图像效果很好的高对比
度视觉纹理图像，这些画质极佳的图像，是由保持高帧率和高画质
的摄像机，在高分辨率下拍摄的。在许多 DIC 应用场合，分辨率达到 
2-4 百万像素、帧率达到每秒数百帧 (fps) 的摄像机就能很好地胜任
这一工作。 

测量由快速现象导致的应力或者应变，比如撞击或者快速加载的情
况，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摄像机。例如，汽车制造商可使用 DIC 来更
好地了解金属门板对模拟真实世界情况的各种撞击类型有何反应。
这些应用类型需要一种能够快速成像的摄像机，以便捕捉快速变化
的散斑图案。研究撞击或快速加载情况时，可能需要权衡摄像机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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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系统和 DIC 软件：是否必要？  
系统集成商提供即插即用的 DIC 前后的空
格去掉 套件，这些套件不仅集成了摄像机、
软件和计算机，而且还可以将 DIC 前后的
空格去掉 结果与技术图纸、CAD 模型以及
有限元模拟关联起来。对于 DIC前面的空
格去掉 来说，集成系统至少包含一台或多
台摄像机以及专用的软件。大多数的 DIC
前后的空格去掉 软件对摄像机没有具体要
求，而集成商在完整的套件中只提供他们
认为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摄像机。由于摄
像机在提供核心数据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必须先去了解套件中包含哪些摄
像机，然后才能获得最佳结果。  

通过工作流程引导用户执行校准、图像采
集和数据分析，这些套件可以节省时间，使
执行过程更流畅。在经常使用 DIC 前后的

空格去掉 的工业环境中，既定的工作流程
对于实现持续的快速测量至关重要。尽管
完整的套件提供了这些好处，但它们的初
始成本较高。另一种选择是开始时只购买
摄像机。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能够开始
研究以2维点为基础的测量能力，而大多数
相机软件都包含这个功能。在熟悉了这项
功能之后，他们就可以投入资金购买更高
级的DIC处理软件，以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
所有集成商都提供“纯软件”的解决方案，
而一些集成商主要仅提供软件。  

集成商 DIC 软件
Dantec Dynamics Q-400-DIC Standard 3D

LaVision StrainMaster 2D/3D DIC

Image Systems TEMA DIC

Correlated Solutions VIC-3D

GOM ARAMIS

MatchID MatchID 2D/Stereo

Holo3 CorelliSTC

图 3：完整的实验装备



辨率，以实现所需的高帧率。对于这些应用场合，分辨率不高于 1 百
万、帧率达到每秒数万帧的摄像机也能很好地胜任。 

某些应用场合则需要速度极快的摄像机，例如用于了解新型仪表板
材料在不同道路状况下的可能振动幅度的振动测试。DIC 前面加空
格，后面的空格去掉可以在整个分析场内测量振动以及材料或零件
在各个位置对振动的反应。这些应用场合要求摄像机的成像速度必
须至少比接受测量的振动频率高两倍。也就是说，对于振动响应高达
数千或数万赫兹的高振动频率分析，取决于应用场合，需要使用成像
速度达到每秒数十万帧的摄像机。

照明也会影响适用于 DIC 前后的空格去掉的摄像机。如果接受分析
的材料是塑料或橡胶，则在温度升高时这些材料可能会融化或特征
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对实验样本照射强光可能会导致其在分析过程
中产生不同的反应。光敏度较高的摄像机可减少获得良好图像所需
的照明。另外还要注意的是，DIC 所需的长记录时间可能会产生大量

的数据。相机具有10G 的下载能力，并且能与采集和分析软件快速集
成，这有助于确保所有数据能够得到快速处理。 

DIC 输出和能力示例
南密西西比大学 (USM) 的研究人员使用三维 DIC 来评估商用橄榄球
头盔在美式足球常见的钝性撞击下所表现出来的性能。头盔放在一
张线形撞击台上，并戴在一个仿真假人头上。然后使用一个加压冲压
设备高速撞击头盔，以模拟钝性撞击。研究人员所使用的是Phantom 
Miro 310 和 Phantom v611相机，附带DANTEC DIC 软件。Phantom 
Miro 310 和 v611 都是 1 百万像素的摄像机。图 3（上一页）显示了完
整的 DIC 装备，图 4 显示了实验所使用的摄像机装备。 

图 4：实验中的 Miro 310s 摄像机设置 图 6：撞击导致的主应变视频 

图 7：撞击导致位移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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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帧率 3333 fps 的撞击视频

图像和视频由南密西西比大学的 S. Piland 博士 和 T. Gould 博士提供。

图像和视频由南密西西比大学的 S. Piland 博士 和 T. Gould 博
士提供。

图像和视频由南密西西比大学的 S. Piland 博士 和 T. Gould 博士提供。

图像和视频由南密西西比大学的 S. Piland 博士 和 T. Gould 博士提供。



头盔上覆盖了一个随机散斑图案，撞击由 Phantom Miro 310s 以 3333 
fps 的帧率进行拍摄。图 5 显示了撞击的慢动作视频。 

使用 DIC 前后的空格去掉算法的 Dantec前后的空格去掉 软件生成
了有关撞击所导致的主应变、位移和切向应变的相应视频。图 6、7 和 
8 显示了相应的视频。 

三维 DIC 为这项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关头盔抗钝性撞击性能的定量
数据，帮助研发人员开发出更安全的头盔。 

总起来说，DIC 可以提供有关应力、应变和振动的全场定量信息，这
些信息是其他技术无法提供的。只要配合正确的摄像机和软件使
用，这项灵活的技术就能测量各种应用场合下的快速变化，并且能
大大扩展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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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ISION RESEARCH 
Vision Research 设计并制造了：结合了在 DIC 测试中分析物体高速波动所需的光敏感度、图像分
辨率、采集速度和图像质量的  - 高速数字摄像机。Vision Research 是 AMETEK 材料分析部门旗下
的一个事业部门。 

Vision Research 提供了可满足行业需求的最广泛的摄像机产品系列，其中包括多用途的 
Phantom Miro 系列、v 系列以及高性能的超高速系列摄像机。Phantom Miros 是一款坚固耐用的
小型高速摄像机，配有 100、200 或 400 万像素 CMOS 传感器，安装方便，即装即用，可随时满足
用户的多角度拍摄需求。Phantom Miro Lab 系列专为实验室应用而设计，高速影像文件可以即
时保存在计算机上，以供查看和分析之用。微型 Miro N5 摄像机体积小巧，可装入物体内部，从而
获得更大的数据量，并且所生成的影像文件即时可用。Phantom UHS 系列提供最大每秒 25 Gpx 
的速度以及超高光敏度，适合用于性能要求极高的应用场合。 

所有 Phantom 摄像机都包含与第三方集成设备兼容的软件和硬件，使各种来源和信号的数据与
带有时间标记的结果更好的融合。

图 8：撞击导致切向应变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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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和视频由南密西西比大学的 S. Piland 博士 和 T. Gould 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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