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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定焦镜头和远心镜头的比较

成像技术是当今发展最快的科技之一，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日渐普及。这种变化在制造业最为明显，工业成像

应用正在赋能制造业，实现计量、瑕疵检测、机械手臂引

导和图码识别等关键功能的自动化。

市面上没有一只镜头可以同时满足上面提到的所有

应用场景。工业成像应用的多样性带来了全球镜头生产

的扩大，如今市面上的镜头型号有成千上万种。爱特蒙特

光学（Edmund Optics）已经设计生产出了 500 多种镜头，

并且每年还会推出新型号，旨在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工业

成像需求。

成像应用的环境参数，加上设定的光学性能，可以整

理成为一个参数表，参数表会在本系列的第二部分和第三

部分中详细介绍。在数千种独特的镜头型号中，只有极少

数（理论上只有一种）能够在给定的操作参数下，以最低

的成本提供与应用要求匹配的最佳性能。

找出最佳匹配镜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常见的做法是

将搜寻限制在几个参数（例如传感器尺寸、工作距离和视

场）中，并依靠基本的几何光学公式来选择合适的产品。

这种方法能选出“可以胜任工作的镜头”，但不一定是“最

适合工作的镜头”。最佳化匹配选型过程，在本系列文章

中称为“最佳镜头选型”。

针对镜头最佳选型，建议咨询您的镜头供应商。成像

工程师能为您提供最佳镜头选型建议，因为他们：

1. 对整个成像产品线有深入了解；

2. 可以从产品规格数据库中，找出镜头各种应用条件

下性能图表； 

3. 配备并熟练使用先进数据分析和仿真工具，能准确

和及时地处理上述规格数据。

我们将培训合格的工程师称为 Lens Advisor。选型过

文/ Gritsko Perez (古睿智)，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限公司亚洲区成像事业部 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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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会确认应用有关详细参数，这有助于 Lens Advisor 选型

的参数设定。

定焦镜头Vs 远心镜头

在大多数情况下，镜头选型的第一步是确定：是“定

焦镜头”（FFL）还是“远心镜头”（TL）最适合应用需求。

镜头选型

本文介绍了定焦镜头与远心镜头在设计、性能和应用方面的差异，为用户提供镜头选型

准则。

图1：定焦镜头的视场角, 可以看到视场角是发散角的状况 (AFOV > 0°)。

图2：远心镜头的视场角, 可以看到视场角几乎是平行的, 视场角接近0°。远

心镜头的视场角通常被称为远心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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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镜头在设计、使用和应用方面的根本差异。为了确

定要使用哪种类型的镜头，Lens Advisor 会确认待测工件

的几何形状和位置。待测工件即成像系统要检查的工件。

定焦镜头(FFL)与远心(TL)镜头的差异 ?
定焦镜头与远心镜头的基本差异是在视场角度上 , 图

1 和图 2 分别说明视场角的差别 , 可以参考附注 (1) 解释。

从图 1 和图 2 可以观察到：

1. 视场角对着光轴旋转，可以产生两个不同的 3D 外

型，定焦镜头会呈现一个椎状外形 (a)，远心镜头则会产

生一个柱状外形 (b)。这两个 3D 外型的内部，可以视为

物空间。

2. 视场可以视为 3D 外型在给定的工作距离下的横截

面。

图3：待测工件在定焦镜头中WD1（左）和WD2（右）的图像比对（WD1和
FOV1也在放在右图中以进行比较）。注意WD1和WD2待测工件图像大小之间

的差异。

 

图4：待测工件在远心镜头中WD1（上图）和WD2（下图）的图像比对（WD1
和FOV1也显示在图中底部进行比较）。注意待测工件在WD1和WD2图像大小

一样。

3. 因为定焦镜头下的视场角是一个锥状 3D 外形，视

场会因为工作距离增加而增加。

4. 远心镜头的视场角是一个筒状 3D 外型，当距离增

加时，视场保持不变。

上述的条件 3 和 4 ，是在应用中决定要选择定焦镜头

或是远心镜头的主要区别。

镜头选型应用上什么是关键差异点 ?  
简单地说，如果你的检测应用工作距离是固定的，定

焦镜头则是最经济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工作距离是变化

的，那么远心镜头则是更好的选择。

下面以一个案例，讨论使用齿轮作为待测工件样本，

该如何选择镜头。

将待测工件放在定焦镜头和远心镜头的两个不同工

作距离 WD1 和 WD2 上（分别是图 3 和 4），并观察待测

工件在成像面上的显示方式。

对于定焦镜头，FOV 随着距离而增加；而在使用远

心镜头时，FOV 保持恒定 (c)。待测工件是一个固定尺寸。

由于在物空间和像空间中，待测工件尺寸与 FOV 的比率

相同，因此观察到以下情况：

• 使用定焦镜头，待测工件图像尺寸随 WD 增加而减小；

• 使用远心镜头，待测工件图像大小保持恒定，与 WD (c)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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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心镜头的 FOV，会受镜头最前

端镜片直径大小的限制。 

因此定焦镜头会更适合于以下应

用场合：

1. 如果用于量测应用

a. 要检查的区域是一个平面的，

下面这个案例，ROI 是围绕在待测工

件的区域；

b. 工作距离是固定不变的。

2. 如果应用在缺陷检查或图像识

别中，则 ROI 可以是平面的或是非平

面的，并且 WD 可以是固定或是可变

化的，只要所观察的特征（例如缺陷、

条形码等）是可分辨的（3）。

定焦镜头适合的应用，包含但不

限于下列情况：

• 胶卷检查（例如，检测是否有划

痕和凹痕等损坏，或发现诸如颗

粒和污块之类的）

• 检查平面的金属表面（例如汽车零件，检测毛刺或其

他缝隙，见图 5 的案例）

远心镜头更适合计量学或其他应

用，特别在这些应用中，工件或特征尺

寸需要在成像平面中保持不变，而与工

作距离变化无关，例如：

1. 对表面非平面的图像式计量学

（例如尺寸、直径、点之间的距离等的

测量）（见图 6）；

2. 在可变工作距离条件下，对于

平面和非平面表面的图像式的计量学。

由于远心镜头与定焦镜头相比，

通常具有较小的系统对位误差，因此远

心镜头在尺寸测量精度要求的单一表面

应用中，也具有优势。

结论

确认适合您工业成像应用的是定

焦镜头还是远心镜头，是最佳镜头选型

工作流程的第一步。决定因素最重要的

是WD条件，进而扩展到ROI表面区域。

选择定焦镜头和远心镜头类型的经验

法则，在图 7 中进行了描述。

【备注】：

(a) 定焦镜头中的精确物空间几何形

状是圆锥形的视锥，但为简化起见，分析

使用镜头侧面的剖面部分。

(b) 由于图像传感器为矩形，因此视

场是矩形而不是圆形。为了简单起见，本

文也省略了此细节，但将在接下来的文章

中进行讨论。

(c) 在现实世界中，镜头远心度永远不

会为零，因此物方工件的成像大小和 FOV

也有些微变化，但对于此分析可以忽略不

计。

(d) 定焦镜头也可以进行多重平面计

量，但需要复杂的方法（例如结构光等），

这里不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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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远心镜头用于测

量步进齿轮。由于图像

中的物体尺寸和不会因

为工作距离变化而改

变，因此可以在多个平

面上做精确测量。(d)

图 5：定焦镜头应用对平坦金属表面做检查。由于在大

面积FOV中WD没有变化，因此使用定焦镜头更具成本

效益。如果使用远心镜头检查同一表面，会增加至少3
倍的建构和操作成本，且没有明显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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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定焦镜头与远心镜头选型流程图。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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