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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最初步开始。先从
左下角“开始”菜单栏进入“程序”
菜单。也可在桌面的快捷键开始。

后面的软件要用到这个文件夹。所
有的工作资料和处理过程都要存放在这个文件夹内。

我们统一在E盘的根目录下建立，以“日期姓名”的格式命名，如：
。

如右图，打开
“Option…”，出现对话框。选中：
20140505张三。视频和相片都存放在
同一文件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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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拍一段录像。注意
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未压缩格式的视
频体积很大。记录的帧数在100左右即
可。如果想用这段录像的做图像平
均，则在录制过程中光路条件不能
变。

当图像调整满意时，可以
再选取更大的尺寸，但要注意有可能
显示的环变得不是正圆，如果是这
样，则这个尺寸不能选。

按“Capture”拍照，帧数就是所
拍的张数。

透射式的拍10张，反射式的拍15-
20张。注意，为了能做图像平均，要
求在图像不变的条件下拍摄。

我们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960x720（YUY2）”。YUY2是一种未
压缩格式，图像质量最高。注意，会
出现两个“960x720（YUY2）”，

。

注意调整图像大小，保证能看到
8-10个完整的环即可，因为我们用的
是三点定圆的方法测量环的直径。

我们这里只有一架摄像
头。所以我们直接点“Connect”连接
摄像头。

这样就出现了摄像画面。不过我
们要进一步设定参数。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 4/11 -

从左下角“开始”菜单栏
进入“程序”菜单。也可在桌面的快
捷键开始。

如右图，定位图片位置，然后选
图片，按“Shift”键连选，或按
“Ctrl”键点选。

由于拍摄光强不够，图片上呈现出随机分布的细小颗粒。对于某个像素点来说，如
果拍摄对象条件不变，它的输出应围绕着某个固定值上下随机起伏，我们处理随机干扰的
方法就是多次测量取平均。显然，我们对图片的随机噪声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处理。

有很多软件都有这个功能，Image Stacker就能完成这一功能，这个软件的使用比较
简单。但是用Image Stacker平均后的 ，不适合用“VISIO”读图，必须
进行再处理，下面会详细说明。如果用其他软件处理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选中平均功能，按“开始”
按钮即可得到结果。请与单幅图像比
较。

对于50Hz纹影干扰，取足够多的
图片平均也能减轻干扰。

把平均后的
图像插入到软件“VISIO”中，就会发
现图像缩小了。这是因为图像分辨率
提高了（见右图说明），而“VISIO”
不是按像素点建图像的。办法是用软
件“画图”把其另存为png、tif等格
式。因为“画图”是按像素建立图像
的。

“平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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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J是一个基于 java 的免费图像处理软件，不用借助其他软件就能完成各种图
象处理，操作简单、快捷，开放性强。能够显示、编辑、分析、处理、保存、打印8位、
16位和32位的图片，支持多种图片格式。除了基本的图像操作，比如缩放、旋转、扭曲、
平滑等外，ImageJ 还能进行图片的区域和像素统计，间距、角度的计算，创建柱状图和
剖面图，进行傅里叶变换等。

在这里，我们仅用其中的两个功能。来体验一下图像平均和特征提取的方法和结果。
已用过Image Stacker平均处理的可以跳过图像平均这节，直接看“屏蔽平滑分量”。

打开ImageJ，打开输
入，如右图。

选中第一张图像后确定，出现
对话框。

修改输入图片的
数目，例子中是10张。确定后会再
出现一个对话框，问是否要输入视
频文件。

按取消键后，ImageJ
就输入了10张图片。可以看到图片
窗口的底部有滑动杆，可以选看图
片，最后输入的图片排在最前面，
就像是从底部往上堆起来一样（堆
栈）。

请先把要处理
的图像文件单独放入一个文件夹
中。因为ImageJ是把图像全部读入
的，所以要把透射牛顿环和狭缝等
无关的图像分开。但可以把要处理
的视频文件一起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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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右图顺序点开：Image> 
Stacks> Z Project…

在对话框中选强度平均，如下
图。确认后出现新的图片窗口，可以
看到图片噪声小了很多，新命名后保
存。用Image J 处理后的图像没有分
辨率变化的问题。

对视频也可以仿此处理，因为帧
数多很多，效果会更好。

调入已平均的图
片，如图打开菜单，点“Unsharp 
Mask...”。出现对话框，请自行调节
参数，一般只要调第一个框内的即
可：1-5。命名另存。对透视牛顿环图
像做处理效果更明显。

3pixels的结果。如果把这两种处理的次序换一下，效果会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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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自己的工作文件夹，在文件夹中右击，弹出菜单，选择：新
建 > Microsoft Office Visio 绘图.Vsd，点击，建立新文件“新建
Microsoft Office Visio 绘图.vsd”。

然后把文件重新命名，如： 。

Visio是Microsoft Office软件系列的单独产品。VISIO程序一经面世就取得了极大
的成功。1999年，微软公司并购了VISIO公司，然后发布了Microsoft Visio 系列产品。
它的风格和Microsoft Word 、Microsoft Excel等一系列产品很相象，它们的操作方法是
一致的，所以会用Word 、Excel就很容易学会Visio。

Visio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业绘图软件之一，它可以帮助用户创建业务流程图、软件
流程图、数据库模型图和平面布置图等等。因此不论用户是行政或项目规划人员，还是网
络设计师、网络管理者、软件工程师、工程设计人员，或者是数据库开发人员，Visio都
能在用户的工作中派上用场。

在本实验中，我们学习用Visio中的图形测量工具来测量牛顿环的尺寸，希望经此过
程后，对Visio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能够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借助于它，提高自己的工
作效率。很多同学是第一次接触Visio，所以开始的几步我们尽量叙述的详细些，做到根
据本手册就能上手。

双击打开，出现对话
框。什么模板都不选，选“取消”
键，出现空白页。在文件菜单中找到
页面设置，把页面调整“横向”。

插入的方式与word文
件一样。

菜单：插入 >图片，找到要测量
的图片插入，如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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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着把鼠标符
移到在牛顿环上，来回滚动鼠标上的
滚轮，画面应能够迅速变大变小。

这个功能便于精准定位。在后面
的测量中 这个功能。

如果不能，则进入菜单： 工具 > 
选项…，出现对话框，如右图所示。

Visio为了能快速对
齐，设置了多种捕捉功能。但我们要
平滑的定位，所以必须关闭所有捕捉
功能。

开机时默认是打开。只要点击最
左侧两个即可关闭或激活，这是两个
组管理按钮，还要关闭栅格功能。

，这样就能
显示圆心和手柄点。利用这个特点，
我们可以检查圆的同心度。

Visio有很多功能
是用不同的“形状”模板来实现的，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如右图，点图标“形状”打开菜
单，选择两个模板“绘图工具形状”
和“尺度度量-工程”。

可以看到左侧形状窗口中有很多
画图工具。

这样，我们的工作环境就设置好
了。

这两个图标管理捕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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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测量工具可以用，
但是最好的方法是每个定位点能独立
操作而互不影响。这样操作区域就能
极度放大而精确定位。只有3点定圆法
能做到这一点。

在左侧形状窗口，打开“绘图工
具形状”。

如右图，我们取3点定圆。点中把
它拖到牛顿环页面上即可。下面我们
还要设置这个圆的参数。

我们要设定一个便
于应用的圆环。

如右图，圆的大小由3个点决定，
但不能有遮盖，就是说只能有线条出
现。

因为要在牛顿环图上操作，应
该先把牛顿环图的参数全部固定住。

点击一下牛顿环图，激活。特征
是边缘和四角出现绿色线和小方块。
然后右击弹出菜单，如右图所示。

打开“保护...”，可以看到可保
护的项目很多，选择全部即可。

注意，单位是关于
标尺的，与图片实际尺寸无关。牛顿
环的实际大小要通过测量已知标尺来
计算。 特别注意，给出的是
而不是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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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右图，在选中圆的条件下，
打开填充功能，选“无填充”。这
样，圆就透明了，变成了圆环。

为了使线条突出，还可以使线条
宽点，颜色突出点。其操作方法与
Word中完全一样，这里就不再详述
了。

我们就以此圆环为基
本单元，开始定位，建议先从第10环
开始，注意，中心是第0环（0级干
涉，n=0）。

为了对比凸透镜接触点的压缩
量，中心第0环的直径也要测量。

我们强烈建议用“拖曳复
制”的方法，即：按住“Ctrl”键 > 
选中圆环拖动 > 松开圆环 > 松开
“Ctrl”键。这样又生成一个圆环，
再次定位。如此反复，一环套一环。
我们就得到了如右图的形状。

因为外圈间隔很密，也可以把定
好的圆圈保护起来，但是要选择保护
项目，不能全选，否则就不能选中复
制了。

测定标尺宽度的工具不在“绘图
工具”的模板中选，请见下页的操作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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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尺的最小刻度见课
本。我们通过测量标尺图像刻度的宽
度来标定光学放大倍数。

先把标尺图像插入新页，保护起
来。

如右图选取模板和工具。注意调
节手柄的功能。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杨文明
2014-04-25

先建立新页。菜单：插入
>新建页（不是重新打开VI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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