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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光电测距仪的周期误差和相位不均匀性误差

徐前徽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光电工程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39号 , 430070)

摘　要　论述了测距仪周期误差及相位不均匀性误差的性质 ,分析了这些误差对距离测量的影响 ,给出了实

验结果 ,提出了改进有关误差检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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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相位式光电测距仪的测距误差基本上可以划

分为固定误差和比例误差两大类。近年来 ,国内外

不少资料对这两类误差的含义及检测方法作了比

较详细的介绍 ,有关检定方法也对它们所涉及的

内容和检测方法作了相应的规定。但随着国内外

市场上测距仪 (含全站仪 )的品种不断更新 ,测距

作业和数据处理方法的逐步改进 ,又陆续暴露出

一些新的矛盾。原有理论已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

解释 ,有关检定方法中定义的误差内容与现行作

业中使用的测距仪的实际情况也有明显的出入。

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讨论这一问题 ,并提

出改进有关误差检定方法的建议。

2　关于误差的归类

有关检定方法将测距误差中的比例误差定义

为与所测距离成正比变化的误差 ,包括光速误差、

大气折射率误差和精测频率误差等。同时定义固

定误差是与所测距离的长短无关的误差 ,包括加

常数误差和测相误差等。同时 ,绝大多数有关文献

把周期误差和光束调制相位不均匀性误差 (被称

为“照准误差” )归于固定误差之中。这些文献均未

涉及周期误差与被测距离的关系。而对于光束调

制相位不均匀性误差的归属问题 ,有的文献未作

明确说明 ,而另一些文献则统统将其划到固定误

差之中。作者认为这些划分方法不完全符合现实。

3　周期误差的性质和归属

假设信号通道内的被测信号为 es= Es sinHs ,

各种窜扰等效到该通道的窜扰信号为 ei =

Ei sinHi ,由于窜扰信号的影响 ,使被测信号 es的

相位hs会产生一个附加的相位差:

ΔH tgΔH= ( Ei /Es ) sin(Hs - Hi ) ( 1)

这就是周期误差产生的总根源 ,因为周期误差

ΔS = ΔHLs /2π ( 2)

式中 ,Ls为精测尺长。

3. 1　电窜扰引起的周期误差

在式 ( 1)中 ,如果 ei= Ei sinHi 是由电窜扰引

起的 ,因为仪器内部电子元器件的老化变质是一

个渐变过程 ,只有电池电压的变化稍快一些 ,但由

于仪器内部总是经过电源变换或稳压后才供给电

路的 ,它对 ei的影响很小。这就使得窜扰信号的

幅度 Ei和相位Hi 的变化都很缓慢 ,而且变化的

总量不大。同时 ,这些原因引起的 Ei和Hi的变化

规律都不受被测距离变化的影响。所以 ,在不同距

离上施测时 ,电窜扰引起的周期误差与被测距离

无关。

3. 2　光窜扰引起的周期误差

与上述情况相比 ,光窜扰引起的周期误差就

大不一样了。除了现已停止生产的在物镜前端加

手动光栏式衰减器的极少数测距仪外 ,绝大多数

测距仪都是在紧靠光电探测器 (雪崩光电二极管

或 PIN光电二极管 )光敏面的前端加自动减光装

置。因此 ,无论是采用密度渐变的镀膜式减光、网

格镀膜式减光还是液晶盒减光 ,在不同距离测量

时 ,进入光电探测器的总功率变化都不大 ,从而使

光电探测器输出的被测信号 es的大小基本恒定。

而总功率中的光窜扰信号在进入减光装置之前 ,

其大小基本不变 ,但在不同距离施测时 ,自动减光

装置的光衰减量变化很大 ,有的达到 2～ 3个数量

级。因此 ,这种光窜扰穿过自动减光装置再经光电

探测器产生的窜扰信号 ei 的变化就很大:远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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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 ,光衰减量很小 ,光电探测器输出的窜扰信

号 ei 就比近距离测量时大得多 ,它所产生的周期

误差就会很明显。这就是光窜扰引起的周期误差

随距离增大的真正原因。

3. 3　周期误差的归属

根据上面的分析 ,电信号窜扰引起的周期误

差与被测距离无关 ,属于固定误差部分 ;而光窜扰

引起的周期误差的幅值随被测距离增大而增大。

这是定性的结论。

要推导出光窜扰引起的周期误差与被测距离

之间严格的定量关系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在某一

被测距离上光信号的大小涉及到发射光束的发散

角、反射镜的发散角、光束横断面内能量的分布规

律、大气散射情况等复杂因素。在这诸多因素中 ,

有的是可以估计和测试的 (如光束发散角 ) ,有的

就很难定量描述 (如光束横断面内能量的分布 ) ,

还有的甚至无法掌握 (如大气散射的确切规律 )。

同时 ,光窜扰的每一个具体途径和窜扰光量的大

小无法一一确定。所以 ,只能用实验方法大致测

定 ,而很难用数学模型来描述这一误差与距离的

关系。

图 1为某台 RED2A测距仪在 30～ 40m距离

上检测其周期误差的结果。其中曲线 1是收发物镜

全部敞开时测得的周期误差曲线 ,经计算得出周

期误差的幅值为 0. 8mm;曲线 2为接收物镜加罩

一个H4的光栏 ,接收光斑取样相当于被测距离为

300m左右时的情况 ,此时周期误差的幅值为

1. 5mm;曲线 3对应于光栏直径为H1. 5,就接收光

斑而言 ,相当于被测距离为 820m左右 ,其周期误

差的幅值为 2. 6mm。

图 1　模拟不同距离时的周期误差

Fig . 1　 The Cycle Er ro r on Hypo theses

o f Different Measur ement

另外 ,根据文献 [3 ]给出的不同距离上周期

误差的实测结果 ,即 100m左右的周期误差为

3. 5mm , 1 455m左右的周期误差为 15mm ,采取

措施消除光窜扰后 ,周期误差降至 3. 5mm。以上

两种形式的测量结果 ,不但说明部分测距仪除存

在电窜扰引起的周期误差外 ,还较为明显地存在

着光窜扰引起的周期误差 ,而且后者大体与对应

的被测距离成正比。

4　光束调制相位不均匀性误差与被
测距离的关系

4. 1　光束调制相位分布不均导致测距误差

20多年来 ,广泛用于光电测距仪的红外发光

二极管和红外激光二极管 ,尽管经历了几代产品

的改进 ,但由于制造工艺十分复杂 ,其光束调制相

位的不均匀性仍然普遍存在。而且 ,就远场图样的

相位分布来看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其一 ,测距仪生产厂家在仪器生产过程中 ,无

疑对该器件经过了认真的挑选 ,并对整机进行了

精心的调试。因此 ,一般说来 ,出镜光束的中心部

分 (即光轴附近 )的相位分布比较均匀 ,但也不一

定光强最大的部分对应的相位梯度就肯定最小 ,

故通常不宜采用电照准的方法进行测距。其二 ,就

目前国内常用的测距仪 (或全站仪 )而言 ,不论是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因生产厂家不同 ,都可分为收

发异轴的双镜头型、左右两半圆 (或上下两半圆 )

收发分开的单镜头或中心发光而周围环状接收的

单镜头结构等等。由于出镜光束的形状、大小各不

相同 ,因此 ,随着被测距离的变化 ,接收光斑在发

射光束中对应的位置和相对大小就各不相同。加

之发射光束横断面上的相位分布因器件而异 ,而

且与注入的正向电流大小有关 ,故作者对不同厂

家生产的多只红外发光二极管测量其等相位分布

曲线时 ,所得到的各相位分布图差别很大 ,没有任

何相同之处。这就使人们很难找出一个数学模型

描述出不同距离所对应的相位不均匀性误差的准

确关系来。但不同的相位分布导致不同的测距误

差 ,这一点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4. 2　相位不均匀性误差与仪器结构的关系

如果仪器是用物镜中心H15的部分发射光

束 ,周围H15～ 50的环形部分接收反射光 ,同时假

设发射光束的发散角为 4′,角反射镜的直径为

H80,附加发散角为 1～ 3″而忽略不计 ,那么 ,在被

测距离大于 21. 5m以后 ,接收物镜就不可能接收

到全部反射光束 (如图 2所示 )而逐步产生因在光

束横断面上不同取样而产生相位不均匀性误差

(表现为测距误差 )。被测距离大于 56m以后 ,到

达镜站的光束横断面就会大于反射镜面积 ,这就

不仅存在接收物镜对光束的取样问题 ,同时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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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反射镜对光束的取样 (如图 3所示 ) ,相位不均匀

误差就变得更为复杂。在一定范围内 ,被测距离增

大时 ,取样变化越来越大 ,由此而产生的相位不均

匀性误差也会越来越大。

图 2　接收物镜接收全部反射光束

Fig . 2　 The Lens Receiv e the Whole Ligh t

Beam from Reflecto r

图 3　接收物镜对反射光束取样

Fig. 3　 The Lens Receiv e the Sample Light

Beam from Reflecto r

对于另一种情况 ,如果仪器是收发异轴或左

右两半圆收发分开的结构 ,收发物镜的面积一样

大 ,则被测距离从零开始就存在接收物镜对光束

的取样问题。至于反射镜对发射光束的不同取样 ,

有的从零距离开始 (反射镜直径不大于 2倍发射物

镜直径时 ,如前者为 H80,后者为 H50,最多也是

从 35m左右开始 (对应于较小的发射物镜 ,如 H0;

较大的反射镜 ,如 H110)就存在了。也就是说 ,这

两种结构的测距仪 ,同样存在因被测距离不同而

引起相位不均匀性误差变化的问题。

4. 3　光束调制相位不均匀性误差的性质

根据上面的分析 ,相位不均匀性误差在一定

的范围内随被测距离而变。观察实验结果 ,在图 1

中 ,除了周期误差随距离变化外 ,曲线 2(对应于

300m左右距离 )相对于曲线 1(对应于 35m左右

距离 )平移了 5. 3mm ,曲线 3(对应于 820m左右距

离 )相对于曲线 1平移了 8. 6mm ,这两个平移量

(ΔS )就是因接收光斑取样不同引起的相位不均

匀性误差。它随被测距离增大而增大。

另外 ,将一台 SET2C-Ⅱ的实测结果示于图

4。它是一台左右分开收发的单镜头式全站仪。图

中曲线 1对应于收发物镜全部敞开 ,被测距离为

17. 4～ 22. 4m;曲线 2为接收物镜加罩一个 H4的

光栏 ,相当于被测距离为 174m左右的取样 ;曲线

3是接收物镜光栏为 H1. 5,即被测距离相当于

464m左右的误差曲线。观察 3条曲线 ,发现其周

期误差均不明显 ,而且变化不大 (周期误差的幅值

均小于 1mm) ,说明它内部的电窜扰和光窜扰都

很小。但曲线 2相对于曲线 1平移了 1. 2mm,曲线 3

相对于曲线 1平移了 2. 9mm ,即相位不均匀而引

起的测距误差同样呈现出随被测距离增大而增大

的规律。

图 4　模拟不同距离时光束调制相位不均匀性误差

Fig . 4　 The Er ro r o f Unshapely Pha se on

Hypo th eses o f Differ ent Measurement

顺便指出 ,由于图 1、图 4的检测结果均是在 17

～ 40m的近距离上得到的 , 只是采用光斑取样来

模拟不同的被测距离 ,因此 ,可不考虑比例误差的

影响 ,曲线的平移主要是由光束调制相位不均匀

误差所致。

另一方面 ,因为一个发射光束传播距离足够

远时 ,光斑就会很大 ,反射镜或接收物镜在光斑内

所占面积的相对比例就很小。此时 ,随着被测距离

的变化 ,不同取样面所对应的相位差当然会减小 ,

因此 ,被测距离增大到一定程度 ,例如 1km以上

(此时光斑直径已大于 1m ) ,该项误差的变化将明

显趋缓。对此 ,文献 [2]提供的实验结果可以说明

问题。

5　建　议

从以上分析和实验结果可知 ,测距仪内部的

电窜扰引起的周期误差与被测距离无关 ,属固定

误差 ;而光窜扰造成的周期误差的幅值随被测距

离增大。光束调制相位不均匀性误差在测程为几

百米范围内具有比例误差的性质 ,而被测距离大

于 1km以后 ,这种误差的变化趋于缓和 ,逐步向

固定误差转化。为此 ,作者建议:

( 1)在适当的时候 ,对有关检定方法进行必要

的修改 ,把周期误差和光束调制相位不均匀性误

差在不同情况下的真实属性和检测方法反映到其

中去。

( 2)测距仪 (含全站仪 )检定部门或使用者在

检测仪器的周期误差时 ,可以用加罩接收光栏的

办法模拟较长距离时的信号强度和光斑取样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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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仪器是否存在光窜扰引起的周期误差和光束

调制相位不均匀误差。如误差确实存在 ,而且比较

明显 ,则应分别将实际距离和模拟的不同距离所

得上述两项误差的不同部分归入比例误差和固定

误差中去 ,以反映仪器误差的真实情况。模拟距离

S的参考计算公式为:

S = S0D /d ( 3)

式中 , S0为测量周期误差时的平均距离 ; D为接收

物镜直径 ; d为接收物镜加罩的光栏直径。

致谢: 本文所涉及的实验工作得到了我校仪

器检定室各位老师的帮助 ,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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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ycle Error and Error of Unshapely

Phase with Photoelectric Ranger

Xu Qianhui
( School of Pho toelect ric Engineering ,W TU SM, 3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quali ty of cycle erro r and erro r for unshapely phase wi th pho to-

elect ric ranger are discussed. The impacts o f afo resaid erro rs on measurement a re ana lyz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 ts are also giv en. Then the suggestion about the improving the testing

o f error is giv en.

Key words　 cycle error; er ro r o f unshapely phase; propo rtional er ro r; method of testing

会 议 消 息

1997年 11月 4日至 7日将在武汉召开东亚和西南亚地区“现代地壳运动与减灾”研

讨会 ,旨在加强地区科学家的联系与合作 ,促进区域大地测量研究。届时也欢迎欧洲、

美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参加研讨会。会议主题如下: ( a) V LBI, SLR, G PS测量与地

球物理学 ; ( b)岩石圈的应力、重力、大地水准面起伏和长时期动力学 ; ( c)人卫测高与

平均海平面变化 ; ( d)垂直地壳运动与高程数据 ; ( e)地震与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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