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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TDI 摆扫航空相机镜筒扫描控制系统

响应速度的方法

党　莹1　李友一1　翟林培1　李兴华1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长春市人民大街 140号 , 130022)

摘　要:提出了一种速度给定系统模型 ,并给出实现该系统的电路图 , 用来解决控制系统在用模拟电路实现

时 ,由于给定值扰动 , 使放大器饱和所导致的系统实际放大倍数降低 , 从而减慢系统响应速度的问题。通过仿

真试验和在 TDI 摆扫航空相机中的应用试验表明 ,采用本文所述系统有效地提高了相机镜筒扫描速度系统

的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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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 TDI摆扫航空相机的成像质量主要由前

向像移大小和像元积分时间的均匀性两方面因素

决定。其中 ,像元积分时间的均匀性主要受两个方

面因素的影响:①相机载体 ,如飞机的滚动角速度;

②相机镜筒扫描速度的平稳性。为了保证像元积

分时间均匀 ,相机要求在镜筒扫描速度进入稳速段

时开始摄像。由于相机摄像周期由摄像准备时间

和摄像时间两部分组成 ,而摄像准备时间包括镜筒

扫描速度控制系统的过渡时间 ,速度控制系统的快

速性越好 ,其过渡过程越短 ,也即镜筒扫描速度到

达稳速段的时间越短 ,相机摄像时间越长 ,使相机

视场相对扩大 ,进而保证相机拍摄到相对多的图像

信息。因此 ,提高镜筒扫描速度控制系统的响应速

度对保证相机视场有着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 ,为了保证 TDI 摆扫航空相机镜筒

扫描速度控制系统有足够的精度且不超调 ,通常

采用比例环节加纯积分环节 ,同时加入微分环节 ,

旨在提高系统响应速度。但是 ,由于用模拟电路

实现速度控制系统时 ,放大器具有输出饱和现象 ,

当由于速度给定值发生扰动使放大器输出饱和

时 ,系统的实际放大倍数降低 ,从而减慢了系统的

响应速度 。可见 ,要想提高系统的快速性 ,必须抑

制扰动 ,以限制放大器输出饱和现象的发生 。为

此 ,需在系统输入环节加一速度给定系统 ,以实现

该功能。

本文给出了速度给定系统的数学模型 ,并给

出实现电路 ,通过仿真试验和在 TDI 摆扫航空相

机中的应用试验 ,对系统进行了印证。

1　基本原理

TDI 摆扫航空相机镜筒扫描速度控制系统框

图如图 1所示 。图中 , vi 为速度给定值;vf 为速

度陀螺反馈值;PID为比例 、积分 、微分控制电路;

v 0为系统输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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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DI 摆扫航空相机镜筒扫描速度控制系统

Fig.1　Draw tube_Scan_Velocity Control Sy stem fo r

TDI Pendular Aeronautical Camera

　　由图可见 , PID输入为 v i-v f ,当 v i 受到扰

动时 ,实现 PID控制电路的放大器会出现饱和现

象 ,从而使系统实际的放大倍数降低 ,减慢系统的

响应速度 。

为抑制扰动对速度给定值的影响 ,在图 1中

加入具有比例积分形式的速度给定系统 ,此时 ,控

制系统框图如图 2所示 。其中 , v i0具有如下数学

模型:

v i0 = vi +Cexp(-K t/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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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加入速度给定系统后的镜筒扫描速度控制系统

Fig.2　Draw tube_Scan_Velocity Control Sy stem with Given Velocity

System for TDI Pendular Aeronautical Camera

式中 , vi 为镜筒扫描速度;K 为比例系数;T 为积

分时间常数;C为常数 。

为了保证快速响应 ,需要 K 值较大。但是 ,

在采用较大的 K 值时 ,会降低系统的抗干扰性。

因此 ,当系统存在干扰时 ,加入抗干扰环节 ,使系

统带宽降低。抗干扰环节的数学模型为:

d0 =
a , |v i0|>|v R |

0　, 　其他
(2)

式中 , a为抗干扰常数。

加入抗干扰环节后速度给定系统的数学模型

为:

v 0 = vi -d 0 +C1exp(-K 1 t/ T 1) (3)

式中 , K1为加入抗干扰环节后系统的比例系数 ,且

K 1<K;T 1为加入抗干扰环节后系统的积分时间

常数 ,且 T 1<T ;C1 为加入抗干扰环节后的常数。

上述系统模型用图 3所示电路实现。图中 ,

R 1=R 2=R 3=10kΨ;R 4=100Ψ;R 6 =R 7=

10kΨ;R 5=R 8=R 11=10kΨ;R 9=R 10=R 12

=R 13=5kΨ;C=6μF。

图 3　实现速度给定系统的电路图

Fig.3　Circuit for Implementing Given Velocity System

　　由图 3可知 ,速度给定的系统模型 ,即式(1)、

式(2)中的各参数分别为 K =102 , T =120ms ,

K 1=22.5 , T 1=60ms , a=0.294 1。

选择较大的 K 值是为了保证电路过渡过程

短 ,输出速度 vi 0上升快 ,当由于外界干扰使输出

速度 v i0出现超调时 ,又可以保证电路对该超调的

快速反应 ,即使 vi 0 > v R 。此时 ,电路中加入

抗干扰电路 ,使电路中第一级放大器的输出不饱

和 ,即限制 K 值所产生的比例作用。 K 1 、T 1 所

起的作用是减小输出速度 vi 0的超调。

2　试验结果

2.1　速度给定系统的仿真试验

设系统的输入信号为:

v i = s +n (4)

式中 , s 为单位阶跃信号;n 为符合 i.i.d.(inde-

pendent identified distribution)的噪声信号 。在系

统无干扰的情况下 ,即 n =0 时 ,系统输出曲线如

图 4所示 。

图 4　系统无干扰情况下的输出曲线

Fig.4　Output of Sy stem Without Disturbance

　　系统在有干扰情况下 ,未加入抗干扰电路时 ,

系统输出曲线如图 5所示 。

系统在有干扰情况下 ,加入抗干扰电路时 ,系

统输出曲线如图 6所示。

由图 4可见 ,系统在无干扰情况下 ,速度给定

系统的稳定时间为 6ms ,满足快速响应的要求;图

5中的曲线所反映的系统最大超调量为 0.996 ,而

图 6中的曲线所反映的系统最大超调量为0.476 ,

与前者相比 ,超调量减少了约 1/2倍。这表明 ,系

统在有干扰的情况下 ,加入抗干扰电路后系统的

输出与未加入抗干扰电路时的系统输出相比 ,其

快速性不变 ,但其抗干扰性优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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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系统有干扰情况下未加入抗干扰电路时

的输出曲线

F ig.5　Output o f System Without Disturbance Resitance

Circuit Under Disturbance Circumstance

2.2　速度给定系统在相机镜筒扫描速度控制系

统仿真模型中的试验

镜筒扫描速度控制系统仿真模型框图如图 7

所示 ,在系统中加入给定速度系统的试验曲线(实

线)和未加入给定速度系统的试验曲线(虚线)如

图 8所示。图 8 表明 ,在系统中加入给定速度系

统后 ,系统快速性提高。

2.3　速度给定系统在相机镜筒扫描速度控制系

统中的应用试验

在相机镜筒扫描速度控制系统中 ,加入速度

给定系统与未加入速度给定系统的系统响应相

比 ,经实测 ,其过渡时间减少了 125ms。

图 6　系统有干扰情况下加入抗干扰系统时

的输出曲线

Fig.6　Output of System with Disturbance Resitance

Circum tonce Under Disturbance Circumstance

3　结　语

本文设计的速度给定电路具有抗干扰性强 、

响应快的特点。将其应用于 TDI 摆扫航空相机

镜筒扫描速度控制系统中 ,能够有效地提高速度

控制系统的响应速度 ,减少相机摄像准备时间 ,从

而保证相机具有相对较大的视场。

　v i0　+※ 
←

※ 2/(0.2s+1) ※ (0.2s+1)/(0.000 9s+1) ※ 1/ 0.2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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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仿真用速度控制系统框图

Fig.7　Velocity Control System for Simulation

图 8　无给定速度系统时与有给定速度系统

时的输出曲线

Fig.8　Output of System Without Given Velocity

System and Tha t w ith G iven Veloc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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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nal step is t riangulation between two contours.For similar adjacency contours ,we seg-

ment the space between them into smaller sections based on the matched corners.For each smaller

section , any triangulat ion algorithms can be used but here we use a simple and quick method.Dur-

ing t riangulating , the algorithm decides the nex t triang le on the basis of keeping the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s of the dots not used on tw o contours in accordance w ith that of total numbers.

This algo rithm distributed the task of t riangulation betw een two adjacency contours into sev-

eral smaller sections of them.Because of the corners' matching , a simple and quick triangulation

could be used.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visual effect of our method is basically acco rd with that

of no rmal global optimizing methods ,but much less time is needed.So our method is ef 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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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to Improve Response Speed of Drawtube_Scan_Velocity
Control System for TDI Side_Glance Aeronautical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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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improve response speed of draw tube_scan_velocity control system is a key point for

TDI pendular aeronaut ical camera to increase the imagery time and obtain relatively large viewing

field.A mathematical model of given velocity sy stem which w as used to limit saturated zone of

amplifier in analog ci rcuit w as given , as w ell as the circuit fo r implementation ,because the saturat-

ed zone is one of the majo r reasons for declination of cont rol system' s practical amplification that

results in decrease of response speed fo r the draw tube_scan_velocity control system.The proposed

approach w as tested in simulation and TDI pendular aeronautical camera.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ponse speed of the draw tube_scan_velocity control system was effectively im-

proved.

Key words:TDI pendular aeronautical camera;draw tube_scan_velocity control system;given veloc-

ity system;view ing field of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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