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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ＣＣＰＤ响应特性的绝对编码测角算法，介绍了基于该算法的绝对编码式电子经纬仪

系统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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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经纬仪能够自动测定水平角和竖直角，

并能与测距仪组合成全站仪实现全数字化自动测

图。目前，电子经纬仪已经取代传统光学经纬仪

成为一种基本的测绘仪器。

电子经纬仪采用的测角方法有光栅增量法、

动态测角法以及绝对编码法等［１］。光栅增量法直

接利用记录光脉冲个数而实现测角，其原理直观，

便于掌握，且对形成的波形没有严格要求，但其测

量精度直接依赖于光栅度盘的刻划线密度（２５００

道以上）。为了获得更高的测角分辨率，还需要采

用莫尔干涉条纹技术进行细分，故需要较完善的

光栅度盘和光学系统，成本较高。动态测角法原

理简单，可达到较高测量精度，但它采用电机传

动，仪器功耗大，不适于电池供电，这对于野外仪

器是一个致命的缺点。绝对编码方法是一种性价

比最高的测角方法。它最突出的优点是直接给出

了被测角度值，使用方便，并且由于度盘简单以及

采用了软件细分，使仪器成本低。国际上一些生

产水平高的测绘仪器公司（如徕卡公司）所推出的

电子经纬仪均采用绝对编码的方法。由于历史和

技术的原因，我国生产的电子经纬仪大部分都采

用光栅增量法。

本文在对绝对编码法测角原理进行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ＣＣＰＤ响应特性的绝对编

码测角算法，并研制出了相应的仪器系统。测试

结果表明，笔者研制的绝对编码式电子经纬仪具

有５″的测角精度，基本达到实用程度。

１　绝对编码测角原理分析

绝对编码式电子经纬仪的测角系统采用了一

种特殊的绝对编码度盘，它沿径向只有一道环码，

码盘编码中“１码”刻划宽度为０．０６０ｍｍ，“０码”

刻划宽度为０．１２０ｍｍ，“区标志码”刻划宽度为

０．１８０ｍｍ。本文研究的绝对编码式电子经纬仪

的测角原理可用图１说明。编码度盘刻有间隔相

等的１０２４条分划，并编码成１２８个码区（其编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Ｂ～１１１１１１Ｂ）。每个码区编码包括一

个区标志位和７个识别码，码区编码对应着确定

的度盘位置。

光电二极管阵列电荷耦合器件（ＣＣＰＤ）是光

电测角传感器的关键部件之一。由于它用光电二

极管作为光敏单元，具有理想的光电传感器特性；

同时它又采用ＣＣＤ模拟移动寄存器ＣＣＤＳＲ
［２］读

出，读出噪声小，故采用ＣＣＰＤ器件能够有效提

高电子测角系统的精度。

点光源ＬＥＤ发出的光经一个凸透镜变为平

行光后均匀照射在度盘上，使度盘圆周的１％投

影到具有２５６个像元的光电二级管阵列 ＣＣＰＤ

上。信号检测电路将光电二极管阵列获取的电压

信号进行识别与处理即可求得角度值。

设ＣＣＰＤ的第０号光电二极管处的位置为指

标线；犛表示被完整投影到ＣＣＰＤ上的区标志之

后的码区编码；犔表示指标线与该码区的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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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绝对编码测角原理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Ｃｏｄ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Ａｎｇｌｅ

中心线的距离；犣犡 表示两相邻区标志中心线之间

的距离（为常数）。则指标线处对应的角度值

为［３］：

犙＝
犛－犔犣犡
１２８

×３６０° （１）

准确判定码区编码犛和指标线偏离区标志中心

线的距离犔 即可实现高精度的角度测量。

２　绝对编码测角算法

２．１　犛的求解

通过对ＣＣＰＤ中各像元信号分析处理，就可

根据各刻划宽度求出对应的条码类型，进而确定

出对应的二进制，再通过移位相加把区标志前后

两部分的二进制拼接起来即可求出码区编码犛。

例如，如果所求得的条码类型为“０１１（区标志码）

０１００１”，则拼接后得到的编码为３６（０１００１００Ｂ）。

２．２　犔的求解

用一束可见光的点光源沿光敏窗口长度方向

扫描ＣＣＰＤ阵列光敏面，当光点照在光电二极管

光敏面（ＰＮ结区，其宽度设为犪）上时，对光电信

号的贡献为１００％；照在间隙正当中，对相邻两个

二极管的贡献都为５０％
［１，４］。利用这个特性来对

边缘进行细分，以进一步提高测试精度。

犔的求解原理如图２所示，设犾１ 为指标线到

区标志左端的距离，犾２ 为指标线到区标志右端的

距离，那么指标线到区标志中心线的距离为［４］：

犔＝
犾１＋犾２
２

（２）

式中，

犾１ ＝犿（犪＋犫）＋狆 （３）

犾２ ＝狀（犪＋犫）＋狇 （４）

式中，犿、狀为相应光电二极管的序号，它们可以

图２　犔的求解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犔

从ＣＣＰＤ提供的数据直接获得；犪、犫分别代表

ＣＣＰＤ中光电二极管响应特性曲线的光敏面与光

敏面之间的间隙宽度；狆、狇是光束边缘与像元光

敏区起始点的距离，狆、狇值的精确测定将最终决

定测角精度。当光线照射到ＣＣＰＤ上时，其左边

缘在ＣＣＰＤ光敏面上的分布只有光束左边缘落

在光电二极管犿的光敏面（其宽度为犪）或光电二

极管犿的光敏面与相邻光电二极管犿＋１的光敏

面之间的间隙（其宽度为犱）两种情况，本文着重

讨论光束左边缘落在光电二极管犿 的光敏面时

的情况，如图２所示。

设犃犿 为光电二极管犿 的输出信号，犃犿＋１为

光电二极管犿＋１的输出信号，犽为比例常数，犺

为光电二极管响应特性曲线光敏面的高度，有：

犃犿＋１ ＝犽·∫
犪＋２犱

０
犳（狓）ｄ狓＝犽犺（犪＋犱） （５）

犃犿 ＝犽·∫
犪＋２犱

狆
犳（狓）ｄ狓＝犽犺（犪＋

３

２
犱－犘）

（６）

则由式（５）、式（６）可得：

狆＝犪＋
３

２
犱－

犃犿
犽犺

（７）

即

狆＝２犪＋
５

２
犱－

犃犿＋犃犿＋１
犽犺

（８）

当光束左边缘落在光电二极管犿与犿＋１光敏面

之间的间隙时，同样可以得到式（８）。

运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光束右边缘在 ＣＣＰＤ

光敏面上的分布情况也可得：

狇＝
犃狀＋犃狀－１
犽犺

－（犪＋
１

２
犱） （９）

２．３　绝对编码测角算法的软件细分

根据绝对编码测角原理，当ＬＥＤ发出的光照

在度盘的码条上，就将一部分条码信息投影到

ＣＣＰＤ光敏面上，ＣＣＰＤ将含有角度信息的光信

号转换为含有角度信息的模拟电信号，然后用绝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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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编码测角算法对量化后的电信号进行处理就得

到相应的角度值。

如图１所示，由于码盘上的刻划呈明暗相间

分布，则ＣＣＰＤ的输出数据的轮廓也为波峰和波

谷相间，其中波峰对应码盘上的条码，波峰和波谷

的临界处对应码盘上的刻划边缘。度盘上不同类

型的条码，其波峰的宽度不同，追踪出波峰的轮廓

并利用轮廓的边缘计算出对应的刻划宽度而得到

各条码的类型。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扇区编码犛

的获得显而易见，而绝对编码测角算法能够得以

实现的关键是犔的获得，也即是该算法的软件细

分。

由于区标志中心的精确位置与仪器的精度直

接有关，为了提高整个系统的抗干扰性和提高计

算的精确度，结合式（２）～式（９），采用一种求解精

确区标志中心线位置的算法。具体过程如下。

１）根据式（２）～式（９）求出标志中心线与指

标线之间的宽度犔。

２）按照同样的方法求出其他波峰的中心线

与指标线之间的宽度犔０－犔８（如图１所示）。

　　３）求解区标志的相关平均值。

设在０～８个波峰中，区标志的序号为犃，波

峰中心线之间的距离为犣，第犻个波峰中心线的

位置为犔犻，如图１所示。则

犔－犔０ ＝ （犃－０）犣

犔－犔１ ＝ （犃－１）犣

　　　

犔－犔狊 ＝ （犃－８）犣

把上述公式相加得：

９犔＝∑
８

犻＝０

（犔犻＋（犃－犻）犣）

处理后的结果为：

珚犔区标志 ＝∑
８

犻＝０

（犔犻＋（犃－４）犣） （１０）

利用式（１０）实现了软件细分。

３　绝对编码式电子经纬仪系统的实

现

　　绝对编码式电子经纬仪的硬件框图如图３所

示［４］，其基本工作原理为：在微控制器单片机的协

调下，由光电测量传感器ＣＣＰＤ产生含有角度信

息的模拟电信号，将它进行模数转换后送入单片

机处理。利用单片机处理能力且根据绝对编码测

角原理计算出对应的角度并由显示器显示。

绝对编码式电子经纬仪包含了水平角和竖直

角两套测角系统的电路，其光电转换器采用了高

性能分辨率并具有奇偶两路输出信号的ＣＣＰＤ器

件，建立了一套光强能够适应温度变化并具有闭

环自动调节功能的ＬＥＤ电流驱动电路，采用具有

“零功耗”特性ＰＳＤ可编程器件和单片机组成二

片微控制系统［５］，并对组成电路的大部分器件都

采用了表面贴装技术（ＳＭＴ），所有的设计满足了

绝对编码式电子经纬仪作为一种高灵敏度、高精

度的野外便携仪的要求。

绝对编码式电子经纬仪的软件既要进行大量

的数学运算，又要进行与硬件紧密结合的实时控

图３　绝对编码电子经纬仪硬件框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Ｃｏｄ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ｈｅｏｄｏｌｉｔｅ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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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此采用了Ｃ语言与汇编语言混合编程方

法，并采用模块化编程，使整个软件便于调试和扩

展。其中实时性要求高且与硬件结合紧密的

ＣＣＰＤ时序控制模块和ＥＥＰＲＯＭ 内数据存取模

块等采用了 ＭＣＳ５１汇编语言编写；而主程序和

计算量大的角度计算程序采用Ｃ语言编写，充分

利用了Ｃ语言结构清晰、易维护和汇编语言控制

灵活、效率高的特点［６］。

４　结　语

本文研制出了一种基于绝对编码测角算法的

电子经纬仪，它的纯仪器误差由照准误差、度盘误

差、轴系误差、安装设备误差和电子测角系统误差

五部分组成。其中前四项误差是由光机系统产生

的，它们的一测回误差控制在±４″内，因而电子测

角系统误差必须控制在±１″以内。又因为这一项

误差主要由ＣＣＰＤ的检定值决定，而目前ＣＣＰＤ

器件的像元尺寸误差可以控制在０．５μｍ以内，

折合一测回误差为±０．７６″，所以从理论上分析该

仪器能够达到±５″的精度。经检测，其一测回水

平方向标准偏差为±２．４６″
［４］，达到并超过了一测

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为５″的精度设计要求。同

时，该仪器的设计还具有体积小、功耗低、性能稳

定、人机界面友好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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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ｈｏｗ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ｃｏｄ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ｈｅｏｄｏ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ｃｏｄ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ｈｅｏｄｏｌｉｔｅ；ＣＣＰＤ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ｌｉ，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ｃｘｌ＠ｅｉｓ．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３６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