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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形状对激光测距机测距能力影响的
数值模拟研究
王秀生 牛燕雄 张 鹏 段晓峰
(军械工程学院光学与电子工程系，石家庄 050003)

摘 要

根据激光测距方程，
引入了等效散射面积的概念，
分别建立了对点目标、扩展目标和线形目标测距的理论模型。通

过数值计算，
研究了目标距离、
束散角与探测器接收功率及信噪比的函数关系，讨论了不同目标形状对激光测距性能的影响。
而在较远距离时，
其影响可忽略。
结果表明，
目标形状在较近距离情况下对测距机的接收功率和信噪比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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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tract

The theoretical models of point target, extended target and line target a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quivalent scattering area and laser ranging equation. The received power and signal-to-noise ratio(SNR)
of Laser Range Finder (LRF) detector as a function of the target distance and divergence of the beam are simulated,
an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arget shape on LRF忆s ranging performances i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arget
shape can affect the ranging performance evidently relatively near, but it can be ignored in far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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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target shape

ranging performance

numerical simulation

建立点目标、扩展目标和线形目标

目标，
光电探测器接收到的目标反向

激光测距是激光应用领域中最

的理论模型过程中，引入了等效散

散射功率用下式表达[10]

早、最成熟的技术之一，在军事、航

射面积的概念，推导出三种目标形

天、
大地测绘、
工程建筑等方面都有

状对于探测功率和信噪比影响的

着广泛的应用和深入的研究[1~5]。目

表达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数值

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出了第

模拟。结果表明，目标形状在较近

四代激光测距机，在测距性能和人

距离情况下对测距机的接收功率

眼安全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6]。

和信噪比有显著影响，而在较远距

激光测距理论已经得到了较
系统和全面地研究，并在实际应用
中得到了检验。但是，过去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激光大气传输、激光器
的改进以及探测器本身的性能等
方面[7~9]，而有关目标形状对测距性
能的影响却少见有研究。
本文重点讨论被测目标的形
状特性对激光测距性能的影响。在

离情况下其影响可以忽略。

2 基本概念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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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r 为探测器接收到的激光反
向散射功率；Pt 激光发射功率；s 为
目标的等效散射面积；Ac 为探测系
统接收孔径的面积；
wt 为发射光束
的发散立体角；wr 为目标散射光的

散射立体角；T1 为光学系统效率；
T2 为单向传输路径的透射率。

2.1 测距方程
向被
脉冲式激光测距机测距时，

衡量激光测距机性能指标中
最重要的是最大测程，而最大测程

用光电探测器
测目标发射一束激光，

是由既定虚警率下探测器的最小

件接收被目标反射的回波信号，
通过

可探测功率决定的，在其他参数不

计算脉冲的往返飞行时间得出目标

变的前提下，二者为函数关系，可

的距离。对于各向同性的理想漫反射

通过讨论最小可探测功率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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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测程的情况。
2.2 等效散射面积
标定激光测距机时往往选用
理想的散射体作为被测目标，其大
小、散射系数、外形尺寸、散射面与
入射光的角度、背景条件等是测试
者选定的符合测试条件的理想目
标。但在实际应用中，上述因素是
复杂多变的。为方便讨论，我们引
入等效散射面积 s，因为实际被测
目标的散射效果与目标散射面积、
散射系数、散射面与入射光的夹角
等因素有关。对于标准朗伯散射
面，s 可用下式表示[11]：

s=4r2pAcos2q,

(2)
其中 r2p 为方向-半球反射系数；A
为目标的面积；q 为反射光线与反

射面的夹角。s 是由被测目标散射
面积的大小、反射性质和探测器与
散射面的相对位置决定的一个物
理量，具有面积的量纲，它的大小
表征截取发射机发射功率的多少。
与目标本身的面积相比，等效散射
面积更能反映目标对入射激光的
散射能力，在理论上更接近实际。

spt=4r2pAcos2q
spt=4r2pA

(3)

式中 r2p= 乙 d fr ，乙 dfr 是目标在反射
f1

光斑覆盖的目标；第三类目标是线
形目标，线形目标是指目标在某一
方向上小于光斑尺度，而在另一方
向上大于光斑尺度(如图 1 所示)。

接收功率分别与目标距离的四次
方、
两次方和三次方成反比。

入射通量。当目标为理想朗伯体时，
反射体无吸收，由能量守恒可知总

光束无损失的反射回来，同时也不

入射功率等于总反射功率，
即 r2p=1。

会改变激光束的性质。在测距方程

(2) 对于一个扩展的朗伯散射
目标，目标的面积比激光光斑的衍

(1)中，pt/(R2wt)表示发射的光束在
目标处扩散面积上的光能量的平

射面积大，散射面的大小由激光的

均值；
Ac/(R2wr) 表示探测器接收天
线与目标散射光面积的比；T 22 T1 表

衍射面积来决定。设激光的衍射极限
在距激光测距机 R 处，
光斑面
角 qt，

它的等效散射面积为：
积为 pR q /4，
2 2
t

示在传输路径上的衰减系数；s 表
示目标截取发射机发射功率的本

sex=pr2pR q t cos q
当目标与入射激光垂直时：

领。对于是理想朗伯体的目标，散

sex=pr2pR qt ,
(4)
(3) 对于线形目标，它的长度
大于一个被照亮区域的长度，而宽

理想合作目标，由于反射后不改变
光束的性质，即 wr=wt。反射后能量

度却小于被照区域的宽度，现考虑

看出，起决定作用的是合作目标能

一个漫射的线形目标，其直径为 d，

够向入射方向反射光束而不是散

长度为 Rqt，qt 为发射激光的 衍射
极限角，它的散射等效面积为：

射，保证了光束能量的集中。目标

2 2

2

2 2

sli=4r2pRqtd,

w=pq2/4

二类目标是点目标，点目标是能被

标、扩展目标和线形目标，探测器

2.3 合作目标的情况
理想的合作目标将入射的激

方向半球空间的反射通量，
f1 为总

(Lambert)反射面。在探测距离上按
照目标相对于衍射光斑的大小可分
其径向尺度比衍射光斑大很多；第

(8)

由以上表达式可以看出：对于点目

当光线垂直入射时：

被测 目标的 反射面 为郎 伯

为三类[10]：第一类目标是扩展目标，

Nov. 2005
2
r
prli= 16ptA3cT 2 T1 2pd ,
R pqtwr

散射面积为：

(5)
根据光束发散立体角与平面角之

当研究激光测距时，一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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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14]：

射空间是半球空间。即 wr=2仔。对于

集中并按入射方向返回。从中可以

大小和形状可以不予考虑。

3 数值模拟

3.1 对探测功率影响的数值模拟
假设大气对激光的衰减系数为

分别得出对于点目标、扩展目标和

0.1dB/km，做这样的假设是出于把
目标的性质作为研究重点的考虑。

线形目标的测距方程：

目标的大小是与激光光斑的大小相

把(3)式~(5)式是代入测距方程(1)，

r
prpt= 16ptA T T1 2pA ,
pR q wr
2
c 2
4 2
t

2
prex= 4ptAcT2 2 T1r2p ,
R wr

(6)
(7)

比较而言。设激光束发散角 wt 为

1mrad，目标直径 R 为 2m，那么目
标距离 R 在 2km 以外时，
即可作为
点目标来处理。同样线形目标的直

对于点目标来说，可以用目标
的散射截面来表征其目标特性；而
对于扩展目标来讲，由于光斑不能
充满整个目标，只能讨论光斑的散
射截面。而对于线状目标来说，必
须考虑目标在光斑的位置。
(1)对于郎伯散射点目标，假设
被均匀照射的面积为 A，则其等效

图 1 三种形状目标示意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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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设 d 为 0.4m，
在 R>2km 处，与激
光光斑直径相差 5 倍以上，可以作

为线形目标来处理。从(6)式、
(8)式
可以看出，探测功率还与激光束散
角 qt 有关，
把它作为一个参数讨论。
方便起见，把探测器接收功率归一
化 (图 2)。设激光束散角 qt 在 1~
1.8mrad 之间变化，做出探测功率
随目标距离和激光束散角的变化曲
线(如图 3、
图 4)。

3.2 对信噪比影响的数值模拟
信噪比(SNR)的定义式为[11]

图 2 三种目标下探测功率随目标距离的变化

2
2
2
2
), (9)
+iDk
+iBk
+iTh
SNR=iS2 /(iSN
2
2
是
式中 iS 是信号电流的均方值；iSN
2
是热噪
散弹噪声电流的均方值；
iTh
2
声电流的均方值；
iBk 是背景噪声电
2
流的均方值；
是暗电流的均方值。
iDk
从背景收集到的光子或辐射的

能量引起探测器载流子激发的数量
起伏和浓度的随机变化,引发了散弹
噪声。背景噪声电流的均方值为
2
iBk
=2ePBkRiB,
(10)
式中 e 为电子电荷(C)，
PBk 为背景光

图 3 点目标时探测功率随目标距离和束散角的变化

功率(W)，
B
Ri 是电流相应度(A/W)，
为电子带宽(Hz)。同样，
随机进入探
测器的信号光子引起探测器输出的
散弹噪声电流为
2
iSN
=2ePrRiBG2,
式中 G 为探测器增益。

(11)

探测器暗电流
2
iDk
=2eIDkB,

(12)

热噪声电流
2
iTh
=4kTBNF/RL,
(13)
式中 NF 为接收机的噪声系数，
RL

为探测器的等效负载电阻。
信号电流为
iS=hDePrG/(hn),
(14)
式中 hD 是探测器的量子效率。把

图 4 线形目标时探测功率随目标距离和束散角的变化

(10)式~(14)式代入信噪比的表达
式，
并整理得：
SNR=

hDP2r
hn[2B(Pr+PBk)]+K1PDk+K2PTh

(15)

Pr 是接收信号光功率，
PBk 是背景光
功率，
PDk 是探测器暗电流功率，
PTh

是热噪声功率，
系数 K1=K2=hD/R2i 。把
得到点目标、
(6)式~(8)式代入(15)式，
扩展目标和线目标的信噪比表达式：

256hD
(ptAcT 22 T1 r2pA)2 ,
p2R8q4t w2r
hn[2B(Pr+PBk)]+K1PDk+K2PTh
16hD
(ptAcT 22 T1 r2p)2 ,
SNRex=
hn[2B(Pr+PBk)]+K1PDk+K2PTh
R4w2r

SNRpt=

SNRli=
30

256hD
(ptAcT 22 T1 r2pd)2 ,
hn[2B(Pr+PBk)]+K1PDk+K2PTh
R6p2q2t w2r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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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式~(18)式可以看出对于点
目标、
扩展目标和线目标的 SNR 相
应的与被测距离的八次方、四次方
和六次方有关。
忽略背景和环境温度等 对信
噪比的影响，单纯考虑目标性质对
信噪比的影响，按照(16)式~(18)式
中信噪比和目标距离、激光束散角
的关系，做出信噪比随目标距离和
激光束散角的变化曲线(如图 5、图
图 7)。
6、

图 5 三种目标的 SNR 随目标距离的变化

4 结束语
通过引入等效散射面积，对点
目标、扩展目标、线形目标的探测
功率和信噪比进行数值模拟。从图
2 可以 看出 目标 在近 距离范 围内

(R<2.5d/qt)，对于线形目标探测系
统接收到的功率最小，而对于扩展
目标探测系统接收的功率最大。在
目标达到较远距离时(R>4d/qt)，对
于三种目标探测系统接收的功率
都趋于相等。比较图 3 和图 4 可以

图 6 点目标的 SNR 随目标距离和激光束散角的变化

看出，激光束散角对扩展目标探测
功率的影响比线形目标大。从图 5

种可以看出，目标距离 R抑1.1d/qt
时，点目标对应的信噪比最大。当
目标距离 R>2d/qt 时，三种目标对
应的信噪比趋于相等。比较图 6 和

图 7 可以看出，
激光束散角的变化对
扩展目标信噪比影响比线形目标的
大。
综上所述，目标的形状及大小
在激光测距机的设计、定标和应用

图 7 线状目标的 SNR 随目标距离和激光束散角的变化

中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应加以考虑。

束散角，
能提高信噪比，同时对探测

尤其在测程较小时，适当增加激光

器接收功率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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