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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ｒ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ｒ ｔｉｃｌｅ ＩＤ： １００７－ ２７７６（２００７）０１－ ００５２－ ０５

１ ．０６ !ｍ 多普勒激光雷达的低对流层风场测量
孙东松， 刘 东， 夏海云， 王邦新， 钟志庆， 董晶晶， 周 军， 胡欢陵
（ 中 国 科 学 院 安 徽 光 学 精 密 机 械 研 究 所 ， 安 徽 合 肥 ２３００３１ ）
摘

要 ： 介 绍 了 一 套 基 于 双 边 缘 检 测 技 术 的 １ ０６４ ｎｍ Ｍｉｅ 多 普 勒 测 风 激 光 雷 达 系 统 。 采 用

Ｆａｒｂｒｙ !Ｐｅｒｏｔ 标 准 具 作 为 频 率 检 测 器 ， 分 析 了 风 场 中 大 气 气 溶 胶 运 动 造 成 的 多 普 勒 频 移 。 利 用 转 盘 硬
目 标 的 速 度 校 准 系 统 对 接 收 机 校 准 ， 在 ±４０ ｍ／ｓ 的 径 向 速 度 范 围 内 ， 校 准 精 度 小 于 １％ 。给 出 了 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起 连 续 八 天 的 风 场 测 量 结 果 。
关键词： 激光雷达；

风；

Ｆａｂｒｙ !Ｐｅｒｏｔ 标 准 具 ；

气溶胶；

直接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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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日 期 ： ２００６－ ０８－ ２０

基 金 项 目 ： 中 国 科 学 院 “百 人 计 划 ”资 助 项 目 （ ｃｘ０２０１ ）
作 者 简 介 ： 孙 东 松 （１９６２－ ） ， 男 ， 江 苏 江 阴 人 ， 研 究 员 ， 博 士 ， 博 士 生 导 师 ， 主 要 从 事 激 光 雷 达 大 气 遥 感 、成 像 激 光 雷 达 方 面 的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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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ｏｐ ａ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ｔａｌｏｎ ｔｕ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ｌｏｃｋ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ｌａｓ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ａｌ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ｄ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ｓｉｇｈｔ ｓｐｅ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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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Ｈ ＝ ２ # ２
３

２

２

２

１

２

３

#Ｖ ＋Ｖ ＋Ｖ － Ｖ Ｖ － Ｖ Ｖ － Ｖ Ｖ

!

１

２

２

３

１

３

（１１）

ｍｏｄｅ Ｓｉ：ＡＰＤ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２０％ ｌｉｇｈｔ

"

# ３ （Ｖ３ － Ｖ２ ）
$＝－ ａｒｃｔａｎ
－
２Ｖ１ － Ｖ２ － Ｖ３

!

% ｓｉｇｎ # ２ （２Ｖ － Ｖ － Ｖ ）
１
２
３
２
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ｗｏ ｐｈｏｔｏｎ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ａ ｐｈｏｔｏｎ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Ｓｉ：ＡＰ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ｌａｓｅｒ ｌｉｇｈｔ ｉｓ

"

（１２）

ｗｈｅｒｅ ＶＨ ｉｓ ｈ 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ｗ 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 ｉｓ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ｉｎ 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 Ｖ１， Ｖ２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ｌａｓｅｒ ｓｈｏｏｔｉｎｇ， ＸＹ ｓｃａ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ＦＰ ｅｔａｌｏｎ

ａｎｄ Ｖ３ 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Ｓ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ｉｔｔｅｄ ｌａｓｅｒ

ａｒｅ ｓｅｎｔ ｏ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Ｓ２３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ｂｅａｍｓ．

Ｔａｂ．１ ｌ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ｄ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第１期

ＳＵＮ Ｄｏｎｇ!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Ｌｏｗ 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ｗｉｎ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ｆｒｏｍ ａ １．０６ #ｍ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ｌｉｄａｒ

Ｔ ａｂ．１ Ｐａｒ ａｍｅｔｅｒ 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ｅｒ ｏｓｏｌ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ｌｉｄ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ｅｔａｌ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ａ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Ｚｅｎｉｔｈ ａｎｇｌｅ

４５°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ｋ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１ ０６４ ｎｍ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３．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 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Ｌａｓｅｒ ｅｎｅｒｇｙ

１００ ｍＪ／ｐｕｌｓｅ

４．８３ ＭＨｚ ｆｌｏａｔ ｉｎ １２ ｈ．

Ｌａｓｅｒ ｂｅａｍ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０．５ ｍｒａ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８０％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３００ ｍｍ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ｉｌｔｅｒ

０．５２ ｎｍ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ｔｙｐｅ

Ｓｉ：ＡＰＤ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１８％

Ｅｔａｌｏｎ ＦＳＲ

３．５ ＧＨｚ

Ｅｔａｌｏｎ ＦＷＨＭ

１９０ ＭＨｚ

Ｅｔａｌ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２００ ＭＨｚ

Ｅｔａｌｏｎ ｐｅａｋ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６０％

Ｉｔｅｍ

Ｓｙｓｔｅｍ

５５

Ｆｉｇ．３ Ａ １２ 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ｌｏｃｋ ｐｏｉｎｔ

２．２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ｓｈｉｆｔ ｃｏｒ ｒ ｅｃｔ ｏｒ
Ｔｈｅ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２．１ Ｅｔａｌ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ｌｏｃｋｉｎｇ ｐｒ 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ｅｔａｌ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ｄ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ｅｔａｌｏｎ ａｒ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ｅ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ｌｏｃｋ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ｂ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ａｎｇ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ｅｎ !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ｅｔａｌ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ｍｅａ !

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ｏ !ｎｏｉｓｅ ｒａｔｉｏ．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ｅｔａｌｏｎ ｉｓ

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ｓｈｉｆ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ｍｉｔｔｅｄ ｌａｓｅｒ ａｎｄ

ａｉｒ !ｓｐａｃ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ｓ Ｄ ｓｈａｐｅ ｗｉｔｈ ｓｅｍｉｃｉｒｃ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ｃ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Ｔｗｏ ｓｅｍｉｃｉｒｃｌｅ ｃａｖｉｔｙ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ａｒｅ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ｓｈｉｆｔ， ｏｎｅ ｃａｎ ｕ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 !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ａ ｈａｒ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ｔｉｅ

ｅａｒ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ｂｙ Ｂ． Ｇｅｎｔｒｙ ｉｓ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 ｍｏｖｉｎｇ

． Ｔｈ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３２．５ ｎｍ，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ｒｒｅ !

［２］

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ａｂｏｕｔ ２００ ＭＨｚ．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ｅｔａｌ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ｓｏｌｉ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 ａ ｌｉｎｅ ｔｒａｃｋ［４］． Ｚ． Ｓ． Ｌｉｕ ｈａｓ ｕｓｅｄ ａ ｒｏｔａ !
ｔ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 ｗｉｔｈ ６００ ｍｍ ｄｉｓｋ ａｎｄ ３７．５ ｍ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 !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ｑｕｅｎｃ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ｅｅｄｅｄ ｌａｓｅｒ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ｉｓ ｓｌｏｗ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ｋ． Ｔｈ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ｌａｓｅ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ｕｓｔ ｂｅ ｌｏｃｋ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ｏｒ ｃ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ａ

ｅｔａｌ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ｌａｓｅ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ａｔ

ｓｐｅｅ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５０ 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Ｄｕ !

ｓｐｅｅｄ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 !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ｏｒ ｉｓ ３４６ ｍｍ ×２８５ ｍｍ ×１７５ ｍｍ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ｅｎｃｅ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ｌａｓｅｒ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ｉｎ Ｆｉｇ．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ｅｔａｌｏ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ｉｌ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６］．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ｌａｓｅ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ｆｓｅｔ ｉｆ ｉｔ ｄｅｖｉ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ｌｉｄ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ｏｒ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ｐｏｉ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ｅ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ｉｌｌ ｔｕｎｅ ｔｈｅ

Ｆｉｇ．５． Ｅａｃｈ ｄａｔａ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１００

ｅｔａｌｏｎ ｃａ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ｐｏｉｎｔ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０ ｐｏｉｎｔｓ

ｌａｓｅ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０．１ ｔｏ ０．９ ｍ／ｓ．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ｓ １．０１．

［５］

． Ｗｅ ｈａｖ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 ｃｏｒ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Ｄｏｐｐｌｅｒ

５６

红外与激光工程

Ｆｉｇ．４ Ｓｐｅｅ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ｗｉｎｄ ｌｉｄ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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