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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hack．Hartmann波前传感器的湍流大气光闪烁测量
苑克娥，朱文越，饶瑞中，黄印博，马晓珊，钱仙妹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初械研究所大气光学研究室，安徽合肥230031)
摘要：根据cCD探测器的输出信号在动态测量范围内与入射光通量成线性的特点，提出了将
Shack．Hartmann波前传感器用于湍流大气光闪烁效应测量的方法，并在1 km的水平湍流大气传输路
径上开展了光强闪烁的初步测量。结果表明，测量的光强起伏方差随时间的变化基本符合近地面湍
流起伏特征，在统计光强起伏过程中采用了将时间和空间序列的数据相融合的方法，大大增加了统
计样本数；将传感器与大口径闪烁仪测量的折射率结构常数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在变化趋势上具
有较好的一致性，相关系数达到0．84；最后，通过不同子孔径内光强起伏的功率谱分析，进一步证
明了shack—HanmaIln传感器用于光闪烁效应测量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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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统计便得到光束在湍流大气中传输的光强起伏

O引言

信息。实际测量中可以根据不同的天气状况在不同的

时间段内设置面阵CCD的阈值，这一方面可以在一
光在湍流大气中传输时，受大气折射率起伏变化

定程度上有效去除背景噪声对信号的干扰；另一方面

的影响，光波的相位和振幅同时发生随机起伏，从而

可以检验入射光强是否超出了CCD的动态测量范

产生波前畸变，引起光强闪烁、质心漂移以及光斑破

围，假设CCD的分辨率为M×Ⅳ，设置的阈值的大

碎等一系列的湍流效应【l刁】，严重限制了不同激光工

小为口，实测像素灰度值的大小为规，，只有满足：

程系统的使用性能。因此，湍流大气中光波的传播规
律是光传播理论及工程应用中需要长期研究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课题。
近年来逐渐发展成熟的自适应光学技术降习可以
实时测量传输通道上湍流扰动引起的动态波前像差，

口＋玩＜２５５，ｉ．１，２，…Ｍ，．７＝１，２，…，Ⅳ

(1)

才能保证ccD工作在线性响应区间。
在此基础上，统计若干个子孔径内的灰度值之和
便可得到任意形状和尺寸口径内的光强起伏方差，据
此也可以研究孔径平滑效应的问题。

并在一定程度上较好的实现了畸变相位的校正补偿。
Shack—HanmaIln波前传感器(以下简称S—H传感器)
因其高光能利用率、高采样频率、高量子效率以及低
噪声等优点成为自适应光学系统的首选传感器睁81。
其波前探测的原理为：入射到入射瞳内的波面被传感
器的微透镜阵列分割为若干子波，会聚后分别成像到
传感器的电荷耦合器(面阵CCD探测器)上，根据像

图1
Fig．1

Shack．Hanm咖波前传感器的原理

Principle

of

Shack-Har劬aIln wave一丘ont s∞sor

素灰度值的大小和位置计算每个子波的质心坐标，与
标准定标光束相比可求得入射的波前斜率，然后根据

2光闪烁测量的时、空间相关性分析

一定的波前复原算法来重构畸变波前相位【9】。
文中在上述波前测量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其电荷
藕合器件在动态测量范围内输出信号和曝光量成线
性的特点，提出了将S．H传感器用于湍流大气中光闪

烁效应测量的方法，该方法充分利用CCD探测器输

实际实验装置如图2所示，半导体激光器发出的

中心波长为O．660岫、发散角约2 mrad、功率为
50 mW的基模激光束，经过1

km的水平路径传输到

接收端。接收装置为入射瞳直径为120删11的s—H波

出的灰度值信息，无需使用标准平行光束对传感器进

前传感器，其每个子孔径的等效直径为6．667

行定标，拓展了S．H波前传感器的使用功能。

最后经图像采集卡将得到的时、空间序列的信号数据

IIlIn。

存储于计算机的硬盘中。传感器的面阵ccD采用加
1

S．H传感器用于光闪烁测量的原理

拿大DALSA公司生产的CA．D6型【10】，其基本性能
指标为：分辨率256×256像素，每个像素的感光面积

S—H传感器用于光闪烁测量的原理如图1所示，

为10 Um×10 Um，最大拍摄速度为955帧，秒。

将CCD面阵探测器对应微透镜阵列划分为若干区
域，入射畸变波前的起伏使得每个子孔径内接收的光
强发生随机变化，根据在动态测量范围内CCD的输
出信号与曝光量成线性的特点，各个区域内像素的灰
度值之和就正比于入射到该子孔径内的子波的光强
值。这样每个入射子波、微透镜子孔径以及相应的
图2实验装置示意图

CcD的子区域就构成了一个有有限接收孔径的强度
探测系统。统计每个子孔径内对应的像素的灰度值之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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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起伏，并进行长时间的实验测量便可得到经湍流
大气扰动的光束的时间、空间光强起伏，进行归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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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即需要进行大量的长时间的实验，致使以二进制

进行了初步的实验测量，选取每3 000帧即3．1 s采

形式存储的实验结果占用大量的计算机硬盘空间，并

集的数据作为一个统计样本，这样每个统计样本包含

且影响后续数据处理的速度。假如可以将时间和空间

的样本点接近18×18×3000，两次数据采集的时间间

采集的数据进行合并，便能大大增加统计样本数，既

隔设为5

可以提高数据处理速度，又使得实验结果更加精确可

3．1

rnin。

与大口径闪烁仪测量结果的对比

靠。对光强起伏方差可以按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统计：

实验过程中，利用大口径闪烁仪进行了同时测

方法一：首先计算每一帧图像得到的18×18有效

量，将两者得到的大气折射率结构常数进行了对比

网格数Ⅳe仟的归一化起伏方差盯：：
～

吒2赤善(‘制)‘，(2)
1

‰’

，

其中，。为第．7帧图像的第f个子孔径内的光强

灰度值，(，，)为第．7帧图像的有效网格内的平均光强

值。然后对连续采集的M妇幅图像求平均值，得到
光强归一化起伏方差仃；。
方法二：首先分别对每一个子孔径内的数据进行

(如图4(a)所示)，这里在求得c：值时用到了有限接收
孔径面积上光强起伏方差的公式…Ｊ。从图４（ａ）比较的

结果来看，s．H波前传感器测量得到的c：与大口径
闪烁仪测量的《在变化趋势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还可以看出传感器测量的c：略小于闪烁仪测量的结
果，这主要由于两仪器的系统偏差造成的。对传感器

和闪烁仪测量的c；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如图4(b)所
示，结果表明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O．838。

Ⅳ胁帧图像的归一化起伏方差统计，得到18×18个

以=赤∑(如一(‘))2，

有效网格的归一化光强起伏方差∥：：

(3)

1’触m＼1i，J21

然后对18×18有效网格％数据进行平均，也得
到光强归一化起伏方差盯；。
图3为利用上述分析的两种方法对实验数据处
理得到的光强闪烁方差的相关性分析(图中尺表示两

者的相关系数，阳表示线性拟合的标准偏差)，从
图中可以看出，拟合的相关系数为0．995 01，斜率为

．(b)

(a)

图4

s-H传感器与大口径闪烁仪测量的C的对比
of《dedved舳m H-s wave-舶nt

Fig．4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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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 45，皆接近于数值1，这说明这两种方差统计

方法具有很好的自洽性，由此可以将s—H传感器得到
的时空间序列的数据进行合并，以大大增加统计样本

3．2光强闪烁方差随时间的变化
实际得到的光强闪烁方差随时间的起伏变化如

图5所示。本次实验选择在2007年4月12日，天气

数。

状况晴朗，对应的时间段分别为：8：40～10：20；
12：20～14：15；

16：15—17：45；

19：30～20：50。

oI，

图3两种方法求得的起伏方差的相关性
Fig．3

C0删ation

of斫dclived舶mme咖加舭

3光强闪烁方差的实测结果与分析
图5光强起伏方差的日变化

结合上面的分析，对激光的1 km水平大气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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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大口径闪烁仪测量的折射率结构常数在

变化趋势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最大，傍晚和晚上逐渐减小，并且在实验时间范围内

(3)根据传感器孑孔径对应灰度值的变化得到

除中午起伏方差较大以外，全天基本处于弱起伏状态

了光强闪烁方差随时间的变化，基本满足近地面弱湍

(盯；<1)，这基本符合近地面湍流起伏的统计特征【3】。

流起伏的统计特性。

3．3闪烁起伏的频谱分析

(4)对实验结果进行了五段谱拟合，结果与湍流

借助于确定湍流大气中光闪烁起伏频谱无标度

大气中光闪烁频谱具有一致的变化趋势。

区间的五段线性拟合方法【121，对不同子孔径内光强起

以上理论与初步的实验结果表明将S—H传感器

伏的频谱进行了分析。图6为功率谱分析的结果，其

用于光闪烁效应的测量具有可靠性，可以将其用于湍

中图6(a)为07年3月29日20：30实验的两个不同

流大气中光闪烁效应的测量。

的子孔径信号的谱，图6(b)为6月12日14：10中心

致谢：在工作中得到了中科院成都光电所的饶学

子孔径信号的谱。前者可以看出同一次实验不同子孔

军研究员和缪洪波助理研究员，以及中科院安徽光机

径的谱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输出信号的频谱低频段对

所的姚永帮研究员和詹杰副研究员的大力支持和帮

数频谱基本为常数，频率大于150 Hz的高频段为噪

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声频谱，中间高频段对应湍流无标度区间。对比图
6(a)、(b)看出湍流较强的中午频谱的无标度区间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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