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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测量位移的激光传感器，它

包括：半导体激光器、镜头、二套镜片组、分光镜、

光路检测器、线性CMOS阵列器件、信号处理器、调

整钮、红色滤光片和外壳，工作原理是光学三角

法，半导体激光器发出的光经过镜头准直后，将

可见红色激光射向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被测量

运动部件表面漫反射光斑经二套镜片组非同一

时刻接收会聚成像在线性CMOS阵列器件上，被测

量运动部件的表面相对参考平面发生变化时，由

接收镜片组收集到的漫反射光在线性CMOS阵列

器件的感光面上所形成的光斑也发生相应的位

移变化，线性CMOS阵列器件的处理控制电路得到

感光面上面光斑位移变化信息，传输给信号处理

器，信号处理器计算出被测物体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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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测量位移的激光传感器，它包括，半导体激光器、镜头、二套镜片组、分光镜、光

路检测器、线性CMOS阵列器件、信号处理器、调整钮、红色滤光片和外壳，其特征在于：被测

量运动部件漫反射的激光是通过二套镜片组，在非同一时刻会聚形成光斑成像在线性CMOS

阵列器件上，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的漫反射光，只能单一的通过二套镜片组中的一套镜片

组收集并且进行会聚后投射到线性CMOS阵列器件的感光面上；为保证测量位移的连续性，

第一套镜片组所测量最远距离点和第二套镜片组所测量最近距离点衔接采用部分重和的

技术，因此，会存在线性CMOS阵列器件在同一时刻接收到代表第一套镜片组所测量最远距

离点和第二套镜片组所测量最近距离点的二个光斑信号，在这种情况下，信号处理器接收

到光路检测器的脉冲信号，信号处理器取表示被测量运动部件漫反射的光束是通过第二套

镜片组接收的信号，计算被测量运动部件的位移；分光镜设置在二套镜片组中的第二套镜

片组与线性CMOS阵列器件之间，目的是将第二套镜片组接收到的经被测量运动部件漫反射

的光束进行光路的分光，分光后的一路光束由光路检测器中的线形光电二极管阵列接收，

分光后的另一路的光束投射到线性CMOS阵列器件的感光面上；光路检测器中的线形光电二

极管阵列的每个光电二极管均可敏感入射光，其输出是与入射光强成正比的模拟电压信

号，经过A/D转换和整形成脉冲信号，传输给信号处理器，表示被测量运动部件漫反射的光

束是通过第二套镜片组接收的；信号处理器首先依据是否有光路检测器发送来的脉冲信

号，确定和选用被测量运动部件位移的计算公式，如果信号处理器接收到光路检测器发送

来的脉冲信号，则采用漫反射光光束通过第二套镜片组的计算位移公式，否则采用漫反射

光光束通过第一套镜片组的计算位移公式；根据线性CMOS阵列器件感应经测量运动部件漫

反射的激光光斑的这个角度及已知的半导体激光器和线性CMOS阵列器件之间的距离，信号

处理器计算出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相对参考平面的位移y为：

 

式中，ai：参考平面与镜片组之间的距离；

bi：线性CMOS阵列器件的感光面与镜片组之间的距离；

αi：镜片组的主光轴与入射光线之间的夹角；

βi：镜片组的主光轴与线性CMOS阵列器件的感光面之间的夹角；

xi：线性CMOS阵列器件感光面上所成的光斑产生的位移；

i＝1时，为第一套镜片组相关参数；i＝2时，为第二套镜片组相关参数；

当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在参考平面右边时，式中“±”号取“+”；当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

在参考平面左边时，式中“±”号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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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测量位移的激光传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武器系统运动部件位移的测量，更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采用现代激

光测距技术进行实时大范围位移的精密测量。

背景技术

[0002] 在武器系统中有许多运动部件需要精确测量其在火炮发射过程中或行进间的位

移，对武器系统的设计特性进行检验，因此，各阶段运动部件位移的测量是至关重要的，也

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国内外采用激光测距原理的传感器主要有：激光三角测量法原理、脉冲

法或时分法和相位式激光测距仪。激光三角反射法的原理是激光发射器通过镜头将可见红

色激光射向被测物体表面，经物体反射的激光通过接收器镜头，被内部的CCD线性相机接

收，根据不同的距离，CCD线性相机可以在不同的角度下“看见”这个光点，根据这个角度及

已知的激光和相机之间的距离，数字信号处理器就能计算出传感器和被测物体之间的距

离，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脉冲法或时分法原理是测距仪发射出的激光经被测量物体的反

射后又被测距仪接收，测距仪同时记录激光往返的时间，光速和往返时间的乘积的一半，就

是测距仪和被测量物体之间的距离。脉冲法测量距离的精度是一般是在1米左右；相位式激

光测距仪是用无线电波段的频率，对激光束进行幅度调制并测定调制光往返测线一次所产

生的相位延迟，再根据调制光的波长，换算此相位延迟所代表的距离，其精度一般为毫米

级。

[0003] 上述现有激光测距传感器或是测量精度较低，或是测量范围较小，不能完全和同

时满足武器系统有些部件高精度、大位移的测量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采用激光测距技术进行大范围位移精密测量的传感器，

以实现武器系统运动部件位移的实时高精度测量。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下述的方法实现的。

[0006] 一种测量位移的激光传感器，它包括：半导体激光器、镜头、二套镜片组、分光镜、

光路检测器、线性CMOS阵列器件、信号处理器、调整钮、红色滤光片和外壳。

[0007] 所述的测量位激光移传感器依据工作原理是光学三角法，半导体激光器发出的红

色激光经过镜头准直后，将可见红色激光射向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

漫反射光经过接收镜片组会聚形成光斑成像在线性CMOS阵列器件上，在接收镜片组确定的

情况下，该散射光斑的中心位置由传感器与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之间的距离决定，被测量

运动部件表面的位移改变引起线性CMOS阵列上面成像光斑产生位移，当被测量运动部件的

表面相对参考平面发生变化时，由接收镜片组收集到的漫反射光在线性CMOS阵列器件的感

光表面上所形成的光斑也发生相应的位移变化，从线性CMOS阵列器件的处理控制电路得到

感光面上光斑位移变化的信息，这样就测出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位移的变化，信号处理器

计算出被测量运动部件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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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半导体激光器发射的红色激光束，作用距离为2m时激光光斑直径不大于0.2mm；

[0009] 所述的镜头使激光准直后穿过红色滤光片准确投射到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

[0010] 被测量运动部件漫反射的激光多数情况是通过二套镜片组，在非同一时刻会聚形

成光斑成像在线性CMOS阵列器件上，也就是说，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的漫反射光束多数情

况下，只能单一的通过二套镜片组中的一套镜片组收集并且进行会聚后投射到线性CMOS阵

列器件的感光面上；二套镜片组之间的安装角度是以离半导体激光器近的第一套镜片组所

测量最远距离点和以离半导体激光器远的第二套镜片组所测量最近距离点相衔接为准；

[0011] 所述的分光镜设置在二套镜片组中的第二套镜片组与线性CMOS阵列器件之间，目

的是将第二套镜片组接收到的经被测量运动部件漫反射的光束进行光路的分光，分光后的

一路光束由光路检测器中的线形光电二极管阵列接收，分光后的另一路的光束投射到线性

CMOS阵列器件的感光面上；

[0012] 所述的光路检测器中的线形光电二极管阵列的每个光电二极管均可敏感入射光，

其输出是与入射光强成正比的模拟电压信号，经过光路检测器中的A／D转换和整形后形成

脉冲信号，传输给信号处理器，表示被测量运动部件漫反射的光束是通过第二套镜片组接

收的；为保证测量位移的连续性，第一套镜片组所测量最远距离点和第二套镜片组所测量

最近距离点衔接采用部分重和的技术，因此，会存在线性CMOS阵列器件在同一时刻接收到

代表第一套镜片组所测量最远距离点和第二套镜片组所测量最近距离点的二个光斑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信号处理器接收到光路检测器的脉冲信号，信号处理器取表示被测量运动

部件漫反射的光束是通过第二套镜片组接收的信号，也就是说，取线性CMOS阵列器件靠近A

端的光斑位移信息进行计算被测量运动部件的位移；

[0013] 所述的线性CMOS阵列器件只需要快速定位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的漫反射光光斑

在一维方向上的位置，并不需要处理复杂的图形，所以采用线性CMOS阵列器件就能够满足

要求；线性CMOS阵列器件感应镜片组会聚的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的漫反射光光束，并且输

出代表该漫反射光光束感应在线性CMOS阵列器件的感光表面上光斑位移变化的信息给信

号处理器；

[0014] 信号处理器首先依据是否有光路检测器发送来的脉冲信号，确定和选用被测量运

动部件位移的计算公式，如果信号处理器接收到光路检测器发送来的脉冲信号，则采用漫

反射光光束通过第二套镜片组的计算位移公式，否则采用漫反射光光束通过第一套镜片组

的计算位移公式；根据线性CMOS阵列器件感应经测量运动部件漫反射的激光光斑的这个角

度及已知的半导体激光器和线性CMOS阵列器件之间的距离，信号处理器计算出被测量运动

部件表面相对参考平面的位移y为：

[0015]

[0016] 式中，ai：参考平面与镜片组之间的距离；

[0017] bi：线性CMOS阵列器件的感光面与镜片组之间的距离；

[0018] αi：镜片组的主光轴与入射光线之间的夹角；

[0019] βi：镜片组的主光轴与线性CMOS阵列器件的感光面之间的夹角；

[0020] xi：线性CMOS阵列器件感光面上所成的光斑产生的位移；

[0021] i＝1时，为第一套镜片组相关参数；i＝2时，为第二套镜片组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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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当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在参考平面右边时，式中“±”号取“+”；当被测量运动部件

表面在参考平面左边时，式中“±”号取“-”号；

[0023] 所述的红色滤光片，其作用是有利于红色光的穿透和吸收其他色光，并且保护传

感器内部不受外部尘埃的侵彻；

[0024] 所述的外壳采用铝合金材料加工，全密封安装，以达到传感器重量轻、抗击外界干

扰和环境污染的目的。

[0025] 本发明的传感器的本质是采用二套镜片组衔接跟踪经被测量运动部件漫反射的

激光光斑、光路检测器检测出经被测量运动部件反射的激光光点是通过二套镜片组中的哪

套镜片组被线性CMOS阵列所感应，最后由信号处理器根据对应镜片组的数学计算模型，计

算出被测量运动部件的位移，能够解决现有大中口径型号产品大范围位移的测量问题。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的测量原理示意图；

[0027] 图2是图1中的局部放大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的传感器组成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各附图详细描述本发明的最佳实施方案。

[0030] 如图1、图2所示，被测量运动部件漫反射的激光一般情况下是通过二套镜片组5、6

中的一套镜片组，在非同一时刻会聚形成光斑成像在线性CMOS阵列器件10上，也就是说，被

测量运动部件表面的漫反射光多数情况下，只能单一的通过二套镜片组5、6中的一套镜片

组收集到，并且进行会聚后投射到线性CMOS阵列器件10的感光面上；二套镜片组5、6之间的

安装角度是以距离半导体激光器1近的第一套镜片组5所测量最远距离点D和以距离半导体

激光器1远的第二套镜片组6所测量最近距离点D相衔接为准；被测量运动部件从位置G，经

过参考位置C移动到位置D，漫反射光通过镜片组5感应在线性CMOS阵列器件10的感光面上

光斑位移变化的信息从点23，经点24移动到点26；被测量运动部件从位置D，经过参考位置E

移动到位置F，漫反射光通过镜片组6感应在线性CMOS阵列器件10的感光面上光斑位移变化

的信息从点21，经点22移动到点25。为保证测量位移的连续性，第一套镜片组5所测量最远

距离点D和第二套镜片组6所测量最近距离点D衔接采用部分重和的技术，因此，会存在线性

CMOS阵列器件10在同一时刻接收到代表第一套镜片组5所测量最远距离点和第二套镜片组

6所测量最近距离点的二个光斑信号，在这种情况下，信号处理器11接收到光路检测器9的

脉冲信号，信号处理器11取表示被测量运动部件漫反射的光束是通过第二套镜片组6接收

的信号，也就是说，取线性CMOS阵列器件10靠近A端的光斑信息。

[0031] 半导体激光器1发射的红色激光束，经过镜头2使激光准直后，在距离被测量运动

部件表面为2m时，激光光斑直径不大于0.2mm。

[0032] 图3是本发明的传感器组成示意图，测量位移的激光传感器主要由半导体激光器

1、镜头2、二套镜片组5、6、分光镜8、光路检测器9、线性CMOS阵列器件10、信号处理器11、调

整钮7、红色滤光片3、4和外壳12组成。半导体激光器1发射的红色激光束，经过镜头2使激光

准直后，穿过红色滤光片3投射到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被测量运动部件表面漫反射光束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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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红色滤光片4经过二套镜片组5、6会聚形成光斑成像在线性CMOS阵列器件10的感光面上；

二套镜片组5、6之间的安装角度以第一套镜片组5为基准，通过调节第二套镜片组6与第一

套镜片组5沿光轴的夹角来实现，在调节好第二套镜片组6角度以后使用调整钮7固定第二

套镜片组6；分光镜8设置在二套镜片组5、6中的第二套镜片组6与线性CMOS阵列器件10之

间，目的是将第二套镜片组6接收到的经被测量运动部件漫反射的光束进行光路的分光，分

光后的一路光束由光路检测器9中的线形光电二极管阵列接收，分光后的另一路的光束投

射到线性CMOS阵列器件10的感光面上；光路检测器9输出的脉冲信号，传输给信号处理器

11，表示被测量运动部件漫反射的光束是通过第二套镜片组接收的；外壳12采用铝合金材

料加工，全密封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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