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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通道同步数据采集的探讨

梁志国, 刘渊, 尹肖, 孙浩琳, 张大治
(航空工业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 计量与校准技术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95)

摘　 要: 针对多变量综合测量问题, 提出一种多物理量群体效应思想, 以具有公共时基的多维矢量空间方式

表征多变量测量结果, 展现它们之间的耦合、 关联、 因果、 时序等关系。 阐述了数据采集系统通道间延迟时间差

的地位、 作用和价值, 介绍了用通道间延迟时间差方式来定量评估不同通道的同步差异, 用以进行多通道同步采

集的时基补偿和修正, 最终将数据采集的同步界面延展到各通道传感器的测量端。
关键词: 同步采样; 多通道数据采集; 动态测量; 多变量; 综合测量; 表征; 通道间延迟时间差

中图分类号: TB9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795(2021)04 - 0001 - 06

Discussion on Multi-channel Synchronous Data Acquisition
LIANG Zhiguo, LIU Yuan, YIN Xiao, SUN Haolin, ZHANG Dazhi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Metrology & Calibration, Changcheng Institute of
Metrology & Measurement, Beijing 100095,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multi-variable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a multi-physical quantity group effect idea is proposed,
which represents multi-variable measurement results in a multi-dimensional vector space with common time base, and shows the coupling, corre-
lation, causality, and time sequence among them. The status, function and value of the delay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channels in data acquisi-
tion system are explained. The method of using the delay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channels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synchronization difference
of different channels is introduced, and the time base compensation and correction of multi-channel synchronous acquisition is presented. Finally,
the synchronization interface of data acquisition is extended to the measurement terminals of the sensor in each channel.

Key words: synchronous sampling; multi-channel data acquisition; dynamic measurement; multi-variable;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characterization; delay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channels

0　 引言

多通道数据采集, 在工程应用中有多种不同的表

述方式, 如针对多传感器不同物理量测量特征的“多变

量综合测量”、 体现同一被测系统复杂条件下不同指标

特征的“多参量综合测量”、 侧重同一物理对象不同参

数的“多参数综合测量”, 以及复杂系统多物理量综合

测量、 复杂环境多参量综合测量等, 均属于同一事情

的不同表征方式。 本文后续讨论, 将不再对它们进行

区分, 视为等同。
多通道同步采集特指数据采集中各个通道采样时

刻完全相同的采样方式, 也称为多通道同时采集。 包

括等间隔采样状态和非等间隔采样状态。 它往往与多

通道动态信号采集测量密不可分。 此时, 多需要构建

不同通道信号的同步、 正交、 固定延迟等技术条件,
并进行条件判定。

尽管有些静态多变量测量系统也使用多通道同步

采集方式, 由于信号平稳且没有变化, 其同步采集优

势并不明显, 仅仅在出现异常或故障时, 用于追踪分

析故障状况, 才显现出一定优势。
工程实践表明, 需要多通道同步采集的场合, 实

际上是指需要在各个通道的不同传感器测量点处实现

同时采样, 并非是指在采集系统本身的端口处实现同

时采样, 两者具有明确差异。 由于通道放大器、 信号

调理器等的存在且参数存在差异, 使得它们的含义并

不相同。 在系统本身端口处各个通道的同步, 并不能

保证它们在不同传感器测量点处实现同时采样。 因此,
多通道同步采集问题, 既包含设备设计、 制造问题,
也包括设备使用、 标定、 修正、 补偿问题。 缺少了这

些环节, 即使是进行了多通道同步采集的设计和制造,
也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多通道同步采集结果。 这也正是

本文后续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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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变量动态测量

动态测量问题, 一直被认为是时变量值波形的采

样测量问题[1]。 其关注的是量值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以及量值波形是否真实, 失真是否足够小。 实际上,
这仅仅是针对单物理量值的测量思路, 仅是动态测量

中的一个特例。 多数情况下的动态测量, 人们需要关

注的均为多个物理量值的群体行为。 它们变化多端,
包括有规律变化和无规律变化, 已知规律变化和未知

规律变化。 即使是按照同一规律变化, 也涉及到规律

出现的先后时序问题。 由此, 体现出多通道同步数据

采集在动态测量中的意义和价值。
俄国科学家 B. A. 格拉诺夫斯基曾说, 动态是矢

量[2], 本质含义便是多维空间的矢量问题, 其完整表

征应体现出如何表征其矢量特性。 对于单物理量变化

规律而言, 不仅是量值波形的变化规律, 也包括其规

律对应的时间刻度; 对于多物理量值的群体变化行为

而言, 除了各自的时序变化规律外, 其时间刻度的统

一一致和先后时序关系, 也是矢量特性的重要表述

特征。
以最简单的正弦交流电压 u( t)为例, 其时域表

示为

u( t) = A·sin(2πft + φ) (1)
其矢量表述式为

U
·

= A·ejφ (2)
式中: A 为电压幅度; f 为电压频率; φ 为电压波形的

初始相位; t 为时间变量; U
·

为电压的矢量幅度; j 为
复数算子符号。

将其加载到阻抗为 Z 的无源器件之上, 通过的电

流 i( t)可表述为

i( t) = B·sin(2πft + φ + θ) (3)
其矢量表述式为:

I
　·

= B·ej(φ+θ) (4)

式中: i 为电流幅度; φ + θ 为电流波形的初始相位; I
　·

为电流的矢量幅度。
θ = 2πf·Δτ (5)

式中: Δτ 为延迟时间。
当 θ = 0 时, 阻抗为纯电阻, 电压和电流同相;
当 θ = π / 2 时, 阻抗为纯电容, 电压落后电流 π / 2

相位;
当 θ = - π / 2 时, 阻抗为纯电感, 电压超前电流

π / 2 相位。

相位差 θ 对应的是延迟时间 Δτ, 延迟时间 Δτ 符

号的不同, 体现出的是阻性、 容性、 感性等截然不同

的电路特性。 矢量特性在这里与时间延迟特性拥有完

全等价的关系, 其表征方式不同, 表面上的含义有差

别, 但本质上是一致的。
复杂条件下的动态测量, 一直是动态测量中的难

点[3]。 但条件复杂程度, 因不同问题而有所不同。 以

航空发动机为例[4], 问题有: ①多元激励特征, 如转

子不平衡、 对中偏离、 气动、 热变形、 机械松动等不

同激励; ②复杂工况特征, 如高温、 高速、 高加速度、
变化负荷、 飞行起降、 爬升、 俯冲等各种复杂工况组

合方式; ③复杂振动响应特征, 如幅值、 相位、 频率、
模态、 瞬变多频、 宽频率范围、 非线性、 复杂路径、
强噪声下的微弱信号等响应特征。

这类问题的解决方式多被称为多参量综合测量,
是指以不同被测对象的关联性综合表征为目的的多参

量测量活动。
综合测量中的多个参量相互依存、 互为条件, 一

些参量存在相互关联和耦合特性。 它们的关联特征、
条件性特征、 耦合性特征等在完整表征物理对象不同

量值的群体行为时必不可少。 从量值种类来说, 包括

不同的物理量, 如几何量、 热学量、 力学量、 电磁量、
声学量、 光学量、 电子学量、 化学量、 电离辐射量、
生物学量等; 也包括同一物理量的不同参量方式, 如

幅度、 频率、 相位、 谐波、 噪声等。
最常见的多参量综合测量为被测物理量与对其有

影响的环境参量的多参数群体综合测量[5 - 6]。 环境参

量包括: 环境温度、 湿度、 压力、 震动、 冲击、 电磁

环境干扰、 声环境干扰、 光环境干扰、 大气粉尘干

扰等。
涡轮风扇发动机整机试车中[7 - 8], 每次试验都需

要记录燃油质量流量、 发动机喷管面积、 进气流量管

流通截面面积、 发动机转速、 发动机燃气温度、 空气

流场、 大气环境温度、 湿度、 试车台架变形、 试车台

架推力、 试车台架振动、 发动机噪音水平、 发动机开

机特性等多种过程量值及其变化过程, 以综合表征其

总体性能, 并深入分析每一参量对总体性能的贡献规

律。 每个类型的参量都需要记录采集多个测量点位的

参数量值及其变化过程。 不同类型的参量、 不同测量

点位参数之间的相互关联, 对评价航空发动机的性能

均有影响。 而发动机整机试车特性的评估就是一个多

参量群体综合测量结果, 即在多通道同步测量的基础

上, 综合分析处理与表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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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大气数据计算机所测量的大气数据参量[9],
包括飞行高度、 指示空速、 真空速、 马赫数、 升降速

度、 空速变化率、 大气总温、 大气静温, 以及迎角、
侧滑角等飞行控制参数, 具有同步相关性及因果性,
直接影响飞行安全。 机载大气数据计算机系统的多参

数综合测量, 需要在多参数同步测量基础上进行综合

分析处理与表征。
多参数综合测量的表述并非一成不变, 伴随着对

被测对象要求的深入, 其综合表征方式, 呈现逐步深

化和完善的特点。
完整表述正弦波需要幅度、 频率、 初始相位、 直

流分量四个参数, 使用各种手段获取上述四个参数以

表征正弦波, 称为正弦波四参数综合测量[10 - 11]。 实际

工作中, 除上述四个参数外, 还需要表征其失真特性,
即失真度。 若进一步细化, 则需要表征其噪声失真、
谐波失真、 次谐波失真、 杂波失真、 抖动失真、 残余

调制失真、 频谱特性等, 以便对所测量的正弦波进行

系统性综合表征。
多参数综合测量中, 由于它们的群体关联性、 因

果性、 互补性等因素, 使得到底选取多少参量作为被

测对象, 以及如何以最小的工作量获得最全面的被测

对象信息, 成为人们关注的目标。
在没有特别明确结论的前提下, 一种被称为“全

域”数据采集的概念被提出[12] , 它是指在不十分清楚

各量影响机理、 关联性、 因果性、 时序性等群体规律

特征的前提下, 对可能影响被测对象的全部物理量值

进行全息同步采集存储, 以便能够通过后续深入分析

处理, 寻找出被测各个物理量之间的内在关联和

规律。
多通道数据采集的结果形式, 是多个采集通道的

数据序列集合。 每一通道的数据序列均属于数据域信

息, 以具有时序坐标的幅度信息呈现, 可以看作是一

个二维矢量; 多个通道的矢量集合构成一种数据域的

矢量空间, 用以表征被测量的多变量群体。 由于组成

矢量空间的各个矢量并不相互独立, 因此由它们构成

的矢量空间并不是正交空间。
多变量波形测量问题, 是一种将多个时变物理量

波形通过多通道数据采集转化成包含完整群体信息的

状态空间问题。 这是一个矢量空间。 由此可见, 对表

征该空间准确性的各个不同通道的时序统一和一致的

重要性, 以及多通道同步数据采集的意义和价值。
实际上, 高速、 高精度、 高动态范围、 多通道同

步采集, 是多变量群体测量的基本手段。 本文后续内

容, 将主要针对多通道同步数据采集问题进行讨论。

2　 同步采集技术及问题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多通道同步数据采集的重要

性和价值, 并采取了相应的技术措施[13 - 15]。 使用同一

采样时钟是基本技术手段, 而采样保持器芯片, 其作

用之一, 就是可以从硬件上确保其同步采样在多通道

共用同一 A / D 转换器情况下仍然能够得以实现。 所有

这些措施, 都是为保证各个测量通道在仪器输入端面

T1 - T2 面上的同时采样状态。 多通道共用同一 A / D 的

同步数据采集系统典型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同步数据采集系统典型结构

　 　 图 1 中, 传感器 1 ~ 传感器 m 是为适应不同的被

测物理量由使用者所额外配置, 作用是将各个被测物

理量信号转换为成比例变化的电信号。 信号调理器为

适应传感器输出信号和后续数据采集通道性能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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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由用户额外配置的, 主要用于信号的平移、 滤波、
放大等变换。 它们均不属于数据采集系统的标准配置,
而是可选择配件。 由于用户选择和设置的自由性, 不

可避免地造成了时间延迟的差异性。
虚线框内所表述部分, 为数据采集系统及板卡通

常所携带的标准配置部分。 通道 1 ~ 通道 m 为数据采

集系统的 m 个采集通道。
通常的多通道同步数据采集系统, 其同步界面为

图 1 所示的 T1 - T2 面。 从技术逻辑上能够保证采样保

持器输入端界面的时刻统一和一致。
当 T1 - T2面同步后, 由于信号调理器之间时间延

迟的差异性, 不同采集通道的通道放大器延迟[16]、 引

线长度延迟、 不同传感器的延迟等均有差异, 不能保

证在传感器输出端面 D1 - D2面也同步, 更无法保证传

感器测量端面 C1 - C2面上的同步特性。 而传感器测量

端面 C1 - C2面上的同步特性才是多变量数据采集同步

的真正要求。
因此, 数据采集系统仪器输入端面 T1 - T2面上的

时间“同步”并不能保证各个不同传感器输入端面 C1 -
C2面上的采样时刻统一和一致, 而不同传感器输入端

面 C1 - C2面上的采集时刻统一一致才是多通道同步数

据采集的最初目的。 这也是到目前为止, 多数多通道

同步数据采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而该问题, 在

微波器件测量中很早就得到关注, 并以测量端面调整

和校准方式予以了先期补偿和修正[17]。 而在同步数据

采集中, 却鲜有提及。
由此可见, 真正实现多通道同步数据采集的关键,

并不主要在于是否采取了多通道同时采样保持技术策

略, 更为关键的是: 要在此措施基础上, 对不同通道

间的延迟时间差进行校准和标定[18], 并在实际的采集

序列的时刻确定中, 予以补偿和修正[19 - 20]。
在用户的观念中, 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 不同通

道采集数据序列, 其相同序号的采集数据对应的采集

时刻应该是相同的, 而实际上, 由于不同通道的物理

路径延迟的不同, 导致它们并不相同。
通道间延迟时间差的校准和标定, 即将不同测量

通道相同序号的采样点对应时刻的差异定量表征出来。
通道间延迟的补偿和修正就是通过技术手段使得不同

通道相同序号的采样点的采集时刻达到相同, 进而实

现同步数据采集的效果。
毫无疑问, 在不同通道需要进行同时采样的应用

场合, 例如上述第 1 节所述的各种不同的多变量动态

测量场合, 均需要进行通道间延迟的校准、 补偿和

修正。
对于发动机而言, 其燃油流量、 转速、 推力、 效

率等参数均应存在确定的关系, 各个参数采样时刻之

间的刻度差异将导致对于发动机性能评估的误差, 进

而影响其性能的使用和特性的掌握。
对于机载大气数据计算机而言, 其飞行高度、 指

示空速、 真空速、 马赫数、 升降速度、 空速变化率、
大气总温、 大气静温, 以及迎角、 侧滑角等飞行控制

参数均应是同步测量的结果, 若飞行姿态变化中的各

种高度、 速度参数与迎角、 侧滑角之间存在时间差,
或者它们与发动机推力等参数之间存在时间差异, 导

致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飞行控制将无法达到安全

和最优, 极易发生空难。
另外, 在需要进行正交测量的场合, 如各种信号

的正交解调、 正交变换等, 也需要进行通道间延迟的

补偿和修正。 另外, 在需要两个通道之间存在固定时

间延迟、 固定相位差等情况下, 也需要进行通道间延

迟的修正和补偿。
经过通道延迟的补偿修正后, 所有共用 A / D 的多

通道数据采集系统, 以及共用采样时钟的多通道数据

采集系统, 均可以实现在传感器输入端面 C1 - C2面上

的多通道同步采集。

3　 通道间延迟时间差

数据采集系统通道间延迟时间差被从众多指标中

单独拿出来, 并被冠以矢量特性[21 - 22], 主要是因为,
多通道采集时序的统一和一致是不同通道数据序列构

成矢量空间的基础和前提, 而通道间延迟时间差直接

影响多维矢量空间的复现和表征。
到目前为止, 通道间延迟时间差最好的评价方法

依然是正弦波拟合法[18], 是国家规范采用的标准方

法[23 - 24]; 其它方法包括直接测量法和三角波直线拟合

法。 直接测量法由于受时间抽样间隔误差影响, 只适

合大延迟测量, 不能实现小于一个采样间隔的时间差

的测量; 三角波直线拟合法虽然可实现小延迟的测量,
但易受局部噪声及幅度量化误差的影响, 不易获得高

精度结果。
正弦波拟合法与相位差测量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

的。 其优越性表现为: ①既可用大时间差测量, 也可

用于小时间差测量, 不受采样间隔的影响, 没有原理

方法误差; ②时间差可为正值、 负值和 0 值, 具有良

好的适应性; ③可以设定不同通道上的任意两点作为

同步界面进行评估和修正, 能对不同通道引线路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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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信号调理、 滤波、 放大等环节造成的时间延迟

差异统一进行评估, 进行整体补偿和修正, 将不同通

道的同步界面直接拓展到传感器的输出端面 D1 - D2

面; 在各个传感器自身延迟特性已知的情况下, 将同

步测量界面直接拓展到各传感器的输入端面 C1 - C2面

上, 实现真正物理意义上的多通道同步采集与测量;
④降低了对数据采集系统同步特性的要求, 使得在仪

器输入端实现不同通道同时采集变得不再重要。

4　 讨论

综上所述, 本文主要针对多通道同步数据采集中

的问题, 提出一种基于多通道同步采集基础的多变量

群体综合测量的矢量空间表征思想, 其核心是将处于

变化过程中的多变量综合测量, 视为针对一个被测对

象的整体测量, 被测对象类似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其

不同变量仅仅是该生命体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 其

不同变量之间的测量时刻点均应统一和一致。 在此前

提下, 各个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时序关系、 因果关系、
耦合关系、 关联关系等才能精确无误地展现出来, 也

才能真正体现出多变量综合的意图。 否则, 多变量之

间如何“综合”? 它与不“综合”的差异如何体现? 均无

法说清楚。
在该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一种将测量同步界面提

前到传感器的输入端, 以实现真正被测物理量值测量

序列的时间尺度的统一和一致的技术方式, 而不是仅

仅在数据采集系统仪器端子面 T1 - T2面上的同步采集,
使得同步采集测量的结果更加契合本源的意义和要求。

针对不同通道物理路径上不同时间延迟的估算、
补偿和修正, 提出了以最终实现各个通道测量时刻点

统一一致为目标的整体解决思路。 其中可见, 真实的

数据采集系统不同通道间的延迟时间差最为重要, 它

的精确测量与估算, 是解决多通道同步采样问题的基

础。 当然, 不同通道的采样时基的统一和一致是其基

础和前提。
本文所述工作, 仅仅是多变量综合测量的基础和

前提, 针对变量之间的耦合、 因果、 时序等更加深入

的关系, 并未涉及, 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和

处理, 方能予以逐渐解决。

5　 结论

针对动态测量中多物理量值的综合测量及表征问

题, 提出一种多变量群体效应分析与表征的矢量空间

思想, 并分析了其对多变量同步数据采集的客观需求,

以及目前仍然存在的同步问题。 针对多通道数据采集

同步问题, 讨论了以通道间延迟时间差进行路径延迟

差异的标定、 补偿、 修正方法, 为多通道同步数据采

集的实现展现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技术途径, 可在实际

工作中拓展应用, 以解决多通道同步采集的各类同步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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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级原子钟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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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芯片级原子钟是一种小型、 低功耗、 高精度的时间频率设备, 与微惯性测量组合和卫星导航技术相

结合, 形成微型导航定位授时单元, 可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 军事领域和国家安全等方面。 本文介绍了国内外芯

片级原子钟的研究进展及现状, 阐述了芯片级原子钟研制的难点及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 包括微型原子气室制备

技术、 微机电系统集成技术和芯片级光学频率梳技术等, 最后对芯片级原子钟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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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Chip Scale Atomic Clock
LIU Yali, LI Wei, WU Tengfei, LI Xinliang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Metrology & Calibration, Changcheng Instite of
Metrology & Measurement, Beijing 100095, China)

Abstract: The chip scale atomic clock is a small, low-power, high-precision time and frequency device. Combining the chip scale atomic
clock and the micro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with the receiver of the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a micro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iming
unit is formed, which can b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s of national economy, military field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pro-
gress of the chip scale atomic clock at home and aboard is introduced firstly. The difficulties and key technolog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p scale
atomic clock are also expatiated, including micro atomic vapor cell preparation technology,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ology
and chip scale optical frequency comb technology.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p scale atomic clock is prospected.

Key words: chip scale atomic clock; micro atomic vapor cell;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 chip scale optical frequency comb

0　 引言

微型定位导航授时 (Micro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iming, Micro-PNT)系统是确定时间和空间的关键

技术, 以其体积小、 功耗低、 精度高的优点在国民经

济、 军事领域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潜

力[1]。 传统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
lite system, GNSS)存在易受干扰和遮挡的问题, 而 Mi-
cro-PNT 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可应用于

GNSS 信号不佳的山洞、 深渊、 森林等极端环境。 另

外, Micro-PNT 系统可以极大地降低惯性导航系统的累

积误差, 延长其单独工作时长。 Micro-PNT 系统结合了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与惯性导航系统, 以低功耗、 微体

积、 高精度的芯片级原子钟( chip scale atomic clock,
CSAC)为时钟基础, 发播定位导航授时信号[2 - 3]。 同

时, 芯片级原子钟向接收机、 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等发

送高精度的时钟信号, 也将大大提升 Micro-PNT 系统

的性能[1]。
芯片级原子钟包括芯片级微波原子钟和芯片级光

学原子钟。 芯片级微波原子钟是传统相干布居囚禁

(Coherent Population Trapping, CPT)原子钟, 它基于相

干布居囚禁原理, 通过微波频率信号来调节两相干光

场, 使其与原子基态的两超精细能级跃迁至同一激发

态能级的频率发生共振, 从而获得精度高的标准频率

信号的输出[4]。 与小型恒温晶振相比, 芯片级微波原

子钟在体积和功耗上与之相当, 但是长期稳定度要比

其高 3 个量级以上。 另外, 其体积和功耗要比铷原子

钟小近 2 个量级[5 - 6]。 芯片级光学原子钟是一种作为

参考标准的原子能级跃迁频率处于光频波段的原子钟,
其工作原理与微波原子钟相似, 除了跃迁频段不同之

外, 其频率发生器是稳频激光器而不是微波原子钟的

晶体振荡器。 因为光学频率比微波频率要高 5 个量级,
故芯片级光学原子钟比芯片级微波原子钟具有更高的

理论精度。 本文对比了国内外芯片级原子钟的研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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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阐述了研制的难点及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 最后

对芯片级原子钟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1　 芯片级原子钟研究现状

1. 1　 国外研究现状

1976 年, Alzetta 等人[7] 通过激光与钠原子的作用

研究了气室中钠原子的三能级结构, 并且首次观察到

了 CPT 现象。
1993 年, 加拿大科学家 Cyr 等人[8] 提出了利用

CPT 原理来研制碱金属原子钟的建议, 从此人们展开

了对 CPT 原子钟的广泛研究。
1995 年, Westinghouse 公 司 ( 现 在 的 Northrup-

Grumman 公司)的一个小组[9 - 10] 率先在 CPT 原子钟中

使用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Vertical Cavity Surface-Emit-
ting Lasers, VCSEL)来代替放电灯, 减少原子钟的功耗

和尺寸。 他们使用微型玻璃气室制备微波腔, 得到的物

理装置体积为 16 cm3, 功耗为几百毫瓦, 时钟的短期稳

定性为 2 ×10 -11τ -1 / 2, 104 s 内的长期漂移为 3 ×10 -12。
2000 年,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

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的 Kitching 等

人[11] 提出了芯片级原子钟的构想。 他们研究了 Cs 原

子蒸气中的暗线共振, 利用 VCSEL 发出的光激发共

振, 并且通过直流吸收的变化来检测共振, 从而形成

了非常简单的物理封装, 如图 1 所示。 其体积小于

1 cm ×1 cm ×2 cm, 功耗远远小于 100 mW, 在 1 s 到

10 s 的积分时间内显示出 3 × 10 - 11 的频率不稳定度。
2001 年[12], 他们设计了一款简单、 紧凑、 低功耗的

CPT 原子钟, 物理封装如图 2 所示。 装置体积为

6. 6 cm ×1. 6 cm × 1. 3 cm, 在没有热控制的情况下功

耗小于 30 mW, 100 s 内的不稳定度为 1. 3 × 10 - 10。

图 1　 NIST 的芯片级原子钟物理封装示意图

图 2　 NIST 的 CPT 原子钟微型系统

2002 年,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启
动了芯片级原子钟的研制计划, 包括 NIST 在内的多个

团队参与了该计划[5]。
2004 年, NIST 的 Knappe 等人[13] 研制出了首个芯

片级原子钟原理样机, 结构如图 3 所示。 从下到上依

次由激光组件、 光学组件、 原子气室、 光电探测组件

垂直堆叠而成, 整个物理系统体积为 9. 5 mm3, 系统

功耗 75 mW, 短期稳定度达到了 2. 4 × 10 - 10 τ - 1 / 2, 长

期不稳定性频率漂移约为 - 2 × 10 - 8 /天。

图 3　 首个芯片级原子钟原理样机结构图

2008 年, Teledyne Scientific 公司[14] 成功研制出芯

片级原子钟原理样机, 如图 4 所示。 其体积小于

1 cm3, 功耗小于 30 mW, 积分时间为 1 h 的 Allan 偏差

小于 1 × 10 - 11, 满足了 DARPA 目标, 但是该原理样机

输出的时钟频率并不是标准的 10 MHz, 不适合量产。

图 4　 Teledyne Scientific 公司研制的芯片级原子钟

芯片级原子钟成为各国竞相研发的、 具有战略意

义的装置, 其中, 美国的技术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此外, 据国外公开报道, 欧盟、 日本也实现了芯片级

原子钟原理样机的研制。 2010 年, 欧盟的 Schori 等

人[17]研制出了芯片级原子钟样机, 如图 5 所示。 其短

期频率稳定度为 7 × 10 - 11 τ - 1 / 2 ( τ < 100 s)。 2018 年,
日本 Hara 等人[18]将 3. 5 GHz 的薄膜体声谐振器应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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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压控振荡器上, 作为小型化原子频率标准的本端

振荡器, 研制出了芯片级原子钟样机, 1 s 内频率稳定

度为 2. 1 × 10 - 11。

图 5　 欧盟研制的移除磁罩的芯片级原子钟样机

2011 年 1 月 18 日, Symetricom 技术研究中心[15]宣

布 SA. 45 s 芯片级原子钟(CSAC)全面上市。 SA. 45s 是

第一种商用的 CSAC, 功耗小于 125 mW, 短期稳定度

小于 3 × 10 - 10 τ - 1 / 2, 其实物图和物理封装图如图 6
所示。

图 6　 Symmetricom 的 SA. 45s 芯片级原子钟

过去几十年, 美国的 DARPA 在原子钟技术的进步

和微型化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研制出芯片级原子钟

并且已上市, 具有体积小、 重量轻、 低功耗等特点,
并提供前所未有的授时稳定性。 然而, 由于物理特性

与设计相关, 第一代芯片级原子钟的性能从根本上受

到了限制, 由于它存在上电频差, 使得上电后需要 6 ~

12 h 校准, 同时由于存在温漂和频漂, 其有效工作时

间只能持续 3 ~ 6 h。 校准要求和频率漂移会产生授时

误差, 因此难以在便携式封装中达到最高程度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 DARPA 认为稳定性更高的芯片化原子钟

将具有更广阔的的应用前景, 在此背景下, DARPA 在

2015 年年底启动了“高稳原子钟” (ACES)项目, 探索

下一代电池供电型芯片级原子钟的开发。 ACES 项目分

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 在实验室内研制出性能优越

的关键部件; 在第二阶段, 将原子钟组件集成并将其封

装在一个不超过 30 cm3的包中; 在第三阶段, 将相关电

子设备整合到一个体积不超过 50 cm3的包中。 ACES 项

目重点关注原子钟频率温度系数、 频率漂移、 频率复现

性, 与现有原型相比, 关键性能参数提高了 1000 倍。
2019 年 8 月, DARPA 宣布 ACES 项目取得突破性

进展,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团队开发

出的芯片级原子钟受温度和环境因素干扰小, 定位精

度是之前原子钟的 100 倍; 霍尼韦尔公司成功开发了

能够使原子钟小型化的精密原子传感器; NIST 开发的

芯片级原子钟也比先前的原子钟性能优越。 NIST 团队

展示了一个实验性的光学原子钟[16], 如图 7 所示, 它

只由三个小芯片构成, 可支持电子器件和光学器件。
不同于工作在微波频率下跟踪 Cs 原子振荡的标准原子

钟, 光学原子钟可运行在更高的频率下并提供更高的

精度, 因为它们可将时间分成更小的单位。 该光钟使

用激光跟踪 Rb 原子振荡, 这些 Rb 原子被限制在一个

由微型玻璃容器构成的蒸汽室中, 玻璃容器直径

3 mm, 位于硅片顶部。 在时钟芯片的“心脏”内, 两个

频率梳就像齿轮一样将 Rb 原子的高频光学“滴答”转

换成较低的微波频率。 该时钟除了提供更高的准确度

(大约比当前基于铯的 CSAC 高 50 倍), 功耗更低, 仅

275 mW。

图 7　 芯片级光学原子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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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芯片级原子钟起步较晚, 主要研究机构有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航天科工 203 所、 北京大学等单位[19 - 23]。
2006 年,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顾

思洪小组[19] 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 CPT 原子钟原理样

机。 之后, 他们一直致力于研制具有重要应用背景的

芯片级原子钟样机, 并且于 2013 年, 成功研制出芯片

级原子钟样机。 2017 年, 该组研制的 CPT 原子钟[20]整

机体积约为 19 cm3, 功耗约为 210 mW, 稳定度约为

1. 04 × 10 - 10τ - 1 / 2, 如图 8 所示。

图 8　 武汉物数所芯片级原子钟样机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6 年开始展开对

芯片级原子钟的研究, 2014 年实现了芯片级原子钟原

理样机研制, 其外形尺寸 45 mm × 36 mm × 14. 5 mm,
功耗小于 0. 6 W, 百秒输出频率稳定度为 5 × 10 - 10 [21]。

2015 年, 航天科工 203 所研制出第一代芯片级原

子钟样机, 其功耗为 3 W, 短期频率稳定度为 8 ×
10 - 11τ - 1 / 2。 经优化后, 原子钟体积小于 20 cm3, 功耗

小于1 W, 短期频率稳定度为 3 × 10 - 11 τ - 1 / 2 ~ 5 × 10 - 11

τ - 1 / 2 [22], 实现了批量化生产。
此外, 北京大学、 苏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

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24 - 26]等研究团队都已研制出芯

片级原子钟原理样机。
上述国内的研究, 主要还是集中在芯片级微波原

子钟领域, 目前国内还没有芯片级光学原子钟的报道。

2　 芯片级原子钟关键技术

芯片级微波原子钟与传统的小型原子钟相比, 将

铷(或铯)光源换成了微小的 VCSEL 激光器, 将体积较

大的微波谐振腔换成了通过稳定的微波信号源来调制

的 VCSEL 激光器, 将铷(或铯)的玻璃泡换成了便于集

成的微型的 MEMS 铷(或铯)原子气室。 芯片级微波原

子钟在保证频率精度和稳定度的情况下, 功耗由小型

原子钟的大于 10 W 减小到 100 mW 以下, 体积也由小

型原子钟的大于 230 cm3缩减到 10 cm3以下, 应用领域

更加广泛, 但也面临着新的技术挑战[27]。 芯片级原子

钟的研制需要突破多项关键技术, 主要包括微型原子

气室制备技术和微机电系统集成技术等。 此外, 芯片

级光学原子钟中, 激光锁定在原子的光学跃迁作为参

考, 得到光学频率标准。 光钟以光学频段作为参考,
但是目前只有对微波直接计数的电子元件, 还没有对

光学频段激光计数的元件。 因此, 光学原子钟的实现,
需要考虑将光学频段的标准转换到能够直接计数的微波

频段。 而光学频率梳可以将光学频率转换到微波频率。
因此, 要实现芯片级光钟, 还需要芯片级光学频率梳。
2. 1　 微型原子气室制备技术

芯片级原子钟的核心物理部件是原子气室, 原子

气室的性能和物理尺寸对于芯片级原子钟的原子物理

系统的微型化、 低功耗和系统集成化有直接的影

响[28]。 利用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超精细加工技术

来制备原子气室, 使原子气室的物理尺寸越来越小,
便于微型化和集成化。 目前芯片级原子气室的制备技

术还存在诸多问题, 主要包括定量填充高纯度碱金属、
精确控制气体组分、 多层结构的键合技术等技术难点。

随着 MEMS 技术的发展, 原子气室的尺寸越来越

小, 可以增多单批次加工数量, 但是由此带来了新的

问题, 即碱金属原子分装不均匀、 填充气体的压强及

配比偏离增大。 缓冲气体压强及配比对微型原子气室

的性能有很大影响, 但是在封装过程中, 原子气室内

的缓冲气体压强很难进行监控。 针对原子气室批量加

工需求, 一方面需要改进碱金属填充方法, 解决定量

填充高纯度碱金属的问题; 另一方面, 需要深入研究

原子气室内多种气体混合充制的动力学过程, 并且通

过在线定量分析手段对原子气室封装过程中的气体充

制进行实时监测和动态调整, 从而实现气体组分的精

确控制[29]。
研制微型原子气室的另一个难点是在实施碱金属

和缓冲气体的充制过程中保证原子气室的气密性。 为

解决此问题, 需要结合碱金属填充技术, 通过优化原

子气室的结构和工艺, 来提高原子气室的气密性。
2. 2　 微机电系统集成技术

芯片级原子钟系统主要由物理系统和电路系统两

大部分组成。 物理系统是芯片级原子钟的核心, 主要

包括 VCSEL 激光器、 光学元件、 碱金属原子气室、 磁

场和磁屏蔽系统、 温控系统以及光电检测器等。 采用

传统的工艺很难将物理系统的各元件依次叠放成堆叠

式结构, 因此很难实现微型的物理系统。 而 MEMS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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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发展, 使原子物理系统的各元件可以更好地集成

封装, 从而实现芯片级原子钟的微型化。 物理系统在

集成封装过程中, 存在的难点是既要实现芯片级原子

钟的微型化, 又要保证芯片级原子钟的频率稳定度和

功耗。 因此, 在封装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系统的体积、
功耗以及频率稳定度。

芯片级原子钟的电路系统集成需要保证对 VCSEL
激光器输出的激光频率实施稳频, 对物理系统实施稳

定的温度控制, 对微波链前端的晶振输出频率使用微

波和 CPT 信号进行反馈[5], 因此, 电路系统对芯片级

原子钟的稳定工作非常重要。 电路系统集成存在的一

个难点是微型原子气室和激光器及其各自的温度传感

器之间存在温度梯度, 通常激光温度是通过附近的温

度传感器测量的, 原子气室温度由温度传感器(热敏电

阻或 Pt 膜)监控, 尽管温度传感器尽可能地靠近要控

制的元件, 但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空间上的间隔,
这导致了它们之间存在有限的热阻。 即使传感器温度

完全稳定, 原子气室和激光器的温度波动仍可能存在,
影响芯片级原子钟输出频率的长期稳定性[30]。 另外一

个难点: 电路系统集成过程中, 在保证芯片级原子钟

信号质量的前提下, 减小电路的体积和功耗。
2. 3　 芯片级光学频率梳技术

光学频率梳在光学原子钟中具有重要作用。 光学

频率梳在时域上是飞秒量级的脉冲, 在频率上是一系

列等间隔的频率梳尺。 因为探测器响应速度的限制,
光学频率无法直接被探测, 所以即使有精准的光学频

率标准, 如果无法将光学频率传递出去, 也就不能形

成实用化的光学原子钟。 光学频率梳链接了微波频率

和光学频率, 通过光学频率梳可以将光学频率转化成

微波频率, 实现实用化的光学原子钟。 同样的, 芯片

级光学频率梳可以在芯片尺度上实现光学频率和微波

频率的链接, 是芯片级光学原子钟的核心组件。
芯片级光学频率梳近几年发展很快, 特别是基于

克尔效应的微腔光学频率梳发展迅速。 2018 年, 康奈

尔大学 Lipson 课题组报道了在混合 III-V /氮化硅平台

上采用电池驱动的集成克尔微腔光梳[31], 光梳的集成

性能大幅提高。 2020 年 6 月,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以及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三

方组成的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成功实现了芯片化

微腔孤子光梳“启钥”运行[32]。 尽管近两年芯片化光频

梳取了得较大进展, 但是整体上芯片级光学频率梳技

术还不是特别成熟,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芯片级光

学原子钟的发展。

芯片级光学原子钟受本身的尺寸、 功耗等条件限

制, 迫切需要可在片上集成(通常是在硅片上集成)的
芯片级光梳。 当前面向平面集成的高品质因子氮化硅

微腔制备技术。 此外, 国外“启钥”运行的光频梳, 在

自注入锁定下, 激光器的频率可以牢牢锁定在微腔的

谐振频率上, 虽然打开激光器的开关, 就能自动寻找

锁模状态并保持稳定运行, 但是这种装置需要花费较长

时间安装, 且需要较长时间手动准直激光器和谐振腔,
并对系统进行测试和包装, 以确保其参数保持稳定。 因

此, 进一步研究性能稳定、 可批量生产的芯片级光学频

率梳是实现芯片级光学原子钟走向实用化的关键。

3　 总结与展望

芯片级原子钟作为一种小型、 低功耗、 高精度的

时间频率设备,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文介绍了芯

片级原子钟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及研究现状, 国外已规

模化生产芯片级原子钟, 国内目前多家单位也都已研

制出了芯片级原子钟的原理样机, 但是与国外还存在

一定的差距(主要在性能上, 国外已实现商品化)。 虽

然近年来芯片级原子钟技术取得了长远的发展, 但是

还有多项关键技术需要突破, 包括微型原子气室制备

技术、 微机电系统集成技术和芯片级光学频率梳技术

等, 芯片级原子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尚有提高的空间。
NIST 提出了下一代芯片级原子钟———芯片级光学

原子钟。 芯片级光学原子钟的频率更高、 准确度更高,
它们把时间分割成更小的单位, 并且有一个高“品质因

子”, 有望成为未来重新定义秒的基础。 NIST 的铷原

子气室和两个频率梳是用与计算机芯片相同的方法微

加工的, 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支持电子和光学的进一步

集成, 并且可以大规模生产, 这是一条通向商业上可

行的紧凑光学原子钟的道路。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芯片级光学原子钟有可能变得足够小, 便于手持使用,
最终可能会在导航系统和电信网络等应用领域取代传

统的振荡器, 成为卫星上的备用光学原子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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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室内试车台流场品质研究

刘琳琳, 王毅, 常蕾
(航空工业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095)

摘　 要: 流场品质对航空发动机室内试车台的性能试验结果有重要影响, 高品质流场是室内试车台进行气动

附加阻力准确修正的基础。 本文对比介绍了国内外室内试车台气动流场参数要求差异, 分析了室内试车台进排气

结构等因素对流场品质的影响, 提出了以试车间气流速度均匀性、 引射比、 进气道总压均匀性为核心参数的流场

品质评价参数体系, 并针对未来国内室内试车台在提高流场品质方面需要开展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航空发动机; 室内试车台; 流场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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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Quality of Flow Field of Indoor Engine Test Cells
LIU Linlin, WANG Yi, CHANG Lei

(Changcheng Institute of Metrology & Measurement, Beijing 100095, China)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the flow field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test of the engine in the indoor test bed, and the high-
quality flow field is the basis of accurate correction of the additional aerodynamic resistance in the indoor test bed. This paper compared and ana-
lyzed the difference of parameter requirements of indoor test bed aerodynamic flow field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inlet and
exhaust structure of indoor test bed on flow field quality, and proposed the flow field quality evaluation parameter system with the uniformity of air-
flow velocity in test shop, injection ratio and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of inlet port as the key parameters. At the same time,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low field in domestic indoor test stand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aircraft engine; indoor engine test cells; flow field quality

0　 引言

涡喷和涡扇航空发动机在室内试车台进行试车时,
由于发动机吸气和排气扩压器引射作用, 试车间内产

生气流流动, 形成气动流场[1]。 发动机在地面试车遇

到的许多问题都与缺乏对试车间内气动流场品质的理

解和认识有关。 较差的流场品质会导致发动机转速和

推力不稳定, 甚至使风扇或其它核心部件失灵。 普惠

公司 JT9D 发动机的试车试验表明, 如果发动机进口流

场不均匀, 空气流量在发动机进口截面上的最大差值

可达 2. 28 kg / s, 推力可减少 2280 N[2]。 较差的流场品

质还对室内试车台气动附加阻力修正造成很大困扰,
试车间内速度场的均匀性每下降 10% , 试车间内的平

均流速会波动 0. 3 ~ 0. 5 m / s, 进气道附加阻力修正项

的测量误差将增大 5% ~10% 。 流场品质的差异也是造

成不同试车台试验数据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 Freul-
er R J 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 通过对大涵道涡扇发动机

室内试车台试车间气流速度均匀性、 进气道总压均匀

性、 引射比等气动参数进行限制, 可以使发动机在一

个稳定的环境中运行, 如: 转速波动小于 ± 5 rad / min,
推力波动小于 ± 300 lb( ± 1. 333 kN), 相当于推力等级

为 60000 lb(266. 7 kN)的发动机在最大额定起飞状态

下, 推力测量误差不高于 ± 0. 5% [3]。 为了在试车间内

开展稳定、 准确、 可重复的发动机性能试验, 需要对

某些气动参数加以限制。
本文梳理国内外有关室内试车台气动流场特性研

究的文献和规范, 对比分析国内外气动流场参数要求

的差异, 研究室内试车台进、 排气结构等对流场品质

的影响, 并对室内试车台流场品质评价体系的完善提

出建议, 为提高试车台设计性能及提升试车台气动流

场品质提供参考。

1　 室内试车台流场参数特性分析

为保证发动机室内试车时的流场品质, 国内外对

相关气动参数均有相应要求。 表 1 为国内外试车台建

设或校准时试车间内主要气动参数要求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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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外试车台试车间主要气动参数要求对比

标准及其要求
试车间气流

速度
试车间气流
速度均匀性

进气道总
压均匀性

引射比 试车间压降

GJB 5543 - 2006《航空发动

机地面试车台通用要求》 [4]

小涵道比涡扇 /涡轴发动机试车
台, 试车间的平均气流速度不
宜大于 10 m / s
大涵道比涡扇 /涡桨发动机试车
台, 试车间的平均气流速度不
宜大于 15 m / s

/ / /

试车间进气压力降不应大于
490 Pa
试车间内发动机进、 排气截
面的静压差不应大于 100 Pa

GJB 721 - 89 《涡喷涡扇发

动机试车台校准规范》 [5]
室内标准试车台试车间平均气
流速度一般不大于 10 m / s / / /

试车间进气压力降不应大于
500 Pa
试车间内发动机进排气截面
的静压差不应大于 100 Pa

SAE AIR 4869A 《 Design
considerations for enclosed
turbofan-turbojet engine test
cells》 [6]

　 　 　 　 　 　 / ≤35% ≤0. 0015 ≥0. 8 　 　 　 　 　 /

　 　 由表 1 可知国外与国内气动流场品质评价的要求

完全不同, 国内规范缺乏真正涉及流场品质方面的评

价参数。 下面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 详细分析试车间

气流速度均匀性、 进气道总压均匀性和引射比等参数

对保证流场品质的重要性。
1. 1　 试车间平均气流速度

试车间平均气流速度是发动机上游截面速度测量

值的平均值, 是随着试车台建设发展不断变化的一个

参数。 早期试车台设计的趋势是尽量降低试车间平均

气流速度, 降低进气冲量这一项的修正量, 降低气流

流动不稳定性对发动机性能造成的影响。 罗罗公司对

车台性能要求标准较高, 试车间平均速度不超过 20 ft / s
(约 6. 5 m / s) [2]; SAE ARP 741 - 1976 标准规定试车间

内平均气流速度不大于 9. 8 m / s; GJB 721 - 89《涡喷涡

扇发动机试车台校准规范》中规定室内标准试车台试车

间平均气流速度一般不大于 10 m / s; GJB 5543 - 2006
标准中规定小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和涡轮涡轴发动

机试车台, 试车间的平均气流速度不宜大于 10 m / s,
大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和涡轮螺桨发动机试车台,
试车间的平均气流速度不宜大于 15 m / s; Freuler R J
等人的缩比模型及现场试验表明, 较大的试车间平均

速度相比于低速低修正带来的好处更多[3,7]。 所以 SAE
AIR 4869A 建议, 根据现有的分析方法, 配合温度、
压力、 推力等参数的先进测试手段, 可准确对测量推

力以及其他相关参数进行修正, 不需要再对试车间的

平均气流速度进行限定。

1. 2　 试车间气流速度均匀性

试车间气流速度均匀性是根据发动机上游远前方

截面速度测量值计算而来的。 一般情况下, 发动机远

前方测量截面位于试车间内距发动机唇口 3D ~ 4D(D
为发动机进气流量管直径)的位置, 或者位于发动机唇

口与进气段最后一个进气整流装置的中间位置, 截面

按 5 × 5 等分为 25 个矩形测量网格, 每个速度测点位

于矩形中心。 试车间气流速度均匀性定义式为

vDist =
vmax - vmin

vave
× 100% (1)

式中: vDist为试车间气流速度均匀性; vmax为测试网格内

速度测点的最大值, m / s; vmin 为测试网格内速度测点的

最小值, m / s; vave为测试网格内速度测点的均值, m / s。
SAE AIR 4869A 规定, 距发动机唇口 3D ~ 4D 的位

置测得的发动机远前方速度畸变应不大于 35% , 此项

数据可以作为评价试车间流场均匀性或质量的通用指

标。 GE(General Electric)在其试车台设计标准中规定,
为保证试车间内流动平稳, 可接受的发动机远前方速

度均匀性最大为 20% , 且不允许有涡流进入发动机进

气道, 即使试车台受到 32 m / s 的侧风影响, 也不允许

对发动机远前方速度均匀性造成较大影响[8]。
1. 3　 引射比

引射比是表征试车间内气动特性的一个重要参数,
与试车间气流速度的均匀性共同决定了是否会在发动

机进气道内形成进气漩涡。 引射比的定义式为

α =
WFC - WENG

WENG
(2)



计 测 技 术 综合评述　 　 ·15　　　 ·

式中: α 为引射比; WFC 为试车间进气流量, kg / s;
WENG为发动机进气流量, kg / s。

引射比的大小决定了气流与试车间墙壁附面层分

离的位置, 分离位置随着引射比增大向喷口方向移动,
发动机进气截面为最佳分离位置。 通常情况下, 较低

的引射比是造成发动机进气涡流的主要原因。 Freuler
R J 等人的研究表明, 发动机远前方速度均匀性控制在

约 30% 的基础上, 引射比高于 0. 8 时发动机进气道内

不会有涡流产生[9]。 SAE AIR 4869A 标准规定, 为防

止试车间内产生漩涡或燃气回流, 引射比不能低于

0. 8。 SAE AIR 5436 标准中给出的数据为: 大型航空发

动机引射比一般在 1 ~ 2 之间, 小型航空发动机, 特别

是军用发动机, 引射比一般不大于 5。 与国外相比, 我

国不管是大型航空发动机还是小型航空发动机, 引射

比都普遍偏高。 引射比越高, 气流速度越大, 发动机

运行的稳定性、 气动附加阻力修正的准确性等受流场

不均匀性的影响越大。
1. 4　 试车间压降

试车间压降是表征试车间进气压力损失的参数,
是衡量试车台防侧风能力的指标之一, 其定义为

ΔP = Pamb - Ps (3)
式中: ΔP 为试车间压降, Pa; Pamb为大气压, Pa; Ps

为试车间内静压, Pa。
SAE ARP 741 - 1976 标准规定, 为了降低大气压

力和冲压比的修正系数, 减轻对车台建筑结构的冲击,
试车间压降应控制在约 1 英寸水柱(约 254 Pa) [10];
SAE AIR 4869A - 2015 标准建议合适的试车间压降为

2 ~ 4 英寸水柱(约 508 ~ 1016 Pa), 有研究表明这一压

降范围能够显著降低环境侧风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8]。
GB 5543 - 2006 标准规定试车间进气压降不应大于 490
Pa, 试车间内发动机进气截面与排气截面的静压差不

应大于100 Pa, 与 GJB 721 - 89 标准对室内标准试车台

试车间压降的要求一致。 目前看来, 随着航空发动机

向大流量、 大涵道比发展, 结合更加严格的流场品质

和噪声控制要求, 较多的整流装置势必会造成更大的

进气压力损失, 所以在发动机参数测试和换算水平提

高的基础上, 对试车间压降的要求应适当放宽。
1. 5　 进气道总压均匀性

发动机进气道总压均匀性是用来判断发动机进气

道内风扇入口端面流场均匀性的参数。 通用的发动机

进气道总压均匀性测量方法为: 在进气道内均匀安装

8 个总压测量耙, 每个测量耙安装 5 个测点进行测量。
进气道总压均匀性的定义为

PDist =
Pmax - Pmin

Pave
(4)

式中: PDist为进气道总压均匀性; Pmax 为风扇入口端面总

压测点的最大值, Pa; Pmin 为风扇入口端面总压测点的

最小值, Pa; Pave 为风扇入口端面总压测点的均值, Pa。
SAE AIR 4869A 标准规定, 发动机进气道总压均

匀性应符合发动机制造商的性能测试要求, 一般情况

下要低于 0. 0015。 只有保证其它气动参数达到指标要

求才能确保发动机进气道总压均匀性满足指标要求,
所以这一指标对流场品质的判定起到决定性作用。

2　 试车台结构设计对流场品质影响

试车台进排气系统的设计是影响试车间流场品质的

主要因素, 试车台主要由进气段、 试车间和排气段组

成, 每一个结构都必须根据其不同的作用单独设计, 同

时必须与其它结构相配合, 使整个试车台达到合适的空

气动力学和声学性能。 室内试车台结构简图如图1 所示。

图 1　 室内试车台结构简图

2. 1　 进气设计

我国室内试车台以垂直进气为主。 进气系统的主

要作用是为试车间提供足够且均匀的流动空气, 衰减

发动机产生的噪声, 使试车间免受外界侧风的影响。
进气整流单元如消音器、 导流叶片、 整流网等都会影

响试车间流场的均匀性。 进气塔顶部“蛋箱”结构的装

置能够有效防止侧风对进气质量的影响。 采用带有 90°
导流叶片的垂直进气形式不仅可以有效衰减噪声传播,
还能避免试车间受外界侧风的影响, 为试车间提供均

匀的气流流动。 某试车台改造前后流场测试结果表明,
室内试车台加装导流叶片后, 0 截面速度均匀性从

103%提高到 64% , 核心区速度均匀性从 92% 提高到

35% ; 合格的导流叶片除使气流平稳转向外, 还要尽

量减小压力损失。 气流从最后一个进气整流装置到发

动机入口的距离有严格要求, 一般情况下, 对于垂直

进气方式, 需要使整流网到发动机进气截面之间的距

离大于试车间横截面对角线的距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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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试车间

试车间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支撑发动机所需的安装

系统和发动机运行所需的其他设备。 设计试车间时有

两个重要参数需要考虑: 一个是发动机直径与试车间

截面面积的比值, 另一个是引射比。 这两者决定了试

车间平均气流速度, 如果满足试车间平均气流速度不

大于 9. 8 m / s 这一指标, 则给定测试段的最大发动机

流量近似满足

We ≈12
Acell

α + 1 (5)

式中: We 为发动机最大空气流量, kg / s; Acell 为试车

间截面积, m2; α 为引射比。
以 12 × 12 截面的室内试车台为例, 在引射比为 3

的情况下, 可测试的发动机最大流量不超过约 432 kg / s。
设计试车间时还需考虑其内部设施的位置, 并尽可能

确保结构的流线型: 所有的辅助设备(行走平台等)应
尽可能设计在发动机进气道唇口截面之后, 防止产生

进气涡流; 试车间内部中的任何凸起(加热管道、 照明

装置、 天车导轨、 行走平台等)都可能导致产生涡流,
影响航空发动机测试, 因此, 为了减小流过发动机的

气流的压降, 试车间内部各系统均应采用流线型设计。
应借鉴国外试车台设计经验, 借助 CFD 建模计算等手

段, 从细节上不断提高室内试车台流场品质。
2. 3　 排气设计

排气系统应保证不产生燃气回流, 不产生排气反

压振荡。 引射筒尺寸和位置对试车间内的流场影响很

大。 引射筒口径必须足够大, 能够完全吸入从发动机

尾喷口排出的主流和旁路气流, 同时降低排气温度和

速度, 以免产生燃气回流。 排气筒进口形状通常设计

为喇叭形或锥形, 平直进气或反锥形入口会导致进口

损失增加, 降低吸入能力[11] 。 排气筒直径与发动机

尾喷管直径的比值对引射比的影响很大, 引射比随二

者比值的减小而减小[12] 。 引射比的变化近似等于排

气总温与发动机进口总温之比的平方根[12] 。 军用发

动机由于其较高的排气温度, 导致了较高的引射比。
排气筒长度影响发动机高温排气与旁路气流的混合效

果, 对于风冷式涡扇发动机试车台, 通常建议排气筒

长径比为 4. 0 或更高。 发动机尾喷口与排气筒间的距

离对引射比的影响较小, 两者间距主要影响发动机尾

喷管出口的静压场, 如果引射筒距尾喷口的距离过

近, 则旁路气流的速度很高, 尾喷口处的静压较低,
将影响发动机的推力, 并增加推力修正因子, 如果引

射筒距尾喷口的距离过大, 会使试车间内噪声较大,
严重情况下会产生燃气回流。 因此建议引射筒采用可

移动式设计, 确保引射筒和发动机尾喷口之间的距离

最佳。

3　 流场品质评价参数体系

综合国内外关于室内试车台气动流场的要求, 并

结合实际的测试经验, 建议建立以试车间气流速度均

匀性、 引射比和进气道总压均匀性为核心的室内试车

台流场品质评价参数体系, 如表 2 所示。

表 2　 室内试车台流场品质评价体系

测试位置 参数名称 室内标准试车台 室内工作试车台

进气段 进气消声装置内平均流速
涡喷发动机、 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试车
台不大于 20 m / s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试车台不大于 40 m/ s

涡喷发动机、 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试车台
不大于 20 m / s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试车台不大于 40 m / s

试车间

试车间平均流速
气流速度均匀性

进气道总压均匀性
引射比

试车间进气压损
试车间压降

中小推力发动机试车台不大于 10 m / s
大推力发动机试车台不大于 15 m / s

不大于 35%
不大于 0. 0015
不小于 0. 8

不大于 490 Pa
不大于 100 Pa

中小推力发动机试车台不大于 10 m / s
大推力发动机试车台不大于 15 m / s

不大于 60%
不大于 0. 01
不小于 0. 8

不大于 490 Pa
不大于 100 Pa

排气段 排气筒中心流速 不大于 40 m / s 不大于 40 m / s

　 　 表 2 中除气流速度均匀性、 进气道总压均匀性和

引射比为新增项外, 其他直接沿用 GJB 5543 - 2006 标

准中相关规定, 且适用于所有室内试车台。 室内标准

试车台作为发动机性能评价以及参数传递的溯源车台,
其流场品质比其他工作台要求更高, 未来对其进行更

深入的研究, 对提高发动机性能评价的准确性及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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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陆续提高其他工作台流场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4　 结论

从国内关于室内试车台气动流场参数要求的相关

规程规范来看, 我国室内试车台的流场品质要求相比

于国外普遍较低, 且规程规范中并没有真正评价试车

间内流场品质的气动参数, 这也使得不同室内试车台

流场品质差异较大。 为了提高我国室内试车台流场品

质,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完善流场品质评价相关的规程规范。 随着车台

建设以及相关测试水平的发展, 对室内试车台流场评

价参数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 要与时俱进, 合理制定。
2)试车间流场均匀性和引射比是保证流场品质的

关键参数, 发动机进气道总压均匀性直接反映了发动

机进气道内流场均匀性, 是检验流场品质好坏的重要

参数, 这三者应作为流场品质评价的核心参数纳入我

国室内试车台流场品质评价参数体系中。
3)试车台的性能直接影响流场品质, 设计试车台

时应建立完整的气流控制单元, 且每个控制单元应合

理设计, 使气流平稳过渡, 尽量减少试车间内辅助部

件对流场品质的影响。 可借助国外经验, 利用 CFD 仿

真手段进行设计计算, 不断优化试车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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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正弦信号同步采样的定量判定, 以及不同步采样时同步误差的定量评价, 提出了一种基于四参

数拟合的评价判定方法, 可避免同步判定时影响分辨力的 ± 1 的计点误差。 在此基础上, 定义并实现了同步误差

的定量评价。 在实际正弦曲线、 方波曲线和三角波曲线的采集测量实验中, 验证了所述方法的正确性及可行性。
使用单频数字滤波处理后, 将其推广应用到非正弦周期信号的同步采集测量评价中。 本文所述方法可用在对同步

要求较高的采集测量系统的同步特性定量评价中, 也可用在准同步采样测量中, 用于定量给出同步偏差, 以进行

测量误差的补偿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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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and Judgment of Simultaneous Sampling Condition of Sine Wave
LIANG Zhiguo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Metrology & Calibration,
Changcheng Institute of Metrology & Measurement, Beijing 100095,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quantitative judgment of synchronous sampling of sinusoidal signals and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synchroniza-
tion error in asynchronous sampling, an evaluation and judgment method based on four-parameter fitting is proposed, which can avoid the point
counting error of ± 1 that affects the resolution during synchronization judgment. On this basis,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synchronization error
is defined and realized. In the actual sine wave, square wave, and triangular wave acquisition and measurement experiments, the correctness and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 are verified. After using single-frequency digital filter processing, it can be extended and applied to the synchronous ac-
quisition of non-sinusoidal periodic signals. The method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can be used i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synchronization char-
acteristics of acquisition and measurement systems with high synchronization requirements, and can also be used in quasi-synchronous sampling
and measurement to quantitatively give synchronization deviations for compensation and correction of measurement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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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同步采样一直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①针对多通道

数据采集系统而言, 同步采样意味着不同通道在同时

采样时, 其采样时刻点保持统一和一致的特征, 称多

通道同步采样[1 - 3], 也称为多通道同时采样; ②针对

采集通道的采样间隔与被测周期信号的波形周期而言,
当信号波形周期“恰好”等于采样间隔的整数倍, 使得

每个信号波形周期“恰好”包含整数个采样数据点, 也

被称为信号的同步采样[4 - 13]。 本文后续内容, 主要指

信号的同步采样。
信号同步采样是对周期信号波形等间隔采样的一

种特殊采样状态, 通常指每一个信号波形周期“恰好”
含有整数个采样点的情况。 此时, 采样频率是信号重

复频率的整数倍。
广义的信号同步采样则是指采样序列中“恰好”含

有整数个信号波形周期的情况。
同步采样是一种非常特殊且重要的测量条件, 在

同步采样条件下, 人们很容易实现采样频率与信号重

复频率之间的无误差互导。 并且, 信号波形及采样不

完善所造成的影响趋于完整和稳定。 相应地, 其不确

定度评定结果也趋于稳定和真实, 不会由于采样不同

步带来的影响而额外变化。 另外, 同步采样条件给周

期波形采样序列带来的最大益处是其频谱分析结果没

有由于采样不同步问题而带来额外的频谱泄漏, 给其

频谱分析、 失真分析等带来极大的便利。
因而, 人们千方百计地创建同步采样条件, 以简

化和避免后续信号分析中的问题和难度。 特别是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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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电能与功率分析中, 即使达不到完全的同步采样条

件, 也希望能获得近似同步的采样状态, 以期获得更

加稳定可靠的波形分析结果。 否则, 人们就要采取滤

波、 加窗等数据处理方式, 以降低由于不同步造成的

频谱泄漏的影响。
除了采用与被测周期信号自动同步与锁相技术的

同步采样系统外, 任何使用与被测周期信号不同时基

的数据采集系统, 若想达到完全的同步采样条件都是

十分困难的。 因而, 人们发展了准同步采样理论方

法[14 - 23] , 即采样序列包含近似整数个信号波形周期,
即对于正弦波而言, 包含 2π·N ± Δ 的相位差, 其

中, N 为正整数, 而 Δ 为“很小”的相位差, 在此条

件下, 通过对 ± Δ 的补偿运算或迭代运算, 可以对

正弦波有效值、 功率等使用累积运算获得估计值的

参数, 达到与同步采样条件下相接近的精度。 但

± Δ的精确测定也具有复杂性和难度, 尤其是针对

未知信号频率的情况下难度更大, 故很多补偿修正

类方法只能用于采样间隔和信号周期均精确已知的

前提下。
尽管同步采样如此重要并被广泛研究, 针对采样

同步情况的定量评价方面的研究却一直较少, 且多关

注于同步不完善造成的误差方面[24 - 25], 而不是同步问

题本身。 本文后续内容, 即在正弦采样条件下以同步

误差的形式, 定量评价采样系统与被测信号之间的同

步特性关系, 以及准确估计准同步采样情况下的相位

偏差 ± Δ。

1　 测量原理及方法

1. 1　 基本思想

同步特性关系的实质是被测信号波形周期与均匀

采样的时间间隔呈严格的整数比关系, 因此, 确定该

比例是否为整数是同步特性分析与判定的关键, 简单

的周期计点法判断, 无法避免 ± 1 个采样点的计数误

差, 因而不适用于解决该问题。
在正弦波形采样序列中, 则有所不同。 等间隔采

样的正弦波拟合参数中, 其直接拟合参数获得的数字

角频率体现了采样间隔与正弦信号的比值关系, 使用

该参数进行同步特性分析判定, 将避免周期计点法中

的测量原理误差。
针对非正弦周期信号, 通常更难识别其同步采样

状态, 此时, 则可以使用滤波方式, 将其谐波均滤

除, 只剩下基波分量, 然后使用正弦拟合方式予以

测量。

1. 2　 测量原理及数据处理方法

1. 2. 1　 正弦波形的同步采样识别

设数据采集系统的通道采集速率为 v, 采样间隔

Δt = 1 / v。 通道采集数据个数为 n, 包含信号周期数为

N 个。 信号周期为 T, 重复频率为 f = 1 / T, 信号峰值幅

度为 E。
给数据采集系统加载正弦波信号

e( t) = E·sin(2π·f0 t + φ0) (1)
式中: e( t)为输入正弦信号的瞬时值; E 为输入正弦

信号的幅度; f0 为输入正弦信号的频率; f0 为输入正

弦信号的初相位。
启动采集, 得采集数据序列{ xi} ( i = 0, …, n -

1), 按最小二乘法求出采集序列{xi}的拟合信号[26]

a( t) = A·sin(2π·f0 t + φ) + d (2)
式中: a( t)为拟合信号的瞬时值; A 为拟合正弦信号

的幅度; f0 为拟合正弦信号的频率; φ 为拟合正弦信

号的初相位; d 为拟合信号的直流分量值。
由于采集数据序列是一些离散化的抽样值 xi, 其

时间是离散化的 ti, ti = i / v ( i = 0, …, n - 1), 式(2)
可表示为

a( ti) = A·sin(2π·f0 ti + φ) + d (3)
式中: ti 为第 i 个测量点的时刻( i = 0, …, n - 1)。

简记为

a( i) = A·sin(ω·i + φ) + d (4)
数字角频率 ω 为

ω = 2π·f0 / v (5)
则实际有效值误差 ρ 为

ρ = ( 1
n ·∑

n-1

i = 0
(xi - A·sin(ω·i + φ) - d) 2) 1 / 2

当实际有效值误差最小时, 可获得式(1)的最小二

乘意义下的拟合正弦波信号式(4), 此时, 可得数字角

频率拟合结果。 由此得到信号周期 T 与采样时间间隔

Δt 之比 m 为

m = T / Δt = v / f = 2π / ω (6)
令 int[∗]为对“∗”的取整运算符, 对 m 进行取

整运算, 得 M 为

M = int[m] = int[2π / ω] (7)
式中: m 为每个信号周期中包含的采样点数。

n 点采集序列中包含的信号周期数 N 为

N = int[n / m] (8)
1. 2. 2　 非正弦周期波形的同步采样识别

对于非正弦类周期信号的同步采样识别, 可以使

用滤波器首先将其谐波尽数滤除, 变成只包含基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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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信号波形, 滤波方式既可以使用一种滤波器, 也

可以使用多种不同滤波器进行组合滤波, 带通、 低通

滤波均可。 文献[29]所述的单频滤波器, 拥有仅仅滤

除谐波而对基波参数没有影响的特点, 可供选择进行

滤波操作。
在对非正弦类周期信号滤波完成以后, 其基本上

变成正弦波形, 可使用 1. 2. 1 节所述方法进行同步采

样特性识别, 获得非正弦类周期信号的同步采样特征

参数。

2　 同步条件的评估

2. 1　 同步采样

当 M =m 时, 每一个信号周期“恰好”包含 m 个采

样点, 此时, 系统对信号处于同步采样状态, 对于长

度为 m 的倍数的采样序列而言, 同步误差为 0。
当 N = n / m 时, 全序列 n 个采样点“恰好”包含 N

个信号周期, 此时, 系统对信号处于广义同步采样状

态, 对于长度为 n 以及其倍数长度的采样数据序列而

言, 同步误差为 0。
2. 2　 非同步采样

当 M≠m 时, 若 m - M≤0. 5, 则定义每周期包含

M 个采样点, 其同步误差 γ 为

γ = (M - m) / m (9)
当 M≠m 时, 若 m - M > 0. 5, 则定义每周期包含

M + 1 个采样点, 其同步误差 γ 为

γ = (M + 1 - m) / m (10)

3　 实验验证

3. 1　 正弦波形同步采样识别

用 SCO232 型数据采集系统, 对 5720A 型多功能

校准器进行采集, 获得正弦信号波形如图 1 所示。
A / D位数为 12 bit, 测量范围为 - 5 ~ 5 V, 采集速率v =
2 kSa / s, 采样点数 n = 1800, 信号峰值 4. 5 V, 频率

11 Hz。 经四参数拟合得[26]: A = 4459. 1683 mV; ω =
0. 03459784 rad; φ = - 138. 431°; d = 3. 98505 mV;
ρ = 37. 00925 mV; 有效位数 6. 29 Bits。

图 1　 实测正弦曲线波形

按式(6)计算得 m = 181. 6063, 由于 m 不是整数,
可知此时数据采集系统对于信号的采样属于非同步采

样状态。
每周期含有 182 个采样点, 按照式(10)计算获得

采样同步误差 γ = 0. 2168% 。
将采样序列进行整周期的准同步采样条件计算时,

由于全序列包涵 n / m = 9. 91155 个波形周期, 若以距离

整数周波相差 20% 以内为准同步的周波数作为判据,
则 n / m≈10。 按 10 个波形周期进行准同步计算时, 其

准同步误差为

Δ = (n / m - 10) × 2π = -0. 555745 rad
此为直接使用全部 1800 点进行准同步运算时的准

同步误差, 并未进行数据截取。
在进行数据截取后, 可见序列包含 9 个完整波形

周期, 进行 9 周期的准同步截取后序列长度为 1634
点, 其准同步误差为

Δ = (1634 / m - 9) × 2π = -0. 0158008 rad
明显小了很多。

3. 2　 方波同步采样识别

图 2 为标准方波曲线波形, 其幅度为 4 V, 频率为

34 Hz, 占空比为 1 ∶ 1。 以采样速率 2048 Sa / s 进行采

样, 采样序列长度为 2000 点。

图 2　 标准方波曲线波形

图 3 为使用上述方法对图 2 所示波形进行滤波后

获得的基波正弦曲线波形[29], 使用最小二乘正弦波曲

线拟合法获得其基波参数为: 幅度 5. 1069 V, ω =
0. 104312872, 频率为 f0 = 34. 00071 Hz, 相位 90. 0309°,
直流分量 1. 499317 mV, 对应的总失真度 TD = 3. 65% 。

图 3　 标准方波滤波后基波曲线波形



计 测 技 术 理论与实践　 　 ·21　　　 ·

按式(6)计算得 m = 60. 2340, 由于 m 不是整数,
可知此时数据采集系统对于信号的采样属于非同步采

样状态。
每周期含有 60 个采样点, 按照式(9)计算获得采

样同步误差 γ = - 0. 39% 。
3. 3　 锯齿波同步采样识别

图 4 为周期斜波曲线波形, 其幅度为 4 V, 频率为

34 Hz, 上升沿与下降沿时间比为 1 ∶ 4。 按采样速率

2048 Sa / s 进行采样, 采样序列长度 2000 点。

图 4　 周期斜波曲线波形

图 5　 周期斜波滤波后基波曲线波形

图 5 为使用上述方法对图 4 所示波形进行滤波后

获得的基波正弦曲线波形[29], 用最小二乘正弦波曲线

拟合法获得其基波参数为: 幅度 2. 98336 V, ω =
0. 104301152, 频率为 f0 = 33. 99689 Hz, 相位 89. 6505°,
直流分量 642. 630 mV, 对应的总失真度TD = 6. 19% 。

按式(6)计算得 m = 60. 2408, 由于 m 不是整数,
可知此时数据采集系统对于信号的采样属于非同步采

样状态。
每周期含有 60 个采样点, 按照式(9)计算获得采

样同步误差 γ = - 0. 409% 。

4　 讨论

通过本文所述过程, 可以判断采样系统对于所测

周期信号是否处于同步采样状态。 以正弦拟合方式获

得的结果, 基本上可以避免计点法 ± 1 的计点误差, 获

得较为确切理想的结论。 通常, 每个信号波形周期包

含的采样点数都不是严格的整数。
若处于同步采样状态, 则每个信号波形周期包含

的采样点数恰好是严格的整数。 此时可以计算出每一

波形周期恰好包含的采样点数。 从而进行采样序列长

度的选定, 进而使用一系列简捷有效的方法进行其它

测量处理。
若处于非同步采样状态, 可按照同步误差最小化

原则定量判定每个波形周期近似包含的采样点数, 并

给出同步误差的定量评价结果。
特别是, 对于准同步采样方法而言, 其多周波准

同步误差 Δ 可以定量给出, 以利于有效利用补偿修正

类准同步采样方法进行部分波形参数估计, 为同步测

量和准同步测量方法的应用创造了先期技术条件。
本文所述方法的不足之处是, 它属于同步采样条

件的估计, 采样速率“恰好”是信号频率的整数倍的条

件较难实现, 由于测量误差和不确定度因素, 对于真

正的同步采样, 也可能产生误判[27 - 28]。 有关问题的解

决, 需要后续的深入研究。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正弦信号波形数据采集过程中常见的同

步采集的辨识与判定, 以及同步误差的定义和估算,
本文进行了细致研究, 获得了确切可用的方法和结论,
本文所述方法可用于电能、 电功率等电力行业的正弦

基础参量的测量、 计量和校准中, 有广泛的应用空间。
针对非正弦类周期信号的同步采样问题, 可借助

于单频滤波技术予以实现, 从而使本文所述方法拓展

到更为广阔的应用领域, 使其具有更大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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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视觉测量系统的光束法平差改进

别梓钒, 张瑞, 李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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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消除三维扫描测量机器人系统中工业机器人定位误差对测量结果的不利影响, 搭建了多目视觉

测量系统对三维扫描测头进行空间同步定位。 由于系统中相机与标志点之间的距离变化较大, 标志点重投影误差

难以评价空间定位误差, 另外受相机标定精度影响, 光束法平差对三维坐标修正不明显。 为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

改进了光束法平差, 在传统光束法平差的误差方程中引入摄影比例尺, 再将整体参数的优化分为两步, 先修正相

机内、 外参数, 再修正被测点三维坐标, 以提升系统的三维重建精度。 实验结果表明, 在对一维基准尺长度的测

量实验中, 测量结果与参考值之间的偏差小于 0. 300 mm, 标准差不大于 0. 110 mm, 满足三维扫描测量机器人系

统的应用需求。
关键词: 视觉测量; 多视图三维重建; 光束法平差; 重投影误差

中图分类号: TB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795(2021)04 - 0023 - 05

Improvement of Bundle Adjustment in Multiocular Vision Measurement Systems
BIE Zifan, ZHANG Rui, LI Weishi

(School of Instrument Science and Opto-electronics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4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positioning errors of industrial robots on measurement results in 3D robotic scan-
ners, a multiocular vision measurement system is set up to locate the 3D scanning probe synchronously. In the multiocular vision measurement
system, due to the large change i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amera and the marker, the reprojection error of the marker is difficult to evaluate the
spatial positioning error. In addition,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amera calibration accuracy, the correction of the 3D coordinate by the bundle
adjustment is not obvious. The bundle adjustment method is improved in this paper to improve the 3D reconstruction accuracy of the system. The
image scale is introduced into the error equ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bundle adjustment method. The optimization of overall parameters is implemen-
ted in two steps based on the new error equation. Firstly, the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parameters of the camera are corrected, then the 3D coordi-
nates of the measured point are correct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measurement experiment of the length of the Creaform scale
bar,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measurement result and the reference value is less than 0. 300 mm,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is not bigger than
0. 110 mm, which meet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3D robotic sc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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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航空航天、 汽车制造等领域, 为了高速、 方便、
非接触地对大尺寸曲面工件进行三维测量, 三维扫描

测量机器人[1]逐渐得到应用。 传统的三维扫描测量机

器人的工作原理是: 三维激光扫描测头固定在工业机

器人关节臂末端, 工业机器人按照规划路径运动, 带

动激光扫描测头扫描工件获取点云数据。 由于机器人

存在装配误差、 惯性滞后, 机器人末端的定位精度会

受到限制, 影响测量精度。 采用多目视觉测量系统对

三维扫描测头进行动态测量[2] 可以消除机器人末端定

位精度的影响。

摄影测量中基于共线方程的三维重建易受噪声影

响, 通常采用光束法平差(Bundle Adjustment, BA)对

相机参数和三维坐标初值进行整体的非线性优化, 以

获得更精确的测量结果[3]。 传统光束法平差本质上是

求解非线性最小二乘问题, 一般以被测点在像平面上

的重投影误差作为误差函数, 再以一定的最优化准则

修正相关参数。 许多学者对光束法平差在坐标测量领

域内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与改进, 周维虎等人[4] 运用光

束法平差对激光跟踪仪的精度进行了评定, 证明了光

束法平差对激光跟踪仪的精度评定正确可行。 郭迎钢

等人[5]在激光跟踪仪光束法平差中引入马氏距离, 建

立起抗差马氏光束法平差模型, 提升了处理精度。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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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华等人[6]提出了 BFGS-GN 法, 提升了光束法平差对

不同类型初值的鲁棒性。 徐振亮等人[7] 采用轴角法代

替欧拉角来描述相机的空间位姿, 减少了光束法平差

在迭代过程中的计算量, 提升了运算效率。
在本文搭建的多目视觉系统中, 由于相机与标志

点之间的距离变化较大, 标志点测量结果在空间中的

定位误差难以评价, 以二维像平面上的重投影误差作

为误差函数来表征三维空间点的定位精度并不恰当;
另一方面, 受标定精度和镜头畸变的影响, 在迭代计

算过程中, 光束法平差的修正主要体现在相机外参数,
迭代步长在三维坐标上的修正不明显。

为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在传统光束法平差的误差

方程中引入摄影比例尺, 将标志点在二维图像平面上

的重投影误差映射至三维空间, 建立新的误差方程和

目标函数, 并将参数的优化分为两步, 先修正经标定

算法得到的相机内、 外参数, 再以优化后的内、 外参

数作为真值, 迭代计算三维坐标, 加强三维坐标值的

修正。 最后利用本文搭建的多目视觉测量系统进行实

验, 验证改进后的光束法平差的精度。

1　 多目视觉测量系统介绍

本文搭建的多目视觉测量系统的示意图如图 1 所

示, 该系统主要由视觉传感器、 专用图像处理系统[8]

和计算机三部分组成。 视觉传感器由 4 个 CMOS 相机

组成(编号分别为 1, 2, 3, 4), 以 1 号相机的相机坐

标系作为整体测量环境的世界坐标系, 4 台相机采用交

向摄影方式环绕布置在测量现场上方, 获取扫描测头

上的标志点图像, 作为整个系统的信息输入来源; 专

用图像处理系统采用基于 FPGA 开发的硬件系统, 用

于实时、 高速地进行图像处理, 提高视觉系统的整体

图 1　 多目视觉跟踪系统

处理效率; 计算机作为上位机控制视觉传感器、 专用

图像处理器, 接收数据后进行三维重建, 并输出、 显

示最后的计算结果。

2　 多目视觉测量系统光束法平差

2. 1　 系统三维重建原理

本系统利用四台相机对扫描测头四周的编码标志

点进行同步测量, 通过光束法平差对系列参数进行非

线性优化, 得到标志点的三维坐标值。 三维坐标初值

计算基于共线方程, 本系统的共线方程为

u - u0

fx
=

r11X + r12Y + r13Z + TX

r31X + r32Y + r33Z + TZ

v - v0
fy

=
r21X + r22Y + r23Z + TY

r31X + r32Y + r33Z + TZ

(1)

式中: (u,v) 为标志点畸变矫正后的像素坐标, 像素;
(u0,v0) 为相机主点坐标, 像素; ( fx,fy) 为相机在像平

面 x, y 轴方向上的主距, 像素; (X, Y, Z)为标志点

三维坐标, mm; r11 ~ r33 为相机坐标系之间旋转矩阵的

分量; TX,TY,TZ 分别为相机坐标系之间在 X, Y, Z 轴

方向上的直线距离, mm。
光束法平差以被测点的重投影误差作为误差方程,

定义如下

fij =
　

(uij - u′ij) 2 + (vij - v′ij) 2 (2)
式中: fij 为第 i 个标志点在第 j 个相机像平面上的重投

影误差, 像素; (uij,vij) 为第 i 个标志点在第 j 个相机内

的像素坐标值, 像素; (u′ij,v′ij) 为第 i 个标志点在第 j
个相机像平面上的重投影点像素坐标值, 像素。
2. 2　 光束法平差改进

由于相机成像时物点距离相机光心的物距远大于

相机主距, 每条成像光线在像平面上的微小偏差会通

过摄影比例尺[9] 明显放大, 测量时易造成空间定位误

差, 如图 2 所示。 摄影比例尺 m 定义如下

m = Z
f (3)

式中: Z 为物点和相机光心在光轴方向上的直线距离,
mm; f 为相机主距, mm。

在实际应用中, 扫描测头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
相机与标志点之间的距离变化较大, 不同成像系统的

摄影比例尺也不同。 当标志点与各相机之间的距离相

差过大时, 根据式(3), 成像平面上相同大小的重投影

误差所对应的空间定位误差也会明显不同。 此时, 不

同成像系统的重投影误差对空间定位误差的评价无法

统一在相同尺度上。 常规光束法平差以成像平面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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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误差作为误差方程, 不适用于相机与标志点距离

变化较大时的三维重建。

图 2　 摄影比例尺

为将各成像系统的空间定位误差统一在同一尺度

下, 本文在光束法平差的误差方程基础上引入摄影比

例尺, 以空间定位误差作为新的误差方程。 由于重投

影误差以像素为单位, 空间定位误差以 mm 为单位,
将相机在像平面 x, y 轴方向上的主距 ( fx,fy) 代入式

(3), 得到本系统的摄影比例尺 mx,my, 即

mx = Z
fx

my = Z
fy

(4)

将式(4)中的摄影比例尺代入式(2)中, 得到改进

后光束法平差的误差方程为

f ′ij =
　

(uij - u′ij) 2m2
x + (vij - v′ij) 2m2

y (5)
式中: f ′ij 为空间定位误差, 表示第 i 个物点在空间中与

第 j 个图像平面的成像光线之间的距离, mm。
在光束法平差的计算中, 参与平差的初值受镜头

畸变和相机标定精度的影响较大, 因此迭代步长的修

正更多地体现在相机参数上, 为加强光束法平差对三

维坐标的优化, 本文在式(5)的基础上, 将参与光束

法平差的平差参数分为两部分, 分步进行优化平

差, 即

S1 = (C1,…,Cn)
S2 = (P1,…,Pm)

(6)

式中: S1 为第一步平差的参数向量; S2 为第二步平差的

参数向量; n 为参与重建的相机数量; m 为参与重建

的标志点数量; C1 ~ Cn 为各相机的参数向量; P1 ~ Pm

为各标志点的三维坐标向量。
利用 LM 算法对平差参数进行非线性优化, 迭代

计算的目标函数定义如下

F = 1
2 ∑

m

i = 1
∑

n

j = 1
( f ′ij) 2 (7)

式中: F 为参与重建的所有标志点的总空间定位误差,
mm; m 为参与重建的标志点数量; n 为参与重建的相

机数量。
根据式(7), 在第一步平差过程中, 迭代计算获得

高精度的相机参数; 在第二步平差过程中, 将修正后

的相机参数作为真值, 迭代计算标志点三维坐标, 最

终完成对标志点的三维坐标求解。

3　 实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改进后光束法平差对空间坐标的处理精

度, 本文利用多目视觉跟踪系统对 Creaform 公司

C-Track光学动态跟踪系统的一维基准尺(如图 3)进行

测量。 一维基准尺上粘贴有反光标志点, 标志点中心之

间的直线距离经过高精度标定得到。 该标定尺寸作为本

文实验的参考值, 参考值及标准不确定度如表 1 所示。

图 3　 C-Track 系统一维基准尺

表 1　 C-Track 系统一维基准尺数据 mm

距离 尺寸 标准不确定度

d1 959. 778 0. 010

d2 479. 386 0. 009

本系统中 4 台相机的公共视场范围较小, 且标志

点大小在相机采集图像中所占比例极小, 在保证标志

点被准确提取的前提下, 相机在沿光轴方向上的有效

测量距离为 1. 5 ~ 2. 5 m。 在相机的公共视场以及相

机的有效测量距离内, 将一维基准尺以不同姿态在水

平、 纵深方向上的不同位置进行摆放, 采集标志点

图像。
本系统中相机内、 外参数初值由张正友标定法

对相机进行标定获得, 标志点三维坐标初值由空间

前方交会法计算获得。 在剔除标志点未被识别等无

效图像组后, 经过三维重建和平差优化后, 获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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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 d1 和 d2 的测量数据, 每组 50 个测量值, 计算

得到每组的算术平均值及算术平均值标准差。 表 2
为重建初值的数据处理结果, 表 3 和表 4 为经常规

光束法平差和改进后光束法平差优化后的数据处理

结果。
表 2　 重建初值数据处理结果 mm

距离 组别 i 算术平均值 xi 算术平均值标准差 σxi

d1

1 958. 567 0. 186

2 959. 541 0. 138

3 959. 333 0. 107

d2

1 479. 894 0. 122

2 479. 448 0. 111

3 479. 800 0. 111

表 3　 光束法平差数据处理结果 mm

距离 组别 i 算术平均值 xi 算术平均值标准差 σxi

d1

1 958. 677 0. 168

2 959. 520 0. 133

3 959. 476 0. 092

d2

1 479. 747 0. 108

2 479. 370 0. 109

3 479. 816 0. 116

表 4　 改进光束法平差数据处理结果 mm

距离 组别 i 算术平均值 xi 算术平均值标准差 σxi

d1

1 959. 296 0. 100

2 959. 633 0. 106

3 959. 619 0. 093

d2

1 479. 700 0. 105

2 479. 372 0. 110

3 479. 639 0. 105

根据表 2 ~ 表 4 中的数据可知, 在测量距离 d2时,
重建初值、 光束法平差和改进光束法平差的 σxi 较为接

近, 但在测量距离 d1时, 重建初值的 σxi 整体大于光束

法平差的 σxi, 光束法平差的 σxi 整体大于改进后光束法

平差的 σxi。 这是因为距离 d1 较长, 在摆放基准尺时,
标志点更靠近相机的视场边缘, 受镜头畸变影响较大,
而距离 d2较短, 所采集图像中 d2的标志点受畸变影响

相较 d1更小, 具有更好的迭代初值。
根据表 2 ~表 4 中的算术平均值, 计算得出 d1, d2

在 3 组测量列中的加权算术平均值、 参考值偏差及算

术平均值标准差, 如表 5 和表 6 所示。
表 5　 d1数据处理结果 mm

方法
加权算术
平均值

参考值
偏差

算术平均值
标准差

重建初值 959. 147 - 0. 631 0. 296

光束法平差 959. 224 - 0. 554 0. 274

改进光束法平差 959. 516 - 0. 262 0. 110

表 6　 d2数据处理结果 mm

方法
加权算术
平均值

参考值
偏差

算术平均值
标准差

重建初值 479. 714 0. 328 0. 136

光束法平差 479. 644 0. 258 0. 137

改进光束法平差 479. 570 0. 184 0. 101

表 5 中三种方法的参考值偏差均为负值, 这是因

为本系统利用棋盘格对相机进行标定, 由于棋盘格相

对于整个视场环境较小, 标定过程中难以获取足够多

的视觉信息, 影响了相机畸变参数的标定。 由于距离

d1较长, 整体的实验测量中, 标志点三维坐标的求解

受镜头径向畸变影响较大, 从而导致距离 d1的测量值

整体上小于参考值。
综上所述, 在对一维基准尺的长度测量实验中,

对于长度 d1, 相较常规光束法平差, 改进后光束法平

差处理结果的参考值偏差减小了 52. 7% , 算术平均值

标准差减小了 59. 9% ; 对于长度 d2, 相较常规光束法

平差, 改进后光束法平差的参考值偏差减小了 28. 7% ,
算术平均值标准差减小了 26. 3% 。 由此可知, 在两种

长度的测量上, 改进后光束法平差的处理精度相较常

规光束法平差有显著提升。

4　 结论

针对多目视觉测量系统, 研究了多目视觉的三维

重建原理和光束法平差原理, 为了更好地表征本系统

在三维空间中的定位误差, 以及解决三维坐标值在迭

代过程中修正不明显的问题, 本文对传统光束法平差

进行了改进, 引入摄影比例尺建立新的误差方程并分

步优化相机参数和三维坐标。 实验结果表明: 在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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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尺的长度测量中, 传统光束法平差测量结果与参

考值偏差小于 0. 600 mm, 标准差小于 0. 300 mm, 改进

后光束法平差测量结果与参考值偏差小于 0. 300 mm,
标准差不大于 0. 110 mm, 证明本文提出的方法有效

地提升了多目视觉测量系统的测量精度, 满足三维

扫描测量机器人系统的应用需求。 由于本文采用

LM 算法进行非线性优化, 系统实验过程中求解每

组数据的迭代次数一般在 30 ~ 50 次之间, 迭代效率

较低, 未来可以在最优化算法方面展开进一步的研

究, 提升光束法平差处理数据的效率, 推动三维测

量技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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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惯性测试设备控制系统设计中, 角度编码器信号实时采集的设计是实现惯性测试设备角位置和角

速率高精度控制的关键。 区别于基于硬件实时采集的开放性差且电路复杂的方法, 本文基于 RTX + Windows 系统

平台进行实时采集。 通过设计基于 RTX 的角度编码器信号实时采集硬件方案及接口驱动程序, 实现了对惯性测试

设备角位置的实时采集, 并将该方法成功应用于转台角位置实时采集, 有效满足对转台的实时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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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ngle Encoder Signal Real Time Acquisition Based on R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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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real-time acquisition of angle encoding signal based on RTX is studied with inertial testing equipment as the ob-
ject of application. In the design of inertial testing equipment control system, the design of angle encoder signal real-time acquisition is the key to
realize the high-precision control of angular position and angular rate of inertial test equipment. Different from the method of poor openness and
complex circuit based on hardware real-time acquisition, this paper carries out real-time acquisition based on RTX + Windows system platform.
The hardware scheme and interface driver of real-time acquisition of angle encoder signal based on RTX are designed to realize the real-time ac-
quisition of angular position of inertial testing equipment. The method is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real-time acquisition of the angular position of
the turntable, and meets the real-time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the turn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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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内惯性测试设备的角度编码器信号采集通常以

单片机或 DSP + FPGA 作为系统的控制核心[1 - 2], 属于

采用硬件电路实现, 但使用硬件电路时接口电路复杂,
开放性差, 不能实现系统的可互换性。

为实现惯性测试设备高精度伺服控制, 不仅需要

良好的用户界面便于用户使用, 更要具有良好的实时

性能, 以保证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实时发送。 Windows
是比较常见的操作系统, 人机交互界面良好, 但当打

开程序平台太多时, 会出现定时不准现象, 难以满足

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系统需求[3]。 RTX 操作系统是美

国 Ardence 公司开发的实时子系统, 用于 Windows 平

台, 不仅具有较强的实时性, 而且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及可扩展性[4 - 5]。 本文基于 RTX + Windows 系统平台

进行角度编码器信号的实时采集研究。
RTX +Windows 系统平台是在 Windows 系统基础上

拓展实时子系统 RTSS[6], 该平台不仅继承了原有 Win-
dows 操作系统的优点, 而且提高了系统实时性, 使线

程间切换时间极大地缩短。 RTX +Windows 系统平台也

是目前 Windows 平台上唯一基于软件的硬实时解决

方案[7 - 8]。

1　 角度编码器信号实时采集硬件方案

本文以单轴转台为应用对象。 单轴转台主要由

三部分组成: 台体、 采集及控制系统和计算机系

统。 台体为立式结构; 采集及控制系统用于实时采

集转台角位置并控制台体按照指令进行回转运动;
计算机系统主要为工控机, 用于采集数据及发送

指令 [9] 。
该单轴转台控制系统要求根据给定的指令, 通过

计算机系统生成控制律, 通过 DA 卡作用于驱动器,
从而控制电机, 其中采集的角度编码器信号用于转台

角位置反馈, 实现对转台角位置的闭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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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关键元部件选型

由于单轴转台控制系统为闭环系统, 需要角度编

码器信号作为反馈元件, 修正位置指令与反馈位置的

误差。 因此角度编码器的精度直接影响了系统的位置

精度。
相较于相对编码器, 绝对编码器抗干扰能力强,

用于控制系统更可靠。 其中德国 HEIDENHAIN 公司绝

对式光栅编码器性能较强、 可靠性高, 并且重复性好。
该编码器可输出 ENDAT, 1Vpp 等信号, 其中 ENDAT
协议输出绝对位置编码数据。

HEIDENHAIN 计数卡 IK220 是一个基于 PCI 的 PC
计算机扩展卡, 用于记录绝对式角度编码器测量

值[10], 与 HEIDENHAIN 绝对编码器配套使用, 对模拟

信号的细分倍数高, 准确度高且实时性强, 对实现基

于软件的硬实时采集具有重要作用。
1. 2　 实时采集硬件方案

该单轴转台控制系统通过 IK220 计数卡实时采集

转台角度编码器信号, 并通过 RTX 系统实时驱动

IK220 计数卡, 实时读取角位置数据。
系统硬件方案如图 1 所示, 系统根据实时读取的

角位置数据及位置指令, 设计控制算法得到实时控制

律, 从而对该单轴转台进行高精度控制。 控制策略采

用位置环和电流环双闭环, 其中位置环采用经典数字

PID 算法。 角度编码器信号的采集及控制均通过下位

机实现。

图 1　 单轴转台系统硬件方案图

2　 基于 RTX 的 IK220 接口驱动程序设计

由于 Windows 系统是非实时系统[11], 故 IK220 针

对 Windows 系统的驱动程序, 不能满足单轴转台控制

实时性的需求。 故研究基于 RTX 的 IK220 接口驱动程

序设计, 实时采集角度编码器测量位置值, 进而实现

单轴转台位置和速率的高精度控制。
2. 1　 RTX 驱动模型

RTX 实时线程的调用机制是独立的, 且 RTSS 线程

优先级高于 Windows 线程, 可直接访问 I / O 设备。 同

时, RTSS 支持通过共享内存、 事件和信号量等实现与

非实时进程的通讯[12]。
本系统中驱动程序用于完成硬件和控制软件的数

据和信息的交互。 与常用 Windows 系统下的驱动程

序[13 - 14]相比, RTX 驱动程序是开放的, 可以通过 RTX
函数直接访问外部硬件, 操作方便快捷。 在 RTX 下,
PCI 设备和 RTX 基本内核位于驱动底层, RTX 内核可

以通过 I / O 和中断方式与 PCI 设备进行数据交换[1],
提高设备的实时性能, RTX 定时精度可达 0. 1 μs。
RTX 应用程序由 Visual Studio 建立, 使用 RTX Driver
Wizard 生成驱动程序框架, 生成的文件类型是“rtss”。

驱动程序设计主要包括设备初始化、 物理地址的

映射、 基本的控制操作以及检测处理设备错误等。 基

于 RTX 驱动程序框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基于 RTX 驱动程序框图

2. 2　 IK220 接口驱动程序设计

IK220 卡是 PCI 总线形式计数卡, 内部寄存器采用

内部映射方式, 板卡的制造商号和设备号分别为

0X10B5 和 0X9050。 目前 HEIDENHAI 公司只提供 Win-
dows 下和 LINUX 下的软件开发包, 无法用于实时控制

领域中的数据采集。 本文通过研究 IK220 卡的采集原

理, 实现基于 RTX 的 IK220 接口驱动程序。
与其他板卡不同, IK220 板卡上电后, 需要下传

DSP 固件代码, 开始启动板卡操作。 IK220 具有 16 个

16 位寄存器, 其中控制寄存器用于设置板卡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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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寄存器用于控制板卡、 读写数据等操作, IK220 通

过上述寄存器与板上 DSP 处理器进行通讯, DSP 根据

指令再进行相应控制。 基于 RTX 的 IK220 接口驱动程

序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IK220 接口驱动程序流程图

程序设计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寻找匹配设备。 首先寻找所有的 PCI 设备, 通

过设备号和制造商获取 PCI 板卡的基地址, 为对设备

操作做准备。 其中 RtGetBusDataByOffset( )函数可获取

PCI 板卡配置空间[15]。
RtGetBusDataByOffset(PCIConfiguration,
uBusNum,
SlotNumber. u. AsULONG. / / logical slot number
PciData,
uOffset,
PCI_ COMMON_ HDR_ LENGTH);
2)将设备的物理地址映射为系统地址。 驱动程序

只有将设备物理地址转换成系统映射地址, 才可以实

现对设备的操作。 其中 RtTranslateBusAddress()函数用

来将 PCI 板卡寄存器基地址转换为系统映射地址,
RtMapMemory()函数的作用是将 PCI 板卡内存映射地

址赋予指针变量, 对板卡操作可通过该指针变量

实现[10]。
RtTranslateBusAddress(PCIBus, BusNum, PortAdd,
&AddSpace, &uPortAdd);

BaseAddress =RtMapMemory(uPortAdd, 4∗1024, 0);
3)设备基本操作, 包括 IK220 初始化、 IK220 启动

及停止、 读写寄存器、 读写数据等。 由于地址映射到

I / O 空间, 可对设备直接进行操作。
∗pData =∗(PortBase[Axis] + Adr);
/ / Read word value from register to pData
∗(PortBase[Axis] + Adr) = Data;
/ / Writes Data to Axis at Adr

3　 单轴转台角位置实时采集结果

为了验证基于 RTX 的 IK220 接口驱动程序的有效

性, 在单轴转台控制系统中进行角位置的多位置采集

测试。 手动转动转台角度, 若采集角位置结果与转动

角位置结果一致, 则证明驱动程序各部分函数都能

实现。
为了验证角位置实时采集效果, 需对转台进行角

位置精度检测以及转台动态性能检测, 在 RTX 实时系

统中, 设置定时精度为 1 ms。 角位置精度检测方法参

照 GJB 1801 - 93《惯性技术测试设备主要性能试验方

法》中方法 104《角位置测量试验》, 角位置精度检测结

果为 ± 2″。 转台动态性能检测中, 位置指令设置为幅

值 0. 2°, 频率为 1 Hz 的正弦信号, 位置指令和实际角

位置采集结果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中可看出, 实时角

位置与指令结果一致, 幅值误差小于 0. 5% 。
以上检测结果表明, 本文设计的基于 RTX 的角度

编码器信号实时采集系统满足对转台的实时控制要求,
并且性能结果满足实际工程需求。

图 4　 角位置指令与采集实时位置

4　 结语

以惯性测试设备为应用对象, 设计了基于 RTX 的

IK220 接口驱动程序, 并成功应用于单轴转台控制系

统, 实现单轴转台基于 RTX 的角度编码器信号实时采

集, 为实现单轴转台的位置和速率高精度控制奠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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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本文的设计方法可进一步应用于惯性测试设备控

制系统的其他 PCI 接口板卡的实时驱动, 从而提高了

对惯性测试设备控制系统的控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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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激光目标模拟器被广泛应用于激光制导系统测试, 在长期使用过程中, 激光信号模拟光源的方位会

较大幅度地偏离设计指标, 需要对其进行现场校准测试。 首先对激光目标模拟器的原理进行了详细分析, 进而分

别从硬件及软件设计方面对激光目标模拟器校准装置的研制方案进行了阐述。 测试结果表明, 该装置可准确测

量、 检定激光信号模拟光源的方位、 发射角、 信号功率等参数, 各项性能指标均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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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alibration Device for Laser Target Sim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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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ser target simulator is widely used in the test of laser guidance system. The simulated orientation of laser signal source can be
deviated from the design index greatly in the long-term use, and the laser guidance system should be calibrated and tested on site. Firstly, the
principle of laser target simulator is analyzed in detail, and then the design scheme of laser target simulator calibration device is expounded re-
spectively from the aspects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sign. The test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arameters of laser signal simulation light source
such as azimuth, emission angle and signal power can be accurately measured and verified by the device and the performance indexes meet the
use requirements.

Key words: laser target simulator; calibration device; calibration; measurement

0　 引言

激光目标模拟器是激光制导武器研制、 生产及其

后期维护检修的重要测试仪器之一[1 - 10], 广泛应用于

制导系统导引头[11]的调试及测试。 其主要功能是产生

导引头测试过程中与光学接收机相关的各种测试输入

信号, 可以输出标准模拟光脉冲信号、 精确频率编码

光脉冲信号、 激光照射同步电脉冲信号等, 并模拟不

同峰值功率的光脉冲信号。 在测试过程中, 激光信号

模拟光源要变换不同方位, 每次都会带来方位偏差,
导致发射角也发生细微变化, 长期使用后激光信号模

拟光源的方位会较大幅度地偏离设计指标, 需要对其

进行校准测试。 针对此需求, 本文研制了激光目标模

拟器校准装置, 实现对激光目标模拟器的检定测试与

计量保障。

1　 激光目标模拟器原理分析

激光目标模拟器作用是将特定波长的带编码信息

的光以特定方位照射到制导系统导引头上[3 - 6], 经过

制导系统导引头光学系统汇聚于接收探测器的特定区

域内, 由导引头进行信号放大、 解码、 和差运算等处

理, 输出位置偏差信号, 控制舵机做相应的动作, 从

而验证武器系统的功能指标。
激光目标模拟器有 A 型、 B 型两种, A 型激光目

标模拟器的光源光学原理如图 1 所示。

图 1　 A 型激光目标模拟器光源光学原理

模拟光源的四路发光点 LD1, LD2, LD3, LD4,
经准直镜准直后, 在固定距离 L 位置, 以固定角度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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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入射, 确保各路入射光经导引头汇聚后, 光点分别

落在探测器不同的区域(1, 2, 3, 4)处, 且互不干扰。
A 型激光目标模拟器通过分别控制四路光源, 测试产

品的响应特性。
B 型激光目标模拟器的光源光学原理如图 2 所示。

模拟光源的四路具有一定发散角 α 的点光源 LD1,
LD2, LD3, LD4, 发出锥形光束, 使其中的一部分光

束, 在固定距离 L 位置, 能够入射到导引头光学系统

内, 汇聚后, 光点分别落在探测器的不同区域(1, 2,
3, 4)处, 且互不干扰。 B 型激光目标模拟器通过分别

控制四路光源, 测试产品的响应特性。

图 2　 B 型激光目标模拟器光源光学原理

当激光目标模拟器出现以下故障时, 将导致测试

系统不能正确评价武器系统的性能:
1)激光信号模拟光源本身制造定位不准确, 或使

用过程中操作不当导致定位不准确, 导致光点不能够

落在正确的区域, 光信号互相干扰, 使被测产品不能

按照设定程序产生正确的动作响应;
2)模拟光源本身出现发光强度不够或不发光故障,

导致被测产品无动作;
3)控制器编码序列与导引头解码不匹配, 激光信

号错误, 导引头无解码输出信号或输出信号错误, 导

致被测产品无动作或错误动作。

2　 方案设计

激光目标模拟器检定装置要实现对 A, B 型激光

目标模拟器的激光信号模拟光源的能量中心点方位、
发射角、 发光功率等参数的精确测试, 完成对四路激

光信号脉冲特性以及探测器逻辑输出的功能测试。
2. 1　 硬件设计

激光目标模拟器校准装置硬件由壳体双四象限探

测器、 二维程控系统、 虚拟示波器、 计算机控制系统、
24 V 开关电源、 测试电缆、 光源触发控制盒专用夹具

等部件组成, 装置整体外观示意图见图 3。
双四象限探测器用于接收激光信号, 并将接收到

的激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探测器单色灵敏度(λ =
1. 06 μm)≥2. 5 × 104 V / W。

图 3　 激光目标模拟器校准装置

二维程控系统包含运动控制卡、 二维平移台、 电

机驱动器以及电机, 其中运动控制卡采用雷赛运动控

制卡 DMC4420, 该运动控制卡基于 PC104 总线、 可控

制四个步进或伺服电机, 最高脉冲频率 400 kHz, 具有

S 形曲线速度控制、 随时变速等高级功能, 满足激光

目标模拟器校准装置在垂直于光轴的固定距离上 X, Y
两个方向程控要求。 二维平移台用于移动双四象限探

测器, 电机驱动, 探测器在二维平移台上运动, 二维

平移台的 X, Y 方向分别由电机驱动, 行程为 100 mm,
直线定位误差为 ± 0. 05 mm。 步进电机驱动器用于控制

二维平移台, 通过指令使其按照技术要求运行。
虚拟示波器用于将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字量, 并在

计算机图形界面上以波形的形式显示。 虚拟示波器采

用荷兰产 HS4 便携式综合测试仪, 该示波器是 4 通道,
12 位、 50 MS / s 采样率数字示波器, 准确度为 0. 2% ±
1 LSB, 用于采集探测器的 4 路脉冲信号。

计算机系统用于运行控制软件; 24 V 开关电源用

于将 220 V 交流电转换成 24 V 直流电, 给计算机系统

和步进电机供电; 光源触发控制盒用于产生脉冲信号,
给激光目标模拟器提供触发源。
2. 2　 软件设计

激光目标模拟器校准装置的软件主要包括程序界

面、 运动控制、 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据存储与图形显

示等模块。 其功能主要是实现二维程控运动, 数据采

集、 存储与数据分析, 以及图像界面的显示。
1)程序界面模块

进入软件界面, 首先是被测光源类型选择界面, 按

照被测光源类型, 选择对应光源类型后进入测试界面。
通常情况下, 首先进行逻辑输出测试, 如图 4 所示。

如果逻辑输出不通过, 说明光源存在故障, 排除故

障后, 再进行分布测试, 进入分布测试界面, 如图 5 所

示。 分布测试包含了最大能量中心位置、 信号幅度、 发

散角等信息, 根据测试结果可以判断各路光源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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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逻辑测试界面　 　 　 　 图 5　 分布测试界面　 　

2)二维运动控制模块

二维运动控制由计算机发出控制指令, 驱动电机

带动专用探测器, 在平面内进行扫描, 采集数据, 获

得关于 X, Y 坐标对应的信号采样数据矩阵。 二维运动

控制采用伺服控制卡的库函数指令, 能够精确定位探

测器, 并有限位保护功能, 防止超行程运动。
3)数据采集与分析模块

数据采集要保证其数据的实时性, 数字示波器采

用硬件数据存储, 通过 USB 接口传输至计算机, 采集

每个脉冲的全波形数据, 利用数学矩阵模型, 建立空

间分布数据矩阵。
4)数据存储与图形显示模块

对于每个编号的模拟光源, 建立一个数据文件,
独立存储存档, 需要时可以调出查询, 以三维空间图

的形式显示, 可以直观地观察到结果, 同时, 以窗口

形式显示相关参数。

3　 激光目标模拟器的校准测试

激光目标模拟器是否合格, 其核心因素就是模拟

光源发出的光是否能够分别准确落在探测器的特定区

域内, 并且不相互干扰。 在光功率合适、 编码正确时,
就能够使被测激光导引头按照设定的程序做准确的动

作, 激光目标模拟器检定装置的关键也是要检测激光

目标模拟器发光点的能量中心分布、 光源发散角、 发

光功率等参数。 通过测试激光目标模拟器的激光信号

空间分布[12]以及探测器逻辑输出信号可以完成对其校

准测试。
将被测激光目标模拟器安装于校准装置夹具上, 以与

使用状态相同的定位方式定位在校准装置上, 校准装置通

过两个测试阶段来验证激光目标模拟器是否合格:
第一阶段: 探测器逻辑输出信号测试

激光目标模拟器正常工作时, 四象限探测器在特

定位置探测激光目标模拟器不同位置发出的激光应有

对应的逻辑输出, 依据这种正确的逻辑关系, 可以判

定激光目标模拟器的各发光点之间是否存在互相干扰

等故障。

当激光目标模拟器正常时, 探测器的逻辑输出符

合图 6 所示的逻辑关系, 否则, 光源存在相互干扰,
逻辑输出混乱。

图 6　 光源与探测器输出对应关系图

第二阶段: 激光信号空间分布测试

激光目标模拟器校准装置的专用探测器安装在具

有 X, Y 两个方向可程控移动的导轨上, 在计算机的控

制下, 分别触发激光目标模拟器的四个光点 LD1,
LD2, LD3, LD4 产生光信号, 探测器在垂直于光轴的

固定距离上的平面内扫描采集, 并生成信号, 探测器

电信号经过隔离、 放大, 经由数据采集系统获得关于

XY 平面内的光信号幅度的空间分布数据。 B 型激光模

拟器的四个发光点在 X 方向信号幅度输出响应分布如

图 7 所示。

图 7　 激光模拟器输出响应曲线

如果沿 X, Y 两个方向扫描采样, 可获得如图 8 所

示的探测器在特定位置的空间分布输出特性数据, 该

数据包含了模拟光源的能量中心位置、 束散角、 能量

幅度等信息。

图 8　 激光光源的空间分布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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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研制了一种激光目标模拟器校准装置, 给出了软

硬件总体设计方案, 基于该校准装置对激光目标模拟

器进行了校准测试。 结果表明, 该装置可准确测量激

光目标模拟器的激光信号模拟光源的方位、 发射角、
信号功率等参数, 能够满足对于激光目标模拟器的检

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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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动标准压力发生器以其准确度等级高、 操作简单、 可自动检定等优点被计量检定部门作为计量标

准器使用, 与数字压力计的主要区别是其具有控制功能。 本文通过介绍自动标准压力发生器控制功能的工作原理

提出了能够提高控制功能的方法, 结合检定软件和检定数据进一步诠释检定规程的要求, 对更好地开展检定工作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自动标准压力发生器; 控制稳定性; 压力控制超(回)调量; 目标压力稳定持续时间; 控制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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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trol Principle and Verification Method of Automatic Standard Pressure Generator
LUO Chang1, YAN Jinping2, YAO Xiaodong2, GUO Jiancheng2, LIU Zhaotong2

(1. Atmospheric Observation Center, Zhejiang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310017, China;
2. Tai Yuan Taico Pressure Measurement Technology Co. , LTD,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Automatic standaral pressure generator is used as a measurement standard by metrological verification departments for high accu-
racy level, easy operation and automatic verification. It has control function, which is superior to digital pressure gauges. The measurement func-
tion is the function of digital pressure standard devices, while the control function is unique to pressure generators. A new method to improve the
control function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principles of the control func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verification regula-
tions are further interpreted combined with the verification software and data,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better verification work.

Key words: automatic standard pressure generator; control stability; overshoot of pressure control; stability duration of target pressure; re-
sponse time of control

0　 引言

自动标准压力发生器(以下简称压力发生器)是一

种可自动控制并输出目标压力的数字压力计, 在数字

压力计测量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控制功能, 实际检定

过程中需要按照 JJG1107 - 2015《自动标准压力发生器

检定规程》进行检定。 该规程与 JJG875 - 2019《数字压

力计检定规程》不同, 不仅包含数字压力计检定规程中

通用技术要求和测量功能, 还增加了控制响应时间、
压力控制超(回)调量、 控制稳定性、 目标压力稳定持

续时间等控制功能。 为了能够准确检定控制功能技术

指标, 规程规定需配备高分辨力的数字压力计和测试

系统, 且测试系统采样频率要求不低于 10 Hz (100
ms)。 因为该采样频率速度较快无法依据《数字压力计

检定规程》中目视数据、 手工记录的方法完成检定, 所

以需要根据《自动标准压力发生器检定规程》要求配备

相应的设备, 编制检定软件才能开展检定。

本文对压力发生器的控制原理进行阐述, 通过图

形、 公式的方式对每个参数调整得到的结果进行分析。
为了使压力发生器的控制速度更快、 更稳定, 控制的

曲线更符合设计要求, 在控制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相

应的调整参数, 使压力模型的调整环节更多、 更灵活,
测试结果表明该方法对压力发生器控制功能的提高起

到一定的作用。

1　 压力发生器的控制原理

压力发生器主要由数字压力计和测试系统组成。 数

字压力计主要作用是测量、 显示系统内的压力; 测试系

统主要作用是根据软件下达指令控制执行机构压力值。
1. 1　 控制方法

目前最常用的控制方法有变容积压力控制法和定

容积流量控制法两种。
变容积压力控制法, 主要由电机、 活塞缸组成的

控制执行部件, 通过控制密封系统的容积变化来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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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变化。 具体通过电机转动推动活塞杆在活塞筒内

直线运动来控制密封系统容积变化, 从而控制压力的

变化, 该方法主要用于工作介质为液体的压力发生器。
作为控制部件的电机控制响应时间相对较慢, 一般电

机控制响应频率在 20 ~ 30 ms, 在《自动标准压力发生

器检定规程》中规定的 10 Hz(100 ms)采样频率内, 电

机控制响应次数在 3 ~ 5 次。 由于电机的控制响应速度

相对较慢, 因此控制算法相对简单。
定容积流量控制法, 主要由加压电磁阀和减压电

磁阀组成, 通过控制加压电磁阀和减压电磁阀各自流

入和流出密闭系统内介质的量来控制压力变化, 该方

法主要用于工作介质为气体的压力发生器。 由于使用

的电磁阀响应频率一般在 3 ~ 5 ms。 在《自动标准压力

发生器检定规程》中规定的 10 Hz(100 ms)采样频率内,
电磁阀可以响应 20 ~ 30 次[1 - 2]。 由于控制速度相对较

快, 因此控制算法相对复杂。 从设计角度希望在单位

时间内控制的次数越多越好。 因为控制次数越多的电

磁阀的控制响应的时间越短, 控制曲线与计算曲线的

拟合度越高[3 - 5]。 除了调整控制次数, 设计时还可通

过调整电磁阀占空比的大小来调整电磁阀开和关的时

间, 从而调整流入、 流出密封系统内介质的量达到控

制压力的目的。
图 1 表示从当前压力 P1到达目标压力 P3的一个控

制功能过程曲线图。 曲线表明了控制过程中各控制功

能指标所对应的关系。

图 1　 压力控制曲线[6]

压力发生器的控制一般采用 PID 闭环控制方

法[7 - 8], 通过检测到的当前压力值与目标压力值之间

的压力差值计算控制量, 并对压力控制单元进行控制,
控制完成后再对压力传感器反馈采集到的数据进行计

算, 算出压力差值后再次控制压力控制单元完成进一

步的控制, 直至当前压力值与目标压力值的压力差值

被控制在允许偏差范围内。 压力发生器的控制原理见

图 2。

图 2　 PID 控制原理框图

u( t) = Kp e( t) + K i∫t
0
e( j)dt + Kd

de( t)
dt( ) (1)

由于式(1)中的参数是一个连续量, 无法通过软件

程序进行控制, 需要将式中的连续量 t 转换成一个离散

量 k 才能在实际控制中应用, 即

u(k) = Kp ( e(k) + Ki∑
k

j = 0
e( j) + Kd ( e(k) - e(k - 1) ) )

(2)
式中: u(k)为时刻 PID 执行器控制量; e(k)为 k 时刻

PID 控制器的目标压力与当前压力差值; e(k -1)为k -1
时刻 PID 控制器的目标压力与当前压力差值; e( j)为 j
时刻 PID 控制器的目标压力与当前压力差值; Kp为比例

系数; Ki为积分时间参数; Kd为微分时间参数。
式(2)表示执行器控制量 u(k)与比例系数 Kp, 积

分参数 K i, 微分参数 Kd之间的关系[8 - 9]。 为了能更清

楚地说明 PID 调节参数与压力发生器控制参数之间的

关系, 可将图 1 压力控制曲线为两部分, 一是部分是

过程控制, 即从一个压力值到达目标压力值的过程控

制。 另一部分是稳定控制, 即从接近目标压力值到稳

定控制在目标压力值的控制过程。 两部分控制转换的

标识是当前压力值与目标压力值之间的压力差值。 基

本的控制方法是当系统处于过程控制时, 主要通过调

整比例参数实现对控制响应时间技术指标的改变。 当

控制接近和稳定控制在目标值时, 主要通过调整积分

参数来控制压力偏差和压力超调量的大小。 当压力控

制器已经稳定地控制在目标压力值时如果系统突然发

生的压力变化, 可通过改变微分参数对变化的压力进

行调整。 下面分别描述各参数是如何进行调整的。
1. 2　 过程控制调整

在过程控制中主要通过调整比例参数来实现对控

制响应时间的改变。 比例系数 Kp越大, 控制响应时间

越短, 压力超调量越大, 控制稳定性越差。 反之, 比

例系数 Kp越小, 控制响应时间越长, 压力超调量小,
控制稳定性越好。 控制开始时由于当前压力与目标压

力的压力差值比较大, 系统处于过程控制阶段应选择

较大的比例系数, 增加压力变化率, 缩短控制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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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随着当前压力接近目标压力时压力差值逐渐减小,
系统开始进入控制稳定过程阶段。 此时将比例参数逐

渐减小, 减小压力变化率防止压力控制超(回)调量超

差。 当系统接近目标压力时, 要把比例系数调整到一

个较小的量, 将剩余的压力差值交给积分参数进行消

除。 具体可根据图 3 比例系数图通过式(3)对比例系数

进行控制调整[10 - 11]。 其中 X(err)轴代表实际值与目标

值之间的压力差值, Y(Kp)轴代表积分系数。

图 3　 比例系数图

Kp = Ap + Bp·(1 - sech(Cp·err)) (3)
　 　 在压力过程控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 PID 闭环控制

中的比例系数[3], 可根据式(3)调整阀门的变化趋势。
Ap 为阀门开启灵敏阈参数设定值, 当 Ap 小于一定值

时, 阀门将无法打开。 Bp 阀门孔径的大小调整参数,
压力差值越大, 阀门打开的孔径越大, 以达到快速减

小压力差值接近目标压力的目的。 Cp 阀门开启(关闭)
速度参数, 当压力值开始接近目标压力值之时, 阀门

以一定的速度关闭阀门, 直至压力到达目标压力并开

始稳定输出。
1. 3　 稳定控制调整

当压力发生器控制到目标压力时, 通过调整积分

参数来控制压力差值和压力波动度的大小。 当积分参

数增大时, 容易产生积分饱和, 使压力超调量增大,
如果该参数超过一定值后会产生不易回调现象。 而当

积分参数减小时, 不易产生积分饱和, 使压力超调量

减小, 并且容易回调。 根据积分参数的这一特点, 当

系统进入稳定控制时可通过减小比例参数的控制作用,
增大积分参数的方法进行控制, 既能够尽快接近目标

压力减小超调量, 又可在到达目标压力值后实现稳定

地控制并减小压力波动度提高控制稳定性指标。 具体

可根据图 4 积分参数图通过式(4)对积分参数进行控制

调整[14 - 15]。 其中 X(err)轴代表实际值与目标值之间的

压力差值, Y(K i)轴代表积分系数。

图 4　 积分参数图

K i = Ai·sech(C i·err) (4)
在压力稳定控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 PID 闭环控制

中的积分系数, 可根据公式(4)调整阀门的变化趋势。
Ai 为阀门孔径的大小调整参数, 当压力控制处于稳定

状态下, 阀门的孔径应保持在当前孔径大小的一定范

围内。 C i 为阀门开启(关闭)速度参数, 当压力控制处

于稳定状态下, 阀门的孔径应随着压力的波动在一个

较小的范围内变化, 以达到稳定压力的目的。
1. 4　 灵敏度控制

微分参数主要作用是保持控制系统具有一定的灵

敏度, 即微分参数要设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微分参数

太小, 系统阻尼小, 灵敏度高, 控制响应时间快会造

成控制不稳定。 微分参数太大, 系统阻尼大, 灵敏度

低, 控制响应时间慢会造成系统无法做出响应。 微分

参数范围可根据压力变化率设定, 保证当系统压力发

生一个随机压力波动时能做出快速响应。 具体可根据

图 5 微分参数图通过式(5)对微分参数进行控制调整。
其中 X( err)轴代表实际值与目标值之间的压力差值,
Y(Kd)轴代表微分系数。

图 5　 微分参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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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 = Ad +
Bd

1 + Cd·exp(Dd·abs(err)) (5)

在压力稳定控制过程中当系统发生一个随机波动

时, 起主要作用的是 PID 闭环控制中的微分系数, 可

根据公式(5)调整阀门的变化趋势。 Ad 表示感受压力波

动最小值。 Ad + Bd 表示感受压力波动最大值。 Cd 调整阀

门开启的孔径。 Dd 调整阀门开启的速度。
在实际控制过程中, 每个控制过程不是单独调整

某一个参数, 而是几个参数需要同时调整才能够满足

控制指标的要求。 为了使系统能够适应更复杂的控制

环境, 控制更宽的压力范围, 得到更加稳定的控制指

标, 在式(2)的基础上增加了比例系数、 积分参数、 微

分参数的调整系数[12 - 13]。 从而使系统有更多的调整环

节, 调整更加灵活。

2　 控制功能指标检定方法

压力发生器检定时要检定测量功能和控制功能两

种技术指标。 测量功能指标, 包括准确度等级、 示值

误差、 回程误差、 零位漂移等, 其检定要求和检定方

法与 JJG 875 - 2019《数字式压力计检定规程》要求一

致。 由于对读取(采样)数据的时间没有要求, 因此

可以通过目视数据和手工记录的方式开展检定工作。
控制功能指标, 包括控制响应时间、 压力控制超

(回)调量、 控制稳定性、 目标压力稳定持续时间等,
控制功能指标检定与测量功能指标检定不同, 对记录

数据的采样时间有要求。 《压力发生器检定规程》中

规定准确度等级 0. 01 级和 0. 02 级的采样频率 (时

间)分别为10 Hz(100 ms)和 20 Hz(50 ms) [16] , 因此

控制功能指标无法用传统的目视数据和手工记录的方

式进行检定。 由此可见, 检定控制功能指标时, 需要

有满足采样频率的压力传感器以及数据采集软件, 这

也是目前一些计量部门还没有开展控制功能指标检定

的原因之一。
2. 1　 控制响应时间

控制响应时间与所带负载的容积有关。 在负载容

积一定的情况下, 从发生一个步进值的变化开始到目

标压力稳定输出时所需的时间。 主要是检定压力发生

器的控制速度, 也就是检定控制器的控制部件响应频

率以及软件控制算法。 在被检仪表没有对控制响应时

间有要求的情况下, 控制响应时间越快越好, 因为可

以缩短检定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

在检定时按照检定规程规定的采样频率进行采

集数据。 控制响应时间的采样时间点是从一个压力

值启动开始计时至第一次到达目标压力值时为止所

用的时间, 该时间就是压力发生器在本压力区间内

的控制响应时间。 同理检定其他压力区间内的控制

响应时间取最大值作为本压力发生器的控制响应

时间。
图 6 表示的是自动标准压力发生器从一个压力

点到另一个压力点的控制响应时间曲线图。 图中红

色表示控制器的理论控制曲线, 蓝色表示专用标准

装置的压力采样的曲线, 紫色表示被检控制器的压

力采样的曲线。 本曲线显示的是压力从 500 ~ 600
hPa 控制响应时间的采样图, 采样时间 100 ms。 从

表 1 可以看到所测试各个点的控制响应时间, 该压

力范围的响应时间为 6. 9 s, 而本仪器最大响应时间

为 8. 1 s。
2. 2　 压力控制超(回)调量

压力控制超(回)调量是指压力发生器在控制压力

上升(或下降)过程中, 超过(低于)目标压力值的最大

程度, 主要是考核压力发生器到达目标值附近的控制

算法。 在压力控制部件已确定的情况下, 可根据压力

控制部件响应频率和每次开启阀门所产生的压力变化

率来调整阀门的占空比, 以达到控制不超调或超调量

尽量小的目的。 如果过多地强调缩短控制响应时间,
可能会导致压力控制超调量过大超出指标的情况。 反

之如果过多考虑压力超调量, 又会导致控制响应时间

的增加。 该算法取决于传感器的采样速度、 阀门的响

应频率和占空比等指标。
检定压力控制超(回)调量的采样时间点是从专用

标准装置的压力值第一次到达目标压力值开始直至目

标压力值稳定期间的所有压力值与目标压力值之差最

大值的绝对误差作为该压力点超调量。
图 7 表示的是自动标准压力发生器从一个压力

点到另一个压力点超调量的曲线图。 红色表示控制

器的理论控制曲线, 蓝色是专用标准装置压力采样

曲线, 紫色是被检控制器压力采样曲线。 本曲线显

示的是压力从 1100 ~ 1200 hPa 压力控制超(回) 调

量的采样图, 采样时间为 100 ms。 表 2 可以看出所

测试的各个点的超 (回) 调量, 该检定点的压力超

(回)调量为 0 Pa, 而本仪器压力最大超(回)调量为

4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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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控制响应时间曲线图 图 7　 压力控制超(回)调量曲线图

表 1　 测试数据

目标值
当前
行程

行程
方向

响应
时间 / s

超(回)
调量 / Pa

压控器
最小值

压控器
最大值

控制稳定
性 / Pa

仪表
最小值

仪表
最大值

仪表稳定
性 / Pa

600 1 正行程 4. 6 6. 0 599. 98 600. 02 2. 0 599. 98 600. 00 1. 0
500 1 正行程 4. 6 4. 1 499. 98 500. 02 2. 0 499. 99 500. 01 1. 0
400 1 正行程 5. 2 5. 0 399. 98 400. 01 1. 5 399. 99 400. 01 1. 0
300 1 正行程 5. 5 3. 0 299. 98 300. 01 1. 5 300. 01 300. 02 0. 5
400 1 反行程 8. 1 2. 0 399. 99 400. 01 1. 0 399. 98 400. 01 1. 5
500 1 反行程 6. 9 2. 0 499. 99 500. 02 1. 5 499. 98 500. 00 1. 0
600 1 反行程 6. 9 2. 0 599. 99 600. 02 1. 5 599. 98 599. 99 0. 5
700 1 反行程 7. 1 3. 0 699. 99 700. 02 1. 5 699. 98 699. 99 0. 5
800 1 反行程 6. 1 3. 0 799. 98 800. 03 2. 5 799. 96 799. 98 1. 0
900 1 反行程 6. 9 3. 0 899. 98 900. 03 2. 5 899. 96 899. 98 1. 0
1000 1 反行程 7. 1 4. 0 999. 98 1000. 03 2. 5 999. 95 999. 97 1. 0
1100 1 反行程 6. 1 6. 0 1099. 97 1100. 03 3. 0 1099. 94 1099. 96 1. 0
1200 1 反行程 6. 5 6. 0 1199. 97 1200. 03 3. 0 1199. 96 1199. 98 1. 0

表 2　 测试数据

目标值
当前
行程

行程
方向

响应
时间 / s

超(回)
调量 / Pa

压控器
最小值

压控器
最大值

控制稳定
性 / Pa

仪表
最小值

仪表
最大值

仪表稳定
性 / Pa

1200 1 正行程 9. 0 0 1200 1200. 01 0. 5 1200. 016 1200. 051 1. 75
1100 1 正行程 7. 3 3 1100 1100. 00 0. 0 1100. 021 1100. 049 1. 40
1000 1 正行程 8. 4 3 999. 99 1000. 00 0. 5 1000. 038 1000. 075 1. 85
900 1 正行程 8. 0 4 899. 99 900. 00 0. 5 900. 082 900. 111 1. 45
800 1 正行程 7. 5 2 799. 99 800. 01 1. 0 800. 072 800. 106 1. 70
700 1 正行程 7. 9 1 699. 99 700. 00 0. 5 700. 064 700. 090 1. 30
600 1 正行程 8. 2 2 599. 99 600. 00 0. 5 600. 027 600. 069 2. 10
500 1 正行程 8. 1 2 499. 99 500. 00 0. 5 500. 034 500. 069 1. 75
400 1 正行程 8. 5 1 400. 00 400. 00 0. 0 400. 023 400. 048 1. 25
300 1 正行程 9. 5 1 299. 99 300. 01 1. 0 300. 015 300. 060 2. 25
400 1 反行程 9. 2 2 400. 00 400. 01 0. 5 400. 020 400. 039 0. 95
500 1 反行程 8. 0 2 500. 00 500. 02 1. 0 500. 023 500. 060 1. 85
600 1 反行程 6. 8 3 600. 00 600. 01 0. 5 600. 028 600. 053 1. 25
700 1 反行程 7. 4 3 700. 00 700. 01 0. 5 700. 046 700. 070 1. 20

2. 3　 控制稳定性

控制稳定性是指其输出压力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在

有限边界区域内的能力, 主要考核压力稳定时压力值

波动度的指标, 该项技术指标也是评价压力发生器的

关键指标。 规程规定压力发生器 30 s 内的控制稳定性

应不大于示值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 / 2, 由此引入

的不确定度在总不确定度计算时需要考虑。 如果控制

稳定性能够做到该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1 / 10 由其引入的

不确定度就可以忽略不计, 压力发生器的准确度等级

基本相当于数字压力计的准确度等级。
控制稳定性指标主要是考核压力控制单元的控制

性能。 对于采用控制容积变化率来控制压力的压力发



计 测 技 术 计量、 测试与校准　 　 ·41　　　 ·

生器, 其控制稳定性主要取决于容积的变化率。 在相

同的密封系统中, 容积变化率越小, 控制稳定性越好。
可通过减小电机每步转动的角度和活塞的直径使控制

容积的变化量减小, 从而提高控制稳定性指标。 而对

于采用电磁阀控制压力变化率的压力发生器, 其控制

稳定性主要取决于加压电磁阀和减压电磁阀响应频率

和占空比。 电磁阀响应频率快, 可以对压力变化做出

快速响应, 使控制曲线更接近设计曲线。 调整电磁阀

的占空比可以控制阀门开启、 关闭的时间比例, 使压

力幅值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控制稳定性的检定方法是根据规程规定的采样频

率进行采集数据, 控制功能指标的采样是从压力值稳

定后开始计时, 30 s 内所采集到的数据中最大值和最

小值之差的 1 / 2 即是控制稳定性指标。

　 　 图 8 是自动标准压力发生器在一个压力点上的控

制稳定性曲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蓝色表示专用标准

装置采样的波动曲线。 本曲线显示的是压力控制在

1000 hPa点 的 控 制 稳 定 性 图 形, 单 点 采 样 时 间

100 ms。 采集 30 s 内所有的压力值, 通过计算该点检

定的控制稳定性为 1 Pa。 从表 3 可以看出所测试的各

个点的控制稳定性指标。 本仪器控制稳定性最大值为

1. 5 Pa。

图 8　 控制稳定性曲线图

表 3　 测试数据

目标值
当前
行程

行程
方向

响应
时间 / s

超(回)
调量 / Pa

压控器
最小值

压控器
最大值

控制稳定
性 / Pa

仪表
最小值

仪表
最大值

仪表稳定
性 / Pa

1200 1 正行程 8. 9 0 1200. 00 1200. 01 0. 5 1200. 00 1200. 02 1. 0

1100 1 正行程 4. 9 6 1100. 00 1100. 00 0. 0 1100. 02 1100. 04 1. 0

1000 1 正行程 4. 8 5 999. 99 1000. 00 0. 5 1000. 04 1000. 06 1. 0

900 1 正行程 5. 1 5 899. 99 900. 00 0. 5 900. 08 900. 10 1. 0

800 1 正行程 5. 7 5 800. 00 800. 01 0. 5 800. 08 800. 10 1. 0

700 1 正行程 5. 2 4 699. 99 700. 00 0. 5 700. 06 700. 08 1. 0

600 1 正行程 6. 0 4 599. 98 600. 00 1. 0 600. 03 600. 06 1. 5

500 1 正行程 6. 3 4 500. 00 500. 00 0. 0 500. 04 500. 06 1. 0

400 1 正行程 6. 1 1 400. 00 400. 00 0. 0 400. 02 400. 04 1. 0

300 1 正行程 7. 3 1 300. 00 300. 00 0. 0 300. 04 300. 05 0. 5

400 1 反行程 9. 1 3 400. 00 400. 01 0. 5 400. 03 400. 04 0. 5

500 1 反行程 7. 9 2 500. 00 500. 01 0. 5 500. 04 500. 05 0. 5

600 1 反行程 8. 5 2 600. 00 600. 01 0. 5 600. 04 600. 05 0. 5

2. 4　 目标压力持续稳定时间

目标压力持续稳定时间是指压力控制达到目标压

力值稳定后, 其目标压力稳定持续时间不低于 2 min。
根据规程要求在测量范围内需测试 5 个检定点, 一个

正反行程, 每一个检定点连续控制 120 s, 采样时间

100 ms。 要求采集到的 12000 个数据不能够出现一超

差点, 主要考核压力发生器持续控制的能力。
图 9 表示的是自动标准压力发生器在一个压力点

控制稳定时间的曲线图, 该检定方法与控制稳定性的

检定方法基本相同, 只是将控制稳定时间设置到120 s。
本曲线显示的是压力控制在 1000 hPa 点的控制稳定时

间图形, 单点采样周期 100 ms, 采样时间 120 s, 通过

计算该点检定的控制稳定性为 1. 85 Pa。 从表 4 可以看

出所测试的各个点的控制稳定性指标。 本仪器控制稳

定性最大值为 2. 25 Pa。

图 9　 控制稳定时间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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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测试数据

目标值
当前
行程

行程
方向

响应
时间 / s

超(回)
调量 / Pa

压控器
最小值

压控器
最大值

控制稳定
性 / Pa

仪表
最小值

仪表
最大值

仪表稳定
性 / Pa

1200 1 正行程 9. 0 0 1200 1200. 01 0. 5 1200. 016 1200. 051 1. 75
1100 1 正行程 7. 3 3 1100 1100. 00 0. 0 1100. 021 1100. 049 1. 40
1000 1 正行程 8. 4 3 999. 99 1000. 00 0. 5 1000. 038 1000. 075 1. 85
900 1 正行程 8. 0 4 899. 99 900. 00 0. 5 900. 082 900. 111 1. 45
800 1 正行程 7. 5 2 799. 99 800. 01 1. 0 800. 072 800. 106 1. 70
700 1 正行程 7. 9 1 699. 99 700. 00 0. 5 700. 064 700. 09 1. 30
600 1 正行程 8. 2 2 599. 99 600. 00 0. 5 600. 027 600. 069 2. 10
500 1 正行程 8. 1 2 499. 99 500. 00 0. 5 500. 034 500. 069 1. 75
400 1 正行程 8. 5 1 400. 00 400. 00 0. 0 400. 023 400. 048 1. 25
300 1 正行程 9. 5 1 299. 99 300. 01 1. 0 300. 015 300. 06 2. 25
400 1 反行程 9. 2 2 400. 00 400. 01 0. 5 400. 020 400. 039 0. 95
500 1 反行程 8. 0 2 500. 00 500. 02 1. 0 500. 023 500. 06 1. 85
600 1 反行程 6. 8 3 600. 00 600. 01 0. 5 600. 028 600. 053 1. 25
700 1 反行程 7. 4 3 700. 00 700. 01 0. 5 700. 046 700. 07 1. 20

3　 测试系统

根据控制功能的原理和检定方法编写了测试系

统的检定软件, 并根据采样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计算、 判断各项控制功能指标是否符合规程中所规

定的要求。 软件界面主要分为实时图形区(主要显

示每个参数采集的数据曲线) 、 测试点数据和测试

的结果区和各技术指标阈值(最大值)设置区域和数

据处理区。 区域中的参数如控制响应时间, 超调

量、 控制稳定时间、 采样时间等最大允许值(阈值)
均可进行设置, 如果检定数值出现超差, 该值会以

绿色数字显示。
检测的是一台自动标准数字气压计发生器的控制

功能指标检定数据, 测量范围 300 ~ 1200 hPa, 准确度

等级 0. 01 级。 控制功能检定用标准器采用测量范围

100 ~ 1200 hPa, 准确度等级为 0. 01 级, 显示分辨力

1 Pa的数字压力计, 测试系统的采样时间 10 Hz(100 ms)。
检定时将高分辨力数字压力计与压力发生器连接, 测

试系统根据所设置的采样频力对高分辨力数字压力计

测试的数据进行采集, 并以图 10 和表 5 的形式记录数

据。 表 5 中记录有控制响应时间, 控制超(回)调量,
控制稳定性和控制稳定时间内在每个测试点的最大值,
检定员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很方便地判断被检压力发生

器的各项指标是否合格。

图 10　 各参数采集数据曲线示意图

表 5　 测试数据

目标值
当前
行程

行程
方向

响应
时间 / s

超(回)
调量 / Pa

压控器
最小值

压控器
最大值

控制稳定
性 / Pa

仪表
最小值

仪表
最大值

仪表稳定
性 / Pa

600 1 正行程 4. 6 6. 0 599. 98 600. 02 2. 0 599. 98 600. 00 1. 0
500 1 正行程 4. 6 4. 1 499. 98 500. 02 2. 0 499. 99 500. 01 1. 0
400 1 正行程 5. 2 5. 0 399. 98 400. 01 1. 5 399. 99 400. 01 1. 0
300 1 正行程 5. 5 3. 0 299. 98 300. 01 1. 5 300. 01 300. 02 0. 5
400 1 反行程 8. 1 2. 0 399. 99 400. 01 1. 0 399. 98 400. 01 1. 5
500 1 反行程 6. 9 2. 0 499. 99 500. 02 1. 5 499. 98 500. 00 1. 0
600 1 反行程 6. 9 2. 0 599. 99 600. 02 1. 5 599. 98 599. 99 0. 5
700 1 反行程 7. 1 3. 0 699. 99 700. 02 1. 5 699. 98 699. 99 0. 5
800 1 反行程 6. 1 3. 0 799. 98 800. 03 2. 5 799. 96 799. 98 1. 0
900 1 反行程 6. 9 3. 0 899. 98 900. 03 2. 5 899. 96 899. 98 1. 0
1000 1 反行程 7. 1 4. 0 999. 98 1000. 03 2. 5 999. 95 999. 97 1. 0
1100 1 反行程 6. 1 6. 0 1099. 97 1100. 03 3. 0 1099. 94 1099. 96 1. 0
1200 1 反行程 6. 5 6. 0 1199. 97 1200. 03 3. 0 1199. 96 1199. 98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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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在研究压力发生器自动控制原理的基础上, 对控

制模型进行变形增加了调整参数, 使控制模型调整环

节更多、 调整更灵活。 测试结果证明, 该方法的控制

速度更快, 控制稳定性更好, 控制曲线更接近设计曲

线, 对压力发生器控制功能提高起到一定的作用。
通过比较压力发生器和数字压力计之间的差异,

进一步说明控制功能在量值传递中的重要性。 针对控

制功能的特性结合检定软件和测试数据对规程的检定

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有助于检定员进一步理解规程,
更好地开展检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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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质心测量系统设计与分析

李楠, 骆旭, 王丽, 赵静
(航空工业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095)

摘　 要: 为了解决航空、 航天、 兵器及其他武器装备中对质心位置的高精度测量问题, 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

质量反应法的高精度质心测量系统, 介绍了其测量原理, 描述了该系统结构组成和测量方法, 并对实验数据及其

溯源性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系统最高能达到轴向 0. 05 mm 的测量不确定度较高的测量精度, 对武器装备的研

制、 试验和生产起到保障作用, 并由此得出了利用该装置建立质心量值溯源体系的可行性。
关键词: 质心测量; 质量反应法; 回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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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nalysis of High Accuracy CG Measuring Instrument
LI Nan, LUO Xu, WANG Li, ZHAO Jing

(Changcheng Institute of Metrology & Measurement, Beijing 10009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igh accuracy center of gravity(CG) measurement in aviation, astronaut, armaments areas and
air vehicle. A kind of centroid measurement system based on mass reaction method is designed for the weapons systems in the developing, testing
and manufactur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easurement principle, describes the structure composition and measurement method of the system,
and analyzes the measurement data and its trace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high accuracy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CG) location can be deliv-
ered by using it.

Key words: centroid measurement; mass reaction; aviation; revolving body

0　 引言

质心是物体质量中心的简称, 指物质系统上被认

为质量集中于此的一个假想点。 质心位置参数直接影

响着精准打击、 机动性能和姿态控制等武器装备的核

心问题。 其测量分析是武器装备设计、 研制、 试验、
生产的重要内容[1 - 2]。

目前国内外主流的质心测量方法有多点称重法和

不平衡力矩法[3]。
多点称重法是国内最常见的测量方法。 质心测量

设备一般是用 3 个或者多个传感器共同支承测量台。
通过传感器相对测量台中心求矩计算质心位置, 这种

方法主要依赖于标校体标定出传感器坐标位置, 但标

校体的质心位置是假设其材料密度绝对均匀的理论值,
质心位置对材料均匀性的依赖性大, 且准确度无法再

向上溯源[4 - 5]。
不平衡力矩法测量设备的内部有一个枢轴, 枢

轴与测量台有一个连接点, 若被测件质心相对于连

接点存在一定偏移, 则会对平台产生一个不平衡力

矩, 其值为质心偏矩力臂长度与被测件所受重力的

乘积。 被测件所受重力易于获得, 且可通过力矩传

感器获得不平衡力矩, 进而换算出质心偏矩。 美国

Space Electronics 公司(现为 Raptor Scientific)研发的

SE 系列和 KSR 系列均以此为基础进行制造, 主要

适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对高精度质心参数测量有需求

的回转体 [6 - 7] 。
目前各武器装备中生产研制单位质心测量仪众多,

在使用中缺少科学的校准方法, 同时缺少更高准确的

校准装置。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质量反应法的高精度二维质

心测量装置。 该装置脱胎于机械天平, 利用杠杆平衡

原理获得样件坐标位置。 在原有一维机械天平的基础

上通过拓宽横梁、 增加 X 轴、 Y 轴支撑机构和测量机

构等方式对原机械结构进行改进, 形成了二维的杠杆

平衡机械结构。 装置的负载范围为 100 ~ 3000 kg, 可

对长度不大于 1. 5 m、 直径不大于 0. 6 m 的被测样件进

行高精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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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量原理

高精度质心测量系统主要以杠杆原理为基础的机

械天平进行设计, 杠杆原理如图 1 所示。

图 1　 杠杆原理图

横梁上的三处支撑结构处于同一水平面, 设臂长

OA = OB = L, 两吊挂系统的质量分别为 P 和 Q, 且 P
= Q。 横梁自重为 R, 质心位于点 C, OC = hc, 当机械

部分处于平衡状态时, 则 PL = QL。 若增加质量为 Δm,
则横梁偏转 θ 角, 点 C 偏至点 C′, 此时力矩方程为

(P + Δm)L·cosθ = Q·L·cosθ + R·hc·sinθ
　 　 　 P·L·cosθ = Q·L·cosθ
　 　 Δm·L·cosθ = R·hc·sinθ

(1)

当 θ = 0 时, cosθ = 1;sinθ = Δs / L
则 Δm·L = R·hc·Δs / L
L2 = [R·hc]·[Δs / Δm]

式中: [R·hc] 为机械恢复力矩系数; [Δs / Δm] 为灵敏

度; [R·hc] 为正比于稳定性。
高精度质心测量系统由杠杆平衡测量系统和电磁

力自动测量系统构成, 测量原理如图 2 所示。
杠杆平衡测量系统中, O 为支点; R 为被测样件

质心; R′为质心在水平方向的投影; M 为被测样件质

量; L 为系统平衡盘力臂长; m 为平衡质量。 测量时,
被测样件直接加载在横梁上, 通过 O 点(支点刀)支

撑, 以 O 点为旋转中心, 此时被测样件质心位置在 R
点, 形成力矩 OR′, 被测样件质量为 M, 质心偏移形成

的偏心矩为 Mg·OR′。
电磁力自动测量系统中, Ks 为位移传感器; Kv 为

速度传感器; K 为运算放大器; R0 为采样电阻; F 为

力矩器。 称量时通过电磁补偿力矩的作用而达到杠杆

平衡。 Es 为位移误差, Er 为速度误差, 通过计算得到

被测样件质心位置 OR′。
当被测样件加载在横梁上时, 偏心所形成的力矩

会使横梁向一方倾斜, 位移传感器 Ks 测量出转角 Δθ,
然后位移传感器将位移信号变成电信号, 经位移放大

器放大, 再经运算放大器 K 的放大, 负反馈给力矩器

F 以电流使力矩器产生力矩(即电磁恢复力矩), 从而

使横梁向反向倾斜, 最终使得电磁力矩与偏心力矩平

衡。 此时电磁力矩与质心偏心所产生的不平衡力矩大

小相等方向、 相反, 形成一一对应关系, 由于电磁力

矩与力矩器 F 中的电流为唯一对应关系, 在被测样件

质量不变的情况下, 其质心相对于支点 O 的水平位置

OR′与力矩器中的电流 I 形成唯一对应关系。 电流通过

采样电阻 R0, 便可通过 A / D 转换成所需的数字信号。

图 2　 质心测量原理示意图

2　 系统结构与测量方法

高精度质心测量系统在精密电磁天平原有的一维

杠杆基础上对横梁进行拓宽, 形成具有两套正交支点刀

支撑机构的二维杠杆平衡结构, 如图 3 所示。 为了提高

系统的稳定性并保证测量精度, 系统在 X 方向和 Y 方向

分别设有支撑机构实现 x 轴和 y 轴的质心测量。
假设样件质心位置在仪器坐标系下 X 轴方向的位

置为 Δx, 在 Y 轴方向的位置为 Δy, 则根据力矩平衡原

理 Δx, Δy 可分别由公式(2)和公式(3)得到。

Δx =
Δ mx × Lx

mJ
(2)

Δy =
Δmy × Ly

mJ
(3)

式中: Δmx 为二维质心测量系统测得的由样件质心与中

刀位置在 X 轴方向不重合而引起的质量变化量; Δ my

为二维质心测量系统测得的由样件质心与中刀位置在

X 轴方向不重合而引起的质量变化量; Lx 为二维质心测

量系统 X 轴臂长; Ly 为二维质心测量系统 Y 轴臂长; mJ

为标准样件质量值。
通过坐标转换系统将样件轴向质心位置由仪器坐

标系下转换到样件坐标系下坐标值, 如图 4 所示。 首

先确定仪器坐标系和样件坐标系的相对位置, 以二维

质心测量系统 X 向边刀位置为基准点, 设 X1 为样件坐

标系原点与二维质心测量系统基准点距离, 则

X = LX - X1 + Δx (4)
式中: X 为样件坐标系下质心轴向坐标位置。
　 　 进行径向坐标转换时, 其坐标系原点所在 X 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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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二维质心测量系统结构图

图 4　 坐标转换示意图

(支点刀位置)与仪器坐标系 X 轴可能呈平行(不重合)
关系。 此时装夹误差影响如下: 假设样件径向坐标与

其坐标原点位置重合, 如图 5 所示, 记录此时径向质

心位置为 y0,按图示旋转方向旋转 α度后径向质心位置

记为 y +, 返回到初始 0 度位置, 按图示旋转方向反转 α
度后测量径向质心记为 y -, 设在初始 0 度位置时轴向

质心的极坐标表示为 (ρ,θ) , 则有

　 　 0°时, 　 ρcosθ + d = l0 　 　 　 (5)
+ α 度时, 　 ρcos(θ - α) + d = l1 (6)
- α 度时, 　 ρcos(θ + α) + d = l2 (7)

图 5　 样件装夹误差示意图

通过改进测量方法, 可以消除装夹误差的影响。
将样件置于质心测量系统上, 如图 6 所示, 其中, a 为

样件坐标系下径向质心位置, d 为样件坐标系原点相

对于支点刀所在平面的距离(装夹误差)。 将样件置于

0°位置时测量可得 Δ y0 = - a - d , 将样件旋转 180°后
再次测量可得 Δy180 = a - d。

图 6　 样件 0°位置和 180°位置测量示意图

由上述测量可得

Y = a =
Δy0 - Δy180

2 (8)

同理可得在样件坐标系下质心位置的 Z 坐标。

Z = b =
Δy270 - Δy90

2 (9)

3　 实验结果

利用高精度质心测量系统(如图 7)对质量 991. 09
kg、 总长 1300. 04 mm 的质心样件进行测量。

图 7　 高精度质心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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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X 轴臂长 Lx 为 999. 95 mm, Y 轴臂长 Ly 为

500. 06 mm, 均溯源至激光跟踪仪。 通过系统配备的坐

标转换设备, 可得样件坐标系原点与二维质心测量系

统基准点距离 X1 为351. 34 mm。 经测量得样件在其自身

坐标系下的质心坐标为(650. 47 mm, 0. 00 mm, 0. 04
mm)。 对该试验结果进行不确定度分析, 其数学模型

分别如式(4)和式(8)所示。 以轴向质心测量时, Lx,
X1,Δx 三 者 之 间 均 不 相 关, 相 关 系 数 视 为 0, 由

u2
c =∑ ∂ f

∂ xi
[ ]

2
u2(xi) 可得

uX =
　
u2
LX + u2

X1
+ u2

Δx (9)

其中, u2
Δx = Δx2 × (u2

rel(Δmx) + u2
rel(Lx) + u2

rel(mJ))。

各分量引入的不确定度如表 1 所示[8 - 10]。

取 k = 2, 此测量结构的轴向质心测量结果可以表

示为 X = 650. 47 mm ±0. 05 mm。

同理可得径向质心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0. 02 mm; 径向质心的测量结果可表示为 Y = 0. 00 mm ±

0. 02 mm; Z = 0. 04 mm ±0. 02 mm。

表 1　 质心样件测量结果不确定度合成

不确定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数值 / mm 标准不确定度 / mm

uLX

测量系统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 0. 021

温度变化引起的臂长变化引入的不确定度 0. 012
0. 024

uX1

测量系统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 0. 0004

温度变化引起的位移系统位移量变化引入的不确定度 0. 0025

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0. 002

测长机构与样件坐标轴不同轴引入的不确定度 /

0. 003

0. 003

0. 002

/

uΔx

样件质心偏离中刀位置引起的质量变化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0. 0016

二维质心测量系统臂长测量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 0. 002

标准样件质量值测量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 0. 001

0. 00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0. 025

4　 质心测量系统溯源方法

利用本文所提出的高精度质心测量系统, 可建立

如图 8 所示质心量值溯源系统。

图 8　 质心量值溯源系统

其中, 高精度质心测量系统分别溯源至几何量

标准和质量标准; 质心标准样件作为传递标准与其

一同构成质心测量仪校准系统, 用于保存质心标准

量值并对质心测量仪进行校准; 对于配备标校体的

质心测量仪可直接将标校体溯源至高精度质心测量

系统。
本文所提出的高精度质心测量系统, 其臂长可溯

源至激光跟踪仪或三坐标测量机; 质偏引起的测量平

台质量变化量相当于机械天平的不等臂误差, 溯源至

砝码。

5　 结论

高精度质心测量系统可测量质量范围 100 ~ 3000
kg 的回转体质心样件, 与基于多点支撑法的质心测量

系统相比, 克服了其称重传感器位置定位不准确的缺

点, 减小了测量不确定度[11]; 与基于不平衡力矩法的

质心测量系统相比, 克服了倾覆力矩的限制, 提高了

系统安全性, 降低了系统对于进口高精度力矩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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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12]。 该测量系统在安全性、 可靠性和测量准确

性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该系统的溯源性明确, 可进

一步与标准样件一起构成质心测量仪校准系统, 解决武

器装备生产研制部门质心测量仪的溯源问题[13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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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振动复合校准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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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复合校准技术是武器装备型号项目中使用的高精度惯性器件校准的核心技术, 能够在实验室模拟惯

性器件“真实”的使用环境。 本文针对在离心-振动条件下的加速度计复合校准问题, 从系统中存在的动不平衡问

题出发, 建立了离心-振动复合模型并讨论了在顺臂安装和垂直安装下受到的加速度大小, 给出了整个校准系统的

不确定度分析。 最后基于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进行实验验证, 证明了本文所设计的校准装置和校准方法能够模

拟真实的校准环境, 提高校准精度。
关键词: 振动台; 离心-振动复合校准; 不确定度分析; 动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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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entrifugal Vibration Compound Calibration Technology
DONG Xueming, WANG Minlin

(Changcheng Institute of Metrology & Measurement, Beijing 100095, China)

Abstract: Composite calibration technology is the core technology of high-precision inertial device calibration used in weapon equipment
type project, which can simulate the “real” use environment of inertial device in laboratory. In this paper,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accelerome-
ter compound calibr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entrifugal vibration, starting from the problem of dynamic imbalance existing in the system, a
centrifugal vibration compound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the acceleration under the arm mounting and vertical mounting is discussed, and the un-
certainty analysis of the whole calibration system is given.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based on the centrifugal vibration composite cali-
bration device proves that the calibration device and calibration method can simulate the real calibration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calibration
accuracy.

Key words: vibration table; centrifugal vibration compound calibration; uncertainty analysis; dynamic imbalance problem

0　 引言

随着航空、 航天工业的飞速进步, 对飞行器等运

载工具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 由于飞行环境复杂和技

术现状限制, 现实需求与研究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例如火箭、 导弹的发射会处在一种振动[1 - 2]; 线加速

度、 阵风、 过载等同时作用的复杂动态环境[3] 中, 这

会影响飞行器导航系统的性能, 造成精度下降、 性能

失效, 甚至会损坏。 而过去受设备条件限制所进行的

可靠性、 功能性、 精度性测试试验, 严格地说是对某

一项环境因素的单独模拟检验, 如振动试验或过载试

验等, 很难综合反映运载工具飞行时的工作状况, 因

此有必要研究建立一套离心-振动复合加速度试验系

统, 尽可能模拟真实的飞行环境, 为研究相关的“天地

一致性” [4]问题提供保障。
在离心-振动复合加速度试验装置的研制方面, 国

外早已开始进行相关研究, 并有用于环境试验的产品

问世。 例如, 美国 Sandia 国家实验室研制的“8. 84 m
离心-振动设备” [5 - 6]、 美国 Wyle 实验室研制的“安装

单轴电磁振动台系统的离心机” [7]、 法国 Actidyn 公司

生产的离心-振动产品, 能够实现正弦振动、 随机振

动、 冲击、 多正弦和暂态多种振动控制模式[8]。 我国

多参数复合校准技术研究刚刚开始起步, 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已经研制出离心-振动复合环境试验装置[9],
浙江大学从国外引进了离心-振动复合环境试验装

置[10]。 综上所述, 国内外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数用于

可靠性试验的离心-振动复合试验机, 没有用于开展加

速度计复合校准的装置。
为解决飞行器、 火箭弹、 水中兵器、 无人机等领

域惯性器件的“天地一致性”校准有关难题, 我所在

2015 年成功研制了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 本文对此

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进行详细介绍, 建立离心-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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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校准模型, 并分析离心-振动复合下的动不平衡

影响。

1　 标定目的

目前, 我国没有任何用于复合环境下开展惯性器

件计量校准的装置, 这严重制约了军工装备惯性器件

的研制和生产水平及能力的提升, 影响和限制了武器

装备的打击精度和使用寿命。 因此, 本文建立基于离

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的校准方法, 模拟真实的加速度

计校准环境, 以提高复合环境下加速度计的校准精度。

2　 标定原理

2. 1　 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系统中的动不平衡问题

研究

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是以精密离心机为基础平

台, 搭载电磁振动台构成的多部件复合型惯性测试设

备。 此类设备存在的一个典型问题就是各个组成部件

之间的相互影响[13], 在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系统

中, 由于被测单元及其工装随着振动台的活动部件进

行周期性运动, 会引起离心机的动不平衡问题。
动不平衡问题是旋转机械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主

要是因为转子质量分布不均引起的。 严重的动不平衡

问题会导致转轴和轴承之间产生振动, 直接影响旋转

机械的工作效率和可靠性。
解决动不平衡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对失衡转子进行

配重, 使配重产生的离心力抵消转子原有不平衡量产

生的离心力; 或者精确测出不平衡量的位置和大小,
在相应位置去掉不平衡质量。 一般情况下, 以上两种

方法都能解决动不平衡问题。 但是, 在离心-振动复合

校准装置系统中, 以上两种方法都不可行, 因为上述

两种方法针对的动不平衡量都是“静止”的, 即动不平

衡量的位置和数值不随着时间变化, 而离心-振动复合

校准装置系统中的动不平衡量是“运动”的, 即随着振

动台的运动, 该动不平衡量将产生周期性的位置变化

和数值变化。 除非采用同步的动态配重方法, 否则不

可能得到解决。 这是一个特殊的新问题, 就目前的研

究而言, 还没有切实的解决措施。 但是, 我们可以通

过分析, 评估这种动不平衡的影响, 通过机械结构的

设计来削弱这种影响。
理论上, 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的动不平衡问题

在垂臂振动情况下不存在, 而在顺臂振动情况下最为

显著。 下面针对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顺臂振动情况

下的动不平衡问题进行分析, 评估其对离心-振动复合

校准装置输出加速度的影响。 首先对顺臂振动时的受

力情况进行分析, 如图 1 所示。 振动台动圈、 夹具和

被测单元(总称为“活动部件”)总质量为 m, 简化为质

心 M。 质心静止时距离离心机转轴中心线距离为 R。

图 1　 顺臂振动受力示意图

设质心做线振动运动, 且初相位为 0, 满足方程

x = f( t) = hsin(2πft) (1)
式中: x 为系统状态; t 为时间; h 为振动台振幅; f 为
振动频率。 则质心距离离心机旋转轴的距离为

L = R + x (2)
质心位置变化会造成离心机不平衡, 相当于离心机

两端质量未配平的情况。 为便于理解, 这里定义一个位

置固定在 L , 质量为 me 的“等效偏载质量”, 满足

mL - mR = meR (3)
根据公式(2)和(3), 得到等效偏载质量为

me = mx
R (4)

若设离心机转速为 Ω rad / s, 则 me 受到惯性力(方
向为沿离心机旋转半径方向向外)大小为

Fr = meΩ2R (5)
且受到的重力大小为

Fz = meg (6)
为便于分析, 将 me 产生的惯性力和重力平移到距

离心机旋转主轴轴心 Oz 处。 根据力的平移定理, 作用

在刚体上的力可平移到刚体任一点, 但必须同时附加

一个力偶, 其力偶矩是原力矩对于新作用点之力矩。
设离心机旋转主轴长度为 2h, 平移之后, me 在 Oz 处除

了受到大小相等、 方向相同的惯性力与重力作用以外,
还受到力矩的作用。 将两个力对应的力矩合成, 得到

合力矩 M
M = Frh + FzR (7)

由动不平衡产生的惯性力和惯性力矩, 将使离心

机的工作半径变化。 离心机受动不平衡问题的影响如

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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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离心机动不平衡示意图

因惯性力的作用, 离心机旋转轴线产生的径向偏

移量

ΔRr =
Fr

Kr
(8)

式中: Kr 为气浮轴承的径向刚度, N / m。 力矩 M 使得

主轴产生的主轴倾斜角为

θ = M
Kθ

(9)

式中: Kθ 为气浮轴承的角刚度, Nm / rad。 重力作用于

竖直方向, 不对主轴径向姿态产生影响。
若在质心处安装线加速度计, 线加速度计输入轴

与离心机臂平行。 在不平衡状态下工作的离心机, 其

工作半径变化量为

ΔRd = ΔRr + ΔRM (10)
式中: ΔRr 为由惯性力 Fr 作用引起的径向偏移量; ΔRM

为由力矩 M 作用引起的离心机主轴几何轴线在加速度

质心所在平面上的位移量

ΔRM = (hz + Δheo)tanθ (11)
式中: Δheo 为偏载质量质心所在平面与 O 点的垂直距

离, 在安装时确定。 根据式(5)至式(10), 可以得到

动不平衡对加速度计工作半径的影响量为

ΔRd = ΔRr + ΔRM

=
meΩ2R
Kr

+(hz + Δheo)tan
meΩ2hzR + megR

Kθ
( )

= mxΩ2

Kr
+ (hz + Δheo)tan

Ω2hz + g
Kθ

mx( )

(12)

根据公式(5), (6), (7)和公式(9), 动不平衡引

起离心机主轴的俯仰失准角为

θ =
meΩ2hzR + megR

Kθ
=

Ω2hz + g
Kθ

mx (13)

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的设计参数如表 1 所示。
根据表 1 设计参数, 计算得到俯仰失准角的最大值为

θmax = 4. 125 × 10 -6 rad (14)
现有安装工艺能够保证圆盘与主轴轴线的不垂直

误差小于 10″, 约 4. 848 × 10 - 5 rad。 因此, 在现有的离

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配置下, 动不平衡引起的离心机

主轴失准角将被安装误差所掩盖。
表 1　 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设计参数

参数 值

离心机最大转速 Ω 20 rad / s

离心机静态工作半径 R 2. 5 m
离心机主轴一半长度 hz 0. 8 m

活动部件质量 m 5 kg

振动台振幅 h 0. 0125 m
加速度计与离心机平面的距离 Δheo 0. 2 m

离心机主轴角刚度 Kθ 5 × 106 Nm / rad
离心机主轴径向刚度 Kr 6 × 107 N / m

同样根据表 1 设计参数, 计算得到动不平衡对加

速度计工作半径的最大影响量为

(ΔRd)max = 4. 542 × 10 -6 m (15)
这一影响量的数量级与离心机动态半径变化数量

级相当, 需要做进一步分析。
理想情况下, 离心机产生的加速度大小可以表示为

ac1 = Ω2R (16)
因为动不平衡的影响, 离心机加速度的输出变为

ac2 = Ω2(R + ΔRd) (17)
因此得到动不平衡引起的离心机加速度相对误差

表达式为

erel =
ac2 - ac1

ac1
=

Ω2(R + ΔRdcr) - Ω2R
Ω2R

=
ΔRdcr

R
(18)

根据公式(14)的估算, 公式(13)表示的角度是小

角度, 因此, 公式(12)中表示的 ΔRd 可以表示为

　 ΔRd = mx Ω
2

Kr
+ (hz + Δheo)tan

Ω2hz + g
Kθ

mx( )

≈ mx Ω
2

Kr
+ (hz + Δheo)

Ω2hz + g
Kθ

mx( )

= mx[Ω
2

Kr
+ (hz + Δheo)

Ω2hz + g
Kθ

] (19)

根据公式(1), (18)和公式(19)可知, 动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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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离心机加速度相对误差表达式为

erel ≈ mhsin(2πft)[Ω
2

Kr
+ (hz + Δheo)

Ω2hz + g
Kθ

]·R -1 (20)

由公式(20)可知, 当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机械

参数固定时, 动不平衡引起的离心机加速度相对误差

是一个周期变量, 其周期与振动台振动周期相同, 其

幅度与振动台的振幅 h 和离心机的转速 Ω 成正比。 根

据公式(15)的估计, 离心机相对误差幅度为

(ΔRd)max

R = 4. 542 × 10 -6

2. 5 = 1. 8168 × 10 -6 (21)

对于测量不确定度高于 1 × 10 - 6量级的测试校准,
这种影响限制了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的使用。 在离

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机械结构固定的情况下, 减小振

动台振幅和离心机角速度, 能够削弱这种影响。 另外,
根据加速度计整流误差模型的研究, 由动不平衡引起

的加速度误差是一个周期项, 如果加速度计 z 轴方向

与 IA 同方向, 那么该误差项将导致额外的整流误差。
即, 经过整周期平均, 加速度计的输出直流量平均值

会比理想情况更大。
2. 2　 离心-振动复合模型

2. 2. 1　 模型分析

本部分首先对离心-振动复合校准系统的输出加速

度进行建模, 以分析离心-振动复合校准系统的复合加

速度复现能力。 图 3 为离心-振动复合校准系统结构模

型[14 - 15]。 在离心机转臂(Centrifuge arm)上安装振动台

(Vibrator), 被测单元(Unit under test)安装在振动台台

面上。 振动台的振动方向与离心机转臂的旋转平面呈

一定角度。 这样的结构, 通过离心机转轴(Rotation ax-
is)的旋转输出恒加速度, 通过振动台输出振动加速

度。 振动加速度与恒加速度以不同角度的组合, 可以

实现不同的多方向、 恒加速度与振动复合的输入。

图 3　 离心-振动复合校准系统结构模型

为了明确离心-振动复合校准系统的输出, 利用坐

标的齐次变换推导其输出模型。 坐标的齐次变换以变

换矩阵的形式描述刚体间的相对空间关系, 每个变换

矩阵由旋转矩阵和平移向量组成, 分别用于确定刚体

的姿态和位移的相对变化。 将刚体位移求对时间的二

次导数, 可以得到加速度。 变换矩阵可以表示为

M = A D
0 1[ ] (22)

式中: A 为旋转矩阵, 描述坐标系之间顺时针的旋转变

化引起的姿态改变, 大小为 3 × 3; D 为平移向量, 大

小为 3 × 1。 在离心-振动复合校准系统中, 除了振动台

的弹性部件, 都可认为是刚体。 将加速度计安装在振

动台台面上, 建立坐标系如图 4 所示。 通过以下步骤,
完成从初始坐标系 o-x0y0 z0 到加速度计坐标系o2 -x2y2 z2
的变换:

1)建立离心机初始坐标系 o-x0y0 z0。 初始坐标系是

固定坐标系, 表示离心机的理想初始状态。 oz0 竖直向

上, ox0 是离心机静止时摆臂的位置, 通过右手定则确

定 oy0。
2)建立离心机坐标系 o-x1y1 z1 。 离心机坐标系是运

动坐标系, 表示离心机工作时的状态。 设离心机的角

速度大小为 Ω , 单位是 rad / s, 则从时刻 0 到 t , 离心

机摆臂转过的角度为 Ωt, 则得到 o-x1y1 z1。
3)建立振动台台体坐标系 o20 -x20y20 z20。 振动台台

体坐标系是固定坐标系, 表示振动台的初始状态。 由

于离心机施加在加速度计上的加速度与振动台台体和

离心机转轴的距离 R 无关, 这里只考虑 o-x1y1 z1 沿 oy1

方向的平移, 使得 oo20 = R, 就得到振动台台体坐

标系。

图 4　 坐标齐次变换对应的坐标系

4)建立过渡坐标系 o20 -x21y21 z21 和 o20 -x22y22 z22。过渡

坐标系是固定坐标系。 通过振动台台体的两次坐标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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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来确定振动方向与离心机旋转平面的相对姿态。 首

先, 振动台台体坐标系绕 o20y20, 旋转一定角度 βrad,
得 到 过 渡 坐 标 系 o20 -x21y21 z21, 然 后 过 渡 坐 标 系

o20 -x21y21 z21 绕着 o20x21 旋转角度 αrad, 得到过渡坐标系

o20 -x22y22 z22。
5)建立加速度计坐标系 o2 -x2y2 z2。 加速度计坐标系

是固定坐标系。 设振动台的振动幅度是 H( t), 通过过

渡坐标系 o20 -x22y22 z22 沿 o20 z22 平移, 使得 o2o20 = H( t),
则得到加速度计坐标系 o2 -x2y2 z2。

以上步骤对应的旋转矩阵和平移向量见表 2。 其中

O3 × 1表示大小为 3 × 1 的 O 向量, I3×3 表示大小为 3 × 3
的单位矩阵。 上标“T”表示矩阵转置。

表 2　 坐标齐次变换对应的变换矩阵

坐标系 变换矩阵 旋转矩阵 平移向量

ox0y0 z0 / / /

ox1y1 z1 M1
0 = A1 D1

0 1[ ] A1 =
cos(Ωt) - sin(Ωt) 0
sin(Ωt) cos(Ωt) 0

0 0 1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D1 = 03×1

o20x20y20 z20 M20
1 = A20 D20

0 1[ ] A20 = I3×3 D20 = [0　 R　 0] T

o20x21y21 z21 M21
20 = A21 D21

0 1[ ] A21 =
cosβ 0 sinβ
0 1 0

- sinβ 0 cosβ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D21 = 03×1

o20x22y22 z22 M22
21 = A22 D22

0 1[ ] A22 =
1 0 0
0 cosα - sinα
0 sinα cosα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D22 = 03×1

o2x2y2 z2 M2
22 = A2 D2

0 1[ ] A2 = I3×3 D2 = [0　 0　 H( t)] T

　 　 根据上述坐标变换步骤, 可以得到成从初始坐标系

o-x0y0z0 到加速度计坐标系 o2-x2y2z2 的变换矩阵为

M2
0 =

A0 D0

0 1
[ ] = M1

0M20
1 M21

20M22
21M2

22 (23)

将表中的相应表达式代入公式(2), 可以得到

M2
0 =

A0 D0

0 1
[ ] =

A1 A21 A22 A1 A21 A22 D2 + A1 D20

0 1
[ ]

(24)

　 　 所以,
A0 = A1 A21 A22, D0 = A1 A21 A22 D2 + A1 D20

(25)
　 　 其中, D0 是从初始坐标系观察到的位移, 其二次

导数为

D
··

0 = A
··

1 A21 A22 D2 + 2 A
·

1 A21 A22 D
·

2 +

A1 A21 A22 D
··

2 + A
··

1 D20 (26)
那么, 加速度计感测到的加速度可以表示为

a = (A0) T D
··

0 (27)
将公式(25)和(26)代入(27), 可得

a = (A22) T(A21) T(A1) T(A
··

1 A21 A22 D2 +

2 A
·

1 A21 A22 D
·

2 + A1 A21 A22 D
··

2 + A
··

1 D20) (28)
将表中的相应表达式代入到公式(28), 可以求得

离心-振动复合校准系统输出加速度的一般表达式为

a = Ω2 R
0

- cosα
sinα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 H( t)

- cosβsinβcosα
cos2βcosαsinα

- 1 + cos2β cos2α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 +

2ΩH
·
( t)

cosβsinα
sinβ
0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 H

··
( t)[0　 0　 1] T (29)

令:
ac = Ω2R[0　 - cosα　 sinα] T

av = H
··
( t)[0　 0　 1] T

Δac = Ω2H( t)
- cosβsinβcosα
cos2βcosαsinα

- 1 + cos2β cos2α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ak = 2ΩH
·
( t)

cosβsinα
sinβ
0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30)

　 　 则公式(30)可写为

a = ac + av + Δac + ak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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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c 为离心机输出的恒加速度, 方向指向离心机转

轴; av 为振动台产生的振动加速度, 方向指向振动平衡

位置; Δac 为因为加速度计随着振动台台面移动引起的

位移变化而产生的“伪振动加速度”, 方向与 ac 相同;
ak 为因为加速度计相对于离心机旋转平面运动而引起

的科里奥利加速度, 简称“科氏加速度”, 方向与离心

机转速方向和振动方向所在平面垂直, 即沿着转动平

面的切线方向。
2. 2. 2　 顺臂安装和垂直安装分析

若令振动台位移的表达式为

H( t) = hsin(ωt) (32)
　 　 则有

H
·
( t) = ωhcos(ωt), H

··
( t) = - ω2hsin(ωt) (33)

式中: H
·
( t)为振动加速度; ω 为振动台的角频率; h 为

振动台的振幅。 将公示(23)和(24)带入公式(30)得
ac = Ω2R[0　 - cosα　 sinα] T

av = - ω2hsin(ωt)[0　 0　 1] T

Δac = Ω2hsin(ωt)
- cosβsinβcosα
cos2βcosαsinα

- 1 + cos2β cos2α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ak = 2Ωωhcos(ωt)
cosβsinα

sinβ
0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34)

显然, 除了 ac 以外, 其他三个加速度都是与振动

台相关的周期性的加速度, 则公式(31)中周期性加速

度施加在加速度计三个轴上的加速度分量形式, 可以

重写为

av = [avi 　 avo 　 avp] Tsin(ωt)

Δac = [Δaci 　 Δaco 　 Δacp] Tsin(ωt)

ak = [aki 　 ako 　 akp] Tcos(ωt)

(35)

离心机产生的恒加速度与重力加速度也可以写为

ac = [aci 　 aco 　 acp] T,g = [gi 　 go 　 gp] T (36)
如公式(29)所示的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系统输

出加速度的一般模型,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常用的有两

种特殊模型。 第一种是使得振动台振动方向与离心机旋

转平面垂直, 称为“垂臂振动”。 令 α = β = 0,代入(34),
得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产生的加速度分量为

ac = Ω2R[0　 - 1　 0] T,
av = - ω2hsin(ωt)[0　 0　 1] T,

Δac = ak = 03×1 (37)
此时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输出的加速度可表

示为

a = [0　 - Ω2R　 - ω2hsin(ωt)] T (38)
这种情况下, 加速度计坐标系中, 只有水平方向的恒

加速度与竖直方向的振动加速度作用, 不产生同一方向的

复合。 第二种是使得振动台振动方向与离心机旋转平面平

行, 称为“顺臂振动”。 令 α = - π / 2,β = 0, 得到离心-振
动复合校准装置产生的加速度分量为

ac = Ω2R[0　 0　 - 1] T

av = - ω2hsin(ωt)[0　 0　 1] T

Δac = Ω2hsin(ωt)[0　 0　 - 1] T

ak = 2Ωωhcos(ωt)[ - 1　 0　 0] T

(39)

再考虑重力的影响, 此时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

输出的加速度可表示为

a = [ - 2Ωωhcos(ωt)　 0　 - Ω2R-(ω2 + Ω2)hsin(ωt)]T

(40)
这种情况下, 加速度计坐标系中, 将有竖直方向

的恒加速度与振动加速度组成的复合加速度, 而且有

明显的科氏加速度。 科氏加速度垂直于离心机转速方

向和振动方向组成的平面, 在顺臂振动情况下, 如果

加速度计 IA 与离心力方向一致, 那么科氏加速度属于

横向加速度, 加速度计的横向灵敏度是确定加速度计模

型的重要参考。 在给定横向灵敏度的前提下, 横向加速

度越大, 显然对加速度计 IA 输出信号的干扰越大。

3　 不确定度分析

以理想顺臂振动情况下的离心-振动系统输出加速

度为例进行分析, 首先给出理想的顺臂振动情况下离

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输出加速度的形式(不含重力加

速度), 即

a =
ax

ay

az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

2ΩH
·

- Ω2(R + H) + H
··

0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41)

式中: Ω 为离心机角速度, rad / s; R 为离心机工作半

径, 即离心机转轴到振动台平衡位置的距离, m; H 为

振动台的位移, m。 若令振动台位移的表达式为

H( t) = hsin(ωt) (42)
式中: ω 为振动台角频率, rad / s; t 为时间, s。

则有

H
·
( t) = ωhcos(ωt) (43)

H
··
( t) = - ω2hsin(ωt) (44)

根据公式(41)和(43)

ax = 2ΩH
·

= 2Ωωhcos(ω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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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幅度为

Ax = 2Ωωh = 2ΩωAv / ω (46)
式中: Av = ω2h, 为振动台的振动加速度幅度。 则科氏

加速度相对不确定度表达式可以写为

uc,rel(ak) =
uc(ak)

ak

= ∂ ak

∂ Ω
uΩ

ak
( )

2

+ ∂ ak

∂ ω
uω

ak
( )

2

+ ∂ ak

∂ av

uav

ak
( )

2

= uΩ

Ω( )
2

+ uω

ω( )
2

+ uav

av
( )

2

= [uc,rel(Ω)] 2 + [uc,rel(ω)] 2 + [uc,rel(av)] 2

(47)
根据公式(41)和(44)

ay = - Ω2R - (ω2 + Ω2)hsin(ωt) (48)
　 　 其幅度为

Ay = Ω2R + (ω2 + Ω2)h = Ω2R + ω2h + Ω2h
(49)

式中: af1 = Ω2R为离心机输出的加速度; af2 = ω2h为振

动台输出的加速度; af3 = Ω2h = Ω2av / ω 是振动台在离

心力场中运动运动引起的“伪振动加速度”。 af 的相对

标准不确定度的平方等于 af1、af2 和 af3 的相对标准不确

定度的平方和。 离心机输出加速度的相对标准不确定

度和振动台输出加速度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根据各自

的校准结果给出。 这里只需要分析 af3 的相对标准不确

定度

uc,rel(af3) =
uc af3

( )

af3
= 4 uΩ

Ω( )
2

+ uω

ω( )
2

+ uav

av
( )

2

= 4[uc,rel(Ω)] 2 + [uc,rel(ω)] 2 + [uc,rel(av)] 2

(50)
现在, 考虑以下因素对输出加速度幅度的影响:
1)标准加速度计输出电压测量引入的标准不确定

度分量

使用 Agilent 的 3458A 真有效值电压表读取标准加

速度计的电压输出。 从检定证书得到, 在测量范围

10 - 2 ~ 10 V 内, 电压测量误差为 0. 02% , 测量准确度

优于读数的 0. 05% ; 估计由电压幅度测量误差引入的

对测量不确定度评估的贡献值为 0. 05% , 认为是均匀

分布, 有

urel,1 = 0. 05% / 3 = 0. 0289% (51)
2)振动台波形失真对标准加速度计输出电压测量

影响的标准不确定度

振动台产生的正弦运动中存在谐波失真, 且混杂

有交流噪声等其他干扰。 这里将影响最大的三次谐波

引入的灵敏度误差作为总谐波失真所引起的测量误差。
根据 GB / T 13823. 3 - 92《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标准方

法》要求, 振动台加速度波形失真 da ≤ 5% 。 实测

160 Hz处, da = 2. 5% 由其带给电压测量的最大相对误差

为: Δda = d2
a / 2 ± da / 9 ≈0. 31% 。认为是均匀分布, 有:

urel,2 = 0. 31% / 3 = 0. 1790% (52)
3)非理想振动对加速度计输出电压测量影响的标

准不确定度

非理想振动包括横向、 摇摆和弯曲振动等。 离心-
振动系统中, 科氏加速度是主要的横向振动。 这里认

为横向振动影响为最大。 根据横向灵敏度测试结果,
可以得到加速度计最大横向灵敏度方向, 使之与主振

动方向平行。 根据 GB / T 13823. 3 - 92 要求, 振动台台

面中心横向加速度幅值应不大于主振方向加速度幅值

的 10% , 标准加速度计最大横向灵敏度不大于 2% 。
实际采用的标准加速度计的最大横向灵敏度为 0. 19% ,
实测 160Hz 点, 台面横向振动比为 5. 63% 。 假设横向

灵敏度 ST 和横向振动比 aT 未知, 但是在给定范围内是

矩形分布的, 那么, 由横向振动引入的电压测量误差

最大为: Δv = STaT = 1. 07% , 引起的相对误差为

urel,3 = 1. 07% / 3 = 0. 3567% (53)
4)标准加速度计灵敏度幅值的稳定性引入的标准

不确定度分量

根据统计数据, 标准加速度计灵敏度的年稳定度

要优于 0. 2% , 视之为正态分布, 则有

urel,4 = 0. 2% / 3 = 0. 1667% (54)
5)环境对标准加速度计灵敏度幅值的影响引入的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估计测试环境的温度、 安装扭矩、 工装和电缆固

定等对标准加速度计灵敏度幅值的影响小于 0. 07% ,
认为是均匀分布, 则有

urel,5 = 0. 07% / 3 = 0. 04042% (55)
6)环境对适配放大器增益的影响引入的标准不确

定度分量

测试环境对适配放大器增益的影响, 一般估计不

大于 0. 02% , 看作均匀分布, 则

urel,6 = 0. 02% / 3 = 0. 01155% (56)
7)振动频率测量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一般采用频率计对振动信号的角频率 ω 进行测量。
采用标准信号源 HP33220A, 频率准确度可达 2 × 1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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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时标准确度、 触发误差、 频率漂移以及测试环境

的温度影响等因素, 认为其对测量不确定度的影响为

0. 04% , 且为均匀分布, 因此

urel,7 = 0. 04% / 3 = 0. 02309% (57)
8)离心机角速度平均值测量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分量

角速度平均值误差主要是由角速度测量装置和方

法决定的。 这里采用定时测角法进行测量, 即在给定

时间内测量转过的角度。 用公式表示为

Ω = θ / t (58)
则测量的相对误差可以表示为

ΔΩ / Ω = Δθ / θ + Δt / t (59)
式中: 时间 t 的测量采用高精度晶振, 时间精度可达

10 - 7 s, 取 Δt = 1 × 10 - 7 s; 角度 θ 则通过德国海德汉公

司的 RON 786 光栅角度编码器测量, 角度误差 Δθ =
2″。 设置定时 t = 0. 1 s, 测得转过的角度 θ = 36°。 则角

速度平均值的相对误差为

ΔΩ / Ω = 2″ / 36° + 1 × 10 - 7 / 0. 1≈1. 643 × 10 - 5

(60)
且为均匀分布, 则

urel,8 = 1. 643 × 10 - 5 / 3 = 0. 0009486% (61)
9)离心机输出加速度的标准不确定度

按照离心机的检定结果, 离心机输出加速度的标

准不确定度为 3. 431 × 10 - 5, 认为是均匀分布, 则

urel,9 = 3. 431 × 10 - 5 / 3 = 0. 001929% (62)
10)振动台输出加速度的标准不确定度

按照振动台的检定结果, 振动台输出加速度的标

准不确定度为 0. 78% , 认为是均匀分布, 则

urel,10 = 0. 78% / 3 = 0. 4503% (63)
11)系统噪声的影响

所谓系统噪声, 是指功率放大器不加信号时, 振

动台输出的电压波形。 系统噪声是由电压测量系统噪

声、 离心机系统噪声以及其他背景噪声综合引起的。
振动台输出加速度波形失真实际上包含了这类噪声的

影响。 因此不单独列出系统噪声引起的不确定度。
根据表 3 所示的不确定度分配表, 计算科氏加速

度幅度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uc,rel(ak) = [uc,rel(Ω)]2 + [uc,rel(ω)]2 + [uc,rel(Av)]2

(64)
其中

uc,rel(Ω) = urel,8 (65)
uc,rel(ω) = urel,7 (66)

[uc,rel(Av)] 2 = ∑
6

i = 1
(urel,i) 2 (67)

而复合加速度的幅度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uc,rel(af) =

(urel,9)2+(urel,10)2+4[uc,rel(Ω)]2+[uc,rel(Av)]2+(urel,7)2

(68)

表 3　 不确定度分配表

序号 不确定度来源 分布 灵敏度系数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 %

1 标准加速度计输出电压测量 均匀 1 0. 0289
2 振动台波形失真 均匀 1 0. 1790
3 振动台非理想振动 矩形 1 0. 3567
4 标准加速度计灵敏度幅值稳定性 正态 1 0. 1667
5 环境对标准加速度计灵敏度幅值的影响 均匀 1 0. 04042
6 环境对适配放大器增益的影响 均匀 1 0. 01155
7 振动频率测量 均匀 1 0. 02309
8 离心机角速度平均值测量 均匀 1 0. 0009486
9 离心机输出加速度不确定度 均匀 1 0. 001929
10 振动台输出加速度不确定度 均匀 1 0. 4503

科氏加速度幅度相对不确定度 / % 0. 4361
复合加速度幅度相对不确定度 / % 0. 6269

4　 设备及组成

以离心机为主体, 振动台安装在离心机臂(或台

体)上, 一般分为振动台顺臂安装和垂臂安装两种情

况, 即: 离心加速度与振动加速度同向; 离心加速度

与振动加速度垂向[1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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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臂安装情况下, 离心加速度与振动加速度理

论上没有耦合, 独立施加在加速度计上, 即加速度

计受到三个相互独立的加速度输入: 来自离心机的

离心加速度、 来自振动台的振动加速度以及重力加

速度。
顺臂安装情况下, 由于振动台台面及台面上夹

具、 夹具及加速度计有相对于离心机旋转平面的运

动, 将产生额外的科里奥利加速度, 简称“科氏加

速度” 。 科氏加速度矢量与振动加速度矢量、 离心

机旋转角速度矢量相互垂直。 科氏加速度与振动加

速度密切联系, 与离心机旋转角速度也密切联系。
这种情况下, 加速度计受到四个加速度输入: 来自

离心机的离心加速度、 来自振动台的振动加速度、
由于相对离心机旋转平面运动产生的科氏加速度以

及重力加速度。
我所研制的“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整体结构

主要由离心转台、 振动台、 控制系统组成, 如图 5
所示。

图 5　 离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

5　 实验结果

针对离心机产生的“伪振动”对校准结果的影响,
本文采用独立控制的两组线圈, 一组产生基础振动信

号, 称为“基础线圈”; 另一组产生用于抵消“伪振

动”的激振力, 称为“补偿线圈”。 如图 6 所示。 两组

线圈采用独立的激励电流接口 ( IN1, OUT1 和 IN2,
OUT2), 独立进行控制。 在振动台台体内部设置了一

只非接触式电涡流位移传感器, 实时监测振动台活动

部件(动圈)偏离理想平衡位置的位移, 并根据该位

移的变化, 调整补偿线圈的激励电流, 使其产生一个

与实际“伪振动”相反的振动, 达到补偿“伪振动”的

目的。 图 7 为本文采用的振动台及其控制系统的实物

图。 上位机与下位机通过无线方式通信。 无线动态数

据采集获得振动台动圈位置、 动圈温度以及振动台台

面上安装的传感器信号等数据, 并发送到上位机控制

中心。 上位机通过实时监测振动台动圈的位置, 来调

节补偿线圈的电流大小和方向, 实现对“伪振动”的

抵消。

图 6　 双线圈独立控制补偿离心力示意图

图 7　 电磁振动台控制系统

由于电磁控制简单实用, 响应速度快, 这套方案

取得较为满意的实际效果。 总体而言, 在 20 ~ 100 Hz
的情况下, 该方案能够很好的抵消“伪振动”影响; 在

100 ~ 2000 Hz 情况下, 这种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图 8
是施加双线圈独立控制之后的振动台输出信号。 图 8
(a)为在输入信号恒加速度 20 g, 振动幅度 20 g, 振动

频率 40 Hz 下的振动台输出信号; 图(b)为在输入信号

恒加速度 5 g, 振动幅度 20 g, 振动频率 40 Hz 下的振

动台输出信号; 图 8( c)为在输入信号恒加速度 20 g,
振动幅度 20 g, 振动频率 160 Hz 下的振动台输出信

号。 图 8(a)和图 8(b)的信号显示, 振动台的输出信号

是与设置一致的。 图 8(c)的信号显示, 当振动频率较

高时, “伪振动”影响没有得到很好的消除。 相反地,
补偿线圈提供了额外的激振力, 施加在振动台动圈上,
使得振动幅度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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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振动台输出信号

6　 结论

本文对离心-振动校准装置进行了详细介绍, 分别

从动不平衡问题、 复合方式、 复合模型三个方面进行

了研究。 并采用数值方法对离心-振动模型误差进行计

算, 分析了复合环境下动不平衡的影响, 讨论了在顺

臂安装和垂直安装下受到的加速度大小, 得出了在离

心-振动复合校准装置机械结构固定的情况下, 减小振

动台振幅和离心机角速度, 能够削弱动不平衡影响的

结论。 本文建立的校准装置和校准方法, 能够模拟真

实校准环境,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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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器件多参数测试设备校准技术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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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参数测试设备的高精度校准对提升惯性器件实战性能有重要影响。 通过归纳分析现有多参数测试

设备的计量标准, 指出分立校准的环境条件与多参数测试设备的使用条件不一致, 校准结果适用性有限。 建议研

制适用于多参数复合环境的传递标准, 开展多通道异步数据的同步采集与动态校准技术和多参数测试设备可计量

性设计等研究, 形成与多参数测试配套的计量技术体系, 提升惯性器件多参数测试设备的校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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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roblems of Calibrating Multi-parameter Testing Equipment for Inertial Devices
Guan Wei

(State-owned Changhong Machinery Factory, Guilin 541002, China)

Abstract: High-precision calibration of multi-parameter testing equip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inertial
devices in practical conditions. By introducing latest developments of calibration standards for multi-parameter testing equipment, the shortcoming
of isolated calibration that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solated calibr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composite condition produced by the
multi-parameter testing equipment is analyzed.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improve the capability of calibrating multi-parameter testing equipment,
it is suggested to develop transmission standards suitable for multi-parameter composite environment, carry out research on synchronous acquisi-
tion and dynamic calibration technology of multi-channel asynchronous data, and carry out research on metrological design of multi-parameter test
equipment to form a metrological technology system supporting multi-parameter test.

Key words: inertial devices; multiple parameters; testing equipment; isolated calibration; metrological standard

0　 引言

惯性器件多参数测试通过专门的试验设备按规定

要求产生加速度、 角速度、 温度、 湿度等多种参数激

励惯性器件(包括惯性仪表和惯性系统), 以辨识多种

非理想输入综合作用导致的惯性器件误差模型并进行

针对性补偿, 是一种聚焦惯性器件实际使用的复杂高

精度标定技术。 从技术发展脉络看, 惯性器件多参数

测试技术脱胎于综合环境试验技术, 如国家军用标准

规定的温度-湿度-振动-高度试验[1]、 振动-加速度试

验[2]等。 因此, 现有的惯性器件多参数测试设备, 大

多参考综合环境试验设备设计, 如标定惯性器件温度

敏感性的离心-温度测试系统、 转台-温度测试系统[3],
标定振动引入误差的离心-振动测试等[4] 等。 相应的计

量检定标准和校准规范, 如全国惯性技术计量技术委

员会组织编制的《离心-振动复合装置校准规范》《离心-
温度复合装置校准规范》等[5]标准规范, 也参考了环境

试验设备校准检定标准, 如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

备的检定方法[6]、 军用机载设备气候环境试验箱的检

定方法[7], 以及环境试验系统的国家校准规范[8 - 9]等。
随着惯性技术的不断发展, 以及实战化、 野战化

战斗要求的不断提升, 惯性器件多参数测试设备的指

标要求越来越高, 逐步脱离了环境试验设备的范畴。
比如, 某型石英加速度计为标定 1 × 10 -3 (m·s -2) / ℃
量级的偏值温度系数, 要求温箱的温度误差为 ±0. 5 ℃;
为标定 3 × 10 - 3 m / s2 的振动整流误差, 要求正弦振动

峰值加速度允差为 ± 5% 。 因此, 如使用振动-温度复

合测试系统考察该加速度计偏值在振动和温度复合作

用下的变化情况, 则应参考上述指标配置测试系统。
而一般环境试验用温箱允许的温度误差为 ± 2 ℃, 正

弦振动峰值加速度允差为 ± 10% , 所以环境试验设备

的校准规范或检定方法越来越不能满足惯性器件高精

度标定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 目前多参数测试设备的

校准方法主要沿用环境试验设备计量校准采用的分立



·60　　　 ·　 　 计量、 测试与校准 2021 年第 41 卷第 4 期

校准方法, 即在保证校准过程中环境条件变量单一的

情况下单独评估多参数测试设备的某个输出参数的量

值准确性。 这种变量单一的校准条件与多参数试验设

备的实际运行条件有很大区别, 导致校准结果的实用

性有限。
本文分析多参数测试设备的校准问题, 综述国内

多参数测试设备计量技术的研究情况, 指出提升高多

参数测试设备校准能力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供相关

研究人员参考。

1　 多参数测试设备校准技术现状

惯性器件多参数测试是高精度试验, 只有同时准

确获取多个参数的量值, 才能构建多个参数复合作用

与惯性器件输出误差之间的模型。 因此, 在多参数同

时存在、 相互耦合的情况下开展校准工作是多参数测

试设备校准的基本要求。 然而, 由于技术水平所限,
目前多种参数复合条件下的校准方法, 依然是在保证

环境变量单一的情况分别进行分立校准。 在温度-湿度-
振动综合环境试验系统校准规范中, 规定在振动台不

工作的情况下, 校准温度、 湿度和气流风速[9]; 在电

磁-温度-湿度复合试验系统中, 研究人员提出对温度、
湿度进行独立标定[10]。 在包含多种参量的风洞测量系

统中, 对测量压力、 温度、 应变等各种传感器和测量

系统进行分立检定[11]。
虽然分立校准的方法能够大幅度减少其他参数对

被校准参数的影响, 获得较为准确的测量数据。 但是,
由于校准环境与实际工作环境不一致, 难以严格保证

在多参数复合环境下各参量传感测量元件或系统能够

按照校准的特性工作。 在包含振动台的振动-温度-湿度

综合环境试验系统中, 振动台工作时产生的电磁和机

械振动, 可能影响温湿度传感器和风速传感器, 造成

测量误差[12]。 在离心-振动机试验系统中, 由于振动传

感器的横向灵敏度特性, 离心-振动机产生的横向加速

度将造成振动传感器测量误差[13]。 在低气压-温度试验

中, 有学者指出, 低于 1 kPa 的真空试验辐射传热占据

主导位, 温度计的放置位置、 面积和表面发射率等对

测量结果都有影响, 与高于 1 kPa 的情况有较大

区别[14]。
因此, 在多参数测试设备的校准工作中, 从准确

掌握被校产品或系统的实际工作特性出发, 分立校准

方法有较大的限制。 为实现在多参数同时存在、 相互

耦合的情况下开展高精度校准工作, 需要开展专门的

多参数复合条件下的校准技术研究。

2　 多参数测试设备校准技术的关键问题

2. 1　 适用于多参数复合环境的传递标准

传递标准或标准测量传感器是多参数测试设备计

量的基础。 传递标准与产品一样受多参数复合影响。
如前所述的振动传感器, 因为本身的传感器机理、 结

构特性、 材料特性等方面原因, 使传感器输出受到了

多个参数干扰。 为实现多参数复合环境下各种参数量

值的准确传递, 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入手。
硬件方面, 参考自校准技术在多通道测试设备中

的应用, 需要研制新型的传感器, 作为各种参数的传

递标准[15]。 一种是在环境试验箱内的“内基准”, 负责

敏感温度、 湿度、 气压、 电磁、 噪声等与环境参数,
一种是在环境试验箱外的“外基准”, 敏感加速度、 角

速度等运动信息参数, 主要是各种惯性仪表。 内基准

面临的多参数复合作用较为复杂, 尤其是温度、 湿度、
气压紧密耦合, 在加速度、 角速度作用下温度场、 湿

度场等可能呈现特殊的变化, 导致环境试验箱内的试

验条件难以直观分析, 在复杂条件如何保证测量数据

的有效性是内基准设计的难点; 外基准受到的干扰主

要来自多参数测试设备本身, 包括机械结构安装设计

误差、 热传递、 空间电磁干扰等, 属于传统的惯性仪

表误差。 硬件方面对于误差的处理, 思路之一是采用

隔离的办法, 比如为测量噪声的传感器设计专门的温

控装置, 保证其不受温湿度影响, 或采用专门设计,
避免产生影响校准的各种干扰, 如采用半导体温控,
可以避免电磁辐射和音频振动等干扰[16]; 思路之二是

采用补偿措施, 比如采用温度敏感的应变片, 补偿温

度引起的传感器底座变化, 保证传感器安装稳定。
软件方面主要是补偿多参数复合作用导致的传感

器输出误差。 多个参数有各自的时、 空变化规律, 且

有的参数相互影响, 由此导致对传感器的干扰呈现非

线性时变特性, 如何在算法层面剥离这种干扰, 还原

传感器的有效测试数据是软件方面的主要工作。 软件

算法主要用于事后处理, 在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中实

现。 从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实践经验来看, 多参数测试

一般是“准静态测试”, 待测试环境较为稳定时进行测

试工作。 此时测试设备中多个参数相互影响引起的输

出波动能够控制在相对小的范围内, 使各参数的传感

器以线性特性为主, 以便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等方式获

得可实用的结果。 在各参数短时波动较大且不规律的

情况下, 通过神经网络、 灰色预测等非线性建模手段

难以获得重复性、 一致性较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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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多通道异步数据的同步采集与动态校准技术

多参数测试要求获取不同参数共同作用下被测产

品的特性, 例如在加速度、 温度、 气压与惯性器件某

项技术指标之间的多输入-单输出关系, 这就要求实

现不同参数数据的同步采集、 实时显示及数据融合

处理。
第一, 要求采用有线或无线的方式, 构建包含内

基准、 外基准的多传感器网络, 解决硬件互联的问题;
第二, 要求考虑多个参数不同的时空变化规律和综合

作用引起的非线性时变特点, 设计合理的采集方案。
比如, 温度、 湿度、 气压的联动变化及各自延时变化

特点影响了内基准所处环境的稳定时间; 机械结构热

传导和电气部件电磁场的时变规律不同步, 也影响了

外基准所处环境的稳定时间。 所以, 选取内外基准稳

定窗口的交叉部分, 才能获取有意义的测量数据。 第

三, 要研究动态校准技术, 在各个参数发生系统工作

特性(比如稳定性、 重复性、 空间的均匀性等)不一致

的情况下, 实现动态多参数的测试校准。
2. 3　 多参数测试设备的可计量性设计

目前多参数测试设备的设计主要参考综合环境试

验设备, 尚未建立起专门的惯性器件多参数测试设备

设计理论和方法, 虽然在提升试验设备精度方面取得

了较大的进步, 但是在设备研制之初并未系统性地考

虑其计量需求, 导致多参数测试设备的计量工作出现

难题。 比如, 在振动-温度-湿度综合试验中, 因电磁振

动台和温湿度发生系统工作时产生的电磁干扰, 实质

上是电磁-振动-温度-湿度综合激励, 且电磁环境比较

复杂, 对电磁敏感的惯性仪表开展此类测试将带来较

大的测试误差。 如果在试验系统设计之初不考虑电磁

干扰影响及计量要求, 就会给后续计量工作带来较大

的限制, 比如磁场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体积、 质量等

等, 以至于难以准确获取电磁干扰的数据, 无法补偿

其引入的误差。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离心-振动机试验

系统, 如前所述, 振动台控制系统是通过振动传感器

敏感振动加速度, 再进行反馈控制以达到设定的振动

幅值。 离心-振动机正常运转时, 若通过离心机的导

电滑环传递振动传感器模拟量数据(弱电信号), 则

会引入较大的误差, 必须考虑其他的数据采集方式,
比如无线数据采集, 或者本地数据采集存储。 但是,
无线数据采集方式带来的数据丢失问题、 带宽限制问

题, 以及本地数据采集存储模块的可靠性问题, 都是

需要提前考虑和设计解决的, 否则实际使用存在较大

困难。

3　 结论

惯性器件多参数测试设备的校准能力决定了多参

数复合条件下惯性器件的测试水平和误差补偿能力,
对提升惯性器件实际使用精度和评估鉴定能力有重要

影响。 现行多参数测试设备没有成体系的计量标准,
采用分立的方式校准多参数测试设备存在校准环境与

实际工作环境不一致的问题, 影响了校准结果的实用

价值。 通过开展多参数测试设备的可计量性设计研究,
开发适用于多参数复合环境的传递标准, 突破多通道

异步数据采集与动态校准等关键技术, 能够有力支撑

多参数测试设备的校准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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