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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Ｄ对湍流大气中激光的双重随机探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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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雪崩光电二极管（ＡＰＤ）对大气传输后的激光进行探测时，所受大气湍流效应及 ＡＰＤ噪声的影响，
分析了激光在湍流大气中传输、ＡＰＤ对激光探测两个过程，结合 ＡＰＤ的探测原理，建立了指数威布尔高斯双重随机过
程模型。通过实验测量了不同信噪比、不同大气湍流下ＡＰＤ输出电流的概率密度，对探测距离不同、接收口径不同的情
况进行了仿真。结果表明，接收信噪比为２，５，１０时，光强分布方差分别为０．５３５４，０．３５６５，０．２７８１，偏移量分别为０．０５，
０．０１０９，０．００２９；大气折射率结构常数为２．５×１０－１５，３×１０－１４，４．９×１０－１４时，方差分别为０．１１９８，０．２７８１，０．４０３５，偏移量
分别为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９，０．００３９；双重随机过程模型可准确描述经过大气传输的激光被 ＡＰＤ探测的过程；探测器口径的
变化对ＡＰＤ输出电流的概率密度影响不大，而接收信噪比、探测距离、大气折射率结构常数的增大会使ＡＰＤ输出电流平
均值较信号电流产生较大偏移、且离散程度加剧。该模型的建立对激光探测技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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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雪崩光电二极管（ａｖａｌａｎｃｈｅｐｈｏｔｏｄｉｏｄｅ，ＡＰＤ）因其
重量轻、体积小、能耗低、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等优点

而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激光探测设备。在 ＡＰＤ激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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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探测系统的工作过程中，激光在大气中的传输过程

及ＡＰＤ对激光的探测过程都影响着系统最终输出电
流的特征［１２］。ＢＡＲＲＩＯＳ和 ＤＩＯＳ提出用指数威布尔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Ｗｅｉｂｕｌｌ，ＥＷ）分布描述大气在各种湍流
条件下并存在孔径平均效应时接收光功率的概率密度

分布，并验证了其准确性［１］。ＰＥＰＰＡＳ利用 ｇａｍｍａ
ｇａｍｍａ分布描述了在各种湍流下点接收机接收光强的
起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３］。ＬＡＦＯＲＣＥ研究了噪声
对ＡＰＤ探测过程造成的影响以及 ＡＰＤ探测器噪声的
影响因素，通过冷却方式降低了等效噪声功率，提高了

系统探测性能［４］。

国内外学者已对激光在大气中传输及 ＡＰＤ对激
光的探测分别进行了广泛研究，但目前为止，未见一个

模型可将这两个过程综合考虑。针对该问题，从激光

在大气中传输、ＡＰＤ对激光的探测两个过程入手，进
行研究，建立了指数威布尔高斯双重随机过程模型，
并利用该模型对 ＡＰＤ输出电流概率密度分布及其影
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１　ＡＰＤ探测系统噪声特性

ＡＰＤ探测系统的噪声主要来源有：背景光散粒噪
声、信号光散粒噪声、暗电流噪声、热噪声、放大器噪

声［５６］。其中暗电流噪声又分为经过倍增的体漏电流

散粒噪声和未经过倍增的表漏电流噪声［７］。ＡＰＤ探
测系统的噪声可由下式表示：

Ｉｎ ＝ ２ｅＭ２ＦｍＢη
ｅ
ｈν
Ｐｓ＋

ηｅ
ｈν
Ｐｂ＋ｉ( )ｄ[ ＋

２ｅｉｌＢ＋
４ｋＢＴＢ( )Ｒ

＋ｉ]ａ
１／２

（１）

式中，ｅ是电子电荷；Ｍ为ＡＰＤ的倍增因子；Ｆｍ为噪声
因子；Ｐｓ为探测器接收的信号功率；Ｂ为接收系统带
宽；Ｐｂ为入射背景光功率；η为 ＡＰＤ的量子效率；ｈ为
普朗克常数；ν为光波频率；ｋＢ为玻尔兹曼常数；Ｔ为
绝对温度；Ｒ为等效负载电阻；ｉｄ为体漏电流；ｉｌ为表
面漏电流；ｉａ为放大器噪声。其中，等式右边第１项为
信号光、背景光、体漏电流的散粒噪声，第２项为表漏
电流噪声，第３项为探测系统热噪声，第４项为放大电
路噪声。

从微观量子角度分析，直接探测型探测器输出噪

声可用泊松分布进行准确描述［８］。而在光量子极限

工作条件下，系统接收大量光子并产生大量电子时，可

按照经典的统计分布来描述。根据上述条件，结合中

心极限定理，ＡＰＤ探测系统输出的噪声与信号电流之

和呈高斯分布。假设 ＡＰＤ接收端面接收的信号为稳
定信号Ｉｓ，有激光回波时噪声电流均方根为Ｉｎ，则信号
和噪声之和为：

Ｉ＝Ｉｓ＋Ｉｎ （２）
　　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ｆｃ（Ｉ）＝
１
２槡πＩｎ

ｅｘｐ－
Ｉ－Ｉｓ
２Ｉｎ

( )２
（３）

２　激光在大气中的传输

２．１　激光的大气传输效应
激光在大气中传输受到激光大气传输效应的影

响。激光传输大气传输效应主要包括：湍流效应、衰减

效应、热晕效应［９１０］。对于激光主动探测装备，大气湍

流和大气衰减都会对装备出射的激光在大气中的传输

效果产生明显影响。

大气对激光的衰减主要表现在吸收和散射两个方

面。对于大气中传输的激光，米氏散射是造成其衰减

的主要原因。当气象条件为晴朗、霾、雾时，大气的综

合衰减系数一般可表示为［１１］：

ω＝ ３．９１
Ｒ( )
ｖ

λ
０．( )５５

－ｑ
ｋｍ－１ （４）

式中，Ｒｖ为大气能见度，单位是 ｋｍ；λ是入射光波长，
单位为μｍ；ｑ是与波长有关的常数。

大气湍流运动是由大气密度随机变化导致的大气

折射率变化而引起的［１２］。大气湍流会使光斑空间位

置随时间变化、接收端面光强随时间起伏、光斑面积和

半径变化，主要表现为光束漂移、光强闪烁和光束扩展

等大气湍流效应，严重影响装备对激光的探测［１３］。

如图１所示，光强闪烁导致接收机探测到的光强
在时间、空间上随机起伏，光束漂移导致的对准误差将

会加剧这种起伏，光束扩展会使接收的光功率减小。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ａｍ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ｉｎ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ｅａｍｓｐｒｅａｄ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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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常用的概率分布
２．２．１　ｇａｍｍａｇａｍｍａ分布　由 ｇａｍｍａｇａｍｍａ分布模
型可知，接收光的功率是由符合 ｇａｍｍａ分布的大尺度
起伏与小尺度起伏联合调制的结果。归一化光强Ｉｇ＝
ＩｘＩｙ，Ｉｘ和Ｉｙ分别为大尺度湍流和小尺度湍流引起光
强随机起伏过程，两者统计独立，且都服从 ｇａｍｍａ分
布［３］。光强Ｉｇ的概率密度函数可表示为：

ｆＧＧ（Ｉｇ）＝
２（αβ）

α＋β
２

Γ（α）Γ（β）Ｉｇ
Ｋα－β（２αβＩ槡 ｇ） （５）

式中，α，β分别为与大尺度湍流、小尺度湍流相关的系
数；Γ（ｘ）是ｇａｍｍａ函数；Ｋμ（ｘ）为 μ阶第２类修正贝
塞尔函数。

２．２．２　指数威布尔分布　当接收光功率起伏服从指
数威布尔分布时，其概率密度函数为［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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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β′为形状参量，决定分布曲线的形状；η′为尺
度参量，主要决定曲线的陡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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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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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Γ（α′－ｉ）
（１０）

式中，Ｄ为接收口径；ρ０为大气相干半径；σＩ
２为闪烁

指数。因此可知，指数威布尔分布的参量可以通过探

测器参量、大气参量、闪烁指数直接计算获得。

大气相干半径ρ０的表达式如下：

ρ０ ＝（１．４６Ｃｎ
２ｋ２Ｌ）－３／５ （１１）

式中，Ｃｎ
２为大气折射率结构常数，ｋ为波数，Ｌ为探测

距离。当探测器对激光进行探测时，将 ρ０＞Ｄ时的接
收情形看作点接收情况，当 ρ０＜Ｄ时则考虑孔径平均
效应。点接收情况下，探测器接收光功率起伏的概率

密度分布可用 ｇａｍｍａｇａｍｍａ较好地进行描述。而当
孔径平均效应存在时，指数威布尔分布则对于各种强

度的湍流下的概率密度分布具有较好描述效果［１５］。

３　双重随机过程模型建立

当强度在时间与空间上稳定不变的激光入射到探

测器时，探测器输出的电流概率密度分布可用高斯函

数描述。但在实际应用中，任何强度随机涨落的影响

因素都将导致入射到探测器表面上激光强度具有随机

性。因此，必须将（３）式中的高斯分布 ｆｃ（Ｉ）看作条件
概率分布ｆｃ（ＩＩｓ），并且一般激光主动探测设备对激
光探测时都存在孔径平均效应，所以 Ｉｓ的先验概率密
度分布可用指数威布尔分布表示。

探测器对经过湍流大气的激光进行探测并输出电

流的过程包含两个随机过程，且其中一个随机过程中

的某一参量以另一随机过程为条件，这与Ｍａｎｄｅｌ公式
成立条件极为相似［１６］。Ｍａｎｄｅｌ公式为：

Ｐ（Ｋ）＝∫０
∞ （ａＩｇ）

Ｋ

Ｋ！ ｅｘｐ（－ａＩｇ）Ｐ（Ｉｇ）ｄＩｇ （１２）

式中，Ｐ（Ｋ）为光电事件出现 Ｋ次的概率，Ｋ为光电事
件个数，ａ为常数。Ｍａｎｄｅｌ公式是根据光与物质作用
的半经典理论提出的，描述光电事件出现概率的公式。

该公式中包含的两个随机过程为：光强的随机起伏的

随机过程，光与光敏物质作用释放出电子的泊松随机

过程，并且Ｉｇ的先验概率为Ｐ（Ｉｇ）。虽然Ｍａｎｄｅｌ公式
描述的一个离散过程，求解出来的是一个概率值，ＡＰＤ
对激光探测并输出电流描述的是一个连续过程，需解

出概率密度分布，但两者基于相同的数学条件，因此参

考Ｍａｎｄｅｌ公式提出的思想与形式，建立指数威布尔
高斯双重随机过程，将探测器输出电流的无条件概率

密度函数表示为：

ｆ（Ｉ）＝∫０
∞
ｆｃ（Ｉ　 Ｉｓ）ｆＥＷ（Ｉｓ）ｄＩｓ （１３）

　　将（３）式、（６）式带入（１３）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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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１４）式即可将激光在大气中的传输过程及
ＡＰＤ对激光的探测过程两个随机过程放在一个模型
中进行分析。

４　双重随机过程影响因素分析

在ＡＰＤ探测系统对目标的探测过程中，ＡＰＤ输出
信噪比、大气折射率结构常数、探测器口径、探测距离

等因素都会对ＡＰＤ输出电流的概率分布产生影响。
在某一大气条件下，通过如图２所示的实验装置

对ＡＰＤ探测经大气传输的激光后输出的电流进行测
量。将某型激光测距机进行改装，通过外置电源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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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ＡＰＤ探测系统供电，使其偏压恒定，利用示波器采
集其输出电流，并将电流数据传入计算机，利用数学软

件计算输出电流的概率密度分布。同时，通过对某时

刻激光在大气中传输的光强起伏方差进行记录，测量

该时刻的大气折射率结构常数［１７］，由此计算相关大气

参量，并对双随机过程进行仿真计算，与实验中所得数

据进行对比。实验中所用激光波长为１０６４ｎｍ，出射能
量８０ｍＪ，发散角０．７ｍｒａｄ，初始半径２５ｍｍ，激光测距
机所用ＡＰＤ型号为Ｃ３０９５０Ｅ，探测口径４０ｍｍ，接收光
学系统视场０．９５ｍｒａｄ，实验距离７３０ｍ，同时为方便计
算，将Ｉｓ进行标准化处理，即令Ｉ＝Ｉｓ／〈Ｉｓ〉，使〈Ｉ〉＝１，
其中〈〉表示取平均值。

在激光器前放置不同衰减片，使 ＡＰＤ电流输出信
噪比（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ＳＮＲ）不同，同时用示波器采
集ＡＰＤ探测系统的输出电流，通过数学软件计算电流
的概率密度，并与仿真数据进行对比。图３为不同信
噪比下ＡＰＤ输出电流概率密的曲线。保持 ＡＰＤ接收
的信噪比不变，在不同时刻测量ＡＰＤ输出电流的概率
密度分布，同时测量相应时刻下的大气折射率结构常

数，对双随机探测过程进行仿真。图４即为不同大气
折射率结构常数下的ＡＰＤ输出电流的概率密度曲线。
表１中为实验相关参量及计算所得数据。其中 β０

２为

Ｒｙｔｏｖ指数，ｘ为平均值，Ｄ（ｘ）为归一化输出电流的方
差，偏移量为ｘ－１。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ＰＤｏｕｔｐｕ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ＮＲｓ

由图３、图４可看出，仿真数据与实验测量结果基
本一致，其中存在的误差主要是由于测量大气折射率

结构常数时的误差导致。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ＡＰＤｏｕｔｐｕ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

Ｎｏ． ＳＮＲ Ｃｎ２／ｍ２／３ σＩ２ ρ０／ｍｍ β０２ ｘ Ｄ（ｘ）

１ １０ ３×１０－１４ ０．１７４２ １４．６７ ０．５４３２ １．００２９ ０．２７８１

２ ５ ３×１０－１４ ０．１７４２ １４．６７ ０．５４３２ １．０１０９ ０．３５６５

３ ２ ３×１０－１４ ０．１７４２ １４．６７ ０．５４３２ ０．９５００ ０．５３５４

４ １０ ２．５×１０－１５ ０．０１８１ ６５．１４ ０．０４７２ １．０００２ ０．１１９８

５ １０ ３×１０－１４ ０．１７４２ １４．６７ ０．５４３２ １．００２９ ０．２７８１

６ １０ ４．９×１０－１４ ０．３０３４ １０．８１ ０．９０４９ １．００３９ ０．４０３５

　　结合表１，由图３可知，当ＡＰＤ输出的信噪比不同
时，其输出电流的概率密度将产生很大变化。当信噪

比降低时，概率密度的峰值会减小，强度较小和较大的

Ｉ概率将会增大，同时输出电流平均值偏离信号电流
程度增大，方差增大，数据离散程度将会加剧。结合表

１，由图４可知，大气折射率结构常数变化时，闪烁系
数、大气相干半径等参量都会发生变化，进而使光强在

接收端上的起伏的概率密度发生改变，最终导致 ＡＰＤ
输出的电流发生变化。随着大气折射率结构常数的增

大，概率密度曲线峰值减小并稍向左移，曲线趋于平

缓，平均值偏离信号程度增大，数据离散程度加大。

由于实验条件限制，对不同接收口镜、不同探测距

离下ＡＰＤ的双重随机探测过程仅进行了仿真分析。
表２为相关仿真参量。图５为不同接收口径下 ＡＰＤ
输出电流的概率密度曲线。图６为不同距离下 ＡＰＤ
输出电流的概率密度曲线。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ｖａｌｕｅ

λ １０６４ｍｍ

ＳＮＲ １０

Ｄ ４０ｍｍ

Ｃｎ２ ３×１０－１４ｍ２／３

　　在仿真所选取的大气条件下，大气相干半径 ρ０＝
０．０１４ｍｍ，当接收口径 Ｄ＜ρ０时，可看作点接收情况；
当Ｄ＞ρ０时，则应该考虑孔径平均效应。由图５可知，
随着接收口径的增大，概率密度曲线峰值会增大并右

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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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但是接收口径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无论有无孔

径平均效应，对概率密度曲线影响都不大。由图６可
知，探测距离改变对电流的概率密度曲线影响显著，随

着探测距离增大，输出电流偏离信号程度逐渐增大。

５　结　论

通过对激光在大气中的传输及 ＡＰＤ对激光探测
两个过程进行研究，构建了可将大气湍流及ＡＰＤ特性
同时考虑的指数威布尔高斯双重随机过程模型。通
过实验测量了不同信噪比、不同湍流下ＡＰＤ输出电流
的概率密度曲线，并对不同口径、不同探测距离下

ＡＰＤ的输出进行了仿真。实验结果表明，信噪比及湍
流的变化会使输出电流的平均值偏移增大，离散程度

加剧，同时实验数据与仿真数据具有较好一致性，仿真

数据表明，探测口径变化时概率密度曲线变化不明显，

而探测距离改变时输出电流离散程度虽未明显变大，

但偏移现象明显。因此得出结论：ＡＰＤ接收信噪比、
大气折射率结构常数、探测距离的变化对ＡＰＤ的双重
随机探测过程影响明显，而接收口径的变化对ＡＰＤ的
双重随机探测过程的影响则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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