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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精确测量吸收光谱，并尽量减小温度与湍流波动对光谱测量结果的影响，采用谱线模拟仿真模拟和

２０ｋＨｚ高频扫描的方法，选取中红外基频跃迁带内低温度敏感性谱线 Ｐ（１０），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取得了发动
机ＣＯ吸收光谱及其体积分数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变化范围为（１５３±１２３）×１０－６。结果表明，Ｐ支谱线扫描范围内可降
低４８．２８％目标气体温度变化对体积分数反演的影响。该方案能够为发动机尾气 ＣＯ激光遥感测量提供一个高速、精
准、实时的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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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伴随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加，尾气排放所

造成的城市大气环境污染已然成为当前严峻的问

题［１］。机动车尾气由污染气体一氧化碳、氮氧化合物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ｘｉｄｅ，ＮＯｘ）、非甲烷类碳氢化合物（ｈｙｄｒｏｃａｒ
ｂｏｎｓ，ＨＣＳ），以及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组成。其中ＣＯ是

由于发动机碳氢燃料非充分燃烧所产生，过量排放会

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２］，并且会间接加剧全球

温室效应［３］。

基于光谱技术对发动机ＣＯ排放检测已经有很多
光学遥感检测手段，美国通用汽车研究实验室的 ＳＴＥ
ＰＨＥＮＳ等人基于非红外分散技术（ｎｏ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ｉｎｆｒａ
ｒｅｄ，ＮＤＩＲ）的方法实现了 ＣＯ排放量测量［４］。美国马

里蒙特大学ＭＥＤＨＵＲＳＴ等人基于红外傅里叶变换光
谱（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ＦＴＩＲ）的方
法实现了对发动机尾气污染物 ＨＣＳ，ＮＯ，ＣＯ等测
量［５］。近年来，我国对于发动机 ＣＯ排放检测也取得
了巨大进展，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ＣＨＥＮ
等人基于 ＮＤＩＲ的方法设计了用于尾气检测的传感
器，通过优化定标算法实现低浓度的 ＣＯ及 ＣＯ２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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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６］，并且通过仿真计算 ＮＤＩＲ传感器响应函数等进
一步提高了设计精度［７］。除此之外，其它光谱诊断技

术还有激光诱导击穿光谱（ｌａｓｅ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ＬＢＩＳ）［８］、平面激光诱导荧光（ｐｌａｎａｒｌａｓｅｒ
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ＬＩＦ）［９］、腔衰荡光谱（ｃａｖｉｔｙｒｉｎｇ
ｄｏｗ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ＣＲＤＳ）以及腔增强吸收光谱（ｃａｖｉｔｙｅｎ
ｈａｎｃｅｄ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ＣＥＡＳ）［１０１１］等。

在众多的研究工作中，激光吸收光谱技术（ｌａｓｅｒａｂ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ＬＡＳ）因其具有组分选择、响应快、
可实现性强等特点迅速发展成为气体浓度测量的重要

手段之一。西北核工业技术研究所ＬＩＵ等人对基于激
光诊断技术在组分测量应用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与分

析［１２］。其中，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技术（ｔｕｎａｂｌｅ
ｄｉｏｄｅｌａｓｅ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ＴＤＬＡＳ）作为气体组
分浓度测量的基础技术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１３１５］。清

华大学ＣＨＡＯ等人基于ＴＤＬＡＳ技术实现了对火力发电
厂７００Ｋ燃烧环境下的ＣＯ浓度长时监测［１６］。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ＺＡＨＮＧ等人基于ＴＤＬＡＳ实现了不同喷
注压力下的对二硝酰胺铵（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ｄｉｎｉｔｒａｍｉｄｅ，
ＡＮＤ）基发动机燃烧室内 ＣＯ摩尔分数进行测量［１７］。

随着室温下可调谐量子级联激光器（ｑｕａｎｔｕｍｃａｓｃａｄｅ
ｌａｓｅｒ，ＱＣＬ）的商业化发展，为激光光谱测量提供了高
功率、窄线宽、单模、无跳模特性的理想光源，使激光

诊断技术的工作波段拓展至中远红外波段成为可能。

常见的燃烧产物 Ｈ２Ｏ，ＣＯ，ＣＯ２的谱线在中红外波段
内多为基频跃迁，谱线强度较强，更易于吸收光谱信号

探测，因此具有高分辨、高灵敏等特点的量子级联吸收

光谱技术（ｑｕａｎｔｕｍ ｃａｓｃａｄ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ＱＣＬＡＳ）逐渐被应用于具体的诊断测量工作中［１８２０］。

然而，基于吸收光谱技术在发动机尾气中 ＣＯ含
量检测的实际应用中，ＣＯ在近红外波段内谱线较弱，
且浓度较低，不易检测，鉴于此，作者将测量谱线的选

取拓展至中红外波段，选取谱线较强的基频跃迁谱线

带。发动机尾气逸散过程中具有温度变化范围广，光

谱信号强度大小易受温度波动影响，导致光谱测量结

果不精确，因此，本文中通过仿真模拟结果，创新性地

选取ＣＯ基频跃迁带中对温度不敏感谱线 Ｐ（１０），降
低温度对谱线强度大小的影响。另外，在实际数据采

集过程中，由于尾气湍流波动较大等特点使得光谱信

号获取极不稳定，在光谱数据采集设计中，本工作利用

量子级联激光器的超快频率扫描特性加以２０ｋＨｚ的
高频扫描，采取单条谱线测量浓度方法，实现了湍流波

动较大环境下的吸收光谱数据高速采集，最终获取尾

气中ＣＯ体积分数随时间的变化的信息，为实际道路
尾气ＣＯ体积分数测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激光遥感监
测方案。

１　基本原理

１．１　单波长浓度测量原理
单色激光与待测气体的相互作用过程可以用受激

吸收模型来表示，量子级联激光器发出的单色激光光

强为Ｉ０，经待测气体传输后的光强衰减至Ｉｔ，二者满足
ＢｅｅｒＬａｍｂｅｒｔ定律，可表述为：

Ｉｔ＝Ｉ０ｅｘｐ（－σｘＣＯＬ） （１）
式中，Ｉ０，Ｉｔ分别为量子级联激光器的激光光束入射光强
和出射光强，σ为吸收截面，Ｌ为待测气体沿激光水平方
向上的平均吸收路径，ｘＣＯ为ＣＯ气体的体积分数。

待测体积分数ｘＣＯ通过（１）式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ｘＣＯ ＝－
１

σ（λ）Ｌ
ｌｎ
Ｉｔ（λ）
Ｉ０（λ）

（２）

式中，λ为激光器的中心波长。
１．２　谱线选取

最优谱线的选取是量子级联激光吸收光谱浓度测

量传感器模型设计尤为关键的一步，直接决定着传感

器性能的优良，因此合适的目标工作波段选择会为传

感器的设计建立较好的基础。发动机碳氢燃料不完全

燃烧产生的ＣＯ气体在近红外第一泛频带２．３μｍ（分
子谱带跃迁能级 Δν＝２）、第二泛频带１．５５μｍ（Δν＝
３）以及中红外基频带４．６μｍ（Δν＝０）处均有吸收，其
中４．６μｍ处的 ＣＯ分子属于基频跃迁，谱线强度最
强。如图１所示，根据ＨＩＴＲＡＮ２０１６数据库［２１］计算了

中红外波段２０００ｃｍ－１～２２５０ｃｍ－１范围内，发动机常见
的燃烧产物 Ｈ２Ｏ，ＣＯ２，ＣＯ等标准大气压下吸收谱线
强度分布，可以明显看出，在此波段内ＣＯ谱线吸收较
强，并且周围Ｈ２Ｏ与 ＣＯ２的干扰较小，有利于提高传
感器的信噪比，增加测量结果的精度。

分子谱线强度 Ｓ（Ｔ）是温度 Ｔ的函数，可以表示

为： Ｓ（Ｔ）＝Ｓ（Ｔ０）
Ｑ（Ｔ０）
Ｑ（Ｔ）×

ｅｘｐ －ｈｃＥ″ｋＢ
１
Ｔ－

１
Ｔ( )
０

１－ｅｘｐ －ｈｃνｋＢ( )Ｔ
１－ｅｘｐ －ｈｃνｋＢＴ( )











０

（３）

式中，Ｓ（Ｔ０）是温度２９６Ｋ的谱线强度，Ｓ（Ｔ）为温度 Ｔ
的谱线强度，Ｑ（Ｔ０）为２９６Ｋ的配分函数，Ｑ（Ｔ）为温度
Ｔ的配分函数，ν为分子跃迁中心频率，Ｅ″为低能级能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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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由（３）式可知，谱线强度Ｓ（Ｔ）受温度Ｔ变化而变
化，其谱线温度敏感性可表示为：

Ｒ／Ｒ
Ｔ／Ｔ

＝ｈｃｋＢ
ΔＥ″
Ｔ （４）

式中，ΔＥ″为低能级能量的差值，ｈ，ｃ，ｋＢ分别为普朗克
常数、光速、玻尔兹曼常数，Ｒ为谱线强度的比值。

如图２所示，根据机动车尾气中 ＣＯ气体逸散过
程中温度变化范围大致为３００Ｋ～４００Ｋ的实际情况，
计算了 ＣＯ在３００Ｋ，３５０Ｋ，４００Ｋ下的谱线强度，可以
看出各支谱线强度对温度敏感程度也大不相同。其

中，Ｒ支中Ｒ（１２）与 Ｐ支中 Ｐ（１０）谱线温度敏感性较
低，由于本工作所使用的量子级联激光器工作波段为

２０１０．００ｃｍ－１～２２００．００ｃｍ－１，因此初步选择 Ｐ支中温
度敏感性较低的 Ｐ（９），Ｐ（１０），Ｐ（１１），Ｐ（１２）谱线作
为候选谱线，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 ＣＯ气体体积分数
反演结果受温度变化的影响。

根据图 ２中的计算结果，对低温度敏感性谱线
Ｐ（１２），Ｐ（１１），Ｐ（１０），Ｐ（９）谱线做进一步温度敏感性
计算，候选谱线详细参量在表１中已经列出。计算结

　　

Ｆｉｇ２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ＣＯ 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２０００ｃｍ－１ ～
２２５０ｃｍ－１ａｔ３００Ｋａｎｄ４００Ｋ

Ｆｉｇ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Ｐ（１２），Ｐ（１１），
Ｐ（１０），Ｐ（９）ａ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３００Ｋ～４００Ｋ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ｌｉｎｅｓ

ｌｉｎｅ
ｃｅｎｔｅ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ｍ－１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ｃｍ·ｍｏｌ－１）

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ｌｏｗｓｔａｔｅ／
ｃｍ－１

Ｐ（９） ２１０７．４２ ３．６０７×１０－１９ １７２．９８

Ｐ（１０） ２１０３．２６ ３．３１９×１０－１９ ２１１．４０

Ｐ（１１） ２０９９．０８ ２．９６７×１０－１９ ２５３．６７

Ｐ（１２） ２０９４．８６ ２．５８１×１０－１９ ２９９．７７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

ｏｆ３００Ｋ～４００Ｋ

ｌｉｎｅ Ｐ（９） Ｐ（１０） Ｐ（１１） Ｐ（１２）

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０．４６６ ０．２９１８２ ０．３４２６７ ０．３９８０２

果如图３所示，并在表２中列出其差值数值结果，其
中，４条谱线温度敏感性改变量最低的为Ｐ（１０）谱线。

针对实际应用环境，对候选谱线 Ｐ（１０）及其邻近
　　

Ｆｉｇ４　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ｌｉｎｅｓｏｆＰ（１０）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
ｃｅｎｔｌｉｎｅｓａｔ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３００Ｋ～４００Ｋ

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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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５　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ｌｉｎｅｓｏｆＰ（１２），Ｐ（１１），
Ｐ（１０），Ｐ（９）ａｔ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３００Ｋ～４００Ｋ

谱线吸光度以及归一化谱线强度做了进一步计算，模

拟结果如图４、图５所示。结果表明，在３００Ｋ和４００Ｋ
温度下，中心波数为２１０３．２６ｃｍ－１的低温度敏感性候
选谱线 Ｐ（１０）谱线强度相差为９．２％，受温度波动影
响较小，可以作为发动机 ＣＯ排放监测实际应用候选
谱线。

２　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如图 ６所示。其中量子级联激光器
（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的中心波长为 ４．６μｍ，可以在
２０１０．００ｃｍ－１～２２００．００ｃｍ－１范围内连续调谐无跳模
函数发生器（ＴｅｋｔｒｏｎｉｘＡＦＧ３０２２Ｂ）提供频率为２００Ｈｚ～
２ＭＨｚ的标准正弦信号，用于调谐激光器的输出波长，
从而实现吸收谱线连续、快速扫描。ＱＣＬ输出的激光
由光路上的ＣａＦ２分束镜１（ＴｈｏｒｌａｂｓＢＳＷ５２０）分为两
路，其中透射光经过自由光程（ｆｒｅ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ｒａｎｇｅ，
ＦＳＲ）为０．０１２ｃｍ－１的 ＦＰ（ＦａｂｒｙＰｅｒｏｔ）标准具（Ｌｉｇｈ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ＯＰ５４８３１０１．６），中心波长为 ４．６μｍ的红
外带通滤光片，再经由红外光电探测器接收。反射光

经过中心波长为４．６μｍ的红外带通滤光片作为参考
光路被红外光电探测器接收，探测器内置的前端放大

器（ＶＩＧＯＭＩＰＤＣＦ２０）具有２０ＭＨｚ的带宽，满足高速
　　

Ｆｉｇ６　Ｓｅｔｕｐ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信号采集需求；再经过 ＣａＦ２ 分束镜 ２（Ｔｈｏｒｌａｂｓ
ＢＳＷ５２０）分为两路，其中透射光经过目标待测气体和
中心波长为４．６μｍ的红外带通滤光片被红外光电探
测器接收。反射光经过中心波长为４．６μｍ的红外带
通滤光片被相同型号的探测器接收。３组探测器的输
出信号由１０ＧＨｚ／ｓ最高采样率，５００ＭＨｚ带宽的数字
示波器（ＴｅｋｔｒｏｎｉｘＭＳＯ５）采集。实验中采用２０ｋＨｚ的
高频扫描方案，尽量减小尾气湍流对吸收光谱测量的

影响并且有效提高测量时间分辨率，真实还原尾气逸

散过程中的浓度变化。

３　实验过程和结果

通过对比尾气湍流对激光强度抖动的影响，如图

７所示。图中，实线为未经过尾气湍流区域的参考光
路，点虚线为经过湍流区域的信号光路，明显可以看到

尾气湍流对激光光强有较大的影响。启动发动机，使

用中心波长为４．６μｍ量子级联激光器对所选 ＣＯ吸
收谱线Ｐ（１０）进行２０ｋＨｚ的高速扫描，并利用探测器
接收激光输出信号，待发动机工况稳定后开始测量，示

波器采集到的各路电压信号经过倍数变换处理后如图

８所示。图中横虚线为吸收光谱输出电压信号，实线
为参考光路电压信号，点虚线为标准具电压信号，用以

标定波长。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ｉｇ８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ＣＯ

通过计算采集到的吸光度，并带入（１）式、（２）式，
可以得到发动机沿测量光路上ＣＯ体积分数信息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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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间演化。根据激光器工作范围内可扫描的谱线及

模拟温度范围内的结果，选择不同温度下谱线强度差

异最大和最小的谱线计算可知，Ｐ支谱线扫描范围内
可降低４８．２８％目标气体温度变化对体积分数反演的
影响，如图９所示，ＣＯ体积分数波动与发动机工作冲
程基本保持一致，其体积分数为（１５３±１２３）×１０－６。

Ｆｉｇ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ｅｎｇｉｎ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

４　结　论

基于量子级联吸收光谱（ＱＣＬＡＳ）提出了一种较
为实用的发动机 ＣＯ体积分数遥感监测方案，选择温
度敏感性较低的谱线Ｐ（１０），Ｐ支谱线扫描范围内可
降低４８．２８％目标气体温度变化对体积分数反演的影
响，并利用２０ｋＨｚ频率的超快扫描克服发动机尾气湍
流对测量光谱的干扰，从而实现 ＣＯ体积分数的精确
测量，时间分辨率高达２０ｋＨｚ。该方法可以为燃烧环
境较为恶劣且目标气体温度变化范围大的应用环境提

供良好的测量方案，具有极大的应用潜力。在未来的

工作中，将继续完善传感器工业化设计，并进一步深入

研究ＣＯ体积分数标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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