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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移干涉仪中探测器非线性误差及其补偿
曾丹华 肖体乔 席再军 杜国浩 刘丽想 骆玉宇

徐洪杰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２０１８００）
摘要：通过对多个相移算法的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发现探测器的非线性响应在相位中会引入２倍空间频率的
系统误差。结果表明，非标准相移算法随着探测器非线性度的增加，相对误差也越来越大。提出了压电陶瓷驱动
器的移相误差和光电探测器的非线性误差相互抵消的误差补偿技术，并给出了判别误差匹配有效性的实用判据。
仿真表明，这种误差补偿技术可以使测量误差减小约一个量级。证明了在不考虑波前幅度信息时，标准相移算法
对光电探测器的非线性为零响应，不影响仪器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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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种常见的系统误差，指出移相误差带来的系统误差呈

相移干涉技术最早由Ｂｒｕｎｉｎｇ［１］１９７４年提出，

２倍空间频率的余弦分布，并考察了杂散光误差和相

其基本思想是在干涉仪参考臂引入附加相位即相移

干误差。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

（通常利用压电陶瓷），通过处理多帧干涉图得到相

系统误差的抑制和补偿［６卅１；另一类则集中在各种特

位信息，从而恢复出被测表面的形貌。经过几十年

别设计的相位重建算法和相位解包裹技术上［９￣１

４｜。

的发展，相移干涉术已成为应用最广泛的主要光学

空间频率用来表征某一物理量在空间区域内的

检测方法之一。凭借精度高、耗时少的优点，相移干

周期性分布特征。许多研究者注意到［６￣８］，相移干

涉技术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宏观面形检测和像质检

涉仪中常用的压电陶瓷传感器在定位不准或非线性

测，其应用扩展到诸如电分析化学［２］、表面等离子体

效应明显时会在被测相位中产生按２倍空间频率余

共振技术‘…、晶体生长动力学‘４３和太赫兹波成像‘５１

弦分布的误差。但是，对由光电探测器的非线性响

等研究领域。

应引起的误差，尤其是相对误差与空问频率的关系，

相移干涉仪系统误差的研究始于ＳｅｈｗｉｄｅｒＥ６］
１９８３年的先驱性工作，他详细讨论了相移技术中几

以及系统误差间的匹配补偿，至今未见报道。针对
Ｂｒｕｎｉｎｇ［１

３提出的所谓标准算法，文献［１５］针对四帧

作者简介：曾丹华（１９８０～），男，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硕士，主要从事大型非球面光学检测、ｘ射线光学的研究。
导师简介：肖体乔，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大型非球面光学检测、Ｘ射线光学方面的
研究。Ｅ－ｍａｉｌ：ｔｑｘｉａｏ＠ｓｉｎａｐ．ａｃ．ｃｎ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７—２１；收到修改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２—１４

９期

曾丹华等：

相移干涉仪中探测器非线性误差及其补偿

１３５９

９０。的情况给出Ｊ，一种去除探测器非线性误差的方

准算法探测器非线性不影响测量精度，从而将文献

法，但该法不能推广使用。除了标准算法，人们也提

Ｅ１５］的结论推广到了一般情形。

出了许多其他的算法，统称为非标准算法，如可抑制
附加相位的线性偏差的Ｓｃｈｗｉｄｅｒ算法口１｜，Ｓｔｏｉｌｏｖ

探测器非线性效应的误差响应

２

算法口们；Ｍ．ＡｆｉｆｉＬｎｊ提出的可抑制激光光源功率波
动的五帧算法，实际上是表１中五帧任意角算法当

一般地，Ｎ帧相移解析算法和各帧干涉光强可
写为

步长为９０ ＮＮ－－＋特例。文献［１６］研究了Ｓｔｏｉｌｏｖ

声一厂（Ｉ，，Ｊ：，…，ＩＮ），

算法的误差响应，但侧重于相移步长对该解析算法
相移误差、光强误差和计算性能的影响。

ｕ’

Ｊｉ（ｚ，ｖ）一Ａ＋Ｂｃｏｓ［声（ｚ，ｖ）＋只］，
其中Ａ为背景光强，Ｂ为调制度，庐（ｚ，ｙ）为光波的

本文针对多个相位解析算法（见表１），首先从

二维相位分布，与被测面形有关，０ｉ代表各帧相移。

理论上分析了探测器非线性效应的误差响应，然后

目前大多数相位解析算法都以（１）式为基础。本文

给出了非标准算法的相对误差分布，之后提出了一

中提到的算法列在表ｌ中，下标与相移角对应。

种新的有效的系统误差补偿方法。最后，证明对标
表１普通相移算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ａｎ≠＝！！晋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ｈａｓｅ—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ａｎ声一一∑ＩｉＳｉｎ只／（∑Ｊ舯ｓ只）
４－ｆｒａｍｅ ９０。

ｔａｎ一一糌

３－ｆｒａｍ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 ｓｔｅｐ

ｔａｎ≠一（粤Ｓｉｎ型ａ）乏１２岽１专１

Ｓｃｈｗｉｄｅ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４－ｆｒａｍｅ ｍｉｘｅｄ

、

Ｎｏｔｅｓ

ｓｈｉｆｔｓ／（。）

。，９０，１８０’

Ｔｈｅ

Ｏｉ一２ｚｃ（ｉ一１）／Ｎ

Ｎ－ｆｒａｍ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ｉｍｐｌｅｓｔ ９０。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４－ｆｒａｍ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７

Ｚ

Ｈｅｒｅ ａ一６０。

一』一’

ｔａｎ一一斋兰专糍
ｔａｎ

Ｐｈａｓｅ

ｚ≠一÷（丽１２－－１３一措）

对于多数反正切式算法来说，探测器光电响应

０，９０，１８０，２７０

Ｆｉｒｓｔ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ｉｎ

０，９０，１８０，２７０

Ａｕｔｈｏｒ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Ｒｅｆ．［９］

此本文中只考虑二阶非线性。上式代入（１）式，有
（４）

的线性误差并不引起测量误差，而常量误差即温度

≯＋一厂（工？，Ｅ，…，ｆ斋），

恒定时的暗电流和信号电流相比可忽略，故着重分

而几乎所有的反正切式相位解析算法都可一般地表

析探测器的非线性误差（即高次误差）。探测器光电

示为

响应的非线性效应指接收靶在光电转换过程中的比

声（ｚ，ｙ）一ａｒｃｔａｎ［∑ｓｉＩｉ／（∑Ｃｉ，ｉ）］，（５）

例失调现象。理想探测器的输出电压Ｖ应与曝光

其中Ｓ，和Ｃ，为与ｉ有关的常数，求和符号表示从１

量Ｅ成正比

到Ｎ（下同）。为消除背景光，Ｓ。和Ｃ。须满足
Ｖ—ｋＥ，

（２）

∑Ｓ；一０，∑Ｃｉ一０，

其中ｋ为比例因子。但实际器件一般并不满足上述

（６）

关系，且关系较复杂，影响较大的通常是二阶和三阶

记∑Ｓｉｆｉ—ｍＢｓｉｎ乒，∑Ｃｉ，ｉ—ｍＢｃｏｓ庐，

非线性效应。常用的电荷耦合器件（ＣＣＤ）的非线性

ｍ为无量纲整数，Ｂ为干涉调制度。考虑到ｄ很小，可

起因于信号电荷存储和传输过程中反型层电荷的溢

用线性误差理论近似得到

△≯一声＊一庐一孚（Ｋｃｏｓ≠一Ｐｓｉｎ庐），（７）
厶ｍ

出。下面分析探测器非线性误差对相移算法的影响。
假设探测器的二阶和三阶非线性系数分别用占
其中

和叩表示，则对入射光强Ｊ实际记录的光强为
ｊ＋一Ｉ＋甜２＋ｖ／３，

（３）

通常二阶非线性度在１％左右，三阶非线性更小，因

Ｋ一∑Ｓｉｃｏｓ ２（声＋最），Ｐ一∑Ｇｃｏｓ

２（声＋鼠），

（７）式表明探测器非线性引入的误差含有２倍频分

光

学

学

报

量，而且与算法有关。如对三帧９０。算法，有

响，图１和图２给出两个示例。图ｌ是三帧任意角

△庐＝２＆ｏｓ ２＃ｃｏｓ声．

（８）

算法的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非线性系数依次为一
１．０％、一０．５％、一０．１％、０．１％、０．５％和１．０％（下

３非标准相移算法

同）。图１（ａ）表示绝对误差呈３倍频分布，图１（ｂ）

３．１相对误差模拟

显示相对误差为２倍频变化，且变动幅度随非线性
系数的减小而减小。

结合（７）式，由探测器的非线性响应引起的相对

图２是四帧９０。组合算法的误差分布。尽管四

误差可以表示为

帧９０。组合算法的绝对误差即非单倍频亦非三倍

Ｒ一譬一罴（ＫＣＯＳ≠一Ｐｓｉ㈣，

（９）

频，但相对误差却有２倍频周期性。

相对误差可以更准确地表征非线性响应对测量的影
ｍ
２

８
６

星ｚ

４

ｋ

ｌ

２
ｆｏ．【瓷ｏｅｏ

ｏ

尝
衰一１

ｏＡＩ葛＿【ｏ篮

盆
一２

Ｏ之４坷≈加屹
０

４５

９０

１３５ １８０

２２５

２７０

３１５

３６０

０

４５

９０

１３５ １８０

２２５ ２７０

３１５

３６０

Ｐｈａｓｅ／（。）Ｐｈａｓｅ／（。）

图１三帧任意角算法的绝对误差（ａ）和相对误差（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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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四帧９０。组合算法的误差分布。（ａ）绝对误差，（ｂ）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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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对非标准算法，探测器非线性引起的

陶瓷驱动器的移相误差是在被解析相位中引入二次

相对误差总是以２倍空间频率余弦变化。图１和图

项。从物理本质上讲，相移器的非线性和光电探测

２所示仅是典型，许多其他算法如Ｓｔｏｉｌｏｖ算法和五

器的非线性最终对探测信号的影响是一致的。这同

帧任意角算法也满足这一结论。

时也表明，可以用探测器非线性误差补偿移相误差，

３．２误差补偿

从而提高测量精度。实现这一补偿技术的难点在

结合文献Ｅ８］和本文的研究，对多数相位解析算

于，压电陶瓷驱动器的非线性系数和ＣＣＤ的非线性

法，移相误差和探测器非线性误差都引入以２倍空

系数都需要通过事先精密的非线性标定得到。而目

间频率余弦分布的误差。实际上，这一结论并非偶

前ＣＣＤ的非线性校正并没有相应的理论模型，只能

然或巧合。结合（３）式和（５）式，探测器非线性必然

靠多次实验测量出实际的光电响应曲线，通过查表

在干涉图中引入光强的二次或更高次项，这使得相

来标定。这一方法的精度和可靠性还有待提高。故

移解析算法含有余弦的二倍频或高频分量。而压电

本文只给出该补偿技术的数值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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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的数值模拟分别给出了三帧９０。算法和

值表示误差波动的平均值，而峰谷值表示误差中最大

Ｓｃｈｗｉｄｅｒ算法同时存在两种误差时的响应。图３（ａ）

值与最小值之差。图３（ｂ）给出了四帧Ｓｃｈｗｉｄｅｒ算法

给出三帧９０。算法只存在０．１％的探测器非线性误差

的类似结果，探测器非线性系数为一１．ｏ％，相移误差

和只存在一１０ ７的移相误差时的响应曲线，而中间的

为（２／３）。。位于中间的曲线显示如果匹配得当，两种

曲线则表示补偿后的相位误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误差互相补偿的效果非常明显，图３（ａ）和图３（ｂ）显

模拟结果清晰地表明两种误差符号相反，且正好反

示补偿后总误差减小一个数量级。

相，补偿后的总误差的中值和峰谷值也相对较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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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三帧９０。算法（ａ）和Ｓｃｈｗｉｄｅｒ算法（ｂ）Ｉ司时存在两种误差时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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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两者的匹配是否得当，可以参考如下判据

ｍｗｅａ陋ｎ［锄Ｅ（’ｎ嚣篓ｍｍｉ‘ｎ篙ｍｅａｎ渤［Ｅ妇（ｎ’篇）ｍｅ＠ａｎ妇［－Ｅｈ（ｐ）］）＇
，ｐ）］≤

｛

Ｊ，

（１０）

］），

其中卯和Ｐ分别表示非线性误差和移相误差，

当然，系统误差的补偿是一个优化的过程，补偿

Ｅ（ｎ，声）表示这两种误差都存在时引起的相位测量

后误差的中值和峰谷值也是越小越好。图４给出三

误差，Ｅ（咒）和Ｅ（ｐ）则表示只存在一种误差时的相

帧９０。算法的优化实例。图４（ａ）中给定探测器非线性

位误差函数。ＰＶ表示该误差的峰谷值，而ｍｉｎ和

为０．５％，从下到上移相误差依次为一２０ ７、一１５’、１２’、

ｍｅａｎ分别表示取最小值和取平均值即中值。该判

一１０’、一７．５’和一６’。当移相误差为１５’时两者补偿

据表明，只要两者匹配补偿后的误差的峰谷值和中

的效果最佳，但此时中值并不在零附近。图４（ｂ）中

值都比原来小，则这个误差匹配就是有效的。一个

给定移相误差为０．５度，从上到下探测器非线性依次

粗略的原则是：正的探测器非线性与负的移相误差

为一ｏ．０５％、一０．１％、一０．２％、一Ｏ．３％、一０．４％和

匹配，反之亦可。要实际应用这一补偿方法，需要对

一ｏ．５％。当探测器非线性是一０．２％时补偿效果最

光电探测器的非线性和参考臂的移相器作标定测

佳，峰谷值很小，几乎可视为常量误差。相对应的是

试。图３实际上给出了应用判据（１０）的一个实例。

一ｏ．３％和一０．４％，两者的中值虽然与零接近，但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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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三帧９０。算法的优化过程。（ａ）给定非线性误差，（ｂ）给定相移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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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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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值却偏大。这也说明当给定非线性误差和移相误

和探测器二阶非线性误差都以２倍频余弦分布的规

差中任一值时，如果匹配得当，可以大幅度降低整体

律，提出用压电变换器相移误差来补偿探测器二阶

的相位误差。

非线性误差的方法。模拟结果显示这一补偿方法可

值得说明，这种补偿技术不只对三帧９０。算法

将系统误差降低约１个数量级。

或Ｓｃｈｗｉｄｅｒ算法有效，原则上讲，它对所有两种误
参

差都以２倍频余弦分布的算法都有补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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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探测器非线性的归一化方法只适用于四帧算

王立无，苏显渝，周利兵．相位测量轮廓术中随机相移误差的校
正算法［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４（５）：６１４～６１８
Ｇｕｏ Ｈｏｎｇｗｅｉ，Ｃｈｅｎ Ｍｉｎｇｙｉ。Ｗｅｉ Ｃｈｕｎｌｏｎｇ．Ａ ｎｅｗ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法，是本结论的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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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按不同算法对探测器非线性响应的性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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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克矛，伍小平．相移技术中五步等步长Ｓｔｏｉｌｏｖ算法的性能分析
ｌ－Ｊ］．光学技术，２００１，２７（１）：１３～１６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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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结合文献［８］，基于压电变换器的移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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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解析算法可以分为三类：①非线性零响应，如标准

算法、三帧任意角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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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探测器二阶非线性误差会引起非标准相移

二阶非线性度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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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总结本文，可得到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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