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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光学领域，公开了一种二维MEMS

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大视场接收系统，包括：滤

光片、大口径短焦镜头组、传像纤维光锥、APD阵

列探测器；光线依次经过窄带滤光片、大口径短

焦镜头组成像在传像纤维光锥入射端面上，传像

纤维光锥进一步将光线传递到APD阵列探测器表

面。所述传像纤维光锥外形为锥形结构；由数千

上万根锥形光纤规则排列组合而成，所述APD阵

列探测器根据二维MEMS扫描振镜的扫描角度和

对应的回波光线在所述传像纤维光锥输出的光

斑位置，选通对应的APD探测器采集信号。可在接

收光学系统口径和焦距及探测器面积一定时，扩

大MEMS激光雷达的视场，降低环境背景光对系统

的干扰，提高激光信号接收的信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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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二维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大视场接收系统，其特征在于，在同一光轴上，从

物方至像方依次设置为：窄带滤光片、大口径短焦镜头组、传像纤维光锥、APD阵列探测器；

所述的传像纤维光锥外形为锥形结构，其口径大的一端为入射端面，口径小的一端为出射

端面；所述的传像纤维光锥为由锥形光纤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锥形光纤束；

激光雷达回波光线依次经过窄带滤光片、大口径短焦镜头组成像在传像纤维光锥入射

端面上，传像纤维光锥进一步将光线传递到APD阵列探测器表面。

2.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一种二维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大视场接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锥形光纤的直径从所述传像纤维光锥入射端面到传像纤维光锥出射端面逐渐

变小；每根锥形光纤都由纤芯和包层组成，纤芯的材料折射率大于包层的材料折射率。

3.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一种二维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大视场接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大口径短焦镜头组从物方至像方依次由第一组元、第二组元、第三组元组成，

其光焦度依次为负，正，正；其中第一组元用于将大视场的光接收进镜头组，第二组元压缩

光线的角度，第三组元进一步会聚光线，第三组元中一个面为非球面，用于校正球差。

4.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一种二维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大视场接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APD阵列探测器由APD探测器单元排列组成，根据二维MEMS扫描振镜的扫描

角度和对应的回波光线在所述传像纤维光锥的输出端面输出的光斑位置，选择对应的APD

探测器单元采集信号。

5.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一种二维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大视场接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传像纤维光锥的入射端面靠近大口径短焦镜头组，出射端面紧贴APD阵列探测

器。

6.根据权利要求书5所述的一种二维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大视场接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传像纤维光锥与APD阵列探测器之间由光学胶粘结。

7.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一种二维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大视场接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传像纤维光锥的入射端面位于大口径短焦镜头组的像方焦平面位置。

8.根据权利要求书1至7之一所述的一种二维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大视场接收系

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大口径短焦镜头组包括5片镜片，自物方至像方依次为第一平凸透镜、

平凹透镜、第二平凸透镜、双凸透镜、非球面正透镜；其中第一平凸透镜与第二平凸透镜的

凸面均位于物方一侧，平凹透镜的凹面位于像方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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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二维MEMS扫描激光雷达大视场信号接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学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二维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大视场接收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MEMS激光雷达是一种以二维MEMS扫描振镜作为扫描机构，向探测目标发射激光光

束，接收和处理探测目标反射的回波信号，得到探测目标的距离、位置和速度等特征信息的

雷达系统，具有体积小、帧率高、功耗低、成本低的优点，在自动驾驶、三维建模、地形测绘、

军事领域等诸多场合得到广泛应用。

[0003] 在MEMS激光雷达系统中，接收光学系统的口径和MEMS激光雷达接收到的回波功率

成正比，当MEMS激光雷达探测远距离目标时，接受光学系统的口径需要足够大，而大口径的

接收光学系统除了接收更多的回波功率之外，也会接收更多的背景光，降低接收系统的信

噪比。大口径光学系统也对应着长焦距，接收光学系统的焦距 与接收光学系统半视场 和

像面直径 有关，公式如下：

在像面大小一定的情况下，口径越大，焦距越长，接收系统的视场越小，探测器为APD阵

列探测器时，其感光面积较小，对角线尺寸通常为1mm-10mm，大大限制了接收光学系统的视

场，使其难以覆盖二维MEMS扫描振镜的扫描视场。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解决光学系统口径较大的情况下，APD阵列探测器面积较小限制二维

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接收光学系统的视场角增大的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二维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大视场接收系统，其特征在于，在同一光轴上，从物

方至像方依次设置为：窄带滤光片、大口径短焦镜头组、传像纤维光锥、APD阵列探测器；所

述的传像纤维光锥外形为锥形结构，其口径大的一端为入射端面，口径小的一端为出射端

面；所述的传像纤维光锥为由锥形光纤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锥形光纤束；光线依次经过窄

带滤光片、大口径短焦镜头组成像在传像纤维光锥入射端面上，传像纤维光锥进一步将光

线传递到APD阵列探测器表面。所述传像纤维光锥具有放大率M，可将传像纤维光锥入射端

面接收到的图像分解为与组成传像纤维光锥的锥形光纤束相对应的像元，规则排列的锥形

光纤束将所携带的像元信息一一对应地传递到传像纤维光锥的另一端；像元在传递过程中

随光纤直径的变化被放大或缩小，在出射端面按原排列方式组合成像。

[0005] 所述传像纤维光锥与传统聚光锥不同，所述锥形光纤的直径从所述传像纤维光锥

入射端面到传像纤维光锥出射端面逐渐变小；每根锥形光纤都由纤芯和包层组成，纤芯的

材料折射率大于包层的材料折射率。

[0006] 所述大口径短焦镜头组为成像镜头，其相对孔径<1；所述大口径短焦镜头组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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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至像方依次由第一组元、第二组元、第三组元组成，其光焦度依次为负，正，正；其中第一

组元主要将大视场的光接收进镜头组，第二组元用于压缩光线的角度，第三组元进一步会

聚光线，第三组元中一个面为非球面，用于校正球差。

[0007] 所述APD阵列探测器为线阵APD探测器或面阵APD探测器。APD阵列探测器由APD探

测器单元排列组成，根据二维MEMS扫描振镜的扫描角度和对应的回波光线在所述传像纤维

光锥的输出端面输出的光斑位置，选择对应的APD探测器单元采集信号，可避免其他APD探

测器接收到环境背景光对系统造成干扰。

[0008] 所述传像纤维光锥的入射端面靠近大口径短焦镜头组，出射端面紧贴APD阵列探

测器。

[0009] 所述传像纤维光锥的入射端面位于大口径短焦镜头组的像方焦平面位置。

[0010] 所述传像纤维光锥横截面可以为圆形、方形等形状。

[001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显著优点为：（1）本发明引入传像纤维光锥作为大口径

短焦镜头组和APD阵列探测器之间的传光器件，传像纤维光锥相当于放大了APD阵列探测器

的面积，可在口径一定的条件下，将视场扩大与传像纤维光锥放大倍数相同的倍数。（2）相

比于使用聚光锥作为镜头和APD阵列探测器的中继元件，回波光束和背景光照亮整个探测

器，传像纤维光锥可将镜头焦平面的光斑缩小并传递到APD阵列探测器选通的某个或某几

个APD单元上，可有效降低背景光的干扰，提高接收系统的信噪比。（3）本发明所使用大口径

短焦镜头组，相对孔径<1。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二维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大视场接收系统光学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2为传像纤维光锥结构示意图；

图3为组成传像纤维光锥的单根光纤的示意图；

图4为二维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系统结构图，Ⅰ区为发射系统，Ⅱ区为大视场接收

系统；

图5为APD阵列探测器的分组示意图；

其中：1为窄带滤光片，2为大口径短焦镜头组，3为传像纤维光锥，4为APD阵列探测器，5

为传像纤维光锥口径大的一端横截面，即入射端面；6为传像纤维光锥口径小的一端横截

面，即出射端面；7为光纤包层，8为光纤纤芯，9为锥形光纤，10为脉冲半导体激光器，11为半

导体激光器准直系统，12为二维MEMS扫描振镜，13为滤光片，14为大口径短焦接收镜头，15

为传像纤维光锥，16为APD阵列探测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作进一步描述。

实施例

[0014] 一种二维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大视场接收系统，如图1所示，在同一光轴上，

从物方至像方依次包括：窄带滤光片1、大口径短焦镜头组2、传像纤维光锥3、APD阵列探测

器4；光线经过窄带滤光片、大口径短焦镜头组成像在传像纤维光锥口径大的一端横截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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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传像纤维光锥进一步将光线从传像纤维光锥口径小的一端横截面6传递到APD阵列探测

器表面；APD阵列探测器根据二维MEMS扫描振镜的扫描角度和对应回波光线在所述传像纤

维光锥的输出端面输出的光斑位置，选择对应的APD探测器单元采集信号，可避免其他APD

探测器单元接收到环境背景光对系统造成干扰。

[0015] 本实施例采用的传像纤维光锥与传统聚光锥不同，传统聚光锥为圆台式结构，其

将接收到的回波光线和背景光经过多次全反射传递到探测器表面，照亮整个APD阵列探测

器，受背景光干扰大；本实施例采用的传像纤维光锥可以将大口径短焦镜头组所成的像缩

小后传递到APD阵列探测器中对应选通的APD阵列探测器单元，大大减小环境背景光对系统

的干扰，提高系统的信噪比。

[0016] 本实施例所述传像纤维光锥外形为锥形结构，如图2所示，其由数千万根锥形光纤

规则排列组合而成；所述传像纤维光锥口径大的一端为入射端面5，直径22mm，口径小的一

端为出射端面6，直径10mm；所述传像纤维光锥具有放大倍率2.2，可将传像纤维光锥入射端

面接收到的图像分解为与组成传像纤维光锥的数千万根锥形光纤相对应的像元，规则排列

的锥形光纤9将所携带的像元信息一一对应地传递到传像纤维光锥的另一端；像元在传递

过程中随锥形光纤直径的变化被放大或缩小，在出射端面按原排列方式组合成像。

[0017] 值得注意的是，图1和图2为光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示意元件之间的位置关系、旋

转对称结构；其图尺寸以及各个部件之间比例关系不构成对本方案的具体限定。传像纤维

光锥为由锥形光纤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锥形光纤束；锥形光纤束的外形为锥台，其两侧端

面可根据APD阵列探测器形状加工为矩形或圆形。

[0018] 本实例所述传像纤维光锥由数千万根规则排列的锥形光纤组成，每根锥形光纤的

直径从所述传像纤维光锥口径大的一端到传像纤维光锥口径小的一端逐渐变小，丝径≤6µ

m；如图3，每根锥形光纤都由纤芯7和包层8组成，里层为折射率为n1的纤芯，外层为折射率

为n2的包层，n1>n2。

[0019] 本实施例所述二维MEMS扫描振镜激光雷达的大视场接收系统和二维MEMS扫描振

镜激光雷达发射系统在使用时可为非共轴光路，如图4所示，10为脉冲半导体激光器，11为

半导体激光器准直系统，12为二维MEMS扫描振镜，13为滤光片，14为大口径短焦接收镜头，

15为传像纤维光锥，16为APD阵列探测器。更优的方案为：所述大口径短焦镜头组，包括5片

镜片，由物方至像方依次为第一平凸透镜、平凹透镜、第二平凸透镜、双凸透镜、非球面正透

镜；其中第一平凸透镜与第二平凸透镜的凸面均位于物方一侧，平凹透镜的凹面位于像方

一侧。系统总长为94.35mm，有效焦距为11.01mm；其垂直光锥方向视场角大于±20°，水平方

向视场角为±6°，不同视场的光经过镜头组后，被会聚到所述传像纤维光锥的入射端面，光

斑直径≤1mm。

[0020] 所述APD阵列探测器可以是线阵APD探测器，也可以是面阵APD探测器；本实施例采

用1×16线阵APD探测器，单个APD探测器单元面积为1mm×0.45mm，将16个APD探测器单元根

据所述传像纤维光锥的输出端面输出的光斑大小，以相邻两个APD探测器单元为一组，共15

组，依次为A、B、C、…、O组，如图5所示。

[0021] 所述APD阵列探测器采用选通信号采集，如图4所示，当二维MEMS扫描振镜的扫描

角度对应目标1时，由目标1反射的回波信号经由窄带滤光片进入大口径短焦镜头组，接着

成像在传像纤维光锥的入射端面上，由传像纤维光锥进一步将光线传递到某组APD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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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上，如图4中实线所示，当二维MEMS扫描振镜的扫描角度对应目标2时，由目标2反射的

回波信号由窄带滤光片、大口径短焦镜头组、传像纤维光锥传递到另一组APD探测器单元

上，如图4中虚线所示。随着二维MEMS扫描振镜扫描角度的变化，单次选通对应的一组APD探

测器单元采集信号，可避免其他组APD阵列探测器单元接收到背景光对系统造成干扰，改善

接收系统的信噪比。

[0022] 所述传像纤维光锥的入射端面靠近大口径短焦镜头组，出射端面紧贴APD阵列探

测器，两者用光学胶粘结。

[0023] 所述传像纤维光锥的入射端面位于大口径短焦镜头组的焦平面位置。

[0024] 所述传像纤维光锥的两端可加工为圆形也可为长方形，其有效面积可覆盖APD阵

列探测器面积即可。

[0025] 所述窄带滤光片为905nm或1550nm的窄带窄带滤光片，根据MEMS激光雷达发射系

统的发射激光波长而定，用以滤除其他波段的干扰光。

[0026] 所述窄带滤光片位于接收系统的最前端。

[0027] 上述技术方案的MEMS激光雷达大视场光学系统利用传像纤维光锥作为大口径短

焦镜头组和APD阵列探测器之间的中继元件，通过传像纤维光锥缩小并传递大口径短焦镜

头组所成的像到APD阵列探测器表面，在MEMS激光雷达接受光学系统口径和焦距及探测器

面积一定的条件下，可扩大MEMS激光雷达的视场。APD阵列探测器根据MEMS激光雷达的扫描

方位采用选通模式，可降低环境背景光对系统的干扰，提高回波信号接收的光学信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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