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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超声测距精度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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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温度对超声波声速的影响，超声波回波检测对超声波传播时间的影响，超声传感器
所加脉冲电压对测试精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应用于汽车和货车等车辆的车载超声测
距仪。实验结果表明，注意以上三方面的因素能够提高超声测距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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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离 Ｄ，即：

４０ＫＨｚ 压电超声传感器，应用于长
大汽车和货车等车辆倒车检测的车

超声波测距由于其在使用中不
（１）

受光照度、电磁场、色彩等因素的影

载超声测距仪。

响，加之结构简单成本低，在机器人

由于温度影响超声波在空气中

避障和定位、汽车倒车、水库液位测

的传播速度；超声波反射回波很难精

量等方面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

确捕捉，
致使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的

温度对超声声速的影响

时间很难精确测量。
这些因素使超声

空气中传播的超声波是由机械

从原理上讲，超声测距有脉冲
回波法、共振法和频差法。其中脉冲

超声测距误差因素分析

振动产生的纵波，由于气体具有反

波测距的精度和范围受到影响。

回波法测距常用，其原理是超声传

本文从引起超声测距误差的原

抗压缩和扩张的弹性模量，气体反

感器发射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至

因入手，分析了温度对超声波声速

抗压缩变化力的作用，实现超声波

被测物，经反射后由超声传感器接

的影响；回波检测对时间测量的影

在空气中传播。因此，超声波的传播

收反射脉冲，测量出超声脉冲从发

响和超声传感器所加电压对测量精

速度受气体的密度、温度及气体分

射到接收的时间ｔｓ，在已知超声波声

度和范围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开发

子成份的影响，即：

速 Ｃｓ 的前提下，可计算被测物的距

出以 ８ ９ Ｃ ５ ２ 单片机为核心，采用
（２）
其中 Ｂ 为气体的弹性模量，ρ 为气体
的密度。
气体弹性模量，由理想气体压
缩特性可得：
Ｂ＝γ·ρ

（３）

其中γ为定压热容与定容热容的比值，
空气为１．４０，Ｐ为气体的压强。
气体的压强为：
（４）

图１ 发射部分的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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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十分微弱，所以在设计超声接
收电路时，要设计较大放大倍数（万
倍级）和较好滤波特性的放大电路，
使回波易于检测。
超声传感器所加脉冲电压对测
量范围和精度的影响
制作超声传感器的材料分为磁
致伸缩材料和压电材料两种。超声
测 距 常 用 压 电 材 料 传 感 器 ，例 如
ＴＲ４０ 压电超声传感器。

图２ 一次和二次滤波放大电路

超声传感器外加脉冲电压的幅
值会影响压电转换效率。当压电材
料不受外力时，其应变Ｓ与外加电场
强度 Ｅ 的关系为：
Ｓ＝ｄ·Ｅ

（７）

其中 ｄ 为应变电场常数。
超声传感器外加的脉冲电压影
响压电材料的电场强度，从而影响
其应变量和超声转换的效率，进而
影响超声波幅值。这些会直接影响
图３

超声波的回波幅值。所以，为提高压

ＡＤ５９０ 测温电路

电转换效率，提高超声测距精度和
其中 Ｒ 为普适常量 ８．３１４ｋｇ／ｍｏｌ，Ｔ

会有很大的衰减。其衰减遵循指数

范围，应尽量提高超声传感器外加

为气体温度 Ｋ（绝对温度），Ｍ 为气体

规律。

脉冲电压的幅值。

分子量，
空气为２８．８×１０

－３

ｋｇ／ｍｏｌ。

设在距离超声接收器 ｘ 处有被
测物，则空气中传播的超声波波动

所以

（５）

方程描述为：

系统设计
针对温度、回波和所加脉冲电

由（５）可知，超声声速与空气的

压对超声测距精度的影响，在设计

温度有密切关系。例如：２ ０ ℃时，

（６）

汽车和货车等车辆倒车检测的车载

Ｔ＝２９３．１５， ＣＳ ＝３４４．２ ｍ／ｓ；４０℃时， 其中 Ａ 为超声传感器接收的振幅；

超声测距仪时，从硬件和软件两方

Ｔ＝３１３．１５，ＣＳ ＝３５５．８ ｍ／ｓ；－２０℃时，

Ａ０ 为超声传感器初始振幅；α为衰

面综合考虑，设置了发射、接收、温

Ｔ ＝２５３．１５，ＣＳ ＝３１９．９ ｍ／ｓ；

减系数；ｘ 为超声波传播距离； ω角

度测量和显示报警四部分构成了超

频率；ｋ 为波数。

声测距仪的系统结构。整个装置的

从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温度
对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有明

。
其中ｂ为空

中心控制和信号处理单元为单片机

显的影响。当需要精确确定超声波

气介质常数，ｆ 为超声波频率。由此

８９Ｃ５２，超声传感器采用 ＴＲ４０（４０

传 播 速 度 时 ，必 须 考 虑 温 度 的 影

可见，超声波频率越高，其衰减越

ｋＨｚ）收发一体超声传感器。

响。

快。同时超声波频率的过高会产生

发射电路

回波检测对时间测量的影响

较多的副瓣，引起近场区的干涉。但

发射电路由脉冲产生电路和发

超声波从超声传感器发出，在

是，超声波频率越高，指向性越强， 射电路组成。脉冲产生电路的主要

空气中传播，遇到被测物反射后，再

衰减系数

这一点有利于距离测量。

传回超声传感器。整个过程，超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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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超声回波随距离的增加而

任务是产生 ４０ＫＨｚ 脉冲电压。它由
与非门和电阻电容构成振荡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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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单片机 Ｐ１．１ 口控制其是否工作。 表１ 超声测距的实测数据与误差（单位 ｍｍ）
其电路图如图１所示。选择不同阻值
的电阻，使 Ｒ３ ＞＞Ｒ１ ＋Ｒ２ ，并调节 Ｒ２ 产
生的脉冲频率为：

（８）
根据公式（７）选择Ｃ１ 的大小，然
后再选择 Ｒ１ 、Ｒ２ 、 Ｒ３ 的大小。
发射电路主要任务是提高脉冲
电压的幅值，它主要由脉冲变压器
和开关管构成。脉冲产生电路的输
出电压经脉冲变压器升压后输出到
超声传感器。其中，脉冲变压器对脉
冲电压变换值的大小直接影响测距
范围，应尽量提供脉冲变压器副边
电压幅值。
接收电路
接收电路的主要任务是检测回
波，并向单片机发出中断以停止计

图 ４ 软件流程

时。接收电路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

围内误差在 ５％ 以内。

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时间的测量。

温度测量电路

接收部分电路由检波电路、滤波放

由于声速和温度有关，为了提

大电路和整形电路组成。检波电路

高测量精确度，设置了温度测量电

拾取回波中的正半波，以便后级电

路。温度传感器可以采用 Ａ Ｄ ５ ９ ０ ，

路放大；整形电路把回波信号整理

ＡＤ５９０ 输出为电流信号，经电流电

考虑温度对声速度的影响、回波检

为单片机系统能够接收的信号并向

压变换电路变成电压信号；经压频

测对超声传播时间的影响以及超声

单片机申请中断以停止计时。接收

转换器将电压信号变换成频率信号， 传感器所加电压对压电转换效率的

电路的主体是滤波放大电路。

输出到单片机的计数器中。Ａ Ｄ ５ ９ ０

影响时，超声测距精度可以提高。所

测温电路如图 ３ 所示。

以在制作超声测距装置时，应增加

由于超声回波信号十分微弱并

结语
使用脉冲回波法测量距离，在

含有噪声，Ｓ／Ｎ较小，所以接收电路

软件设计

温度测量环节，设计高放大倍数和

设置了两级高Ｑ值的滤波放大电路。

超声测距仪软件控制着系统的

高Ｑ值的滤波放大电路，并提高加在

滤波放大电路采用二阶带通滤波放

工作，其流程如图 ４ 所示。

超声传感器上的电压幅值。■

大器，一级和二级滤波放大电路采
用相同的结构和参数。其电路如图２
所示。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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