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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微光像增强器[1,2]是一种可以将微弱的光图像增

强的光电器件。随着微光图像增强技术的发展，其
被广泛应用于天文、航天、生物、医学、卫星监测、
高速摄影等各个领域。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当
外界条件(比如场景的照度、对比度、光谱辐射等)
一定时，成像质量就取决于像增强器自身的特性。
背景噪声和信噪比是像增强器的噪声特性两项重要
指标[3]。一方面，由于像增强器在无光输入时会产
生附加背景噪声，会降低图像照度、对比度等。另
一方面，像增强器在放大输入光信号后，都会在信
号中附加一定的噪声，从而影响图像的信噪比。因
此，研究像增强器的背景噪声[4,5]和信噪比[6]并有效
优化像增强器的性能也成为了人们研究的热点。

本文研究光阴极电压对像增强器噪声特性的影
响，首先理论分析阴极电压对像增强器背景噪声和
信噪比的影响，并通过仿真得到阴极电压与噪声关
系的趋势，最后通过两组实验，与仿真结果拟合，
并论证光阴极电压与像增强器的背景噪声和信噪比
的关系。

1 理论分析
1.1 光阴极电压对背景噪声的影响
根据半导体场致发射理论[7]，当场助电压加载

到半导体，使得势垒的高度降低、宽度变窄，这样
阴极内自由电子通过隧道效应穿透阴极表面势垒而
逸出。逃逸电子在匀强电场的作用下到达MCP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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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经MCP倍增轰击到荧光屏上转化为光信号。
根据半导体场致发射公式[8]和Edward H. Eberhardt

提出的打拿级模型[9]可得场致发射电流密度与阴极
电压的关系为

                               （1）

其中Jout是阳极输出的电流密度，Jin是MCP输入
电流密度，GMCP是MCP的增益， 是比例常数，
VMCP是MCP电压，D为微通道直径，L为微通道长度，
k是MCP特性系数。T为光阴极温度，E 为费米能级，
v(y1)为Nordheim函数[8]，Ec为导带底能量，v0为电
子逃逸阴极的初速度， 为光阴极电压，d为光阴极
与MCP前板的距离。

取 =2.47，L/D=40，k=0.7，E =0.55eV，
VMCP=800，d =2mm，由式（1）仿真得场致噪声电
流密度与阴极电压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光阴极电压与阳极电流密度的关系曲线(参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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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光阴极电压与阳极电流密度的关系曲线

由图1可以看出，当阴极电压比较小的时候，受式
(1)的指数部分的影响，电流密度值非常小，所以总
电流密度变化得很慢。随着阴极电压的增加，指数
部分的贡献开始变大，电流密度的增长也越来越快。

1.2 光阴极电压对系统信噪比的影响
在工程应用上，像增强器的信噪比是通过实测

来确定的。而在理论分析中，人们用噪声因子[10]来
评价其信噪比特性。这里被定义为

                          （2）

对于像增强器而言，它的噪声因子可被定义为[7]：

                                  （3）

其中：对像增强器而言，NF1和G1为光阴极的噪
声因子和光子增益；NF2和G2分别是MCP的噪声因子
和电子放大倍数；NF3…NFm和G3…Gm为第m级的噪
声因子和光子通量增益。

在微光条件下，光电阴极输入光子数涨落服从
泊松统计分布规律。光阴极噪声因子可表示为[10]：

                            （4）

 为光电阴极的量子效率，它与阴极电场E成正
比关系[11]。

根据H.Pollehn[12]通过对微通道板有效增益分布
来计算，其公式为

                            （5）

其中 为MCP的开口面积比，D2是MCP输出电
子数分布的方差，K为MCP的平均增益，由文献[13]

分析可得，入射电子的能量对MCP的噪声因子成反
比例关系。

将式(4)、(5)代入式(3)仿真可得系统的噪声因
子与阴极电压的关系，如图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
噪声因子随阴极电压呈现指数规律降低。

图2 光阴极电压与系统噪声因子的关系曲线(参
见右栏)

为加工方便，所有的曲线均是规则的圆弧，中
间的孔为通光的路径，两边放置散热风扇。

图2 光阴极电压与系统噪声因子的关系曲线

2 像增强器实验测试
2.1 测试系统组成
根据像增强器性能的测试方法[14]，像增强器的

测试装置原理图如图3所示。
 

图3 像增强器测试装置原理图

图中的1是标准色温(2856±50)K光源，出射光
经过可调光衰减器2均匀地照在被测像增强器4的光
阴极上。光阴极受光面积由可调光阑3限定。当像
增强器驱动电源5将电压加载到像增强器上时，像
管开始正常工作，在其输出屏上产生亮斑，其输出
光由低噪声增益的光电倍增管8接收。为了防止杂散
光入射到光电倍增管上，采用光阑6和透镜7来限定
光束。使得荧光屏输出的光全部进入光电倍增管。
由于光电倍增管输出的电流信号在微安量级，而普
通的电流表精度不够，所以加一个100kΩ的电阻9
将其转换成电压信号，就可以用数字电表或者示波
器将电信号监测到。10是恒压源，用来驱动光电倍
增管。11是电位调节器，用来控制光电倍增管输出
增益的大小。在光电倍增管的输出端接有两个电表，
用来分别测定输出电压的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由
直流数字电压表12测定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另一电
表是均方根电压表13，测定输出电压交流量的均方
根值。将这两个电压表的测试值输入个人电子计算
机14，由打印机15输出测试结果，也同时由X-Y函
数记录仪16绘出测试曲线。

2.2 实验结果及分析
2.2.1 测试暗背景噪声
按图3搭建实验平台，关闭光阑3，并且无光源

输入。测试像增强器本身的背景噪声，在其他条件
保持不变情况下，改变光电阴极电压，测出其光电
倍增管输出电压值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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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输出背景噪声与阴极电压的关系

根据上面的数据可以得到输出背景噪声与输入
电压的变化关系曲线，如图4所示。

图4 输出背景噪声与光阴极电压幅度的关系曲线

由图4可见，在光阴极没有电压时，输出的噪声
基本为零，这是由于半导体内的电子对于无限宽势
垒的隧穿概率为零，只有能量高于真空能级的电子
可以穿过势垒进入MCP，而那些极少数逸出的电子
的能量是由半导体内部热激发出来的，逸出的电子
就是无电场的热发射。当光电阴极电压在20~100V
阶段时，其输出噪声略微增大，这是由于此时光电
阴极势垒的最高点下降，但是势垒的高度还是远大
于电子的费米能级，电子穿过势垒的概率很小，因
此溢出的电子数量仍然很少。总体变化趋势还是非
常缓慢，这与理论仿真曲线图1的趋势基本吻合。当
输入电压继续增大时(100~240V)，则噪声输出明显
增大。这是由于随着输出电压的增加，势垒高度和
宽度都明显减小，因此，电子穿过势垒的概率增加。
可以明显观察出，输出的噪声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加
呈指数趋势增长。阴极电压从－20V到－240V，输出
背景噪声上升了14dB。与前面仿真结果进行比较，
发现两者上升趋势基本相同。

我 们 将 其 进 行 拟 合 ， 拟 合 函 数 为 ：

                       。得到的结果如图5

所示，曲线拟合度为R2=0.9896。可以看出，实验与
理论非常吻合。

图5 输出背景噪声与光阴极电压幅度的关系拟合曲线

2.2.2 测试背景噪声
根据信噪比测试规范[15]，测试的信噪比被定义为

                              （6）

其中S为有光输入时信号直流电压平均值；S0为
无光输入时信号直流电压平均值；N为有光输入时
噪声交流电压值；N0为无光输入时噪声交流电压值。

按图3搭建实验平台，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
改变光电阴极电压，分别用直流电压表和均方根电
压表测出S、S0、N、N0，通过式(6)，可得输出信
噪比随阴极电压的变化关系曲线，如图6所示。

 

图6 阴极电压与输出信噪比的关系曲线

由图6可见，当阴极电压较低时，输出信噪比
比较低，这是由于低场助电压不仅抑制了像管的光
阴极的量子效率，使得光阴极的噪声因子比较大，
同时，从光阴极逃逸的电子在射入MCP时的能量较
小，因此也使得MCP的噪声因子比较大，所以整个
系统的噪声因子很大，输出信噪比也相应很小；在
60~100V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输出信噪比随阴极
电压的增加而单调增加，在此阶段中，阴极电压开始
增大，这使得光阴极的量子效率提高，并且，射入
MCP的电子能量增大，相应的光阴极和MCP的噪声
因子开始减小，因此，整个系统的噪声因子呈现下
降趋势，输出信噪比开始上升；在120~260V之间，
由于光阴极的量子效率和MCP的噪声因子都对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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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具有饱和性，整个系统的噪声因子开始趋于饱和，
这与理论仿真图2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因此最终的
输出信噪比随着阴极电压的缓慢增加而趋于饱和。

3 总结
光电阴极材料的特性决定着阴极的噪声，本文

首先分析了阴极电压对像增强器背景噪声和信噪比
的影响，然后通过实验测试得：增大阴极电压的幅
度，像增强器背景噪声随之呈指数增长；输出信噪
比随之呈单调增长，最后在阴极电压约为－160V时
趋于饱和。

在像增强器内部参数确定的情况下，改变阴极
场助电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其工作的性能。
综合上述分析，为了尽量提高系统信噪比，同时
适当地抑制系统暗背景噪声，阴极电压最佳在
－160V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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