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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声波叠加法的基阵声场计算和波束合成 

蒋伟，王冬海 

(西北工业大学声学工程所，陕西 西安 710072) 

摘要：水声换能器基阵的辐射声场计算，特别是辐射波束合成对于水下声系统设计十分重要 ，一直是水声领域研究的热点问 

题。现有的方法，如边界积分法不仅计算量很大，而且在特征频率处存在解的不唯一性和奇异性等缺点。而声波叠加法由于 

积分运算在辐射体内部完成，从而避免了边界积分法的缺点。文中基于声波叠加法建立了水声换能器基阵声辐射计算和波 

束合成的数学模型，推导出基阵辐射声场的声波叠加法计算公式，以及基阵辐射波束合成时阵元法向振速的求解公式，并给 

出了求解的两种方法—— 最小二乘法(LS)和奇异值分解法(SVD)。针对安装在硬质半球表面的l4元圆弧阵进行了计算机 

仿真实验以及水池实验，实验结果验证了所建模型的正确性。因此，该模型可用于实际水声系统的设计和性能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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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 Radiation Sound Field Calculation 

and Beam —Synthesis Based on W ave SuperpOsitiOn M ethod 

JIANG Wei。WANG Dong—hai 

(Institute of Acoustic Engineering，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Shanxi 7 10072，China) 

ABSTRACT：The radiation sound field calculation，especially the beam synthesis of the underwater acoustic 

transducer array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design of underwater systems，therefore，much attention is paid to 

this item．However，the current methods，the boundary integral method for example，fail to provide an unique 

solution for the characteristic~equency，and even become singular．On the contrary，due to completing its 

integral calculation in the interior part of the radiator，wave superposition method does not have the defects as the 

boundary integral methods do．In this paper，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the radiation sound field calculation a8 

well as the beam synthesis based on the wave superposition method(WSM)is presented，and the corresponding 

formulas are provided． Furthermore，two methods for solving the formula equations——least squared (LS) 

method and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SVD)method are presented as wel1．Computer simulations and water 

— tank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for a 14一element circular array mounted on a half— spherical rigid baffle． 

The results verify the correctness of the proposed mode1．In conclusion，the proposed model is helpful for the 

design of underw ater acoustic systems and performance predications． 

KEYW ORDS：Wave superposition method；Beam synthesis；Boundary integral method 

1 引言 

无界声媒质中辐射体辐射声场计算以及声全息的边界 

积分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基本已经成熟 ，出现了一系 

列辐射声场计算的边界元商业软件，如SYSNOISE 等。但 

是，边界积分法在处理自由场格林函数的奇异性以及特征频 

率处解的不唯一性时，进行了大量数学处理 ，不仅计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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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间大为增加，而且精度也下降。 

由于边界积分法的以上缺点，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声 

场等效重构思想被提出来。该思想认为，对于某一声场，可以 

用一 系 列 虚 拟 组 合声 源 的 辐 射 声场 的叠 加 来 等 效。 

Koopmann基于该思想提出了声波叠加法 ，该方法在辐射 

体内部放置一系列虚拟点声源的组合并进行声场叠加，可以 

重现原辐射声场，从而计算出辐射体辐射声场。由于虚拟点 

声源在辐射体内部，不需要在辐射体表面进行积分运算，因 

而避免了自由场格林函数的奇异性和特征频率处解的不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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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问题，从而避免了复杂的数学处理，这较基于表面 

Helmholtz积分方程的各种边界积分的声辐射计算方法是个 

明显的优势。Koopmann_6、 等人运用声波叠加法计算分析了 

脉动球、正方体以及无限长圆柱的辐射阻抗问题，并且分析 

了该方法的数值计算误差以及稳健性，证明了该方法的正确 

性、精确性以及快速性。Miller和Moyer 通过硬质体和弹性 

体的散射场计算比较了边界积分法和声波叠加法，说明了声 

波叠加法在辐射体特征频率处的计算量以及精度上都要优 

于边界积分法。 

在水声领域 ，主动声纳的声源级以及辐射声场计算对于 

声纳设计是十分重要的，目前对于这些参数的获取主要依靠 

经验公式或者实际测量。准确度以及精确度得不到保证，而 

且缺乏预见性。另外，虽然声波叠加法在辐射体辐射声场和 

散射场计算以及声全息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是该方法在水 

声领域的应用十分有限。 

本文基于声波叠加法建立了水声换能器基阵辐射声场 

计算以及基阵辐射波束合成的数学模型，给出了计算求解的 

两种方法—— 最小二乘法和奇异值分解法，不仅不存在特 

征频率处解的不唯一性问题，而且计算速度以及计算量都优 

于目前基于边界积分的方法。通过计算机仿真实验以及水池 

实验验证了本文模型的正确性和实际应用的可行性，为水下 

声系统的设计以及性能预报提供了方便。 

2 基本理论 

如图1所示为任意辐射体及内部虚拟声源体 ，则表面 

；处的声场振速为 ]： 

)=fv,q( ) (1) 
(1)式中，q( )为辐射体内部虚拟声源；0处的声源强度， 

a／07t表示法向微分，g=e ~4err为自由场格林函数， 为复 

数单位，k为波数。则辐射体表面处的法向振速为： 

图 1 任意辐射体及其内部虚拟声源体图 

： fv q(~ro)． (2) 
(2)式中，； 为辐射体表面点的位置向量。由于q(；。)没有位 

圈2 任意辐射体及其内部离散点声源圈 

置的限定 ，因此虚拟声源可以放在辐射体 内部任意位置处。 

为了简单起见，将虚拟声源放在辐射体内部厚度为△s的球 

壳上，如图1所示，称这个虚拟球壳为声源球，实际辐射体的 

辐射声场可由该声源球辐射声场来等效，因此(2)式变为： 

=  dS 1)(3) 

上式中，s 为声源球的表面，； 为声源球表面点的位置向量， 

因为 ； ，总小于 ； ，因此(3)式中没有奇异性问题。将声源球 

表面s 划分为Ⅳ1个网格，每一网格记为S ，则： 

·瓤q ，) 
(4) 

如果每一网格足够小，则可认为网格上声源强度q(； ，) 

为一常数，那么辐射体表面速度可以近似为： 

． (5) 

(5)式中Q 为声源球上 处虚拟声源的体积振动速度，Q= 

[Q ，Q ，⋯，Q ，r为离散虚拟点声源体积振动速度向量。D 

为Ns xⅣ』的矩阵，叫做偶极子矩阵， 为辐射体表面点的个 

数，D的元素为： 

一  e cos (6) 

(5)式给出了由Ⅳ』个分布在声源球上虚拟点声源在辐射体 

表面产生的法向振速，实际中辐射体表面的法向振速往往可 

以给定，因而可由(5)式解出虚拟声源的体积速度分布向量 

Q。 

如图2所示，假设已知辐射体表面 个点处的法向振速 

向量 =[ ， ，⋯， ] ，根据(5)式求解出声源球上Ⅳ』 

个虚拟声源的体积振动速度，由于矩阵D一般不为方阵，可 

以用最小二乘法或者奇异值分解法求解： 

Q=[D D D vo (7) 

Q =YA。 vo (8) 

D =Xdiag(A1，A2，⋯，以 ，) (9) 

H表示矩阵共轭转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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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虚拟声源强度向量 Q后，根据(1)式即可求出声场 

分布， 
NI 

p( )=∑ (1 r--r ， l)Q (10) 

上式中系数 ： 

(1’r_-rs，
．

1)=jwp0g(1’r_-rs， l) (11) 

(11)式中， 为角频率，P。为声媒质密度。(10)式可写成矩 

阵形式 ： 

P=MQ (12) 

将(7)式和(8)式分别代人到(12)式，可以得到辐射声压向 

量 P， 

P=M[D D] D (13) 

P=MYA (14) 

叫做单极子矩阵。 

以上推导是基于任意形状的辐射体，对于水声换能器基 

阵而言，需要进一步修改。假设换能器为活塞式换能器，则同 

一 个活塞辐射面上的节点的法向振速一致，因而需将同一辐 

射面上的节点项进行合并。将(13)式和(14)式写为同一形 

式： 

P =H (15) 

式中H=M[D D] D 或H =MYA～XH。 

将 改为基阵法向振动速度向量 ，V =[ 。， ，⋯， 

] ， ， ，⋯， 为各阵元的法向振速，Ⅳ为基阵换能器阵 

元个数。假定障板为刚性，则障板法向振速为0。H中对应于 

同一换能器单元的节点项需要合并，并且对应于障板上的节 

点项为 0，则(15)式变为： 

P =Ha (16) 

式中： 

=  

l 

∑H“1 ∑Ḧ2 ⋯ 
il=1 i2：1 

N9 

∑ ⋯ 

No 

∑ ⋯ 

h N 

∑H 

h N 

∑  ̈

h N 

∑ 
‘N 

Ⅳl，Ⅳ2，⋯，Ⅳfv分别为辐射体表面上属于各换能器表面的节 

点数。Ⅳ，，为计算的辐射声场采样点数。因此，在 已知基阵阵 

元法向速度分布的条件下，根据 (16)式可以求出基阵辐射 

声场分布，进而归一化得到基阵辐射波束。 

在主动声纳基阵的波束合成中，有时先给出期望的辐射 

波束，运用优化理论求出换能器各阵元的速度加权值，进而 

得到基阵的辐射声场波束，这便是基阵辐射波束优化设计的 

问题。特别是所要求的辐射波束较复杂时，阵元速度往往都 

是通过期望波速的约束而加以求解的，根据(16)式，将其写 

成其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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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P (17) 

=  P (18) 

月 =I／diag(A。，A2，⋯，A ) 

至此，根据期望波束 P ，可求出基阵各阵元的法向振速向量 

。 

3 计算仿真实验及水池实验 

首先运用声波叠加法计算脉动球和偶极子球 的相对辐 

射阻抗Z／pcS，并与表面 Helmhohz积分法以及解析式计算结 

果进行比较 ，从而验证该方法用来计算基阵辐射声场的正确 

性。这里在辐射球面上均匀取 60个节点，在假想声源球上均 

匀取50点。假想声源球与辐射球同心，半径为球半径的 1／3。 

0 5 

蜒 0 

0 3 

娶。 
。 1 

0 

图3 脉动球相对辐射阻抗随 kro变化曲线 

图4 偶极子球相对辐射阻抗随kro变化曲线 

说明：横坐标为相对半径 ，纵坐标为相对辐射阻抗 

Z／pcS，S为脉动球的辐射面积，p，c分别为声媒质密度和声速。 

从图3、4可以明显地看出，声波叠加法计算结果与理论 

值极其吻合，明显优于表面Helmhohz积分法。而且在特征频 

率处 ，声波叠加法计算结果不出现奇异性问题，并且由于避 

免了边界元中的自由场格林函数的奇异性处理 ，计算量大为 

减少 ，计算速度明显增快 ，详细仿真结果参考文献[6，7]。 

下面运用水池实验验证本文辐射波束合成数学模型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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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性。实验中考虑如图5所示的半球形辐射基阵，球半径 

为 0．216m，球面采样硬质铝材料，仿真中等效为刚性障板。 

基阵阵元分布为一圆弧结构，且位于半球的赤道上，阵元间 

隔为 12。，关于 X轴对称分布。阵元辐射面为正方形，边长为 

40ram，为活塞式换能器 ，假定基阵阵元振动频率为 10kHz。这 

里将阵元的法向振速按照点接收元经相位补偿得到的权值 

赋予，借助本文的方法，即(16)式来计算出基阵辐射声场分 

布，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声波叠加法的辐射波束。测量是 

在以基阵中心为圆一t2,，半径为lm，角度范围为[一135。，135。] 

的圆弧上进行的，且以 1。为测量步长。假想声源球中心为距 

基阵底面中心1／2半径处，半径为球半径的1／4。 

图6为8号阵元的理论计算方向响应幅值与实验测量 

值，图7为14号阵元的情况。从图6、7可以看出，理论计算值 

与实验值在大部分角度范围内基本吻合(在位于±135。附近 

时误差较大，是由于池壁反射所造成的)。这就证明了本文模 

型的正确性。图8～图10给出的是基阵指向在不同角度时的 

波束图，指向角分别为0。，20。和45。，阵元的法向振速按照点 

接收器经相位补偿得到的。从图8～图 1O中可以看出，根据 

本文模型计算的理论值与实测波束基本一致，主瓣十分吻 

合，旁瓣也基本相符，从而证明本文数学模型的正确性，也证 

明了本文模型的实际应用的可行性。另外，无论是根据本文 

模型得到的理论波束图，还是实验得到的实测波束图，均优 

于法向振速按照点接收器经相位补偿得到的波束图，从而说 

明声障板对于提高水下辐射系统的性能是有帮助的。 

性障板 

图5 半球形基阵的仿真模型 

图6 8号阵元辐射指向性 

图7 14号阵元辐射指向性 

图8 基阵定向在 0度的波束图 

方位角／。 

图9 基阵定向在20度的波束图 

图10 基阵定向在45度的波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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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传统电梯与目的层电梯性能对比表 参考文献： 

[1] J Koehler，D Ottiger．An AI—based Approach to Destination 

Control in Elevator[J]．AI Magazine，2002，23(3)：59—79． 

[2] M Brand，D Nikovski．Optimal Parking in Group Elevator 

Control[C]．Proc of IEEE Int Conf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New Orleans，2004．1002 —1008． 

[3] D Rene，A Hassane．Petri nets and Grafcet[M]．Prentice—Hall 

Inc．1td．，ISBN：0 —13—327537一X，UK，1992． 

[4] G Strakosch．The vertical transportation hand—book[M]，John 

Wiley＆ Sons ltd．，1SBN：0 —471— 16291—4，New York， 

USA，1998． 

[5] 朱德文．电梯交通系统的智能控制与应用[M]．长春：吉林大 

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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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建立的求解水声换能器基阵辐射声场计算以及波 

束合成的模型，基于声波叠加法，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基阵辐 

射声场以及基阵的合成波束。由于采用了声波叠加法，避免 

了 Helmhohz积分方程中格林函数的奇异性和特征频率处解 

的不唯一性问题，因此计算量以及计算时间大为减少。计算 

机仿真实验以及水池实验结果表明，阵元理论指向性与实测 

值基本一致，基阵理论波束与实测波束相吻合。这就证明了 

本文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方法是正确的，可以应用于复 

杂结构基阵的辐射波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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