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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海底地形测量中，由于波束角效应导致探测的海底地形存在失真。为提高海底地形的测量精度，应

消除或减弱波束角效应影响。而对未知海底的倾斜角求解问题是解决波束角效应的难点之一。为此，针对单波

束测量提出了一种实用的海底倾斜角差分算法。实例计算表明，差分算法更为有效、合理，适合于计算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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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回声测深技术应用于海洋

测深以来，波束角效应已经引起海道测量学家的

重视。由于波束角效应的存在导致海底回波失

真，使得目前海道测量成果中或多或少地存在波

束角效应的影响。许多海道测量学家已经在理论

上和试验中对波束角效应造成的海底回波失真进

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１９］。

目前，对波束角效应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海底倾

斜角已知条件下的理论分析与探讨，而在实际应用

中如何对实测数据进行有效的波束角效应改正存

在许多困难。其中，对未知海底的倾斜角求解问题

是解决波束角效应的难点之一。刘雁春提出了基

于对测深回波曲线线性分段求解海底倾斜角的方

法，仿真试验显示出较好的改正效果［１３］。而在实

际应用过程中较难实现对测深回波图像进行线性

分段，且不利于自动化处理。为此，本文提出一种

利用空间线段求解海底倾斜角的实用差分算法。

实例证实，差分算法进行波束角效应改正更为有

效、合理，适合于计算机自动化处理。

１　海底倾斜角求解的差分算法

１．１　差分算法

文献［１３］提出了基于对测深回波曲线线性

分段求解海底倾斜角的方法。而在实际应用过程

中，对于大量有效的实测定位和测深数据，较难实

现对测深回波图像的极值判断并进行区域线性分

段，且不利于快速自动化处理。另外，还应顾及到

测量船受到海流、海浪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测量船

航迹线并非为一直线，而测深回波曲线不能反映

出测船航迹的变化。当代高精度的定位手段（例

如差分ＧＰＳ）为确定测量船航迹线的变化提供了

有效的监测手段［５，７，８］，为此，本文提出利用空间

线段求解海底倾斜角的差分算法。

本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基于测量船的惯性，在

短距离内可近似认为测量船沿直线运动，相邻测

点的定位和测深数据具有极大的相关性，通过相

邻测点确定的空间线段综合计算海底倾斜角。

海底倾斜角差分求解模型为：

ｄｉｓ犻 ＝ （狓犻＋１－狓犻）
２
＋（狔犻＋１－狔犻）槡

２ （１）

ｔａｎφ犻＋１ ＝
（狉犻＋１－狉犻）

ｄｉｓ犻
（２）

式中，狓、狔为相应两采样点的平面坐标；ｄｉｓ犻为相

邻两采样点的平面距离；φ犻＋１为犻＋１点的海底视

倾斜角；狉为相应两采样点的水深值。

如图１，对于倾斜海底而言，测点获得的水深

数据是换能器至海底的斜距狉，其反映的海底倾

斜角称为海底视倾斜角φ。可推得海底倾斜角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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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底视倾斜角φ的关系为：

当｜φ犻｜＞θ时，

α犻 ＝ｔａｎ
－１［ｔａｎφ犻ｃｏｓθ／（１±ｔａｎφ犻ｓｉｎθ）］ （３）

　　当｜φ犻｜≤θ时，

α犻 ＝ｓｉｎ
－１［ｔａｎφ犻］ （４）

式中，θ为测深仪半波束角；φ犻为某测深点处海底

的视倾斜角，符号定义与海底视倾斜角φ 相

同［１３］，即向上倾为负，向下倾斜为正。

１．２　海底倾斜角求解遵循的原则

海洋测深是对海底地形进行采样，是对海底

地形的离散化过程，求得的海底倾斜角是不连续

的，这也导致利用文献［１，２］中的波束角效应模型

求解的波束角改正值的不连续性。对于海底变化

剧烈的区域，如图３（ｂ）中的犃 区域，相邻采样点

的海底倾斜角变化很大，按式（３）、式（４）计算得到

的海底倾斜角计算值从第４４６点８３．４７°突然变化

到第４４７点的１．６１°，两点相隔１ｓ，显然不尽合

理。为此，从降低波束角效应的目的出发，算法还

引入如下两个原则。

图１　海底视倾斜角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ＳｅａｂｅｄＳｌｏｐｅＡｎｇｌｅ

１）取小原则。当计算的空间线段两端点的

海底倾斜角不等，且两点都在两点的波束角之内

时，为满足降低波束角效应的目的，算法采用取小

的海底倾斜角作为该点的海底倾斜角，这符合波

束角效应作用原理：

狘α犻狘＞狘α犻＋１狘牔ｄｉｓ犻，犻＋１ ≤狉／ｃｏｓθ，α犻 ＝α犻＋１

狘α犻狘＜狘α犻＋１狘牔ｄｉｓ犻，犻＋１ ≤狉／ｃｏｓθ，α犻 ＝α
｛

犻

（５）

　　２）保留原则。当某测深点两侧相邻点的海底

倾斜角计算值符号相反时，算法不对其进行波束角

改正，即其海底倾斜角为０。这符合海道测量中保

留最浅点的要求。同样，对发生遗漏效应的点因没

有获得有效探测数据而不进行改正或推故［１，５，６，８］：

α犻＞０牔α犻＋１ ＜０，α犻 ＝０

α犻＜０牔α犻＋１ ＞０，α犻 ＝
｛ ０

（６）

１．３　算法计算间隔确定

假设采样点坐标狓和狔定位误差相同为σ狓，

相邻点的测深误差相同为σ狉，根据误差传播律，由

式（２）推得：

σ
２

φ ＝
２

ｄｉｓ２·（１＋ｔａｎ
２

φ）
２
［（１－ρ１）·σ

２
狉＋

（１－ρ２）·ｔａｎ
２

φ·σ
２
狓］ （７）

式中，ρ１为相邻两采样点水深的误差相关系数；ρ２

为相邻两采样点坐标狓或狔的误差相关系数。

对沿岸浅水区域，短时间内差分ＧＰＳ定位数

据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测深数据由于受到几

乎相同因素的影响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因而利

用差分算法可获得较高精度的海底倾斜角。

例如，令ρ１＝ρ２＝０．９８，σ狓＝１ｍ，σ狉＝０．１ｍ，

在σφ＝０．５°精度约束下，两定位点之间的距离与

海底倾斜角的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满足一定精度的海底倾斜角与定位

点的距离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ＳｅａｂｅｄＳｌｏｐｅ

Ａｎｇｌｅｗｉｔｈ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从图２可以看出，短距离（相当于船速４ｋｎ

航行１～４ｓ移动的距离２．１～８．２ｍ）内的采样数

据计算０～６０°的海底倾斜角可以达到精度要求。

该方法的特点是综合了海道测量过程中定位

和测深数据计算海底倾斜角，充分利用了当前高

精度定位和测深手段以及仪器的采样能力，将能

够采集到的可靠的有效数据作为确定海底倾斜角

的数据源。采用短距离的采样数据，能更为细致

地逼近实际海底变化，从而提高了表征海底地形

的能力，增加本方法的合理性。

２　实例计算与分析

为验证差分算法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本文采

用的是在某海湾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４日采集到的单波

束定位与测深数据。定位系统为信标差分ＧＰＳ，

测深仪为ＳＤＨ１３Ｄ，其波束角为８°；采用北京５４

坐标系，本文计算时定位数据经过调整；数据采集

间隔为１ｓ，船速约４．０ｋｎ；海况良好；测前仪器经

过严格比对和校准，性能稳定；本文选择其中两条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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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线ＪＺＭ２和ＪＺＭ５２。为便于比较波束角效应改

正的效果，利用文献［１，２］给出的波束角效应改正

模型，结合差分算法直接计算出波束角改正值。

其航迹线图、水深记录图和差分算法计算的波束

角改正值图分别见图３。

　　图３（ａ）反映了ＪＺＭ２号测线航迹线比较平

图３　波束角改正值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ＢｅａｍＷｉｄｔｈＥｆｆｅｃｔ

直，测量人员的导航水平较高；而图３（ｂ）反映了测

深仪测得的海底较为复杂，水深变化较大。对此类

海底地形人工较难判断海底的特征点，若特征点取

得太少，可能忽略海底变化的详细特征，且没有最

大限度消除波束角效应；若特征点取得太多，则降

低了工作效率，也没有估计到测深点位的空间变

化，如测线的转弯部分等。图３（ｃ）给出了此类海底

相应点约２ｍ间距差分算法的波束角效应改正值，

比较细致地估计了倾斜海底的波束角效应，其改正

值变化范围从０～７．７４ｍ。特别是４４４号点与４４６

号点，测量船运动仅前进了５．２ｍ，而水深变化为

２０．９ｍ，倾斜角大约为７０．６°，其波束角效应非常明

显，本算法计算得到的改正值达到７．７４ｍ。有的

点的波束角效应改正值很小，甚至为０，这主要是

海底地形的小尺度变化很小或平坦，这一点在压缩

形式的回波图像上很难反映出来。

图３（ｄ）反映了ＪＺＭ５２号测线航迹线弯曲较

大，不是平直的直线；而图３（ｅ）反映了测线上测

深仪测得的海底变化，较ＪＺＭ２号测线的水深变

化简单得多。对此类海底地形，人工容易判断海

底的特征点，但海底特征点选取得太少，同样可能

忽略海底变化的详细特征，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

波束角效应。图３（ｆ）给出了此类海底约２ｍ间

距差分算法的波束角效应改正值，基本反映了海

底小尺度海底倾斜角变化对测深的影响。虽然在

第３００点附近有相对较大的海底变化，但水深较

浅，所以波束角效应改正值量级很小，这符合波束

角效应作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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