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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考虑测船姿态、声线弯曲和海底地形对入射角的影响，推导了计算多波束海底入射角的实用模

型。根据Ｌａｍｂｅｒｔ法则，改正海底入射角对反向散射强度的影响。实例计算结果表明，所述模型能精确地计

算波束在海底的入射角，有效地改正其对反向散射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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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反向散射强度是使用声学方法探测海底

底质类型的基础数据［１］。为了获取底质类型相关

的反向散射强度信息，必须去除入射角对反向散

射强度的影响。对于侧扫声纳系统，通常在海底

平坦的假设条件下改正入射角对反向散射强度的

影响［２，３］；与其相比，多波束声纳系统同时记录了

海底地形和反向散射强度信息［４］，这使得精确确

定波束在海底入射角成为可能。

影响多波束海底入射角的因素很多，包括测

船姿态、声线弯曲和海底地形等。尽管国内外学

者建立了不同的模型计算波束到达海底的入射

角，但他们都作了一定的简化处理［５７］。本文在统

一的坐标框架下（垂直参考坐标系），综合考虑了

测船姿态、声线弯曲和海底地形对入射角的影响，

推导了多波束海底入射角计算的实用模型。

１　海底入射角计算模型

多波束海底入射角θ犳 是指波束的入射向量

犞犻与入射点海底法线向量犞狀 之间的夹角，用公

式表示为［７］：

θ犳 ＝ａｒｃｃｏｓ犞犻·犞狀／ ‖犞犻‖‖犞狀（ ）（ ）‖ （１）

　　为方便讨论问题，首先引入垂直参考坐标系。

垂直参考坐标系（犗犡犢犣）坐标的原点与测深设备

的中心重合，犡轴指向右舷的水平方向，犢 轴指向

船首的水平方向，犣轴垂直于犗犡犢 平面，犗犡犢犣

构成左手坐标系。垂直参考坐标系随测船移动和

瞬时航向的变化而变化。

１．１　入射向量犞犻的确定

１．１．１　测船姿态的影响

由于受到风、流、浪等因素的影响，测船在航

行中难免产生横摇、纵摇，这将改变波束的入射方

向和角度。为了确定波束的入射向量犞犻，首先必

须把换能器阵列控制的波束指向角转化为垂直参

考系下的波束发射角。大多数情况下，横摇是控

制相对换能器阵平面的波束指向角转化为垂直参

考系下的波束发射角的主要因素。如图１所示，

设θｒｏｌｌ为测船的横摇角（测船横轴与 犡 轴的夹

角），取测船右舷向上倾斜时为正值，θ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为换

能器安装时相对于测船横轴的安装角，θｓｔｅｅｒ为换

图１　横摇对波束入射方向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ｏｌｌＡｎｇｌｅｏ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能器控制的波束指向角，则在犡犗犣平面波束矢

量与犣轴的夹角θｓｅｃｔｏ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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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ｓｅｃｔｏ狉 ＝θｓｔｅｅｒ＋θｒｏｌｌ＋θ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２）

　　考虑到纵摇对波束矢量的影响，如图２所示，

设θｐｉｔｃｈ为测船的纵摇角，按照航海上的习惯，取船

首向上仰时为正值，波束矢量旋转θｐｉｔｃｈ后，在垂直

参考系下的波束发射角θ狊（波束矢量与犣轴的夹

角）为：

θ狊 ＝ａｒｃｃｏｓ（ｃｏｓθｐｉｔｃｈｃｏｓθｓｅｃｔｏｒ） （３）

　　为了正确描述波束矢量的空间方位，还需给

出波束相对于船首方向的方位角犃：

犃＝ａｒｃｃｏｓ（ｓｉｎθｐｉｔｃｈ／ｓｉｎθ狊） （４）

图２　纵摇对波束入射方向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ｉｔｃｈＡｎｇｌｅｏ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１．１．２　声线弯曲改正

由于声波在水中折射的影响，波束入射向量

犞犻的确定还需考虑声线弯曲的影响。如果测定

了声速剖面，波束发射角θ狊 与波束到达海底入射

角θ犻的转化可通过ｓｎｅｌｌ法则确定
［１］：

θ犻 ＝ａｒｃｓｉｎ（（犮犻／犮狊）ｓｉｎθ狊） （５）

式中，犮狊和犮犻分别为换能器处的声速和声波到达

海底处的声速。

已知波束到达海底的入射角θ犻和方位角犃，

则波束在垂直参考坐标系下的入射向量为：

犞犻 ＝ ［ｓｉｎθ犻ｓｉｎ犃ｓｉｎθ犻ｃｏｓ犃ｃｏｓθ犻］ （６）

１．２　海底法线向量犞狀 的确定

设海底曲面方程为狕＝犳（狓，狔），波束在海底

入射点犘的法线向量犞狀 为：

犞狀 ＝
犳
狓 犘

　
犳
狔 犘

　－［ ］１ （７）

　　在垂直参考坐标系下，设海底沿航向方向（犢

轴）和航向正横方向（犡 轴）的倾角分别为α、β，则

测点海底的法线向量为：

犞狀 ＝ ［ｔａｎβ　ｔａｎα　－１］ （８）

将式（６）、（８）代入式（１），并考虑到入射角小于

９０°，则波束在海底的入射角θ犳 为：

θ犳 ＝ａｒｃｃｏｓ

ｃｏｓθ犻－ｓｉｎθ犻·ｓｉｎ犃·ｔａｎβ－ｓｉｎθ犻·ｃｏｓ犃·ｔａｎα

１＋ｔａｎ
２
α＋ｔａｎ

２
槡（ ）

β

（９）

该模型由一些具体的参数变量组成，易于编程实

现，实用性很强，本文称之为多波束海底入射角计

算的实用模型。

２　海底入射角对反向散射强度的影

响及其改正

　　研究结果表明，当θ≈０°时，海底固有反向散射

强度通常近似为一常数（犅犛狀）；当０°＜θ＜θｃｒｉｔｉｃａｌ时，

海底固有散射强度随入射角作线性变化；当θ≥θ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时，海底固有反向散射强度随入射角的变化服从

Ｌａｍｂｅｒｔ法则
［６］。考虑入射角对声照区面积的影响：

犅犛（θ）＝犅犛狀＋１０ｌｇθ犚θ犜犚
２，θ≈０°

犅犛（θ）＝犅犛狅＋（犅犛狀－犅犛狅）·（θｃｒｉｔｉｃａｌ－θ）／θ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１０ｌｇ
犮τθ犜犚

２ｓｉｎθ
，０°＜θ＜θ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犅犛（θ）＝犅犛狅＋２０ｌｇｃｏｓθ＋１０ｌｇ
犮τθ犜犚

２ｓｉｎθ
，θ≥θ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１０）

式中，θｃｒｉｔｉｃａｌ是指反向散射强度随入射角服从线性

变化到服从Ｌａｍｂｅｒｔ法则的临界角，基于不同的

底质类型，它可能是５°～３０°之间的任意值；犅犛狅

为斜入射时海底固有反向散射强度；犮为声波到

达海底时的声速；τ为脉冲长度；θ犚 为航迹正横方

向波束的宽度；θ犜 为航迹方向波束的宽度；犚 为

测量的距离。多波束测深系统在数据获取期间，

为了得到犅犛狅 值（反映海底底质特性），消除入射

角对反向散射强度的影响，通常在声速一致、海底

平坦的假设条件下对反向散射强度进行改正，它

与实际海底入射角改正的差值为：

Δ犅犛（θ）＝
（犅犛狀－犅犛狅）·Δθ

θ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１０ｌｇ

ｓｉｎθ
ｓｉｎθ（ ）

犳

，

０≤θ＜θ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Δ犅犛（θ）＝２０ｌｇ
ｃｏｓθ
ｃｏｓθ（ ）

犳
－１０ｌｇ

ｓｉｎθ
ｓｉｎθ（ ）

犳

，

θ≥θ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１１）

式中，Δθ＝θ犳－θ，表示海底实际入射角与多波束

发射角之间的差值。设犅犛狀＝－１５ｄＢ，犅犛狅＝－

２５ｄＢ，θ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２５°（ＥＭ３０００多波束声纳系统设定

的默认值），图３绘出了不同Δθ对反向散射强度

的影响随入射角的变化曲线。

由图３可以看出，在中央波束附近，入射角误

差对反向散射强度的影响较大，但考虑到在该区

域，回波信号主要以反射信号为主，回波强度质量

较差，在声纳图像处理中，通常忽略其影响。当入

射角θ＞θｃｒｉｔｉｃａｌ时，对于给定的Δθ，随着入射角增

加，反向散射强度的改正值Δ犅犛也在增加。在分

析和解释海底地貌的应用中，Δθ引起的海底反向

２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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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入射角误差对反向散射强度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ｎ

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散射强度（灰度值）变化是解释海底地貌的有用信

息，随着入射角增加，声纳图像反映海底地貌的能

力增强。在海底底质分类的应用中，为了去除Δθ

对反向散射强度的影响，随着入射角的增加，需更

精确地计算波束在海底的入射角。

３　实例计算

采用ＳｉｍｒａｄＥＭ３０００多波束测深系统在青

岛胶州湾的实测数据进行分析，原始数据已经进

行了测船姿态和声线弯曲改正，所以只考虑海底

地形对入射角的影响。为了说明海底入射角计算

模型的精确性，选取地形变化较复杂区域的５０

ｐｉｎｇ数据，图４为多波束测量的后视图，右舷的

中央波束附近海底有较大的倾角。由于反向散射

强度数据的随机特性，通常研究平均反向散射强

度随入射角的变化曲线［６］。理论上讲，当海底底

质类型一致，测船姿态平稳，海底平坦时，平均反

向散射强度随入射角的变化曲线应相对于波束中

心（θ＝０°）对称
［６］，但由于区域海底地形有较大的

倾角，引起回波强度系统性的变化，波束中心在入

射角θ＝－１８°附近，如图５所示。计算波束在海

底的实际入射角，重新绘制平均反向散射强度随

入射角的变化曲线，该曲线相对于波束中心对称。

图４　海底后视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ａｒＶｉｅｗｏｆＳｅａｆｌｏｏｒ

为了验证海底入射角对反向散射强度影响改

正的有效性，选取地形变化比较剧烈的区域

图５　平均反向散射强度随入射角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Ａｎｇｕｌ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见图６），海底的剧烈变化引起声纳图像明显的

灰度变化（见图７（ａ）），图７（ｂ）为改正后的声纳图

像。由图７（ｂ）可以看出，本文所述模型可有效地

改正海底地形对声纳图像的影响，实现声纳图像

的均一化［８１０］（去除入射角对反向散射强度的影

响）处理。

图６　海底后视图

Ｆｉｇ．６　ＲｅａｒＶｉｅｗｏｆＳｅａｆｌｏｏｒ

图７　海底地形对声纳图像的影响及其改正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ｅａｂｅｄ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ｎ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４　结　语

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应用中，应注意海底倾

角的计算，由于测深误差的影响，直接使用测深数

据计算海底倾角可能会产生很大的误差。因此，

在使用多波束测深数据前，应对其进行内插和平

滑处理。

３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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