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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多波束测深常用声线跟踪算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声线跟踪算法，即沿声线传

播的圆弧路径进行积分来求取层内的平均声速，进而推导了严密的多波束测深波束脚印位置的计算公式。理

论推导表明，常用的声线跟踪算法的平均声速是将声线的圆弧传播路径当作对应弧段弦时的改进算法平均

声速的近似解。实验表明，改进的声线跟踪算法比常用的声线跟踪算法更严密。

关键词：声线跟踪算法；平均声速；波束脚印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９．２

　　由于海水介质温度、盐度和压力的变化，导致

声波传播的速度分布不均匀。声波传播产生折

射，折射效应使得声线的传播路径不再是直线，而

是一条连续的曲线，其弯曲程度（声线的曲率半

径）与声速分布相关［１］。声线弯曲意味着声波从

换能器发射点到接收点的传播时延大于声波直线

传播的传播时延，声线越弯曲，传播时延越大，如

采用近似的恒定声速，即将声线假设成一条直线，

必然带来测深误差和对应海底点的位置误差［２８］。

为得到多波束测深系统波束脚印的准确位置，需

沿波束的传播路径逐层追踪声线，计算波束脚印

相对换能器的水平位移和深度，此过程即称为声

线跟踪［７］。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常用的声线跟踪

算法在求取平均声速时将声波假设为直线传

播［９］，与声波沿弧线传播的实际不符，带有一定的

近似性，为此，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声线跟踪算法。

１　常用的声线跟踪算法

根据声速的传播规律，分别用犆和θ代表声

波在垂直深度为狕时的速度和方向，则第犻层内

声速的变化梯度犵犻的计算式可表示为：

犵犻＝ （犆犻＋１－犆犻）／（狕犻＋１－狕犻） （１）

　　声波的传播方向和速度满足Ｓｎｅｌｌ法则，在

声速常梯度变化情况下，波束在第犻层内的实际

传播轨迹为一连续的、对应一定曲率半径犚犻的弧

段。犚犻＝ １／狆犵犻 ，狆为Ｓｎｅｌｌ常数。

声线跟踪算法的声速函数采用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平

均声速。假设声速在第犻层内以常梯度犵犻 变化，

其层内（狕∈［狕犻，狕犻＋１］）的声速函数犆
犻（狕）表示为：

犆犻（狕）＝犆犻＋犵犻（狕－狕犻） （２）

　　根据 Ｍａｙｅｒ（１９９６）的观点，声速在第犻层的

传播时间为［９］：

狋犻＝∫
狕犻＋１

狕犻

ｄ狕／犆犻（狕） （３）

将式（２）代入式（３）求积分得：

狋犻＝ （１／犵犻）ｌｎ（犆犻＋１／犆犻） （４）

　　假设波束经历整个水柱［狕０，狕］（犖 层）的时

间为犜犞，其表达式为：

犜犞 ＝∑
犖

犻＝１

狋犻＝∑
犖

犻＝１

（１
犵犻
ｌｎ
犆犻＋１
犆犻
） （５）

　　已知声线传播的垂向距离狕－狕０ 和经历整个

水柱（犖 层）的时间犜犞，即可求得整个水柱中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平均声速犆犎：

犆犎 ＝ （狕－狕０）犜
－１
犞 ＝

（狕－狕０） ∑
犖

犻＝１

１

犵犻
ｌｎ（１＋

犵犻Δ狕犻
犆犻（ ））

－１

（６）

　　如图１所示，波束在第犻层经历的弧段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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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Δ犛犻＝犚犻（θ犻＋１－θ犻），第犻层声线的垂直位移

Δ狕犻、水平位移Δ狓犻和传播时间狋犻为
［７］：

Δ狕犻＝犚犻ｓｉｎθ犻＋１－犚犻ｓｉｎθ犻 ＝狕犻＋１－狕犻

Δ狓犻＝
１

狆犵犻
（１－（狆犆犻）槡

２
－ １－（狆犆犻＋１）槡

２）

狋犻＝
犚犻（θ犻＋１－θ犻）

犵犻Δ狕犻
ｌｎ
ｓｉｎθ犻＋１
ｓｉｎθ［ ］

烅

烄

烆 犻

（７）

　　在分层声线跟踪时，除整层计算外，需要依据

传播剩余时间判断剩余层的计算：声线在第犻层

内传播时，声线是否在该层内狉点处结束，此时剩

余时间狋狉＝狋ａｌｌ－∑
犻－１

犼＝１
狋犼，狋ａｌｌ代表总的传播时间。

图１　声线跟踪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Ｓｏｕｎｄ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

依据上述分析法，可得到其对应的垂直位移

Δ狕狉、水平位移Δ狓狉和传播时间狋狉为：

Δ狕狉 ＝犚犻ｓｉｎθ狉－犚犻ｓｉｎθ犻

Δ狓狉 ＝犚犻ｃｏｓθ犻－犚犻ｃｏｓθ狉

狋狉 ＝
（θ狉－θ犻）

犵犻（ｓｉｎθ狉－ｓｉｎθ犻）
ｌｎ［
ｓｉｎθ狉
ｓｉｎθ犻

烅

烄

烆
］

（８）

　　由于结束点狉处的θ狉 未知，为获取 Δ狕狉 和

Δ狓狉，需要依据已知的剩余时间狋狉 来计算θ狉，但依

据式（８）的第三式难以得到θ狉＝犳（狋狉）的严密公

式，而需用迭代法进行逼近计算［１０］，过程比较繁

琐，不符合海量多波束测深数据的计算要求，而且

存在一定的截断误差。

完成上述整层与剩余层水平、垂直位移量的

计算后，若整个水柱共分成犖 层，则总的声线水

平距离狓和垂直距离狕等于（犖－１）个分层Δ狓犻

和Δ狕犻的叠加和再加上最后一层的Δ狓狉 和Δ狕狉，

即

狓＝∑
犖－１

犻＝１

Δ狓犻＋Δ狓狉，狕＝∑
犖－１

犻＝１

Δ狕犻＋Δ狕狉 （９）

　　对式（６）进行分析可知，常用的跟踪算法中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平均声速犆犎 的求取只与水柱垂直厚

度和声速变化有关，形式上看只适用于声线垂直

传播的情形，而实际上该式也适用于声线斜向直

线传播时的计算，这是因为声线在斜向直线传播

时θ为常值，可在计算过程中被约减，但这与声线

沿弧线传播的实际不符，带有一定的近似误差。

２　改进的声线跟踪算法

在声速常梯度情况下，声波经过圆弧微元ｄ狊

所需要的时间为ｄ狋＝ｄ狊／犆，则声波从犛犻深度点传

播到犛犻＋１深度点所需要的时间狋犻＋１可表示为：

狋犻＋１ ＝∫ｄ狊／犆＝∫
犛犻＋１

犛犻

ｄ狊／犆 （１０）

　　如图１所示，声线的垂向微元ｄ狕与ｄ狊的关

系为ｄ狊＝ｄ狕／ｃｏｓθ，θ为波束在圆弧微元ｄ狊处的掠

射角，代入式（１０）得：

狋犻＋１ ＝∫
狕犻＋１

狕犻

ｄ狕／（犆ｃｏｓθ） （１１）

　　由于声速以恒定声速梯度犵犻 传播，根据

式（１），式（１１）可写为：

狋犻＋１ ＝
１

犵犻
ｌｎ
犆犻＋１
犆犻

１＋ １－ｓｉｎ
２
θ槡 犻

１＋ １－ｓｉｎ
２
θ犻＋槡

烄

烆

烌

烎１
（１２）

基于Ｓｎｅｌｌ定理，式（１２）可转化为：

狋犻＋１ ＝
１

犵犻
ｌｎｔａｎ

θ犻＋１
２
／ｔａｎ

θ犻［ ］２ （１３）

假设波束经历整个水柱的时间为犜′犞，则有：

犜′犞＝∑
犖

犻＝１

１

犵犻
ｌｎｔａｎ

θ犻＋１
２
／ｔａｎ

θ犻（ ）（ ）２
（１４）

　　利用声线传播的距离（犛－犛０）和经历整个水

柱弧段路径的时间犜′犞，即可求得整个水柱弧段路

径中的平均声速犆′犎：

犆′犎＝ （犛－犛０）犜′
－１
犞 ＝

犚（θ－θ０）∑
犖

犻＝１

１

犵犻
ｌｎｔａｎ

θ犻＋１
２
／ｔａｎ

θ犻（ ）（ ）２

－１

（１５）

　　当声线完整经过第犻层后进入第犻＋１层时，

Δ狕犻和Δ狓犻的计算同式（７），狋犻为：

狋犻＝
犚犻（θ犻＋１－θ犻）

犆′犎犻
＝
１

犵犻
ｌｎｔａｎ

θ犻＋１
２
／ｔａｎ

θ犻（ ）２ （１６）

　　对于改进的声线跟踪算法，根据式（１４）可得

到其对应的垂直位移 Δ狕狉、水平位移 Δ狓狉 同式

（８），传播时间狋狉为：

狋狉 ＝
１

犵犻
ｌｎｔａｎ

θ狉
２
／ｔａｎ

θ犻（ ）２ （１７）

　 　 依 据 式 （１７），容 易 得 到 θ狉 ＝２ａｒｃｔａｎ

ｅ狋狉犵犻ｔａｎ（θ犻／２（ ）），则根据式（９）就可以求出总的声

线水平距离狓和垂直距离狕。

３　两种算法的比较

将式（１７）与式（７）的计算式相比较可知，常用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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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线跟踪算法与改进的声线跟踪算法的不同在

于求取时间狋犻时使用的平均声速不同，前者用的

是犆犎，后者用的是犆′犎。

取第犻层的平均声速进行分析，依据式（１１）

和式（１５）可知：

犆′犎犻＝ （犛犻＋１－犛犻）犜′
－１

犻犞 ＝ （犛犻＋１－犛犻）／∫
狕犻＋１

狕犻

ｄ狕
犆ｃｏｓθ

（１８）

　　如果将声线的圆弧路径近似取为该弧段的

弦，则弧段各微元处的掠射角θ相同，式（１８）可转

化为：

犆′犎犻＝ （狕犻＋１－狕犻）／∫
狕犻＋１

狕犻

ｄ狕
犆

（１９）

　　又由式（４）和式（６）可知，常用的声线跟踪算

法的平均声速为：

犆犎犻 ＝ （狕犻＋１－狕犻）／∫
狕犻＋１

狕犻

ｄ狕
犆

（２０）

　　比较式（１９）和式（２０）可知，常用声线跟踪算

法的平均声速只是改进声线跟踪算法平均声速的

近似解，它将声线的圆弧路径近似取为该弧段的

弦。

由于两种算法使用的平均声速不同，计算得

到的整层传播时间狋犻 也不同，依据狋狉 的计算式，

在总时间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两种算法计算得到

的尾层的剩余时间则不同，这样必将导致两种算

法计算得到的波束脚印的空间位置产生差异，其

差异大小随波束入射角、声速和深度的变化而变

化。

４　数值计算与分析

为定量比较改进声线跟踪算法与常用声线跟

踪算法计算结果的差异，设计如下数值仿真计算

实验。设声速剖面第犻层上采样点的深度取常值

狕犻，对应采样点的声速取常值犆犻，当波束入射角

θ、第犻层的下采样点深度狕犻＋１和声速犆犻＋１变化取

值时，分别按常用声线跟踪算法和改进声线跟踪

算法计算波束在犻层内的传播时间狋１ 和狋２。为直

观表达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对传播位移的影响，

采用海水中的标准声速值珚犆＝１５００ｍ／ｓ计算两

种方法之间波束脚印的垂直位移差，即Δ狊＝珚犆（狋１

－狋２）。各参数具体取值为：狕犻＝０ｍ，犆犻＝１４８０

ｍ／ｓ，θ分别取５°、２０°和６０°；狕犻＋１（狀）＝１０＋狀×２０，

狀＝０，…，９，犆犻＋１（狀）＝１４９５＋狀×１５，狀＝０，…，４。

对应于以上参数取值的计算结果见表１。

表１　入射角θ＝５°、２０°、６０°时两种算法之间的深度差／ｃｍ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θ＝５°，２０°，６０°／ｃｍ

θ
犆犻＋１／

ｍ·ｓ－１
狕犻＋１／ｍ

１０ ３０ ５０ ７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３０ １５０ １７０ １９０

１４９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３

１５０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５０

５° １５２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１２

１５３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１９９

１５５０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３０９

１４９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２３２

１５０５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３４０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５３５ ０．０６３２ ０．０７２９ ０．０８２７ ０．０９２４

２０° １５２０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５４６ ０．０７６４ ０．０９８２ ０．１２００ ０．１４１８ ０．１６３７ ０．１８５５ ０．２０７３

１５３５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５８０ ０．０９６７ ０．１３５４ ０．１７４１ ０．２１２８ ０．２５１４ ０．２９０１ ０．３２８８ ０．３６７５

１５５０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９０４ ０．１５０７ ０．２１１０ ０．２７１２ ０．３３１５ ０．３９１８ ０．４５２１ ０．５１２４ ０．５７２６

１４９５ ０．０５４３ ０．１６２８ ０．２７１４ ０．３７９９ ０．４８８５ ０．５９７０ ０．７０５６ ０．８１４２ ０．９２２７ １．０３１３

１５０５ ０．２２７０ ０．６８１０ １．１３５０ １．５８９０ ２．０４２９ ２．４９６９ ２．９５０９ ３．４０４９ ３．８５８９ ４．３１２９

６０° １５２０ ０．５３５６ １．６０６９ ２．６７８２ ３．７４９４ ４．８２０７ ５．８９２０ ６．９６３２ ８．０３４５ ９．１０５８ １０．１７７０

１５３５ １．００２１ ３．００６４ ５．０１０７ ７．０１５０ ９．０１９３ １１．０２３６ １３．０２７９ １５．０３２２ １７．０３６５ １９．０４０８

１５５０ １．６５４５ ４．９６３６ ８．２７２７ １１．５８１７ １４．８９０８ １８．１９９９ ２１．５０９０ ２４．８１８ ２８．１２７１ ３１．４３６２

　　由表１可知，随着入射角、下采样点声速和深

度的增大，两种算法计算得到的时间差所对应的

垂直位移差随之增大。当入射角分别为５°、２０°、

６０°，下采样点声速和深度分别为１５５０ｍ／ｓ和

１９０ｍ 时，两种算法对应的最大位移差分别为

０．０３ｃｍ（可以忽略不计）、０．５７ｃｍ（依然很小）、

３１．４３ｃｍ（不能忽略）。以上计算结果说明，使用

常用声线跟踪算法计算中央区域（θ值较小）的波

束脚印位置时，其解算结果是可信的，但对于边缘

波束，其位置误差较大，可达ｄｍ级。该成果对进

一步提高多波束测深数据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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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遥感技术估算森林生物量的研究进展　　　　　　　　　（李德仁，等）

 正则化滤波在反演地表光谱反照率中的应用 （崔生成，等）

 城市道路复杂网络结构化等级分析 （栾学晨，等）

 ＧＰＳ长趋势变化与大地震的关系 （张　燕，等）

 空间体对象间三维拓扑构建研究 （李　霖，等）

 大型工程中的 ＷＭＳ数据获取与集成应用方法 （韩元利，等）

３９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