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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地波雷达风速反演经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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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高频地波雷达所在探测海域内浮标观测的有效波高和风速数据，建立了海面风速与有效波

高的经验模型。利用二范数最小方法对该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实验结果表明了该模型的稳定性。将所提模

型应用到高频地波雷达ＯＳＭＡＲ０７１数据处理中，６个月数据连续反演结果与浮标给出的风速吻合度高，表明

了该风速反演经验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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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高频雷达风速反演方法主要分为线性

关系式和非线性求解两种。前者对于地波雷达观

测还没有长时间观测实验报道［１３］；后者是根据

Ｂａｒｒｉｃｋ经验式反演的波高、海浪方向谱谱峰频率

这两个参数与风速之间的关系来进行风速反演，

属于半经验性风速反演方法［４，５］。对于半经验性

反演方法，利用Ｂａｒｒｉｃｋ方法反演的海面无向波

高谱谱峰值频率误差较大，无向波高谱也可能出

现双峰现象［６，７］。ＯＳＭＡＲ０７１高频地波雷达工作

海域的浮标提供的风速和波高数据之间具有较明

显的一致性趋势，对此，本文建立了一个适用于该

海域的风速与波高的关系式，并将该关系式应用

到高频地波雷达风速反演中。

１　风、浪模型的建立

１．１　基本模型方程

在风浪工程计算中往往将小水域的长度作为

风区长度，同时忽略水深、地形等因素的影响，可

简化计算过程。金门浮标位于金门港湾，离海岸

线仅有３～５ｋｍ，用于观测金门港湾内的风速、风

向、波高、波向、水温、潮位等海洋环境参数信息，

每小时能提供一组观测数据。图１给出了该浮标

观测的波高序列和风速序列，可以看到二者存在

明显的正相关，即随着风速的增加波高增加，在风

速出现峰值或谷值的地方，波高出现峰值或谷值。

一般对于小风区，风浪要素遵循模式方程［８］：

犵犎

犞２
＝犃（

犵犉

犞２
）
犅

（１）

其中，犎 为波高；犞 为风速；犵为重力加速度，常取

９．８ｍ·ｓ－２；犉为风区；犃、犅为模型常数。因此，

可以建立风速和有效波高之间的幂指数关系模

型：

犞 ＝α犎β
狊 （２）

其中，犎狊 为有效波高；α、β为描述风速与有效波

高之间关系的参数。

１．２　模型参数估计

式（２）为一非线性模型，通常需要进行线性化

处理来降低问题的难度。对式（２）左右两边取对

数可以得到：

ｌｇ犞 ＝ｌｇα＋βｌｇ犎狊 （３）

因此，可以建立观测数据与模型参数之间的离散

线性模型：

犱＝犃犿 （４）

其中，模型矢量 犿＝ ｌｇα［ ］β
Ｔ；数据矢量犱＝

ｌｇ犞 ｌｇ犞２ … ｌｇ犞［ ］狀
Ｔ；连接模型与数据的矩

阵为犃＝
１ １ … １

ｌｇ犎狊
１
ｌｇ犎狊

２
… ｌｇ犎狊

［ ］
狀

Ｔ

。

由于观测数据总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式

（４）在严格意义上不成立，严格的表示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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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浮标观测的风速序列与有效波高序列

Ｆｉｇ．１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ａｖｅＨｅｉｇｈ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Ｂｕｏｙ

犱＝犃犿＋ε （５）

其中，ε为观测误差。实际过程中观测误差是无

法准确获取的，所以对于上述矛盾的超定方程组

可以求最小二乘意义下最大限度拟合数据的解

珦犿
［９，１０］。通常的方法是求出一个模型解珦犿，使得犱

－犃珦犿 的犔２ 范数最小，即

ｍｉｎ‖犱－犃珦犿‖
２ （６）

将式（６）写成下脚标形式有：

犛＝ （犱犻－犃犻犼珦犿犼）（犱犻－犃犻犽珦犿犽） （７）

求偏导数有：

犛

珦犿犾
＝－２犃犻犼δ犼犾（犱犻－犃犻犽珦犿犽）＝０ （８）

从而：

犃Ｔ犾犻犱犻 ＝犃
Ｔ
犾犻犃犻犽珦犿犽 （９）

设（犃Ｔ犃）－１存在，则有：

珦犿＝ （犃
Ｔ犃）－１犃Ｔ犱 （１０）

　　目前获得的资料是２００８０９～２００９０２的风

速数据和有效波高数据，利用该数据求得的模型

参数为珦犿＝ ０．７３ ０．［ ］８８ Ｔ。图２给出了由该模

型参数计算的风速与浮标观测风速的对比时间序

列图和散点图，二者相关系数为０．７２，均方根误差

为２．４１ｍ·ｓ－１。

图２　模型参数标定后的数据比对

Ｆｉｇ．２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１．３　模型稳定性分析

表１给出了不同时间段利用有效波高、风速

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意义下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与将所有数据一起求解的结果相比，参数的动态

误差在１１％～１６％以内。图３给出了不同的模

型参数对有效波高在０．５～４ｍ内的风速计算结

果曲线和误差曲线，表明有效波高在２ｍ时，风速

误差在１ｍ·ｓ－１以内；有效波高３ｍ时，风速误差

在１．５ｍ·ｓ－１以内；有效波高达到４ｍ时，风速误

差达到２ｍ·ｓ－１。这是因为本文分析的数据中２

ｍ左右的波高占绝对数量，而３ｍ左右的波高较

少，超过３ｍ、甚至达到４ｍ的波高几乎没有出现，

这也导致了本文模型的局限性。但总体结果表明，

本文方法在一定的海况范围内是有效的。

表１　不同时间段有效波高、风速关系拟合参数表

Ｔａｂ．１　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ＷｉｎｄａｎｄＷａｖ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ｅｒｉｏｄ

时间范围 ｌｇα α β 相关系数
ＲＭＳＥ

／（ｍ·ｓ－１）

０８０９～０８１０ ０．７６ ５．７４ ０．７８ ０．６９ ２．３９

０８１０～０８１１ ０．８１ ６．４９ ０．７４ ０．７５ １．８０

０８１１～０８１２ ０．７４ ５．５１ ０．９５ ０．８３ １．８１

０８１２～０９０１ ０．７１ ５．１１ ０．９２ ０．６６ ２．６８

０９０１～０９０２ ０．６９ ４．９１ ０．９９ ０．６０ ２．９９

０８０９～０９０２ ０．７３ ５．４４ ０．８８ ０．７２ ２．４１

２　风浪经验模型应用

２．１　雷达系统介绍

高频地波雷达ＯＳＭＡＲ０７１采用线性调频中

断连续波、收发分开共站体制，工作带宽为３０

ｋＨｚ，发射天线为三元八木天线，接收天线为八元

非直线阵。该雷达在进行后续信息提取前，采用

实时在线的软件校准算法对阵列和通道的幅度、

相位不一致性进行校正，反演海洋表面流信息时

利用 ＭＵＳＩＣ算法来实现对波达方向ＤＯＡ的估

计［１１］，反演风、浪信息时采用ＤＢＦ算法实现方位

扫描。

图３　不同模型参数的风速曲线和误差曲线

Ｆｉｇ．３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２．２　有效波高反演

有效波高反演是利用经验模式进行风速反演

的基础。ＯＳＭＡＲ０７１高频地波雷达利用改进的

Ｂａｒｒｉｃｋ算法进行有效波高的反演
［１２］，对于前级

信号处理得到的宽波束回波多谱勒谱，经过数字

７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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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束形成后便得到了某个指定方向上的多谱勒

谱。雷达距离分辨率和角度分辨率分别为５ｋｍ

和５°，利用３（距离元）×３（方位）＝９个格点上的

多谱勒谱进行加权平均后的多谱勒谱进行中间格

点处的风、浪参数反演。利用下列公式进行波高

反演：

犎狊 ＝ζ
犽０
（犚－μ）

τ （１１）

其中，ζ、τ和μ为需要由实验测定的模型参数；犚

＝ （∫
∞

－∞

σ
（２）ｄω）／（∫

∞

－∞

σ
（１）ｄω）为回波二阶谱能量与一

阶谱能量之比；σ
（１）和σ

（２）分别表示电波与海面波

浪相互作用的一阶和二阶雷达散射截面ＲＣＳ；ω

表示归一化角频率；犽０ 是雷达电波波数。反演过

程中需要进行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雷达二阶谱

信噪比低于特定门限的雷达结果不可信，通常取

信噪比的门限为６ｄＢ
［１２］。图４是利用上述方法

反演的有效波高与浮标观测的有效波高的对比，

分别对应时间序列和散点图，文献［１２］中对波高

参数模型参数的选取作了详细论述。

图４　ＯＳＭＡＲ０７１反演的波高与浮标的对比图

Ｆｉｇ．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ａｖｅ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ｕｏｙａｎｄＯＳＭＡＲ０７１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３　反演模型应用与分析

在反演出了海面的有效波高后，可以利用本

文建立的风速与波高之间的关系进行风速的反

演，反演模型可以表示为：

犞 ＝α犎β
狊 ＝α［ζ

犽０
（犚－μ）

τ］β

　　利用上述反演模型对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１００２２５

的风速进行反演，得到的结果如图５所示，二者表

现了很好的一致性，相关系数为０．６０，均方根误差

为２．７０ｍ·ｓ－１。本文使用的经验式风速反演方

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面有效波高的反演，有效

波高探测精度与雷达回波谱的二阶谱信噪比有

关，高信噪比条件下波高反演精度相对较高。外

界电磁环境、射频干扰、舰船等硬目标回波和高阶

非线性作用都会影响波高反演的精度，天线的旁

瓣波束也会影响二阶谱。另外，回波谱处理过程

中用于平均的格点数目、ＦＦＴ谱分析、回波谱噪

声基底的确定等都会对风浪参数的反演产生一定

影响。本文建立的风、浪模型适合于以风浪为主

导的海面，事实上一般海面为混合浪，即风浪和涌

浪共同组成；但对于近岸，可以看成风浪占主导，风

区很小或为常数，这当然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速反演

误差。从图５可以看出，在风速较小时，误差较大，

雷达反演的结果偏大。这是国内外低频段的地波

雷达普遍存在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① ＨＦＳＷＲ

是通过对谐振海浪的遥感来测量海面风、浪、流等

动力学要素的。对于工作在７．５～８．５ＭＨｚ频段

的ＨＦＳＷＲ，谐振海浪的波长为２０ｍ左右，在较小

风速情况下，这种波长的海浪无法得到足够的能

量，不能充分发展，其回波相对较弱，且稳定性差，

导致结果变差。② ＨＦＳＷＲ海洋遥感机理表明，

较低电波频率适合于高海况探测，高端电波频率

适合于低海况探测，因此，工作于７．５～８．５ＭＨｚ

频段的 ＨＦＳＷＲ对于低海况下的风速探测精度

不高。③ 风速较小时观测结果误差增加的另一

个原因是非科学性的，即风浪小时，近海渔民船只

大量出海，渔船本身及渔船间的高频无线电通信

会造成大量干扰，降低结果的准确性。

图５　ＯＳＭＡＲ０７１反演的风速与浮标的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ｕｏｙａｎｄＯＳＭＡＲ０７１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３　结　语

本文建立的风浪关系模型在一定的海况范围

内稳定性较强，适合于小风区或者忽略风区（风区

为常数）的情况。将该风浪模型应用到高频地波

雷达 ＯＳＭＡＲ０７１的风速反演中，与浮标探测风

速结果对比，表明了该模型的工程适用性。事实

上，仅用该海域内一个浮标观测站位的数据建立

风浪关系模型是不够的，不一定能够代表该海域

的整体情况，而且该浮标离海岸较近，是否能够反

映更远位置处的风浪关系，有待于获取更多的观

测数据和更深入的数据分析工作。

致谢：感谢金门海域即时海气象资讯网提供

浮标观测数据。

８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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