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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支持向量回归外推的统计最优
近场声全息研究
杜向华，朱海潮，毛荣富，朱海鹏
(海军工程大学振动与噪声研究所，武汉 430033)

摘要：通过数值仿真方法，研究统计最优近场声全息中全息面孔径大小对重建精度影响。结果表明当全息面孔径大
于重建面孔径 2 个采样间隔便能获得较高的重建精度，再继续增大全息面孔径也可以提高重建精度，但是趋势变缓。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利用支持向量回归对全息面孔径进行外推的方法，在不增加测量孔径的前提下，可
以通过数据外推增大全息面孔径，提高重建精度。对方形简支钢板辐射声场的仿真结果，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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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statistically optimized near-field acoustical holography
based on hologram data extrapolation with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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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hologram aperture on reconstruction precision is studied in detail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In
statistically optimized near-field acoustical holography, when the hologram aperture is 2 sample intervals bigger than
reconstruction plane aperture, it achieves a satisfied accuracy. If the hologram aperture increases after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accuracy grows slowly. Base on the result, a data extrapolation method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is
presented. By using the extrapolated hologram data, the reconstruction accuracy can be improved with the measured
data. The presented approach has been validat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in radiation sound field of simply-supported square steel plate.
Key words: statistically optimized near field acoustic holography;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hologram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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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统 计 最 优 近 场 声 全 息 (Statistically Optimal
Near-field Acoustic Holography, SONAH)直接通过
全息面上复声压的线性叠加来重建声场，可以克服
[1-3]
常规近场声全息中窗效应和卷绕误差 。但是关于
SONAH 中全息面孔径大小对重建精度影响的研究
很少见诸文献。Jørgen Hald 在文献[3]中对重建误
差进行了研究分析，给出了 SONAH 在全息面所在
平面和垂直于全息面所在平面内不同位置处的声
压重建误差结果，但是没有给出重建误差与全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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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径的具体关系。
为了得到 SONAH 中全息面孔径大小对重建精
度的影响，本文在简要叙述 SONAH 原理算法的基
础上，系统研究了 SONAH 中重建误差与全息面孔
[4,5]
径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先前的研究 ，进一步
提出了一种利用支持向量回归对全息面孔径进行
外推的方法；最后基于外推扩大后的全息面进行
SONAH 重建。

1 全息面孔径对重建误差的影响
,

SONAH 的基本理论可以简要阐述如下[3 6]。
假设在自由声场 Ω 中，已知点 ri ( i =1，2，···，
M)处的声压 p ( ri ) ， Ω 中需要重建点 r 处的声压
p% ( r ) 可以表示成已知声压的线性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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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r ) = pT c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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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向量 p 为已知声压组成的列向量， T 代表矩
阵或者向量的转置。平面波Ψn (r ) = e−i(k r ) 也满足式
(1)，代入得到式(2)：
Ac(r )= α ( r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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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于图 1 中的横坐标 1.2)，可以获取较高的重建
精度，重建误差不大于 4.5%，再继续增大全息面孔
径，重建误差减小的趋势变缓。

N 为展开的平面波项数。求取系数因子向量 c ( r ) ，
并代入式(1)得到：
−1

p(r ) = pT ⎣⎡ AH A +ε I⎦⎤ AHα ( r )

(3)

式中： ε 是正则化参数，I 是 M × M 单位矩阵，H
表示矩阵的共轭转置。式(3)为统计最优近场声全息
[7]
的声压重建与预测理论公式 。
进行 SONAH 重建时，一般要求 N ≥ M ，也就
是展开的平面波项数 N 要大于全息面上的测量点数
[7,8]
M 。
本文用数值仿真的方法对 SONAH 中全息面孔
径和重建误差的关系进行研究。仿真中，通过对 0.5
m×0.5 m 的正方形简支钢板的辐射声场进行近场
声全息研究，钢板的其他参数为弹性模量 2.1×1011
Pa，密度 7800 kg/m3，板的厚度为 0.001 m。整个仿
真过程中，在钢板的(1, 1)，(2, 2)，(3, 3)阶固有频
率附近，取频率 19 Hz、79 Hz、178 Hz 进行分析。
另外，全息面与声源源面的距离，以及 SONAH 分
析中波数空间的选取准则参考文献[7,9]。并定义声
压重建的相对误差为
L

error =

∑ ( prec − pth )

图 1 声压幅值相对误差与全息面孔径关系(重建面积 0.5 m×0.5 m)
Fig.1 The relation between reconstruction error and hologram aperture
for reconstruction area of 0.5 m×0.5 m

1.2 重建部分源面
如果感兴趣的区域为部分源面，那么基于统计
最优近场声全息对该部分源面的声场进行重建的
效果通过如下仿真进行研究。选取重建面为距离源
面 0.01 m 左下角区域，重建面面积为 0.25 m×0.25
m，划分为 6×6 的网格。全息面距离源面 0.05 m，
采样间隔为 0.05 m。计算得到声压重建的相对误差
和全息面孔径与声源尺寸之比的关系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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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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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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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rec 为 SONAH 重建声压， pth 为重建面上的
理论声压，L 为重建面上的点数。

1.1 重建整个源面
首先对整个辐射源面附近的声场进行重建，重
建面为距离源面 0.01 m 的 0.5 m×0.5 m 正方形区域，
为了满足空间采样定理，将该区域划分为 11×11
的网格。全息面距离源面 0.05 m，采样间隔为 0.05
m。计算得到声压重建的相对误差和全息面孔径与
声源尺寸之比的关系见图 1。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在 SONAH 中，全息孔径
大小对重建的误差影响明显，规律和传统的近场声
全息类似，随着全息孔径的增大，重建误差减小。
另外，在各个分析频率处，当全息面孔径大于源面
孔径 2 个采样间隔时(此时全息面与源面孔径之比

图 2 声压幅值相对误差与全息面孔径关系(重建面积 0.25 m×0.25 m)
Fig.2 The relation between reconstruction error and hologram aperture
for reconstruction area of 0.25 m×0.25 m

图 2 表征的结果与图 1 类似：全息面孔径与重
建区域孔径之比对重建误差影响明显；全息面孔径
大于重建区域孔径 2 个采样间隔时(此时全息面与
源面孔径之比对应于图 2 中的横坐标 1.4)，可以获
取较高的重建精度，重建误差不大于 8.6%，再继续
增大全息面孔径，重建误差减小的趋势变缓。
另外，通过对不同位置、不同孔径的重建区域
进行仿真分析，得到的结果类似，全息面孔径与重
建区域孔径之比对重建误差的影响趋势与图 1 和图
2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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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利用 SONAH 进行声源重建时，全息面
孔径对重建精度的影响明显，一般选取全息面孔径
大于重建区域孔径 2 个采样间隔为宜。实际中，对
大尺寸声源以及全息面测量孔径受限制的场合，全
息面孔径大小常常不能满足要求。此时，若能对全
息面测量孔径进行外推，在此基础上进行重建，既
可以不增加测量工作，又可以改善 SONAH 的重建
精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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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样本集学习构造回归估计函数。
(2) 确定外推的全息面孔径，计算外推各点的
坐标。
(3) 利用(1)训练得到的回归估计函数计算出外
推各点处的复声压，实现全息面孔径的外推扩大。
(4) 基于(3)得到的全息面孔径进行 SONAH 重
建。
定义声压外推相对误差为
pextrapolated − phth 2
(5)
×100%
error _ p =
phth 2

基于支持向量回归外推的声场重建

支持向量回归是支持向量机在回归分析中的
应用。支持向量机以结构风险最小化为原则，具有
优良的泛化能力，在小样本学习问题中具有独特的
优势(方法原理参考文献[4, 5])。相对于以往的声场
[10]
迭代外推方法 ，支持向量回归利用回归外推的方
法一次性实现声场的外推扩大，不需迭代运算，实
施简单。另外由于支持向量回归具有小样本学习的
能力，外推精度较高。
基于支持向量回归外推的声场重建具体步骤
如下：
(1) 利用初始全息面复声压信息 ( 如复声压的
实部、虚部，各测点的空间坐标)作为训练样本集，

式中： ⋅ 2 表示向量的 2-范数， pextrapolated 为支持向量
回归外推得到的全息面声压， phth 为对应空间坐标
处全息面的理论声压。依旧对平板的辐射声场进行
仿真研究，重建区域为距离源面 0.01 m 的整个源面
区域。全息面距离源面 0.05 m，采样间隔为 0.05 m。
初始全息面为整个源面区域的 0.6 倍即 0.3 m×0.3
m，基于该全息面进行重建，从图 1 中可以看出误
差很大。基于此初始全息面，进行支持向量回归外
推全息面孔径到 0.6 m×0.6 m。图 3 给出了在分析
频率 178 Hz 处外推得到的大孔径全息面声压幅值和
相位图，其中 3(c)~3(f)中的白色方框表示初始全息
面孔径边界。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基于小孔径的全
息面数据，利用支持向量回归可以实现全息面孔径

(a) 初始值

(c) 外推值

(e) 理论值

(b) 初始值

(d) 外推值

(f) 理论值

Fig.3

图 3 178Hz 处声压外推的初始值、外推值和理论值
Extrapolation of sound pressure at 178 Hz (initial pressure; extrapolated pressure; theoretic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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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推，在其他分析频率处也能得到相似的结果，
在此没有给出具体比较图。表 1 给出了 19 Hz、79 Hz
和 178 Hz 处声压外推的相对误差。
Table 1

表 1 声压外推相对误差
The pressure error of extrapolation

外推全息面孔径
0.3 m×0.3 m
0.4 m×0.4 m
0.5 m×0.5 m
0.6 m×0.6 m

19 Hz
0.0079
0.5120
2.3533
6.4922

频时误差
79 Hz
0
0.5642
2.9797
8.7254

178 Hz
0.0058
2.4445
7.0412
13.462

表 2 重建结果相对误差
Table 2 The reconstruction error

19Hz
79Hz
178Hz

相对误差
外推前
41.0844
32.0309
54.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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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息面外推扩大，在不增加测量孔径的前提下，
可以增大全息面孔径，提高重建精度，仿真结果验
证了方法的有效性。后续研究将考虑测量噪声对支
持向量回归外推全息面孔径方法的适用程度。
参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随着外推孔径的增大，外
推误差增大，并且随着分析频率的增大，外推误差
[10,11]
也增大，但是整体误差结果比较好
，可以实现
全息面孔径的有效外推。
实现全息面孔径外推之后，基于该全息面进行
SONAH 重建，重建误差见表 2。
表 2 括号中的数据是基于外推孔径上理论声压
数据重建的误差。可以看出，外推后比外推前重建
误差要小很多，重建精度得到大大提高。

频率

技

外推后
4.8384(4.6299)
3.7975(1.8543)
6.4439(3.8431)

3 结 论
本文针对 SONAH 中全息面孔径与重建精度的
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全息孔径对 SONAH 的
重建精度有很大的影响，随着全息孔径的增大，重
建误差减小，重建精度提高，这是与传统近场声全
息一致的地方，不同之处在于，SONAH 只需要全
息面孔径大于重建区域孔径即可。研究结果还表
明，在工程实际和理论分析中，取全息面孔径大于
重建面孔径 2 个采样间隔为宜，此时可以获得较高
的重建精度，而继续增大全息面孔径虽然可以减小
重建误差，但是趋势变缓，对重建精度的影响比较
不明显。为了提高重建精度，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
支持向量回归外推全息面孔径的方法，可以有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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