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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形式及阵元失效对统计最优近场声
全息重建结果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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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阵列形式以及阵元失效两种阵列因素对声场重建结果的影响，基于统计最优近场声全息(Statistically
Optimal Near-field Acoustical Holography, SONAH)理论，仿真计算了网格阵列、圆形阵列、均布非规则阵列的声场重
建结果。得出：网格阵列和均布非规则阵列都能准确识别声源位置，圆形阵列不能用于 SONAH 声场重建；模拟研
究了典型失效模式下阵元失效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阵元失效后在失效点处会出现伪声源，其大小与失效点和声
源距离有关。由此给出并分析了阵元失效的补偿方法，基于该方法对典型失效模式进行了算例仿真并分析计算了重
建误差限，结果显示：采用该方法能消除伪声源，较好地识别声源位置。从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为实际工程
测量提供了指导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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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array geometry and array element failure on sound field reconstruction results, the
sound field reconstruction results of grid array, circle array and approximate evenly distributed irregular array, based on
Statistically Optimal Near-field Acoustical Holography (SONAH) theory, were simulated. Results show that grid array
and approximate evenly distributed irregular array can accurately identify the sound source position, while circle array
cannot be used in SONAH sound field reconstruction. The influence of element failure was researched in typical failure
modes,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seudo sources appear in the failure point positions after the elements are failure, and
the amplitudes of the pseudo sources are related to the distances between failure points and sound source. Thus the
element failure compensation method is analyzed and given. The typical failure mode simul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error range calculation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eliminate the pseudo sources and identify the sound source position
accurately. The results not only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but also provide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practical engineering measurements.
Key words: Statistically Optimal Near-field Acoustical Holography(SONAH); array geometry; element failure; sound
field reconstruction; relative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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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基于传声器阵列的声源识别技术由于
具有测量速度快、成像效率高、空间分辨率好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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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优势，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研究和应用 。统计
[9-12]
最优近场声全息
作为一种阵列声源识别技术，
在汽车、航空、列车噪声源识别等方面得到了广泛
[13,14]
关注
。它是由 Steiner 和 Hald 基于波叠加思想
[10,11]
提出的
，采用不同权重有限元波函数的线性组
合来拟合声场传播算子，即可通过全息面所测声压
数据的线性组合计算声源面辐射的复声压并进行
声学成像，进而找到声源所在位置。
SONAH 克服了传统声全息由于傅里叶变换带
[15,16]
来的卷绕误差及窗效应
，但算法本身又出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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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元波函数截断、不适定性等问题带来的误差。为
此，针对 SONAH 的重建精度，国内外学者做出了
一些研究：Hald 针对声场重建过程的不适定性，提
出采用 Tikhonov 正则化方法求解，并给出了正则
[9]
化参数的选取公式 ；杨超等将需要先验知识的
Morozov 偏差原则与不需要先验知识的 Engl 误差最
小原则应用到 Tikhonov 正则算子中，有效提高了
[17]
声场的重建精度 ；李卫兵等为了克服背景噪声源
辐射声场的影响，分别研究了基于双全息面测量和
[18,19]
基于单全息面测量的声场分离技术
；Jacobsen
和 Chen 等对比了基于声压、振速、双面声压、声
压振速测量的重建结果，分析了不同类型测量数据
[20]
的重建精度 。以上工作均针对算法本身进行研
究，而未考虑实际使用中极易出现的阵列阵元失效
而导致的信号不良甚至丢失对声场重建结果的影
响。阵元失效对统计最优的近场声全息声源识别性
能的影响研究，对工程应用中当阵列阵元失效时能
否继续用其进行声源识别以及如何降低甚至消除
失效阵元对声源识别结果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统计最优近场声全息基本原理，首先
以工程中常见的网格阵列、圆形阵列、均布非规则
阵列为例仿真研究了阵列形式对声场重建结果的
影响；并以网格阵列为例分析了阵元失效对声场重
建结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阵元失效的补偿
方法，基于该方法针对典型失效模型进行了算例仿
真，分析计算了阵元失效引起的重建误差限，为实
际工程测量提供了指导与借鉴。

1 SONAH 理论
声 场 空 间 中 任 意 点 r = ( x, y, z) ( z > 0) 的 声 压
p(r ) 可表示为全息面 z = zh 上 N 个测点 rh, n 所测声压
p(rh,n ) 按不同权重的线性叠加[9]：
N

p(r ) ≈ ∑ cn (r ) p(rh, n ) = pT (rh )c(r )

(1)

n=1

式中 T 表示矩阵转置， c ( r ) 是叠加系数矩阵，由测
点位置决定。由基于二维傅里叶变换近场声全息理
[16]
论 知：近场范围内任何平面上的声压可以看成由
形如
− j( k x+ k y +k z )
Φm (r ) = e x, m y, m z , m , m =1, 2, ⋅⋅⋅, M , M →∞ (2)
的无数个平面传播波和倏逝波的叠加。其中 m 为平
面传播波和倏逝波的序号，且
⎧⎪ k 2 − kx2, m − k y2, m ,
kx2, m + k y2, m ≤ k
kz, m = ⎨
(3)
2
2
2
2
2
⎪⎩− j kx, m + k y, m − k , kx, m + k y, m > k
为了获得较准确的叠加系数 cn (r ) ，需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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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式(2)所述波函数的有限子集进行估计，即：
N

Φm (r ) ≈ ∑ cn (r )Φm (rh, n ), m =1, ⋅⋅⋅, M

(4)

写成矩阵形式为：
α (r ) ≈ Ac(r )

(5)

n=1

式中：α (r ) 是包含 M 个元素的列向量，且 [α (r )]m =
Φm (r ) ；A 是 M×N 矩阵，且 [ A]mn =Φm (rh, n ) 。M>N
时，式(5)是超定方程组，其最小二乘正则化解为
c(r ) = ( AH A +θ 2I)−1 AHα (r )
(6)
其中：H 表示矩阵的共轭转置；I 是单位对角矩阵；
θ 是正则化参数，Hald 在文献[9]中给出了 θ 的具体
的选取原则，本文不作另述。将式(6)代入式(1)，即
得统计最优近场声全息的声压重建公式：
p(r ) ≈ pT (rh )( AH A +θ 2 I )−1 AHα (r )
(7)

2 阵列阵元布置形式的影响
由第 1 节中的理论推导公式可知，统计最优近
场声全息不受全息面几何形状的限制，因此阵元可
以随意布置，为了比较不同阵元布置形式的重建效
果，本文选取三种典型的阵列进行仿真研究：规则
网格阵列、圆形阵列、近似均匀分布的非规则阵列。
阵列布置形式如图 1 所示，均采用 36 个传声器且
全息孔径大小基本一致(0.25 m×0.25 m)。
数值仿真中取点声源为研究对象，声源位置为
(0，0)，声源半径 r0=0.001 m，表面振速 v=2.5 m/s，
空气密度 ρ0=1.25 kg/m3，声速 c0=340 m/s，频率 f
=750 Hz；全息面到坐标原点的距离为 zh=0.06 m，
重建面到坐标原点的距离为 zs=0.03 m，图 2 给出
了三种阵列的重建结果。
从图 2 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在仿真所设定的
条件下，网格阵列和均布非规则阵列能准确识别出
声源位置，重建声压幅值却有所不同，而圆形阵列
重建结果已经失真。为了确定三种阵列的重建精
度，在阵列所允许的频率范围内，取 170~3400 Hz
频段分析其相对误差。由于声学量在线性区间变化
跨度较大，为了方便进行对比分析，定义相对误差
[9]
计算公式如下 ：
⎡ N ( p − p )2 ⎤
ri
⎢ ∑ si
⎥
Lerror =10 log10 ⎢ i=1 N
(8)
⎥
2
⎢ ∑ pri
⎥
⎣
⎦
i=1
式中， Lerror 为相对误差，单位为 dB； psi、pri 分别
为重建面第 i 个点处的重建声压和理论声压，单位
为 Pa。
图 3 为三种阵列重建相对误差：实线表示规则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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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阵列传声器布置形式
Arrangement of array microphones

网格阵列计算结果；虚线表示圆形阵列计算结果，
其误差最大已不具备参考价值；点划线为近似均布
非规则阵列计算结果。分析可知，规则网格阵列和
近似均布非规则阵列均能实现声场重建，且相对误
差小，重建精度高，这是因为网格阵列各阵元分布
比较均匀，在声场测量过程中能有效减少因为采样
间隔过大而导致的声场信息缺失，从而保证了较高
的精度；近似均布非规则阵列阵元虽不满足几何意
义上的规则分布，但近似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全息面
上，因此测得的声场信息不会出现过于密集或过于
稀疏的情况，且阵元分布密度大于网格阵列阵元分
布密度，声场信息采集更精确，所以在分析频段内
相对误差小于网格阵列误差；而圆形阵列，阵元虽
沿圆周均匀分布，但无法采集到圆内部尤其是声源
对应的圆心区域声场，该区域声场辐射最强，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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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2014 年

图 2 三种阵列的声压重建结果
Reconstruction sound pressures of three different arrays

Fig.3

图 3 各阵列重建相对误差
The relative errors of three kinds of arrays

反映声源信息，而圆周区域声场较弱，采集的声场
数据间隔过大，用于重建的信息不能反映整个声场，
从而导致重建结果失真，不能用于 SONAH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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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阵元失效产生的影响
实际工程应用中可能会出现某个传声器发生
故障或由于接触不良而导致输入信号不正常的情
况。为了探究阵元失效对声场重建结果的影响，针
对实际测量中容易出现的单通道失效和某个测量
模块对应的多通道失效情况，选取如图 4 所示的典
型失效模式，以相同的网格阵列为例进行仿真研
究。设声源位于(0.075，−0.075)处，计算图 4(a)所
示 6 个阵元分别失效和图 4(b)所示 6 行分别失效时
的重建声压。

(a) 单个阵元失效示意图
(a) 单个阵元失效

(b) 多个阵元失效示意图
Fig.4

图 4 阵元失效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element failure

3.1 阵元失效后的声场重建

若某个阵元失效，实际测量中则不能获取该点
的声压数据，而仅有的微弱的电噪音可忽略不计，
可认为该点的输入值为零。在此情况下若直接利用
SONAH 算法进行声场重建，其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中 P(i, j)=0(i=1, 2, 3; j=4, 5, 6)表示第 i 行 j
列阵元声压为零；P(k，
：)=0(k=1, 2, 3, 4, 5, 6)表示
第 k 行阵元声压为零。可以看出在阵元失效处出现
一个次级声源，这主要是由于传声器失效使该测点
声压为零，造成全息面所得的本该是“连续”的声
场分布在该测点处出现突变，导致重建结果在该位
置也出现声压突变，出现一个与失效点位置对应的
伪声源；而且失效阵元越靠近声源，次级声源声压
幅值越大，距离最近甚至重合时重建结果失真，失

(b) 多个阵元失效
Fig.5

图 5 阵元失效后声压重建结果
Reconstruction sound pressures for elemen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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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阵元越远离声源，次级声源幅值越小，究其原因，
主要是阵列中声源对应区域声场能量分布最密集，
该区域测点失效后，测得的用于重建的声场能量随
之减弱，且由于能量的非均匀分布使声压数据产生
较大的突变，而在远离声源对应区域的其它区域，
由于声场能量较小且远小于声源对应区的能量，该
区域测点失效后对重建结果影响小。
3.2 误差分析

对于更一般的失效模式，进一步考虑不同声源
位置、不同失效点位置、不同频率等因素对重建结
果的影响，并计算重建误差。实际测量中由于失效
点的不确定性，产生的误差不尽相同，因此准确计
算阵元失效后的误差范围对数据的取舍及测量结
果的判断更具有参考价值。
图 6 为一般失效模式在不同频率时的误差范围
曲线，其中图 6(a)为单个阵元失效时的误差曲线，
图 6(b)为多个阵元失效时的误差曲线。两图中点划
线是失效阵元和声源位置重合时的计算结果，此时
由于采集到的用于重建的声场能量大为减弱，且声
场能量出现较大突变，故产生最大误差。实线是失
效阵元和声源位置最远时的计算结果，此时由于失
效处的声场能量较微弱，此部分能量缺失对参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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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声场能量不会产生过大影响，故此时产生的误
差最小；另外对比图 6(a)、6(b)可知，多阵元失效
后产生的误差比单阵元失效产生的误差大，主要是
因为多阵元失效后阵列获得的声场信息过少，无法
直接通过后续的重建算法弥补其物理意义上的信
息缺失。从以上阵元失效后产生的影响来看，若不
采用补偿措施，声源识别结果会出现错误，甚至会
失去正确识别声源的能力。

4 补偿措施：利用缺陷阵进行重建
SONAH 理论推导公式及阵列阵元可以随意布
置的特点保证了统计最优近场声全息并不受测量
网格的严格限制，并可用均布非规则阵列进行重
建。为了避免阵元失效产生的影响，本文结合
SONAH 算法阵列可选择性的优点，不考虑失效阵
元所获取的电噪音数据，即忽略该阵元的存在，把
缺陷阵列看作新的网格阵列或者非规则阵列，对数
据进行重组，利用新阵列进行重建。将其分别运用
于图 5 中 P(4,3)=0、P(2)=0 对重建结果影响较大的
情况，并进行数值仿真。图 7 为阵元失效改进后的
重建声压图，由图 7 显示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忽
略失效阵元后，计算结果有效地消除了由于声压突

(a) 单个阵元失效误差范围

(a) 单点失效改进后重建声压

(b) 多点失效改进后重建声压

(b) 多个阵元失效误差范围
Fig.6

图 6 阵元失效误差限
Error ranges when element failure exists

2014 年

Fig.7

图 7 阵元失效改进后重建声压
Improved reconstruction pressures for failur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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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而出现的伪声源，能够较准确地定位声源。
进一步考虑所有可能出现的失效情况，计算改
进后的重建误差，图 8 为阵元失效改进后的重建误
差限曲线。由图 8 看出，无论是单点失效还是多点
失效，改进后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其重建结果是可
以接收的，为声源的准确定位和真实大小提供了参
考和依据。

(a) 单个阵元失效改进后的误差限

(b) 多个阵元失效改进后的误差限
Fig.8

图 8 阵元失效改进后的误差限
Error ranges when failure elements are improved

5 结 论
在阐述基于统计最优近场声全息声源识别原
理的基础上，验证了阵列阵元可以非规则布置的特
点，并仿真分析了阵列阵元失效对重建结果产生的
影响，最后给出并分析了补偿措施即利用缺陷阵进
行重建，并进行了仿真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 统计最优近场声全息不受全息面几何形状
的限制，阵元可以非规则布置，能够利用近似均匀
分布的非规则阵列进行声场重建；
(2) 阵列阵元失效，若直接利用 SONAH 算法
进行重建，在失效点处会出现伪声源，使重建结果
出现较大误差甚至错误；
(3) 失效阵元位置越靠近声源，相对误差越大、
重建精度越低，越远离声源，相对误差越小、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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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越高；失效个数越多，相对误差越大；
(4) 基于 SONAH 可以利用非规则阵列的特性，
阵元失效后，将缺陷阵看作新的阵列，在误差允许
范围内能得到较好的重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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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海峡两岸声学学术交流研讨会在云南省普洱市成功召开
由上海市声学学会、同济大学声学研究所、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章奎生声学设计研究所(简称章奎生声学设计研究所)及
水声对抗技术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云南省土木建筑学会建筑物理专业委员会、云南省设计院集团及普洱市建筑设计院联合
协办的第七届海峡两岸声学学术交流研讨会于 2014 年 8 月 23~25 日在云南省普洱市(亦称思茅市)成功召开。来自内地及台
湾、香港、澳门的多家高等院校、科研设计院所及企业的相关建筑声学、环境声学、噪声与振动控制及水声学的专业技术人
员及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人员等 70 余人参加了会议。上海市声学学会理事长(兼水声对抗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孟昭文研究员、
台湾声学学会理事长黄荣村教授、香港声学学会理事长郭美珩教授、台湾科技大学设计学院院长江维华教授、台湾振动与噪
音工程协会理事长王伟辉教授等亲自率团赴会，上海市声学学会名誉理事、章奎生声学设计研究所章奎生教授，不仅牵头负
责筹备本次会议，担任会议筹委会主任，还率本所共 6 名员工准备了 5 篇论文参加学术会议，并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后的特邀
学术报告会议。
自 2008 年在香港召开首届海峡两岸声学学术交流研讨会以来，已形成了每年一届在香港、台湾及内地轮值召开的会议
机制，至今已先后召开了六届会议。经章奎生教授的积极策划联系和协调，确定将第七届会议安排在云南省内的美丽茶城，
也是我国南方边陲茶城的普洱市(亦称思茅市)召开。当地领导十分重视和关心，张若雷副市长亲临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让厅堂音质更优美，让城市环境更宁静”
。短短三天的会议内容丰富，大会特邀学术报告包括中国
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程明昆研究员的“北京新机场噪声问题对策”
，上海交通大学蒋伟康教授的“燃气轮机余热锅炉低频噪
声机理分析”及云南省设计院的李家泉高级建筑师的“傣族佛寺世俗声景观的架构和教化作用”
，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关
注。会议还安排了三场分会议厅的学术交流报告会，共交流了 18 篇学术论文，并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参会代表们认为本届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两岸参会代表不仅交流了专业技术、沟通了业务信息，而且增进了同胞友谊。
在会议闭幕前，台湾、香港及内地相关声学学会领导又相聚在一起协商了以后三年内两岸学会交流活动的有关安排，一
致认为海峡两岸的声学学术会议应继续保持和发展下去，并一致希望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声学专业技术人员也参与到两岸
民间专业学术交流的活动中来。会议商定，第八届会议将于 2015 年秋在北京召开，第九届及第十届会议将先后轮值到澳门
和台湾举行。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章奎生声学设计研究所 章奎生
《声学技术》编辑部 丁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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