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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声探测信号级仿真通用模型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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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号级仿真以其能更真实地模拟装备作战性能且可进行统计仿真等显著优点成为完成水下作战效能评估任务
较为理想的平台之一，而诸如舰艇辐射噪声模型等水下作战实体的声学模型则是构成水下作战评估体系的基础。在
对水下作战过程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水声探测信号级仿真通用模型库。该模型库以鱼雷为声学模型，通
过数据库将八类水下作战实体和环境模型进行分类管理，支持离线和在线仿真，模型库中的各模型均经过实测数据
进行验证。该模型库的建成，为水下作战系统的总体设计、性能测试、方案验证以及声兼容性研究提供了工程化的
研究基础和较为真实的试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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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general model library of signal level simulation for
underwater acoustic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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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mulation method, especially the Signal Level Simulation (SLS), is a feasible way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underwater warfare for its similarity to the real performance of equipment and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The acoustic
models of underwater combat entities, such as ship radiated noise model, are the basis of underwater warfare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deep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al process of underwater warfare, a general model library of SLS for
underwater acoustic detection is presented. Eight types of acoustic models involved in torpedo-attack and anti-torpedo
warfare are included and managed in the library, which support on-line and off-line simulation. All the models are verified by the measured dat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library provides an engineering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real test
environment for the overall design, performance test, scheme validation and acoustic compatibility research of underwater warfare system.
Key words: underwater acoustic detection; signal level simulation; model library; warfare effectiveness

战略思考 。
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作战模式的转变，对于
0 引 言
水下作战系统作战性能的评估方法也亟需改进。虽
然参数级仿真仍然是进行性能评估的主要手段，但
2015 年 1 月 22 日，美国智库组织-战略与预算
评估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 由于水下作战实体的规模不断扩张，构成要素不断
丰富，装备类型和组织形式日趋复杂。同时对作战
sessments, CSBA)发布《The Emerging Erain in Un评估的精度要求不断提高，使得原有参数级仿真方
dersea Warfare (水下战新纪元)》报告，指出水下战
是指潜艇以及其他水下系统在水下(或者来自水下) 法越来越不能满足对作战性能的精细化描述需求。
的军事部署。该报告分析了未来水下作战的复杂性 而并行计算以及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本
和潜艇及水下无人系统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加快研 受制于计算量过大而主要用于装备性能仿真的信
发新技术、构建新型水下战装备体系和作战模式的 号级仿真方法逐渐应用到系统作战性能评估领域。
信号级仿真是将仿真中涉及的装备性能和行
为模式通过信号级模型进行描述，使模型能够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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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需要建立参与水下作战各装备的声学模型并
将公共模型统一进行管理和使用，以确保仿真能够
在同一标准下实施。本文在对水下作战过程进行深
入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水声探测信号级仿真通用
模型库。该模型库以鱼雷为研究对象和声学模型，
通过数据库将八类水下作战实体和环境模型进行
分类管理，支持离线和在线仿真，模型库中的各模
型均经过实测数据进行验证。该模型库的建成，为
水下作战系统的总体设计、性能测试、方案验证以
及声兼容性研究提供了工程化的研究基础和较为
真实的试验环境。
1 水下作战

水下作战大体上可以分为反潜作战和反舰作
战两类，潜艇是水下作战的主要平台。随着现代无
人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无人潜航器(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 UUV) 等无人平台也逐渐成为
水下作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反潜作战
现代反潜作战是综合性、立体化的作战过程。
它利用卫星、水面舰艇、反潜机、海底固定探测系
统以及潜艇等携带的声学/非声学探测装备，对敌潜
艇进行探测、监视、跟踪；在必要的条件下，使用
鱼雷武器对敌潜艇实施打击并根据现场情况对打
击效果进行评估，以确定下一步行动方向，这些均
构成了现代反潜作战的基本要素。
借助于海水的掩蔽，潜艇长时间处于潜航状
态，对潜艇进行探测主要是依靠声学手段，即主、
被动声呐进行探测，诸如磁、激光、废气、红外等
非声探测手段目前仍作为声学手段的补充而存在；
如使用鱼雷对潜艇进行攻击时，则鱼雷同样使用
主、被动声自导系统对潜艇进行探测、跟踪和定位；
潜艇觉察到自身受到跟踪或攻击实施对抗作战时，
使用的水声对抗器材仍是通过产生强噪声干扰或
模拟潜艇辐射噪声、回波特性等声特征对声呐和来
袭鱼雷进行干扰、诱骗。
UUV 等无人装备近年来呈快速发展态势，具有
目标小、续航时间长、使用方式更灵活等显著优点。
潜载 UUV 目前使用主、被动声呐执行反潜搜索与
侦查、通信中继、反水雷探测与定位等任务 。
因此，在对反潜作战过程进行仿真时，对各种
装备声学和运动学特征的模拟是仿真的主要因素。
1.2 反舰作战
潜艇在进行反舰作战时，主要依靠艇载声呐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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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艇方位进行探测或通过天线接收目标的指示信
息，使用鱼雷或潜射反舰导弹对水面舰实施打击 。
对于潜射反舰导弹的仿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
内，而潜艇在使用鱼雷进行反舰作战时按照鱼雷制
导类型可以分为如下三种情况：
(1) 直航鱼雷
潜艇使用声呐对目标进行定位后，通常按照一
定的扇面齐射多枚直航鱼雷对目标进行打击，最大
程度地遮盖由于目标运动要素估计误差导致的目
标位置散布区域，保证至少有一条鱼雷命中目标。
(2) 线导+主被动声自导鱼雷
潜艇使用线导+主被动声自导鱼雷对水面舰实
施攻击时，首先利用潜艇声呐对水面目标进行定
位，发射鱼雷后利用导引声呐对鱼雷进行远程导
引，鱼雷声自导系统发现目标后，由声自导系统接
替线导系统控制鱼雷对目标进行跟踪和攻击。在实
施反舰作战时，鱼雷通常采用被动声自导方式。
(3) 线导+尾流自导鱼雷
潜艇使用线导+尾流自导鱼雷对水面舰实施攻
击的过程与使用声自导鱼雷类似，潜艇根据对目标
运动要素的估计结果，利用线导系统将鱼雷导引至
目标尾流区域内，而后鱼雷利用自身的尾流自导系
统控制鱼雷沿舰船尾流对目标实施攻击。尾流自导
系统本质上仍是声自导系统 ( 磁尾流技术尚不成
熟)，只是采用了高频窄脉冲的方式对舰艇的尾流反
射特性进行检测。
由以上对反舰过程的描述可以看出，在对反舰
作战过程进行仿真时，各种装备的声学和运动学特
征的模拟仍是仿真的主要因素，而声学模拟是确保
仿真是否具有参考价值的核心要素。
[4]

2 模型库设计

根据对反潜和反舰作战过程的分析，针对实际
应用场景，提取其中的共用模型，构成通用模型库。
2.1 组成与功能
通用模型库组成如图 1 所示，通用模型库由水
下目标特性模型库和海洋环境模型库组成，其中水
下目标特性模型库主要包含舰艇目标声反射模型
等 5 种水下目标的声特性模型，海洋环境模型库主
要包含水声传播模型等 3 种海洋环境声特性模型。
通用模型库软件结构如图 2 所示，通用模型库软件
主要由基本算法模型库等功能模块组成，除具体模
型外，其余提供人机交互等的模块共同组成了模型
库的管理软件。通用模型库采用 Oracle 数据库对模

声 学 技 术

234

2018

年

型进行管理，并对有关仿真和实测数据按照关系模
式进行存储；提供数据库管理员对用户管理、数据
分区管理、权限管理以及对库表的扩展、修改，对
数据记录的增、删、改等功能，支持基于 C/S、B/S
的查询检索、全文查询和 web service 服务方式。

(a)

试验测量

图 通用模型库组成框图

1
Fig.1 Composition block diagram of general model library

(b) 仿真输出
图 3 声反射模型实测与仿真结果对比图

Fig.3 Comparison diagram between measured and simulated results of
echo model

舰艇/鱼雷自噪声模型
具有目标自噪声特性分析与模拟功能，能够模
拟舰艇/鱼雷自噪声连续谱形状、调制及低频线谱等
特性。
舰艇/鱼雷的辐射噪声、自噪声模型均采用三参
数模型实现，仿真生成的舰艇辐射噪声的 LOFAR
谱图如图 4 所示。
(4) 水声传播模型
具有声场传播特性分析与模拟功能，能够仿真
预报声场传播损失。简正波模型提供声传播损失分
(3)

图 通用模型库软件结构图

2
Fig.2 Software structure diagram of general model library

模型库软件可以通过人机界面读取用户输入，
进而调用模型生成相应的仿真信号，同时也可以读
取实测数据，利用模型对实测数据进行分析并提取
特征参数供试验分析，模型库中各主要模型的功能
如下：
(1) 舰艇目标声反射模型
具有声反射特性分析与模拟功能，能够模拟舰
艇目标回波的时域波形、回波强度、脉冲展宽、频
率特性、空间特性、亮点起伏以及多普勒频移等特
性。
模型库中，采用板块元方法对舰艇目标声反射
特性进行描述，实测结果和仿真模型输出对比如图
3 所示。
(2) 舰艇/鱼雷辐射噪声模型
具有目标辐射噪声特性分析与模拟功能，能够
模拟舰艇/鱼雷辐射噪声连续谱形状、调制特性(轴
频、叶片数、调制深度等)、低频线谱(频率、幅度)、
空间特性等特性。
[5]

图 舰艇辐射噪声仿真输出

，

4
(a=100 f0=fm=200 Hz)
Fig.4 Simulated results of ship radiated noise (a=100, f0=fm=20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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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和信道传输函数；射线模型提供声轨迹、声传播
损失分布、特征声线、时延等。
针对 3 kHz 以上频率，采用高频射线模型进行
模拟(以 Bellhop 模型为核心进行二次开发)；针对 3
kHz 以下频率，采用低频简正波模型进行模拟(以
Moatl 模型为核心进行二次开发)。图 5 和图 6 分别
是在海底为斜坡条件下高频射线模型传播损失仿
真结果以及低频简正波模型与实测结果的对比。

235

能够仿真预报海洋环境噪声功率谱、强度的空间分
布和空间相关性等特性。
在模型库中，采用 CANARY 模型对海洋环境
噪声进行模拟，仿真生成的海洋环境噪声功率谱如
图 8 所示。

图 海洋混响模型仿真与实测结果对比图

7
Fig.7 Comparison diagram between measured and simulated results of
ocean reverberation

图 斜坡底条件下高频

以上射线模型传播损失仿真结果

5
3 kHz
Fig.5 Simulated results of the transmission loss of the ray model in
slope-bottom sea

图 海洋环境噪声功率谱

8
Fig.8 Simulated results of the power spectrum of ocean ambient noise

接口
模型库的对外接口包括控制指令接口与参数
接口两种。控制指令接口主要负责接收外部调用的
控制指令，同时根据模型库运行状态给出反馈信
息。参数接口主要负责接收外部调用的相关参数，
用以调用模型运算并返回运算结果。
由于各个模型对于输入参数的要求差异巨大，
而且输入参数数量众多，因此模型库针对每个具体
模型均设计了其输入/输出接口，同时通过界面输入
参数时也设计有文件输入方式，以方便诸如声速梯
度等长序列参数的输入。
2.2

图 低频

以下简正波模型仿真与实测结果对比图

6
3 kHz
Fig.6 Comparison diagram between measured and simulated results of
the transmission loss of the normal wave model below 3 kHz

高频混响模型
具有混响特性分析与模拟功能，能够模拟主动
鱼雷探测声呐和鱼雷主动发射信号的混响强度、频
移及时间衰减等特性。
为确保精度，在模型库中的高频混响采用点散
射模型进行模拟。根据海底地质参数(如介质密度、
横波/纵波衰减系数、传播速率等)计算海底的散射
强度，假设散射点满足均匀分布，获取散射点的位
置、计算回波位置，采用线性叠加的方法获得混响 3 结 论
的时域序列。依据生成的时域序列，提取混响包络。
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的对比如图 7 所示。
水声探测信号级仿真通用模型库是针对鱼雷
(6) 海洋环境噪声模型
信号级仿真中常用的信号级仿真模型而建立的，可
具有海洋环境噪声时空特性分析与模拟功能， 为水下作战系统的总体设计、性能测试、方案验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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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声兼容性研究提供工程化的研究基础和较为
真实的试验环境。在现有模型库的基础上，通过丰
富模型类型，进一步对模型进行验证和改进完善，
可为水下作战仿真提供内容更为丰富、结果更加可
靠、使用更为灵活的信号级仿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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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讯•
《声学技术》2017 年度编委会会议纪要

《声学技术》沪区编委会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行。主办单位领导——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
海研究站（简称：东海站）站长许伟杰,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726 研究所（简称：726 所）所长马晓民，上海市声学学
会理事长、726 所党委书记孟昭文，以及上海地区 20 多位编委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张叔英主编主持。
李秀红代表编辑部对 2017 年度《声学技术》的工作，从出版情况和稿件状况、引用情况、优秀论文评选、编委的审稿
投稿情况、期刊出版形势、期刊审读结果等几个方面做了汇报。详细介绍了《声学技术》期刊在几大数据库里的各项指标及
同类期刊的对比排名，汇报了 2016 年度《声学技术》优秀论文的具体评选过程和结果，以及推荐“第二届中国科协优秀科
技论文遴选计划”候选论文的工作，并就审读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提请编委会讨论。
与会领导和编委专家认真听取了编辑部的工作汇报。东海站许伟杰站长代表主办单位对编委们表示感谢。他认为，《声
学技术》质量的提高、影响力的逐年扩大与编委们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同时感谢其他几个主办单位的支持和贡献，东海
站会全力支持期刊的发展。726 所所长马晓民、上海市声学学会理事长孟昭文都对《声学技术》的进步给予了肯定，对编委
们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并表示今后要加大对《声学技术》的支持力度。
期刊执行主编姚蓝，副主编钱梦騄、汤渭霖、王朔中和多位编委都在会上作了发言。编委们就如何进一步提高期刊质量
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就如何看待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低、如何对待新单位和边远地区的稿件质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
编委会的换届问题也进行了讨论，编委们们一致认为，编委会需要补充新鲜血液，编委会的组成人员要有代表性，换届工作
要积极稳妥地进行。
最后，张叔英主编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编委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主办单位领导都表示要大力支持《声学技术》，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作为主编，很欣慰。编辑部要把好第一关，对于文字性错误较多的稿件，可退回作者修改。《声学
技术》文章的覆盖面比较广，新技术比较多，投稿单位也比较多，有些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的作者可吸收为审稿专家和编委。”
关于下届编委会的组成，他总结了几点要求：要积极组织编委会的换届事宜，但一定要慎重；编委会的组成人员中要包括声
学界各代表性的单位；可以部分采取老编委推荐新编委的形式；推荐的新编委人选在声学界要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且要有时
间干实事。
编辑部将根据主办单位领导、主编、副主编的办刊思想以及编委的建议，根据具体情况积极落实。
《声学技术》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