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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一种用于传声器阵列声源定位精度校准的空间点声源声场模拟方法，并基于该方法设计了一套空间点
声源模拟系统，完成了一个传声器阵列的定位位置精度校准。文章采用多通道点声源空间声场合成算法模拟了一个
位于自由场空间的点声源，根据传声器阵列中每一个传声器的空间位置坐标，计算出传感器所处位置声场的动态声
信号。通过耦合腔标准声源将对应的多通道电压信号输入被校准阵列系统，完成点声源的模拟。然后，该阵列运用
波束形成算法进行声源定位，得出点声源的位置，并与模拟点声源的位置进行比对，实现对阵列定位准确性的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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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field fitting method of spatial point source for microphone
array positioning cal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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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sound field reconstructing method of spatial point source is introduced to the calibration of microphone array. Based on this method, a set of spatial point source reconstruction system is designed, and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calibration of a microphone array is completed. In this paper, the spatial sound field synthesis algorithm of multi-channel
sound sources is used to simulate a point source in a free spatial sound field.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coordinates of each microphone in the microphone array, the dynamic acoustic signal of the sound field at the microphone’s position is calculated.
The coupling cavity standard sound source inputs the corresponding multi-channel voltage signals into the calibrated microphone array system to simulate point sound sources. By comparing the position of the simulated point source with that obtained by beamforming of the microphone array, the accuracy of microphone array positioning can be calibrated.
Key words: sound field reconstructing; microphone array; acoustic array calibration; sound source position; beamforming; microphone array calibration

传声器阵列是指由一定的几何结构排列而成
的若干个传声器组成的阵列。基于传声器阵列的声
是指用传声器阵列拾取声音信号，通过对
控制噪声源是噪声治理应用中最有效和最根本 源定位
的方法。要实现对噪声源的控制，首先需要确定噪 多路声音信号进行分析与处理，在空间域中定出声
源位置。随着科技发展，对声阵列定位技术的准确
声源的位置，即噪声源定位。
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主要通过改进算法和提
高声阵列本身精度等方法对声阵列定位技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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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去校准每个传声器的灵敏度和相位并不现实。
传声器阵列的阵列架加工误差以及传声器在阵列中
安装方式的差异等因素会引起数据采集系统各测量
通道间固有的相位差和幅值差。为了降低系统误差，
需要对整个传声器阵列系统的定位精度进行校准。
李元首等 通过分析阵列传声器采集的数据与品
质可靠的标准传声器采集数据的差别，处理阵列数
据使其与标准数据尽量接近。此方法受环境因素影
响较大，实验结果表明，这种阵列标定方法在无干
扰的消声室中效果良好，但不能应用于工程实际。
Oerlemans 等 提出了利用线性不相干单极子声源
校准阵列声源定位精度的方法。研究结果是基于声
源远离阵列基础上的，即声源为空间理想点声源。
在实验时使用一个空间尺寸较小、空间指向性较小
的扬声器模拟点声源进行校准。由于扬声器的尺寸
不能忽视，这种方法在精度要求较高的情况下，无
法满足各项实验需求。
针对传统校准方法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
种基于自由场点声源模拟系统的声阵列成像校准方
法。首先提出了一种空间点声源模拟方法，接着基
于该方法设计了一套空间点声源模拟系统，最后完
成了阵列定位位置精度的校准。此方法操作方便、
校准精度高、不受环境因素影响，故可应用于工程
实践，满足高精度需求。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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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测量中，由于传声器阵列与声源间的距
离是一定的，声源平面上各声源辐射声波更接近球
面波 。阵列各传声器接收的声压信号不仅存在相
位差异，而且存在幅值差异，这些差异与传声器和
声源的空间位置密切相关。球面波声场中传感器接
收信号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5]

[4]

图 球面波声场中传感器接收信号示意图

2
Fig.2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sensor receiving signal in
the spherical sound field

虚拟的单极子点声源位于声源计算平面上 r 位
置，P 为其声源信号，没有反射的自由声场中格林
函数为
0

v(r ) = e− jk|r| /| r |

(1)

其中， k = ω/ c 为声波波数， ω 为角频率，c 为介质
中的声速；r 代表声源的位置。
则各传声器接收的声压信号为
P (w) ≡ P v (r ) = P v(r − r )
(2)
其中：P 为虚拟点声源的声信号；r 代表传声器所
在位置。由于点声源的半径 r 比声波波长小很多，
1 点声源模拟系统
是一个满足 kr ≪1 条件的脉动球源，点声源声场辐
基于球面波声场传播模型的多通道点声源空间 射声压为 k ρ c
p = ∫∫ j
e
dQ
(3)
声场合成算法，本文设计了一种空间虚拟声源。传
4πh( x, y, z)
声器阵列定位系统如图 1 所示，在坐标系中心，放
ρ 为介质静态密度； c 为介质中的声速；
置直径为 D 的传声器阵列，每一个传声器位置坐标 其中：
h( x, y, z) 为点声源面元到传声器所在位置的距离；
为 r 。声源平面被划分成 N×N 的网格点，运用波束 α (x, y, z) 为面元的初相位；Q = 4πr u 为点源强度；
成形算法依次扫描每个网格点，获得坐标 r 处的声 u 为点声源表面振速幅值。
源强度。运用此模拟系统可获得当声源网格点处有
通过式(2)、(3)可计算出空间中存在单极点声源
固定频率、幅值、相位的点声源时，传声器处对应 时，声场中每个传声器所在空间位置的动态声信
的声音信号。
号。将计算得到的声信号通过耦合腔声源(详见第 2
节)分别传输给声阵列的各个传声器，使其接收到的
信号与声场模拟中应该接收到的信号相同，即可完
成点声源的模拟。该方法可以精确模拟不同位置、
频率、幅值、相位的空间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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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声器阵列定位精度校准装置

图 阵列系统示意图

1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array system

2.1

耦合腔标准声源设计与标定
本文中所采用的声阵列耦合腔标准声源为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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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爱华仪器有限公司定制生产的 AWA14424S 型声
阵列耦合腔标准声源(如图 3 所示)，其内部结构设
计如图 4 所示。其中，耦合腔声源一端安装了一个
活塞式声发射面板，通过一个耦合腔设计将标准声
源和待校准传声器连接在一起。待校准传声器从左
侧插入，使用带密封圈的紧固螺栓固定，保证耦合
腔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从而组成了一个耦合腔标
准声源，该声源可按照预设值发出所需的声信号。

的一致性进行检验与修正，实现对耦合腔声源的标
定。一致性表现较差时，可建立修正数据库，以此
数据库修正耦合腔的输出，确保输出信号的同步性
与精度。本文对一个 32 通道的传声器阵列(详见第
3 节)进行定位精度校准研究，图 6 为对所使用的 32
个耦合腔幅值与相位差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的一致
性曲线。可以得出本文中所使用的 AWA14424S 型
耦合腔标准声源一致性较好。

(a)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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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值一致性曲线

型耦合腔标准声源

3 AWA14424S
Fig.3 Type-AWA14424S coupling cavity standard sound source

图 耦合腔标准声源结构设计

4
Fig.4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coupling cavity standard
sound source

为了使传声器阵列声源定位精度的校准结果更
加精准、降低实验误差，需要对耦合腔标准声源进
行标定。标定过程如图 5 所示。逐一在需标定的耦
合腔标准声源的左侧插入同一个已被校准的 B&K
4938 传声器。记录各个耦合腔声源输出信号的幅值
响应，运用互谱分析方法处理不同频率下的初始声
信号 x (n) 和耦合腔声源输出的信号 x (n) ，从而得到
耦合腔与标准传声器之间的相位差数据。
通过对不同的耦合腔标准声源的幅值与相位差
1

2

相位差一致性曲线
个耦合腔标准声源幅值与相位一致性

(b)
32
Fig.6 The consistency of amplitude and phase of 32 coupling
cavity standard sound sources

图6

传声器阵列声源定位精度校准流程与装置
具体校准流程分以下几步：首先利用上面的算
法计算出各个传声器的动态声信号；接着利用耦合
腔标准声源将对应的多通道声压信号输入到被校
准的声阵列系统中，完成点声源的模拟。然后使用
被校准声阵列进行声源定位计算。最后将模拟点声
源的位置与阵列定位的位置进行比对。传声器阵列
声源定位精度校准具体流程图如图 7 所示。
2.2

图 传声器阵列定位精度校准装置校准流程图

7
Fig.7 Calibration flow chart of microphone array
positioning accuracy

图 5 耦合腔标准声源标定过程

Fig.5 Calibration process of the coupling cavity standard
sound source

传声器校准装置如图 8 所示。信号发射装备将
计算好的动态声信号传至对应的耦合腔部件，耦合
腔内标准声源发出对应的声音。各个传声器接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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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后通过空间多通道声场合成算法进行定位计算。同
在单极点源假设下，均质流介质中，记录转向
时，建立传声器阵列精确计量校准和误差分析系统。 矢量的方法为
[10]

ei (r ) =

|| r - ri ||
exp{− j2πf / c0 || r - ri ||}, i =1, 2, ⋅⋅⋅, m (6)
|| r ||

其中： r 是波束形成器聚焦位置到阵列中心的距
离； r -r 是波束形成聚焦位置到第 m 个传声器的
距离(如图 1 中所示)；f 为频率。
3.2 传声器声阵列系统声源定位精度校准实验与
结果分析
(a) 连接前
一般情况下，阵列中使用的单个传声器的频率
范围为 20 Hz～20 kHz，测量的有效声音信号数据
频率范围也可达到 20 Hz～20 kHz 。然而，整个
系统实际可定位的频带要小于该范围。阵列定位系
统的低频主要受限于分辨率。频率越低，分辨率越
差。当频率过高时，由于空间混叠产生无法分辨的
鬼影，阵列的有效动态范围较小。
(b) 连接后
图 8 传声器校准装置原理示意图
本文中被校准的传声器声阵列如图 10 所示，
Fig.8 Microphone calibration device
实验采用美国 PCB 传感器制造公司(PCB Piezotronics Inc.)制造的 130E22 型驻极体传声器(如图 11
3 传声器阵列声源定位精度校准研究
所示)、浙江爱华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AWA14424S
型声阵列耦合腔标准声源、32 通道的数据输出卡、
应用前面介绍的传声器阵列声源定位精度校准 32 通道的数据采集卡以及 PC 端测量采集软件。在
装置，本文对一个 32 通道传声器阵列进行了声源定 精确校准阵列分辨率和动态范围基础上，使用点声
位精度校准研究。
源模拟系统精确模拟从低频到高频的空间点声源，
3.1 传声器阵列波束形成声源定位算法
从而定量给出阵列的有效频率响应范围。
本文被校准对象为一个 32 通道的传声器声阵
列，该阵列采用波束形成算法计算声源位置。波
束形成是目前传声器声阵列应用最普遍的一种方
法 ，在传声器阵列技术方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波束形成法测量速度快、计算效率高，可以进
行各种距离的测量，尤其是在中长距离时。无论是
稳态声源还是瞬态声源，波束形成都具有较高的定
位精度 。如图 9 所示的延时-求和-平方模型是普通
波束形成的示意图。
m

[11]

[6-7]

[8]

图

通道传声器声阵列实物图

10 32
Fig.10 Picture of 32-channel microphone array

图 普通波束形成的方框图

9
Fig.9 Block diagram of general beamforming

传统的波束形成中 ：
[9]

b(r ) =

e(r )HCe(r )
|| e(r )||4

e(r ) =[e1(r ) e2 (r ) ⋅⋅⋅ em (r )]T

(4)
(5)

其中，向量 e(r)∈C 是位置向量 r 处的转向向量。
M ×1

图

型传声器

11 130E22
Fig.11 Type-130E22 micro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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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模拟了 50～5 000 Hz 的单频空间点声源
(按照 1/3 倍频程)，对传感器阵列进行校准。被校准
的 32 通道传声器阵列使用 3.1 节中所述的波束形成
算法，声压级设置为 50 dB，通过对比传声器阵列
定位的位置与模拟点源的位置，校正阵列定位位置
的精度。设定模拟声源的位置分别位于中心点(0, 0)
和(0.4, 0.4)。实测点声源坐标的实验数据如表 1 所示。

449

(a) 200 Hz

(b) 250 Hz

(c) 315 Hz

(d) 400 Hz

(e) 500 Hz

(f) 630 Hz

(g) 800 Hz

(h) 1 000 Hz

表 不同频率下模拟点声源坐标对应的实测坐标值

1
Table 1

频率/
Hz

The measured coordinates corresponding to the
coordinates of the simulated point sound source
at different frequencies

对应实测坐标
模拟点声源坐标(0, 0) 模拟点声源坐标(0.4, 0.4)

50

(0.002 5, 0.005 7)

(0.407, 0.409)

63

(−0.011 8, 0.011 6)

(0.407, 0.414)

80

(−0.011 8,0.021 8)

(0.385, 0.424)

100

(−0.011 8, 0.021 7)

(0.386, 0.428)

125

(−0.007 03, 0.006 59)

(0.389, 0.393)

160

(−0.007 03, 0.006 59)

(0.389,0.398)

200

(−0.007 03, 0.006 59)

(0.389,0.404)

250

(−0.007 03, 0.006 59)

(0.389,0.404)

315

(−0.007 03, 0.006 59)

(0.389,0.404)

400

(−0.007 03, 0.006 59)

(0.389,0.404)

500

(−0.007 03, 0.006 59)

(0.389,0.404)

630

(−0.007 03, 0.006 59)

(0.389,0.404)

800

(−0.007 03, 0.006 59)

(0.389,0.404)

1 000

(−0.007 03, 0.006 59)

(0.393,0.404)

1 250

(−0.007 03, 0.006 59)

(0.393,0.404)

1 600

(−0.007 03, 0.006 59)

(0.393,0.404)

2 000

(−0.007 03, 0.006 59)

(0.393,0.404)

2 500

(−0.007 03, 0.006 59)

(0.393,0.404)

3 150

(−0.007 03, 0.006 59)

(0.393,0.404)

4 000

(−0.007 03, 0.006 59)

(0.393,0.404)

5 000

(−0.007 03, 0.006 59)

(0.393,0.404)

图 12 给出了在 200～4 000 Hz 不同频率下，传
声器阵列定位位置与模拟点声源在(0, 0)位置处的
对比(图中的黑点为坐标原点，图中的色棒代表声压
级的范围为 56.3～56.9 dB)。
由校准实验结果对比图可以发现，模拟点声源
位置与声阵列定位的位置重合度较好。结合实测坐
标值进一步得到：当频率较高(630～4 000 Hz)时，
传声器阵列定位的坐标值是恒定的，且图形结果显
示较好，阵列定位位置与模拟点源的位置重合，校
准精度高；当频率较低(200～500 Hz)时，传声器阵
列定位的坐标值有小幅波动，但波动小于 0.02 m，
同时图形结果显示较差，在软件中调小动态范围，
图形全部显示后，两个位置也是重合的。实验结果

(i) 1 250 Hz

(j) 1 600 Hz

(k) 2 000 Hz

(l) 2 500 Hz

(m) 3 150 Hz

(n) 4 000 Hz

图 12 对 200～4 000 Hz 单频点声源的传声器阵列定位声图像
Fig.12 Acoustic images of microphone array positioning for
200～4 000 Hz signal frequency point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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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被校准的 32 通道传声器阵列的有效频率响应
范围为 200～4 000 Hz。这说明本文提出的基于自由
场点声源模拟系统的传感器阵列成像校准方法对声
阵列的校准精度较高。
4 结 论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多通道标准声源的空间点
声源声场模拟方法，并利用此方法设计了一套空间
点声源模拟系统。本文设计了一个无空间指向性、
空间尺寸极其小的点声源，精确地模拟了从低频到
高频的空间点声源，定量给出了阵列的有效频率响
应范围，实现了对传声器阵列系统定位准确性的校
准，为传声器阵列系统声源定位精度校准的研究提
出了一个新的思路与方式。
实验模拟了 50～5 000 Hz 频率下的空间点声源
对声阵列进行校准，被校准的 32 通道传声器阵列采
用波束形成算法，对比传声器阵列定位的位置与模
拟点源的位置。结合 200～4 000 Hz 点声源位置与
传声器阵列定位位置对比图，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
出的基于自由场点声源模拟系统的传感器阵列成像
校准方法对传声器阵列的校准精度较高。该方法操
作简单，定位精度高，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可以
方便地校准传声器阵列系统定位精度。因此，本文
提出的基于多通道标准声源的空间点源声场模拟方
法能够满足各种实验要求，具有工程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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