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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基地合成孔径声呐成像通常基于点目标假设，其相干积累处理不能克服分布型目标散射模式的起伏

效应。收发异置的双基地声呐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目标，充分挖掘目标散射模式的角度依赖特性，在对水下目
标 (尤其人造目标) 检测与定位方面，相对仅仅观测后向散射的单基地声呐有潜在的优势。该文介绍一种基于
自主水下航行器的双基地合成孔径声呐系统，重点介绍湖试成像的结果，验证双基地合成孔径声呐的可行性。
同时通过引入目标散射模式建模的宽角度合成孔径声呐处理，实现了对目标探测性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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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V bistatic synthetic aperture sonar imaging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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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nostatic synthetic aperture sonar (SAS) imaging is often based on the point target as-

sumption, and its coherent accumulation processing may suﬀer from the ﬂuctuation of the target scattering
pattern (TSP) of a distributed target. A bistatic sonar with displaced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may observe the
target from diﬀerent angles fully exploiting the angular-dependence of the TSP. In regard to underwater target
(particularly artiﬁcial target) detection and localization, it oﬀers potential advantages over the monostatic
one which observers the target only from the back scattering direction.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a bistatic
SAS prototype system installed on an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Imaging results from a lake trial are
presented, which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bistatic SAS. Meanwhile, by introducing TSP modeling into
wide angle SAS processing, the target detection performance is shown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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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模 式，即 采 用 一 个 固 定 发 射 源 结 合 移 动 的

0 引言

接收阵。其中影响较大的是 1998 年在意大利 Elba

合成孔径声呐 (Synthetic aperture sonar, SAS)
技术对不同位置接收信号进行相干处理，将小物理

进行的 Generic Oceanographic Array Technology
Sonar(GOATS’98) 试验 [6] ，试验中采用挪威 Bentech Subsea A/S 公司研制的 TOPAS(Topographic

孔径合成为大虚拟孔径，从而获得较高的空间分辨

parameter sonar) 发射设备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

力，已发展成为水下目标探测与定位的一种有效手

制的自主水下航行器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

段 [1−2] 。作为我国合成孔径技术研发的先驱者，李

hicle, AUV) 及其搭载的接收阵。该项目后续发射

启虎院士 [3−4]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带领中科院声
学所等相关团队，在合成孔径声呐原理、算法、技术、
系统、应用各个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获取了当时
世界上分辨力最高的主动合成孔径声呐成像结果。
常规单基地 SAS 成像基于点目标假设，不考虑

和接收设备、搭载平台不断改进，并定期开展试
验，
若干结果已经公布出来 [7] 。1999 年至 2004 年间，
在美国佛罗里达附近海域进行的沉积层声学试验
(Sediment acoustic experiment, SAX) 中，双基地
SAS 系统采用导轨控制的移动接收阵与固定发射

合成孔径内目标散射模式 (Target scattering pat-

源相结合的模式 [8] ，重点研究了小掠射角甚至低于

tern, TSP) 起伏，仅仅接收目标后向散射回波，在

临界角条件下沉底和掩埋目标的检测和识别。国内

整个相干累积过程中目标强度被认为是常数。当
目标尺寸显著大于波长或者 SAS 成像分辨单元时，
很难建模为点目标。实际人造目标形状的对称性

双基地 SAS 研究较少，文献中只见到相关成像算法
的仿真结果 [9] 。值得指出的是，双基地模式也存在
一定的缺陷，主要在于涉及硬件和信号处理设计的

使得在很宽的观测角度内 TSP 表现出较大的各向

复杂性以及空间分辨力下降。

异性，例如圆柱形水雷不同方向散射强度可能存在

本文介绍浙江大学依托 “海豚一号”AUV 开展

20∼40 dB 的差异 [5] 。当目标被建模为分布型目标

的双基地研究工作，
重点介绍湖试的结果，
演示双基

时，其引起的目标起伏是影响主动声呐性能的讨厌

地 SAS 的可行性。同时通过引入 TSP 建模的宽角

参量 (Nuisance parameter)，不能通过常规 SAS 成

度 SAS 处理，
实现了对目标探测性能的提升。

像利用的相干积累去克服；同时，由于 TSP 有限主
瓣宽度造成的声影区，
限制了合成孔径的大小。

1 实验系统

收发异置的双基地声呐可以从不同角度观
察 目 标，充 分 挖 掘 目 标 散 射 模 式 的 角 度 依 赖 特

浙 江 大 学 “海 豚 一 号”AUV，是 一 套 低 成 本、

性，在对水下目标 (尤其人造目标) 检测与定位方

小尺寸自主式水下航行器，其分段式、模块化设

面，相对仅仅观测后向散射的单基地声呐有潜在

计为灵活搭载各种水下传感器提供了便利。类似

的 优 势。20 世 纪 90 年 代 以 来 国 际 上 陆 续 有 相 关

GOATS’98 中的实验配置，本文设计并研制了一套

双基地/多基地 SAS 的研究报道，目前比较流行

低频双基地 SAS 实验系统，如图 1(a) 所示，并进行

的配置方式是类似双基地合成孔径雷达的被动

了多航次湖上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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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基地 SAS 实验系统及其硬件结构

Fig. 1 Bistatic synthetic aperture sonar system and its hardwar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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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实验系统的硬件结构如图 1(b) 所示，其中

1.2

接收模块全部位于 “海豚一号”AUV 上，
包括安装于

发射模块
发射换能器工作频率为 7 kHz ∼ 17 kHz，采用

AUV 艏部的 16 基元接收换能器基阵，集成了声呐

2×�2 四个基元并联方式，水平、垂直束宽约为 45◦ ，

信号调理、采集、处理与存储模块的声呐电子舱，以

总阵最大声源级可以达到 205 dB re 1uPa @1 m，
可

及由多普勒计程仪、惯性导航单元等组成的 AUV

以保证 SAS 处理的输入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噪比。

导航系统等。发射模块位于岸站，包括发射换能器
及其驱动电路。发射与接收模块之间采用高精度、
低温漂的恒温晶体振荡器进行时钟同步。
1.1 接收模块
1.1.1 “海豚一号”AUV

2 双基地合成孔径方法
2.1

常规双基地合成孔径处理
合成孔径处理包括距离向压缩和航向压缩。其

中距离向压缩可以用常用的匹配滤波算法来实现，

“海豚一号” 采用模块化设计，六个舱段从前往

计算量相对较小。而航向压缩作为合成孔径信号处

后依次为声呐接收基阵、声呐电子舱、载荷舱、电池

理的核心，
其计算量和处理的数据规模比较大，
因此

舱、
导航控制舱以及推进舱，
每个舱段可以独立替换
与更新。根据平台应用，载荷舱可以是水声通信模

对处理器的计算速度和内存空间要求也都较高。
定义三维空间位置矢量 r = (x, y, z)，任意时刻

块、水声换能器或者温盐深传感器等。AUV 壳体由

t，
rr 处接收基元接收到的声呐回波为

铝合金材料制造，
采用单浆推进方式，
配合尾部水平
垂直舵，可以灵活改变运动姿态。导航控制舱内安
装了 Teledyne RDI 公司 Explorer 型 600 kHz DVL、

e(t, rr , rt )
(
)
∫
∥r − rr ∥ + ∥r − rt ∥
=
f (r)s t −
dr,
c
Ξ

(1)

Tritech 公司 iGC 型低精度惯性导航单元、GPS 接

其中，f (r) 表示目标散射强度，s(t) 表示声呐发射波

收机、深度传感器等导航设备。AUV 导航系统数据

形，
rt 表示发射换能器位置，
Ξ 表示声呐照射区域内

将同时被用于 SAS 成像算法，用以接收阵的运动轨

所有散射点的集合，c 表示声速。∥∥ 表示二维范数，

迹失配估计与补偿。

即三维空间内两点之间距离。
合成孔径处理首先需对 e(t, rr , rt ) 进行距离向

1.1.2 声呐接收基阵
SAS 接收基阵具有 “6-4-6” 三排均匀线阵结构，
共 16 通道，通过法兰盘安装在 AUV 艏部，可以避免
螺旋桨噪声干扰。三排线阵结构引入垂直维孔径，
可实现对水底或目标散射直达信号与其水面反射
多径信号的方向分辨，增强合成孔径成像质量 [10] 。
每条水平阵的基元间距为 10 cm，采用多个接收基
元既可以在满足空间采样率的前提下提高 AUV 航
行速度，
以提高合成孔径成像的测绘速率，
又使得基
于声呐数据的运动估计成为可能 [11] 。
1.1.3 声呐电子舱
声呐电子舱为接收模块的核心部分，包括运行

压缩，即时域匹配滤波，
其输出为
g(t, rr , rt ) = e(t, rr , rt ) ⊗ s(t)
[
(
)]
∫
∥r − rr ∥ + ∥r − rt ∥
=
f (r) s(t) ⊗ s t −
dr,
c
Ξ
(2)
其中，
⊗ 表示卷积运算。
在被动式双基地配置下，发射换能器位置固
定，接收基阵以停 -跳 (stop-hop) 方式，周期性接收
信号。假设 SAS 接收阵元数为 N ，合成孔径处理总
脉冲数为 P ，根据每个周期成像区域内任意位置 r
收发基阵空间距离，抽取 g(t, rr , rt ) 中相应时刻分
量相干叠加，即构成时域常规时延求和 (Time delay

控制与数据打包模块、信号调理与前置放大模块、

and sum, TDS) 合成孔径处理中的航向压缩。此过

数据采集模块、数据记录模块与时间同步模块等五

程可以描述为
(
N
P
1 ∑∑
∥r − rr (i, n)∥ + ∥r − rt ∥
ˆ
f (r) =
g
,
η(r) n=1 i=1
c
)
(3)
rr (i, n), rt ,

大部分。而运行控制模块又是声呐系统核心，负责
与 AUV 平台或调试电脑通信，从而控制声呐工作
模式，采集声呐数据与导航数据，运行 SAS 成像算
法，并将数据与处理结果存储在一块 320 GB 容量
的网络硬盘内。

其中，
η(r) 为归一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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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SAS 成 像 处 理，本 文 采 用 一 种 方 位 -距

随着 AUV 平台导航精度的不断提升，合成孔

离极坐标下的扇区分解反投影 (Sector factorized

径长度不断增加，这意味着对目标的观测角度范围

back-projection, SFBP) 快速算法，
并将其推广为可

随之提升。如前所述，人造目标由于其外形上往往

适用于任意 AUV 运动路径 [13] 。

具有对称性，在大观察角度内对声信号的目标散射
模式呈现较强的各向异性，直接导致基于点目标假

3 实验结果

设的传统合成孔径成像算法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从
点目标到各向异性目标，对 TSP 的建模牵引着更完
备的 SAS 成像算法的发展，虽然这势必提高了成像
算法复杂度，
但同时也带来新的机会。
目标各向异性模型意味着目标 TSP 不仅与目
标位置有关，还和目标与发射接收阵形成的入射、
散射角度有关。在合成孔径处理中，不仅要利用
s(t) 在时间域进行匹配滤波，还要利用 TSP 在空间
域进行匹配滤波。然而实际成像中，由于目标姿态
的未知，会使空间域匹配滤波引入讨厌参量。本研

本实验系统于 2012 年 5 月在湖北省漳河水库
进行了湖上实验。水域深度约 40 m，发射换能器在
锚定于岸边的趸船一端吊置于水下 20 m，并保持一
定倾斜角度照射水底。AUV 下水前，声呐电子盒通
过数据传输口与发射模块完成时间同步。AUV 航
行深度约 20 m，共进行了约 20 航次有效航行，采集
了超过 10 GB 的实验数据，并且对沉底圆柱目标进
行了针对性探测实验。
3.1

常规双基地 SAS 成像

究在广义似然比检验 (Generalized likelihood ratio

第 12052707 航 次 中 AUV 自 发 射 源 西 北 角 下

test, GLRT) 框架下，发展一种宽角度 SAS 成像算

潜，在水下以 1.55 m/s 的速度沿直线运动轨迹定深

法 GLRT-SAS，旨在提高对人造目标成像输出信混

航行约 300 m 之后，从东南角浮出。图 2(a) 显示了

比，
并同时估计目标 (如圆柱等) 姿态信息。
当镜面反射占目标散射回波主要部分时，目标

该航次 AUV 运动轨迹，其中红色实线表示自 165 s

双基地 TSP ϖ0 (θr , θt ) 可近似为其单基地 TSP 在

发射源照射范围。图 2(b) 显示了对相对发射源位置

θ = �(θr + θt )/2 时的值 ϖ0 (θ)[12] 。利用 TSP 在空间

斜距 20 ∼ 45 m，航向 (与 AUV 运动轨迹平行方向)

域进行匹配滤波可以表示为

−10 ∼ 10 m 范围内地貌成像结果。仅用到最上排

g ′ (t, θ) = g(t, θ)ϖ(θ; θc , ∆θ),

(4)

其中，g(t, θ) 为时域匹配滤波输出，θc , ∆θ 分别表示
目标 TSP 的主瓣方向以及主瓣宽度，
而
ϖ(θ; θc , ∆θ) =

ϖ (θ − θ ), −∆θ/2 < (θ − θ ) < ∆θ/2,
0
c
c
0,
其他,

中可见若干强散射信号，包括位于斜距 23 ∼ 24 m
处的若干亮点以及斜距 25 ∼ 30 m 处的一道坡状
图 2(c) 显示了利用第 12052805 航次自 165 s 始
的 324 个脉冲，对同片区域成像结果。对比图 2(b)

(5)

与图 2(c) 可见，在航向 2 m、斜距 24 m 处有较大差
异。结合所记录的沉底目标 GPS 位置判断，该点疑
似为 5 月 28 日中午所投置的灌沙油桶 (图 3(a))。

N
1 ∑
fˆ(r, �θc , ∆θ) =
η(r) n=1
(
)
P
∑
′ ∥r − rr (i, n)∥ + ∥r − rt ∥
g
, rr (i, n), rt .
c
i=1

(6)

3.2

宽角度双基地 SAS 成像
为验证论文讨论的宽角度双基地 SAS 算法对

人造沉底目标的探测与定位能力，将一废弃油桶扔
置于发射源照射范围内。目标实物照片如图 3(a) 所
示，其长度为 88 cm，
直径为 55 cm。
对第 12052801 航次自 160 s 始的 324 个脉冲进

而对 θc , ∆θ 的最大似然估计值为
(7)

最终的合成孔径输出为
F (r) = fˆ(r, θ̂c , ∆θ̂).

第 2 ∼ 5 号阵元。该片水底多细沙与碎石，因此图

结构。

包含了讨厌参数 θc , ∆θ 的合成孔径处理输出为

(θ̂c , ∆θ̂) = arg max |fˆ(r, θc , ∆θ)|.

始的 324 个脉冲内 AUV 运动轨迹，绿色虚线标定了

行 GLRT-SAS 成像，其结果如图 3(b) 所示。成像区
域每个像素单元为 1.89 cm × 1.89 cm，成像区域总
像素点为 370 × 370。与图 3(c) 中常规双基地 SAS

(8)

成像结果相比，GLRT-SAS 成像对油桶目标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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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较小，但是成像区域中存在的其他一些强散射

估计为随机值，这也说明了 GLRT-SAS 成像方法

区域 (水底砂石) 却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抑制。由于

可以对水底存在的人造目标与天然目标进行有效

水底砂石的目标散射模式角度依赖性弱，当合成孔

区分。

径长度减小时，其成像输出分辨力变差，输出能量
降低。
GLRT-SAS 成像在得到二维散射强度估计的
同时，也获得了二维姿态角估计。图 3(d) 中油桶所
处位置 (黑色框) 姿态角输出约为 −5◦ ，这与其 SAS
成像输出形状较为吻合。而在非目标位置，姿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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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Conventional bistatic SAS imag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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