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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了用局部指数标架小波束进行角度域分解的方法，解决了局部余弦基和局部正弦基缺乏单一方向性

的问题．局部指数标架由局部余弦基和局部正弦基线性组合而成，是冗余度为２的紧标架．利用局部余弦变换和局

部正弦变换的快速算法，能使基于局部指数标架进行方向照明分析的计算效率较常用的局部倾斜叠加和Ｇａｂｏｒ

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标架等方法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通过计算二维ＳＥＧ／ＥＡＧＥ模型和ＳＩＧＳＢＥＥ模型的方向照明图以及

采集系统倾角响应图证实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该方法的高效性使其在三维模型的方向照明分析和大规模的工业

应用中具有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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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照明分析为研究采集孔径和采集系统几何对目

标区域偏移成像质量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

具．许多先前的照明强度分析方法都是基于射线追

踪的方法［１～４］．虽然射线方法方便高效并且可以提

供具有方向性的照明分析，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限制

（比如在某些复杂区域会产生较大误差）．因此我们

需要发展基于波动方程理论的照明方法．

单程波算子已经在照明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可以解决多路径效应，包括聚焦、散焦以及衍射

等问题．与射线方法有所不同，基于单程波的传播算

子在传播过程中不能提供跟角度有关的方向信息．

随着小波束（ｂｅａｍｌｅｔ）理论的发展
［５～１０］，频率域波场

的局部角度信息可以通过小波束分解或者局部倾斜

叠加（ｌｏｃａｌｓｌａｎｔｓｔａｃｋ）
［１１］得到，并成功地用于方向

照明分析［１０，１２］．Ｇａｂｏｒ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标架
［５～７，９］分解完

备但 非 正 交，因 此 具 有 冗 余 性．由 于 Ｇａｂｏｒ

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标架在冗余度小于４时需要计算对偶标

架，并且不够稳定，所以在实际应用中需要选择冗余

度大于等于４的标架，从而不能达到较高的计算效

率．而通过局部倾斜叠加方法进行波场分解的计算

效率则更低．局部余弦基
［９，１３～１５］正交并具有快速算

法，但局部余弦小波束通常有两个对称的波瓣，缺乏

单一定义的方向性，使其不能用于方向照明分析．

本文提出用具有单一方向定义的局部指数紧标

架进行波场分解以获得角度信息．局部指数标架由

局部余弦基和局部正弦基线性组合而成，是冗余度

为２的紧标架．由于局部余弦变换和局部正弦变换

具有快速算法，该方法提供了一种高效的获得局部

角度信息的方法．本文主要讨论方向照明分析技术

在单程波算子下的应用，该方法也可发展为适用于

全波方程的算法．另外本文主要以二维模型为例证

明了其有效性，该方法在三维模型的方向照明分析

中的应用将在后续文章中详细讨论．本文第２节主

要介绍局部指数标架理论及其在波场分解中的应

用；第３节讨论了在角度域进行方向照明分析的一

些基本定义和基本理论；第４节通过二维ＳＥＧ／

ＥＡＧＥ盐丘模型的方向照明分析说明了该方法的

有效性，同时与局部倾斜叠加方法进行了对比，然后

用该方法对更为复杂的二维ＳＩＧＳＢＥＥ模型进行了

方向照明的计算．最后进行了计算效率分析．

２　局部指数标架及其在波场分解中的

应用

２．１　局部余弦／正弦基

空间频率域波场可以通过小波束进行分解，从

而得到空间和方向都具有局部化性质的波场．正交

基（如局部正弦基）和紧标架（如Ｇａｂｏｒ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

标架）都可用于小波束分解．考虑到计算效率，我们

更倾向于用没有冗余度并且具有快速算法的正交

基．ＢａｌｉａｎＬｏｗ定理
［１６］证明高斯窗调制的指数函数

不能 构 成有很好 频率 局部化特性 的 基．然 而

Ｃｏｉｆｍａｎ和 Ｍｅｙｅｒ
［１３］成功地利用光滑交叠的钟形函

数（ｂｅｌ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调制余弦／正弦函数构造了局部余

弦／正弦基［１４，１５］．

局部余弦／正弦基函数的定义如下

犫
（ｃ）
犿狀（狓）＝

２

犔槡狀

犅狀（狓）ｃｏｓπ犿＋（ ）１２
狓－珚狓狀
犔（ ）
狀

，

犫
（ｓ）
犿狀（狓）＝

２

犔槡狀

犅狀（狓）ｓｉｎπ犿＋（ ）１２
狓－珚狓狀
犔（ ）
狀

，

（１）

犫
（ｃ）
犿狀 （狓）和犫

（ｓ）
犿狀 （狓）分别代表局部余弦基（如图１所

示）和局部正弦基．其中珚狓狀 为区间起始位置，犔狀 ＝

珚狓狀＋１－珚狓狀为区间长度，犿为局部水平波数指标，钟形

窗函数犅狀（狓）是定义在紧支集［珚狓狀－ε，珚狓狀＋１＋ε′］上

的光滑函数，并且珚狓狀＋ε≤珚狓狀＋１－ε′，ε和ε′分别为区

间左边、右边的重叠半径．

从公式（１）看出，局部余弦基是由钟形窗调制的

余弦函数，因此非常适用于波场分解．并且由于其正

交性，波场用局部余弦基分解的系数矩阵具有很好

的稀疏性．局部余弦基算子也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精

确高效的单程波传播算子［９］．但局部正弦／余弦基不具

有单一方向性，即在波数域有两个对称的波瓣．令

６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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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局部余弦基函数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ｌｃｏｓｉｎｅｂａｓｉｓ

珋
ξ犿 ＝π 犿＋（ ）１２ ／犔狀为局部水平波数，局部余弦基
函数可表示为

　　犫
（ｃ）
犿狀（狓）＝

１

２

２

犔槡狀

犅狀（狓）｛ｅｘｐ［ｉ珋ξ犿（狓－珚狓狀）］

＋ｅｘｐ［－ｉ珋ξ犿 狓－珚狓（ ）狀 ］｝， （２）

公式（２）中的两个指数项表明局部余弦基小波束有

两个对称的波瓣，即沿关于狕轴对称的两个方向传

播．图３给出了单个局部余弦小波束在二维ＳＥＧ／

ＥＡＧＥ盐丘模型（图２所示）中传播的情况．正是因

为缺乏单一的方向性，局部余弦基和局部正弦基都

不能直接用于方向照明分析．

事实上，这些基函数都是由局部指数紧标架线

性组合而来的［１７，１８］．本文中，我们仍使用正交基进

行波场的分解与传播，然后再通过一次额外的正交

变换得到局部指数标架分解系数，从而得到局部角

度域信息．如果使用局部余弦基进行波场分解和延

拓，则只需一次额外的局部正弦分解就可得到局部

指数标架的分解系数．这样使得波场传播及角度信

息的获得都具有很高的效率．

２．２　局部指数标架

为了提高传播精度同时引入方向性以便在角度

域进行操作，我们提出了局部谐和基（ｌｏｃ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ｂａｓｅｓ）
［１９］和局部指数标架的波场分解方法．前者为

完备正交基，适用于波场的分解和传播，具有单一方

向性定义；后者为紧标架，具有冗余度，提供了全部

的角度域信息（包含相位信息），本文主要讨论局部

指数标架在角度域的方向照明分析方面的应用．

局部指数标架定义为

犵犿狀（狓）＝
２

犔槡狀

犅狀（狓）ｅｘｐ［ｉ珋ξ犿（狓－珚狓狀）］， （３）

其中犿＝－犕，…，－１，０，…，犕－１，狀＝０，…，犖－

１．犕 和犖 的定义与局部余弦／正弦基的定义相同．

为了利用局部余弦／正弦变换的快速算法，我们将局

部指数函数分为两组

犵
（＋）
犿狀 （狓）＝犫

（ｃ）
犿狀（狓）＋ｉ犫

（ｓ）
犿狀（狓）

＝
２

犔槡狀

犅狀（狓）ｅｘｐｉ珋ξ犿 狓－珚狓（ ）［ ］狀 ，

犵
（－）
犿狀 （狓）＝犫

（ｃ）
犿狀（狓）－ｉ犫

（ｓ）
犿狀（狓）

＝
２

犔槡狀

犅狀（狓）ｅｘｐ －ｉ珋ξ犿 狓－珚狓（ ）［ ］狀 ，（４）

其中犿＝０，…，犕－１．我们称犵
（＋）
犿狀 （狓）和犵

（－）
犿狀 （狓）分

别为右传播和左传播局部指数标架小波束．由于

局部指数标架变换需要两次正交变换（一次局部余

弦变换和一次局部正弦变换），犵
（＋）
犿狀 （狓）和犵

（－）
犿狀 （狓）

一同构成冗余度为２的局部指数标架．图４给出了

局部指数标架小波束在二维ＳＥＧ／ＥＡＧＥ模型中的

传播情况．局部指数标架具有单一方向性并且具备

快速算法，因此可以用于高效率的方向照明分析．

２．３　利用局部指数标架进行波场分解

空间频率域的标量波波动方程定义如下

［
２
狓＋

２
狕＋ω

２／狏２（狓，狕）］狌（狓，狕，ω）＝０， （５）

其中ω为频率，狏（狓，狕）为速度，狌（狓，狕，ω）为空间

频率域波场．

深度狕处的空间频率域波场可沿狓轴用局部

指数标架小波束分解如下

　　　　狌（狓，狕，ω）＝∑
狀
∑
犿

〈狌（狓，狕，ω），犵犿狀（狓）〉犵犿狀（狓）

＝∑
狀
∑
犿

［^狌（＋）（珚狓狀，珋ξ犿，狕，ω）犵
（＋）
犿狀 （狓）＋狌^

（－）（珚狓狀，珋ξ犿，狕，ω）犵
（－）
犿狀 （狓）］， （６）

图３　单个局部余弦小波束（１５Ｈｚ）在二维ＳＥＧ／ＥＡＧＥ盐丘模型中的传播

Ｆｉｇ．３　Ａｓｉｎｇｌｅｌｏｃａｌｃｏｓｉｎｅｂｅａｍｌｅｔ（１５Ｈｚ）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２ＤＳＥＧ／ＥＡＧＥｓａｌｔｍｏｄｅｌ

７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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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局部指数标架小波束（１５Ｈｚ）在二维ＳＥＧ／ＥＡＧＥ模型中的传播

（ａ）向左传的局部指数标架小波束；（ｂ）向右传的局部指数标架小波束．

Ｆｉｇ．４　Ｌｏｃａｌ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ｆｒａｍｅｂｅａｍｌｅｔ（１５Ｈｚ）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２ＤＳＥＧ／ＥＡＧＥｍｏｄｅｌ

（ａ）Ｌｅｆ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ＬＥＦｂｅａｍｌｅｔ；（ｂ）Ｒｉｇｈ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ＬＥＦｂｅａｍｌｅｔ．

其中犵
（＋）
犿狀 （狓）和犵

（－）
犿狀 （狓）为前面提到的局部指数标架小波束，^狌

（＋）（珚狓狀，珋ξ犿，狕，ω）和狌^
（－）（珚狓狀，珋ξ犿，狕，ω）分别为关

于犵
（＋）
犿狀 （狓）和 犵

（－）
犿狀 （狓）的小波束分解系数，珚狓狀 为窗口位置，〈，〉表示内积，即 〈狌（狓，狕），犵犿狀（狓）〉＝

∫狌（狓，狕）（犵犿狀（狓））
ｄ狓．

波场用局部指数标架分解的系数可计算如下

狌^
（＋）
珚狓狀，珋ξ犿，狕，（ ）ω ＝

狌^
（ｃ）
珚狓狀，珋ξ犿，狕，（ ）ω －ｉ^狌

（ｓ）
珚狓狀，珋ξ犿，狕，（ ）ω

４
，

狌^
（－）
珚狓狀，珋ξ犿，狕，（ ）ω ＝

狌^
（ｃ）
珚狓狀，珋ξ犿，狕，（ ）ω ＋ｉ^狌

（ｓ）
珚狓狀，珋ξ犿，狕，（ ）ω

４

烅

烄

烆
，

（７）

其中狌^
（ｃ）（珚狓狀，珋ξ犿，狕，ω）和狌^

（ｓ）（珚狓狀，珋ξ犿，狕，ω）分别为波场用局部余弦基和局部正弦基分解的复数系数．

经过局部指数标架分解后，空间域的波场变换为在空间和波数域同时具有局部化性质的波场．局部指数

标架的分解系数只提供了每一个窗口的角度信息，而每个空间点的角度信息需要从这些分解系数中提取，我

们称这个过程为部分重构．

将公式（６）写为如下形式

狌狓，狕，（ ）ω ＝∑
犿

ｅｘｐｉ珋ξ犿（ ）狓 ∑
狀

狌^
（＋）
珚狓狀，珋ξ犿，狕，（ ）ω

２

犔槡狀

犅狀（狓）ｅｘｐ －ｉ珋ξ犿珚狓（ ）狀

＋∑
犿

ｅｘｐ －ｉ珋ξ犿（ ）狓 ∑
狀

狌^
（－）
珚狓狀，珋ξ犿，狕，（ ）ω

２

犔槡狀

犅狀（狓）ｅｘｐｉ珋ξ犿珚狓（ ）狀 ， （８）

得到局部波数域波场的部分重构式（局部相空间混和域波场）

狌
（＋）狓，狕，珋ξ犿，（ ）ω ＝ｅｘｐｉ珋ξ犿（ ）狓 ∑

狀

狌^
（＋）
珚狓狀，珋ξ犿，狕，（ ）ω

２

犔槡狀

犅狀（狓）ｅｘｐ －ｉ珋ξ犿珚狓（ ）狀 ，

狌
（－）狓，狕，珋ξ犿，（ ）ω ＝ｅｘｐ －ｉ珋ξ犿（ ）狓 ∑

狀

狌^
（－）
珚狓狀，珋ξ犿，狕，（ ）ω

２

犔槡狀

犅狀（狓）ｅｘｐｉ珋ξ犿珚狓（ ）狀

烅

烄

烆
，

（９）

我们称狌
（＋）（狓，狕，珋ξ犿，ω）或狌

（－）（狓，狕，珋ξ犿，ω）为局部

平面波，即相邻两个窗口相同局部波数的平面波加

权平均的结果．

对于局部水平波数为珋ξ犿 的局部平面波，相应的

局部传播角度可换算如下

珋θ犿 ＝ａｒｃｓｉｎ
狏狓，（ ）狕
ω

珋
ξ［ ］犿 ， （１０）

其中珋θ犿 为相对于垂向的入射角．由公式（１０）即可在

局部角度域和局部波数域之间进行转换．

８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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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方向照明分析理论
［１０，１２］

对于给定的采集系统，从源狊出发到地下一点

（狓，狕）的频率空间域格林函数可以在成像区域分

解为不同的局部波数平面波分量

犌（狓，狕；狊，ω）＝∑
θｓ

犌（狓，狕；θｓ，狊，ω）， （１１）

其中犌（狓，狕；狊，ω）为频率空间域格林函数，犌（狓，狕；

θｓ，狊，ω）为关于入射角θｓ的局部角度分量．类似地，

从接收器犵出发到 （狓，狕）的频率空间域格林函数

可以分解如下

犌（狓，狕；犵，ω）＝∑
θ
ｇ

犌（狓，狕；θｇ，犵，ω）， （１２）

其中犌（狓，狕；犵，ω）为频率空间域格林函数，犌（狓，

狕；θｇ，犵，ω）为关于接收角θｇ的局部角度分量．

为了估计给定速度模型和采集系统在局部角度

域的照明能量分布，我们对每个局部入射角将所有

的源到成像点的贡献都叠加起来，即

犇ａ（狓，狕；θｓ，ω）＝∑
狊

犌（狓，狕；θｓ，狊，ω）
２，（１３）

其中犇ａ（狓，狕；θｓ，ω）即为方向照明强度Ｄ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将所有角度的方向照明能量都叠加在一起即得

到照明总强度

　犇ｔｏｔａｌ（狓，狕；ω）＝∑
θｓ

∑
狊

犌（狓，狕；θｓ，狊，ω）
２．（１４）

针对地下任何一个散射点，所有有效的发射／接

收组合对该点的能量贡献，是对采集系统的有效评

价．为了描述采集系统的探测孔径及传播效应对给

定一对发射／接收角组合的能量分布，我们对整个采

集系统的源和接收器都用单位脉冲进行衡量．与计

算照明强度类似，将所有对应于每个发射／接收角组

合的格林函数的贡献相加即可得到采集系统效验矩

阵ＡＡ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这里我们忽

略波传播的相位信息而只考虑对于采集系统的能量

分布．（狓，狕）处的采集系统效验矩阵定义如下

犈（狓，狕；θｎ，θｒ，ω）＝犈（狓，狕；θｓ，θｇ，ω）

＝∑
狊

犌（狓，狕；θｓ，狊，ω）
２

∑
犵

犌（狓，狕；θｇ，犵，ω）
２，

（１５）

其中θｎ为反射面关于垂向的夹角，θｒ为反射角（见

图５）
［１０］．（θｎ，θｒ）和（θｓ，θｇ）的关系为

θｎ＝ （θｓ＋θｇ）／２，

θｒ＝ （θｓ－θｇ）／２． （１６）

进一步将采集系统效验矩阵化简可以得到相对不同

反射体倾角的能量分布

犃ｄ（狓，狕；θｎ，ω）＝∑
θｒ

犈（狓，狕；θｎ，θｒ，ω）， （１７）

其中 犃ｄ（狓，狕；θｎ，ω）为采集系统倾角响应 ＡＤＲ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ｄｉ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用于衡量采集系统关于

源和接收器分布对于给定倾角反射体的照明强弱．

图５　反射体倾角和反射角的定义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Ａ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ｄｉｐ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４　方向照明分析流程及模型算例分析

４．１　方向照明分析流程

结合第２节和第３节中的内容，对给定模型进

行方向照明分析流程（图６给出了流程图）可总结如下：

（１）由采集系统分布几何确定需要计算的格林

函数；

（２）用小波束传播算子计算每个炮点和每个接

收器点到地下每一点的格林函数；

（３）将格林函数分解到局部角度域（原有的方法

是采用局部倾斜叠加方法分解，本文采用第２节所

给出的局部指数标架分解，并与之比较）；

　　（４）基于第３节中的照明分析公式计算方向照

图６　方向照明分析流程图

Ｆｉｇ．６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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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二维ＳＥＧ／ＥＡＧＥ盐丘模型

Ｆｉｇ．２　２ＤＳＥＧ／ＥＡＧＥｓａｌｔｍｏｄｅｌ

图７　对二维ＳＥＧ／ＥＡＧＥ模型利用局部倾斜

叠加方法计算出的方向照明图

（ａ）入射角θｓ＝－３０°的方向照明强度；（ｂ）入射角θｓ＝０°的方向

照明强度；（ｃ）入射角θｓ＝３０°的方向照明强度；（ｄ）照明总强度．

Ｆｉｇ．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ｍａｐｓｆｏｒ２Ｄ

ＳＥＧ／Ｅ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ｓｌａｎｔｓｔａｃｋｍｅｔｈｏｄ

（ａ）ＤＩｍａｐｆｏ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θｓ＝－３０°；（ｂ）ＤＩｍａｐｆｏ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θｓ＝０°；（ｃ）ＤＩｆｏ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θｓ＝３０°；

（ｄ）Ｔｏｔａｌ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明强度和采集系统倾角响应图．

４．２　二维犛犈犌／犈犃犌犈盐丘模型

我们首先用局部指数标架方法对二维 ＳＥＧ／

ＥＡＧＥ盐丘模型进行了方向照明分析，同时与局部

倾斜叠加方法进行了比较．二维ＳＥＧ／ＥＡＧＥ模型

在水平方向有１２００个采样点，采样间隔为２５ｍ，在

图８　同图７，但为利用局部指数

标架方法计算出的方向照明图

Ｆｉｇ．８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７，ｂｕｔｆｏ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

ｍａｐ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ｆｒａｍ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深度方向有１５０个采样点，采样间隔同为２５ｍ．最

小的速度为１５２４ｍ／ｓ，最大速度为４４８０ｍ／ｓ，速度

模型如图２所示．叠前数据共３２５炮，每炮源的位置

间隔５０ｍ，每炮的接收器为１７６个，间隔２５ｍ，并且

为左边单边接收．图７和图８分别为利用局部倾斜

叠加方法和局部指数标架方法计算得到的方向照明

分析图．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采用局部指数标架小波

束的方法在照明分析质量上与计算效率较低的局部

倾斜叠加方法基本相同．图９为利用局部指数标架

计算得到的采集系统倾角响应图．从这些方向照明

图和倾角响应图可以看出盐丘下方的区域对于不同

０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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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对二维ＳＥＧ／ＥＡＧＥ模型利用局部指数

标架方法计算出的采集系统倾角响应图

（ａ）倾角θｎ＝－２０°的采集系统倾角响应；（ｂ）倾角θｎ＝０°的

采集系统倾角响应；（ｃ）倾角θｎ＝２０°的采集系统倾角响应．

Ｆｉｇ．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ｄｉ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ＤＲ）ｆｏｒ２ＤＳＥＧ／

Ｅ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ｆｒａｍ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ＡＤＲｍａｐｆｏｒｄｉｐａｎｇｌｅθｎ＝－２０°；（ｂ）ＡＤＲｍａｐｆｏｒ

ｄｉｐａｎｇｌｅθｎ＝０°；（ｃ）ＡＤＲｍａｐｆｏｒｄｉｐａｎｇｌｅθｎ＝２０°．

图１０　二维ＳＩＧＳＢＥＥ盐丘模型

Ｆｉｇ．１０　２ＤＳＩＧＳＢＥＥｓａｌｔｍｏｄｅｌ

入射角和不同倾角的照明能量分布，说明了偏移成

像的振幅是与角度有关的．阴影区表明了照明能量

较弱的区域，也就是成像质量可能较差的区域．

４．３　犛犐犌犛犅犈犈模型

进一步用局部指数标架小波束方法计算了更复杂

的二维ＳＩＧＳＢＥＥ模型方向照明分析图．ＳＩＧＳＢＥＥ模型

在水平方向有２１３３个采样点，采样间隔为１１．４ｍ，

在深度方向有１２００个采样点，采样间隔为７．６ｍ．

最小的速度为１５００ｍ／ｓ，最大速度为４５１１ｍ／ｓ，速

图１１　对二维ＳＩＧＳＢＥＥ模型利用局部指数

标架方法计算出的方向照明图

（ａ）入射角θｓ＝－３０°的方向照明强度；

（ｂ）入射角θｓ＝３０°的方向照明强度．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ｍａｐｓｆｏｒ２Ｄ

ＳＩＧＳＢＥＥ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ｆｒａｍ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ＤＩｍａｐｆｏ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θｓ＝－３０°；

（ｂ）ＤＩｍａｐｆｏ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θｓ＝３０°．

度模型如图１０所示．叠前数据共５００炮，每炮源的

位置间隔４５ｍ，每炮的接收器为３４８个，间隔２２．５ｍ，

并且为左边单边接收．图１１为利用局部指数标架方

法计算得到的方向照明分析图．

４．４　效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将同已有

的局部倾斜叠加和 Ｇａｂｏｒ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标架方法进

行计算效率方面的对比．假设局部倾斜叠加（或者

Ｇａｂｏｒ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标架）中的高斯窗和局部指数标

架中的钟形窗具有同样的宽度犔ｗｉｎ．则对于局部倾

斜叠加方法，每一个点需要犗（犔ｗｉｎ犔ｗｉｎ）阶的运算，

所以共需要犗（犖犔ｗｉｎ犔ｗｉｎ）阶的运算（犖 为总采样点

数）．对Ｇａｂｏｒ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标架分解，每个高斯窗口

都需要一个犗（犔ｗｉｎｌｏｇ２犔ｗｉｎ）阶的ＦＦＴ运算．为了

保证Ｇａｂｏｒ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标架分解的稳定性，一般需

要选择冗余度大于等于４的标架，因此总共需要

犗（４犖ｌｏｇ２犔ｗｉｎ）阶的运算（如果冗余度等于４）．而对

于局部指数标架分解我们则只需要一次局部余弦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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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次局部正弦变换，每个局部窗口内的运算阶数为

犗 犔ｗｉｎｌｏｇ２
犔ｗｉｎ（ ）４

（由于在快速局部余弦／正弦变换

中 使 用 了 折 叠 技 术），进 而 总 的 运 算 阶 数 为

犗 ２犖ｌｏｇ２
犔ｗｉｎ（ ）４

．比如窗口长度为犔ｗｉｎ ＝１６，则局

部倾斜叠加、Ｇａｂｏｒ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标架方法和局部指

数标架方法所需的运算阶数分别为犗 （２５６犖），犗

（１６犖）和犗（４犖）．另一方面，若使用局部余弦基的

传播算子，则局部余弦基的分解系数在传播时已经

得到，因而只需要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次局部正弦

基分解就可得到局部指数标架分解系数．总而言之，

局部指数标架方法比 Ｇａｂｏｒ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标架方法

和局部倾斜叠加方法在效率上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表１给出了在单个节点单ＣＰＵ（主频为３ＧＨｚ）情

况下对于不同模型照明分析计算所需的ＣＰＵ时间

的对比．可见，局部指数标架方法在复杂模型的照明

分析计算中的效率优势更为突出，更适合工业界大

规模的应用．

表１　利用局部指数标架方法和局部倾斜

叠加方法犆犘犝计算时间对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犆犘犝犮狅犿狆狌狋犪狋犻狅狀犪犾狋犻犿犲

犳狅狉狋犺犲犾狅犮犪犾犲狓狆狅狀犲狀狋犻犪犾犿犲狋犺狅犱犪狀犱犾狅犮犪犾狊犾犪狀狋

狊狋犪犮犽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

ＳＥＧ模型 ＳＩＧＳＢＥＥ模型

局部倾斜叠加方法 １０ｍｉｎ ５００ｍｉｎ

局部指数标架方法 ３．５ｍｉｎ ７０ｍｉｎ

５　结论与讨论

本文发展了一种利用局部指数标架小波束进行

角度域方向照明分析的有效方法．这种局部指数标

架的冗余度为２，因此不是正交基．然而，由于局部

余弦基的分解系数在传播时已经得到，所以只需要

一次额外的局部正弦基分解就可得到局部指数分解

系数．并且局部正弦／余弦变换的快速算法使得这种

方法相对于局部倾斜叠加和 Ｇａｂｏｒ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标

架方法具有更高的效率．从二维ＳＥＧ／ＥＡＧＥ盐丘

模型和二维ＳＩＧＳＢＥＥ模型的方向照明分析和采集

系统倾角响应图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

性．我们将在以后讨论如何将该方法推广到三维方

向照明分析应用中．另外，本文方法可以发展为在角

度域进行振幅校正的高效真反射成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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