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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三角形前向展开法追踪温度

梯度场中的声线路径
王明吉，王瑞雪
（大庆石油学院电子科学学院，黑龙江省大庆市１６３３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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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具有测量对象空间范围大（可达数十米），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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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高、测量温度范围广（零度以下至３０００℃）、可
以实时连续测量、维护方便等特点ｆｌｊ。因而受到了
各国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普遍关注，已经成为目
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２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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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测温的基本原理是，声波在气体中的传播

ｈｉｇｈ

ｓｊｍｕＩａｔｉｎ罟

速度是介质温度的单值函数【Ｉ＇７ｌ。在理想气体介质
中，声速与介质绝对温度的平方根成正比，即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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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低温区域弯曲。仿真结果与理论结果是一致的。

温度场的声学测量方法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
的测温薪方法。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温度场测量方

ｎ】】ｅ．１１１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ｏｆ ａｃｏｕｓ垃ｃ ｗａｖｅ

ｒｅｓｐｅｃｌｉＶｅｌ弘

ｅ雎ｃｔ，ｗＫｃｈ

度梯度场中的声波路径发生了明显的弯曲，并且由高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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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声线追踪算法进行了仿真计算和分析。仿真结果表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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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声波在温度梯度场中传播路径的弯曲效应是影响声学

（１）

式中：ｃ为声波在气体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州ｓ：ｙ
为比热比，与分子结构有关；尺为气体常数，等于
ｌｎｎｏｌ＿１，Ｋ＿１；ｒ为气体的绝对温度，Ｋ；Ｍ为气

法温度场重建精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有必要弄清温度梯

８．３

度场中声波的真实传播路径。二维声线追踪的三角形前向展

体分子量，ｋｇ，ｍ０１～：ｚ＝√肛，Ｍ，对某种特定气

开法，以几何声学为理论基础，对空间进行三角形划分，由

体为一常数。

斯涅尔法则确定声线路径。该文使用二维空间中的三角形前
向展开方法。对二维温度梯度场中的声线轨迹进行追踪，并
分别在具体的单峰对称温度场和单蜂偏斜温度场模型中，对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Ｔ＾２００５—２３）。

万方数据

通过在空间布置一定数量的声发射／接收器，形
成多条声传播路径，并使其覆盖尽可能多的空间区
域，从而获得许多路径的平均温度，再根据反演算
法即可重建出空间温度场的分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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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用的温度场重建算法主要有最小二乘

致，三角形３个顶点的坐标都是可求的。而三角形

法、正则化方法以及迭代和插值算法等Ⅲ。…，但这

总是可以取得足够小，以使其内部声速分布近似为

些方法在应用时均未考虑声波在温度梯度场中传

线性，设该线性声速场为

播时的弯曲效应，而是将声传播路径当作直线处

ｃ（工，ｙ）＝ｑｘ＋ｃ，ｙ＋ｃ０

（２）

理。当气体介质中温度变化不大时，声波传播路径
的影响可以忽略，但是当测量区域内气体介质温度

梯度较大时，声波路径将发生明显弯曲，如果仍然
将声波传播路径按直线处理来重建温度场，将不可
避免地带来一部分模型化误差。通过声线追踪，弄
清声波在温度梯度场中的真实传播路径，在重建温

度场时对路径进行反复逐次修正，将极大地提高温
度场的重建精度。

传统的声线追踪算法主要有二阶数值解法、特
征值法、角位移法…１以及直接利用费马原理和数学
变分原理求解的方法”。”１等，但这些方法都要求解

图１声线与三角形前向展开中的等腰三角形
Ｆｉｇ．１
Ａ咖吣ｔｉｃ朋ｙ蛐ｄ ｉｓｏｃｅｌｅｓ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ｉｎ ｄｅｐｌｏｙ｛ｎｇ ｔｒｉａｎ攀晒

由三角形的３个顶点对应的声速值就可以确定
线性声速场的系数ｏ，ｃ。，ｃ０。

复杂的偏微分方程组，计算比较复杂，难以适应三

其次，由于线性声速场中的声线路径为圆弧曲

维求解。而基于线性声速场假设的三角形前向展开

线，因此关键在于求解其半径和圆心坐标。由ｓｎｅⅡ

法，则只需进行代数迭代运算，算法简单，并且易

法则，可以求出其半径为［１”

扩展至三维计算”“。此外，该算法还具有计算速度
快、计算精度容易控制等优点。
本文将使用二维空间中的三角形前向展开方

法对二维温度梯度场中声波的真实传播路径进行
研究，并在具体的温度场模型中对声线追踪算法进

行仿真计算和分析。

使用三角形前向展开法追踪二维空间中
的声线
１

Ｒ＝ｃｉ。·ｆ／（ｃ２一ｑ）

（３）

而其圆心（％，ｙ。）恰是声速为零的直线ｑｚ＋ｃ。ｙ＋

％＝Ｏ和垂直于入射声线方向的直线ｒ‰—１。，Ⅱ。ｔ
“一砘）（方向余弦为｛ｆ，珑）＝｛一ｎ。，ｎ。））的交点。
最后，确定声线圆弧曲线与三角形底边上的交

点，即声线在该三角形区域的终点。声线终点
（矗。，ｙ。）与底边垂足（％，ｙ＾）的距离为ｄ＝Ｒ一
√Ｒ２一ｈ２；而（‘。。，％。。）和（％，ｙ。）所在直线的方向

声线追踪以几何声学为理论基础，在己知介质

余弦为｛蹦）＝｛兰生二ｊ鱼，！挚），终点的声线方向

的声速或折射率分布时，由ｓｎｅｕ法则决定声路径。

西与｛Ｊ，ｆ）垂直。由此可以求得声线终点坐标

而在声速线性变化的空间，声线轨迹为圆弧曲

（扎。％。。）及出射方向矢量６＝慨，６。）分别为”…：

１．１

三角形前向展开法原理

线［１”。由此，在局部空间对声速分布作线形近似后，
声线追踪就简化为求圆弧曲线方程的问题。在二维

空间中，由于３点的声速值能够确定一个局部近似
的线性声速场，所以空间以三角形网格分割为好。
三角形前向展开方法不对空间进行固定的分割，而

是在追踪的每一步向声线路径前方伸展出一个等
腰三角形区域进行计算，该方法可以同时求出声波

实际传播路径的长度及声波的飞行时间。
利用三角形前向展开法进行声线追踪的第一
步是确定小三角形及其内部的线性声速场方程。如

…州志

㈥

‰２九＋ｄ亓丽
一，咒

坑碱志邶一巩ｋ
氏“如志＋（１一巩ｂ

㈤

具体算法流程如图２所示。

１．２声线实际路径长度和传播时间计算

图１所示。设声线轨迹开始点坐标为‰。，ｙｉ。），入射

声波实际传播路径长度Ｄ和传播时间丁分别为

方向矢量为盯＝｛吼，吼）。以入射点为顶点，做一个高

各个小三角形中的路径长度△Ｄ，和传播时间△兀的

为＾，底边长为ｆ的等腰三角形，高的方向和Ⅱ一
万方数据

总和，即有；Ｄ＝∑魍；丁＝∑△ｌ。

王明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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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精度和运算速度的需求，选

给定三角形的高ｈ和底边长度，

取合适的＾。在仿真计算中，设定小三角形的高

前向展开初始点坐标（矶Ｈ。）和初始方向矢量ｎ

＾＝０．１ｍ，底边长卸．１ｍ，设定区域范围为１０Ⅱ１）（１０ｍ，

确定三角形３个顶点处的速度值（印，％ｏ

取Ｆ１９．０８［１］０对于每个声源点，计算出１９条声线

求解三角形内声线圆弧的半径尺

的轨迹，出射角均匀分布，间隔９。。三角形前向展

计算声线轨迹在三角形底边的交点

开算法程序在ｖＣ＋＋６．Ｏ环境中运行通过，计算出声

‰吣妯。）和方向矢量６

线的轨迹、路径长度以及飞行时间；在Ｍａｎａｂ６．５
中完成轨迹的描绘。

声波路径长度ＡＤ和飞行时间△Ｔ

２．２单峰对称温度场

判断声线与底边的交点＼／一

所使用的单峰对称温度场模型为”２１

Ｙ

坐标是否越过温度场边界

—————————ｊＬ』ｉ————一
迭代赋值：＾。可Ⅲ，Ｊ。嘞。ｍ；Ⅱ功

‰）＝而罴丽

停止追踪

（一５ｍ≤工≤５ｍ，—５ｍ≤ｙ≤５ｍ）

图２利用三角形前向展开方法进行声线追踪的算法框图
Ｆｉ窖．２

Ｂｌｏｃｋ

ｔｒａｃｊｎｇ

ｄｉ孵咖ｏｆａ∞ｕｓ廿ｃｍｙ

ｂｙ曲ｐ１０ｙｉ“ｇ

（８）

其峰值温度为２０００Ｋ，位于点Ｄ（Ｏ，０）处。其温度场
分布图如图４所示。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

如图３所示，一个小三角形中声线传播路径的
长度△Ｄ为其对应圆弧曲线的长度：
△Ｄ＝尺·△ｐ＝月·（６０一日）

（６）

该路径的传播时间△丁为小三角形内声线轨迹
的积分：

△，：ｆ岛与毋：ｆ岛—Ｆ。：：』．＿—一口：
。ｑ以十ｃ：．ｒ
。岛ｃ（一）

ｓｉｔｌ口

焘·ｍｃ篙‘器川①

图４二维单峰对称温度场分布图
Ｆｉｇ．４

２－Ｄ

ｓｉｎｇｌｅ嘲ｋｅｄ ｓｙ煳ｅｔｒｙ

ｔｅｍｐｅｒ咖咒ｍｓｔｒ萱ｂｕ６蚰ｍｏ山ｅｌ

图５、图６分别给出了声源Ａ位于点（＿５，ｏ）和
（一５，＿４）时的声传播路径。图中的圆环曲线是单峰对
称温度场的等温线，点Ｄ是温度场的峰值位置，虚
线Ａ肼是该温度场经过声源点和峰值点的一条对称

懿
麟

轴线。由仿真图上可以看出，在ＡＭ的两侧，声传
播路径分别向两侧发散，并且由高温区向低温区弯
图３三角形内声波传播时间的计算
Ｆｉｇ．３ Ｃａｋｕｌａ廿ＩＩ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驴６ｎｇ劬ｅ
０ｆｓｏｕｎｄ ｗａ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ｂ晤ａｎｇｌｅ

２仿真计算和结果分析
２．１

曲，其弯曲程度随出射角度增大而增加。
５

３

声速场的确定及仿真参数的选取
在已知温度场分布的情况下，根据声波速度与

温度的单值函数关系式（１），由温度场可以确定二维

●＾１

空间中的速度场分布为：ｃ（五ｙ）＝ｚ√丁（五ｙ）。由此

１

即可对温度场中的声线路径进行仿真计算。下面仅

弓

就单峰对称温度场和单峰偏斜温度场进行讨论。＾
的选取直接影响算法的精度和运算速度，＾越大精
度越低，但运算速度越高【１…。因此在应用中，应根
万方数据

坝Ｂｆ）

图５声源在（－５，ｏ）的声线传播路径
Ｆｉｇ．５
Ｐｍｐａｇａ伽“ｐａｔｈ ０ｆ躯叩鲥ｃ ｍｙ
ｗｊｔｌＩ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ｓｉｎｏｎ ａ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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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６

Ａ
４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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肼

围８声源在（Ｏ’５）的声线传播路径
Ｐｍｐａｇａｔｊ呻坤ｌｈ ｏｆａｃｏｕ蚰ｃ确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ｕｒｃｅ ｐｏｓｉ廿ｏｎ ａｔ（０，５）

图６声源在（＿５，一４）的声线传播路径
．Ｆｉｇ．６
ＰＩ∞ｐ鹕ａｔｉ佃ｐａｔｈ ｏｆａｃＯ札娟ｃ阳ｙ
ｗｉｍ ｔｌ－Ｐ ｓ删ｒｃｅ ｐｏｓｊｔｉｏ＂ａｔ（－５，＿４）

Ｆｉｇ．８

由ＳｎｅＵ法则可曩豁道，声线总是弯向低声速
的方向，即向温度低的力向弯曲。因此，仿真计算
的结果和理论结果足孜的。
利用三角形前向展开算法可以同时计算出声
线的长度和传播时间，例如，计算出的声线ＡＢ】∞】
点的坐标为（５，Ｏ））的长度为函＝１０ ｏｏＯ０００ｍ，其飞行
时间为ｆｌ＝Ｏ ０１３８２４ｓ；声线Ａ日２∞２点的坐标为（５，
２．０２））的长度为如＝１１．ｏ００００６ｍ，其飞行时间为
图９声源在（ｏ’０）的声绫传播路径

如；ｏ．０１６９４３ｓ。

Ｆｉｇ．９

２．３单峰偏斜温度场
所使用的单峰偏斜温度场模型为［１”
，（工，ｙ）；３００·ｃｘｐ［

ｐａ恤ｏｆａ∞ｕｓ雠朋ｙ
ｐｏｄｎ帅ａｔ（０，０）

ＰｍｐａｇａⅡ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曲线是该单峰偏斜温度场的等温线，虚线ＡＭ是该

坚镰丛】

温度场经过声源点和峰值点Ｄ的一条对称轴线。在

‘

４５０

ｅｘｐ［一丝壁素堕型］＋９００

ＡＭ的两侧，声传播路径分别向两侧发散，由高温
（９）

（０≤工≤ｌＯｍ，０≤ｙ≤１０ｍ）

其温度场分布图如图７所示。其峰值温度为
１１８３．８Ｋ，位于点ｏ（６，４）处。

区向低温区弯曲，其弯曲程度随出射角度增大而增
加。从仿真图中可以看出，轴线ＡＭ下侧的声线弯

曲程度要大于上侧，这是和温度场的梯度变化相对
应的。

在此例中，计算出声线Ａ毋俾３点的坐标为（１０，
５．４６））的长度为凼＝ｌＯ．０００００２ｍ，其飞行时间为如＝
Ｏ，０１６０１２ｓ：声线Ａ风（目点的坐标为（１０，７．４４））的长

度为出＝１２．４０００００恤，其飞行时间为ｆ４＿＝０．０１９９９９ｓ。

３结论
（１）由ＳｎｅＵ法则司以知道，声线总是弯向低
声速的方向，即向温度低的方向弯曲。而在本文仿

真结果中，温度梯度场中的声线路径发生了明显的

，黑乙亏豢苎堂乎竺苎喜埋：鎏曼
Ｆｉｇ．７ ２－Ｄ咖ｍｅｐ蛆ｋｅｄｄｅａｅｃ６ｖ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地面ｓ函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ｄ

图８、９分别给出了声源Ａ位于点（Ｏ，５）和（Ｏ，０）
时的声传播路径。图８中绘出了全部１９条声线，

圳

肚……州㈨…ｗ７…㈨。卅

弯曲，并且由高温区域向低温区域弯曲。仿真计算
的结果和理论结果是一致的。因此，使用三角形前

向展开方法对温度场中的声线轨迹进行追踪是可
行的。

而图９则只能绘制出９条声线的路径，其出射角度

（２）三角形前向展开算法的基础是几何声学，

依次为９。，１８。，２７。，３６。，．，８１。，出射角大于８１。的声

只对声波的波长有限制（声波的波长与散射体的尺

线由于弯曲而越过了区域边界。同样，图中的圆环

寸相比十分小），而对温度场没有特殊的要求。由任

万方数据

王明吉等：

第５期

利用三角形前向展开法追踪温度梯度场中的声线路径

意一个已知温度场都可以唯一地确定一个速度场，

ｐｌａｌｌｔ

在三角形前向展开方法中，直接运用此速度场模
型，来确定三角形内的近似线形速度场。因此，该

ｒｅｃｏｎｓ廿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ｏｉｌｅｒｓ ｂａｓ。ｄ

０ｎ

３３

ａｌ窑嘶ｔ｝ｌｍ ｏｆ把ｍｐｃｎｔＩｌｒｅ丘ｅｌｄ

ａｃｏｕ鲥ｃ

ｉｎ

ｐｏｗ盯

ｍｅｔｌｌｏｄ［Ｊ】．Ｃ【ｌｉ肿ｓｅ Ｊｏｕｍａｌ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ＥｌｅｃⅡ蜘ｉｃｓ，２００３．２０（５）：６０７－６１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算法原则上可应用于任何类型的二维温度场。

田丰，邵福群，王福利，等．基于正则方法与迭代技术相结合的
复杂温度场重建算法［Ｊ］．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３，２４（４）：
３０７．３１０．

（３）使用三角形前向展开方法对二维温度梯

Ｔｊａｎ

度场中的声线进行追踪，记录声线的轨迹，并可计
算出对应声线的实际长度和飞行时间，而这些都是

锄ｄ

ｍｅｔｈｏｄ

影响声学温度场测量精度的重要因素。使用该算法
对声波路径进行追迹，获得声线在不同温度场中的

Ｆ蛐ｇ，Ｓｈａｏ Ｆｕｑｕｎ，ＷａｒＩｇ

ｒｅ∞ｎｓ虮ｌ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嘶ｍｍ
ｉｔｅ如时Ｖｅ

Ｆｕｌｉ，ｅｔ ａ１．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ｒｅ ｎｅｌ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铝ｕｌａｒｉｚａ七ｉｏｎ

ｔｅｃｌｌｎｏｌｏ窑ｙ［Ｊ】．，Ｊｏ叩删

ｏｆ

Ｎｏ劬ｅａｓｔｃ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ｕｎｊ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ｍ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３

ｒ

２４（４）：３０７－３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０】谢李兵，刘彤，张志刚，等．基于迭代和插值算法的二维温度场
重建【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０４，２４（１０）：２４９．２５２．

传播规律的先验信息，将有助于提高温度场重建的

Ｘｉｅ ＬｉＢｉｎ喜，Ｌｉｕ ＴｏⅡｇ，ｚｔｌａｎｇ Ｚｌｌｉｇａｎｇｔ

精度和速度。

ｒｅｃｏｎｓｔｌ｜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ｃｄ

ｏｎ

ｅｔ

ａＩ．ｒ１１１１ｅ ２一Ｄ

ｔｅ唧ｅｒａｔｌｌｒｅ

ｔｌｌｅ ａｌｇｏｒｉ山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ｅｒａ【ｉｖｅ

【Ｊ】．Ｐｒｏ∞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０４，２４（１０）：２４９—２５２（ｉｎ Ｃ“∞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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