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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的非傍轴 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
随机表面散射模型研究

赵恒，华灯鑫
（西安理工大学 机械与精密仪器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摘要：针对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ＢＫ）散射模型在非傍轴区域入射和散射存在非物理不连续问题，
介绍了一种改进的ＢＫ模型。该模型使用新因子替换原有几何因子，消除散射光辐射强度和辐射
亮度在非傍轴区域的差异，在计算中使输入光能和输出光能满足能量守恒定理的要求。和实验数

据比较，改进的ＢＫ模型在大角度掠射时理论数据曲线表现出对实验数据良好的预测性能，较好
解决了原有模型在非傍轴区域入射和散射非物理不连续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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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ＲＤＦ）

　　随机表面光散射是入射光波经过随机表面衍射
后叠加的传播过程，表面散射效应是由表面微观形

貌引起反射波前相位随机变化而形成的一种衍射现

象［１２］。面散射分布的实验测量及其模型建立是随

机表面光散射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表面散射理论

在诸如军事、遥感、图形学等许多科学研究和工程领

域的广泛应用，关于面散射问题的研究方法也越来

越多［３］。其中，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ＢＫ）散射模型

应用最为成熟和广泛。１９６３年Ｂｅｃｋｍａｎｎ首次系统
和全面地论述了随机表面的散射问题，他引入

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近似方法（ＫＡ）来处理场的边界条件，借助
统计方法得到平均散射场的积分表达式，形成了

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理论体系［４］。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Ｋｉｒｃｈ
ｈｏｆｆ理论得到了实验的反复验证，是目前应用最广
泛的面散射理论。但该模型也存在缺陷：ＢＫ模型
采用的是标量积分公式，在光波段（λ～μｍ）且入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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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散射角都不很大时可以较好地解释大多数随机表

面的散射强度特征，但在非傍轴区该模型存在

偏差［５］。

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内外学者提出了新的随机

表面光散射研究方法，如 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近似法（ＫＡ）、相
位微扰法（ＰＰＴ）、积分方程法（ＩＥＭ）、双尺度法
（ＴＳＭ）等，其基本原理都是基于在一定的边界条件
下直接解微分形式或积分形式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或者
提出近似简化模型估算表面切向场，进而求出散射

场。每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简化假设，因而各自都

有其适用的范围［６８］。

本文在细致分析经典 ＢＫ散射理论基础上，重
点针对该模型在非傍轴区域的入射和散射存在非物

理不连续问题，对 ＢＫ散射模型中的几何因子加以
改进，作用在于消除散射光的辐射强度和辐射亮度

在非傍轴区域的差异，在计算中使输入光能和输出

光能满足能量守恒定理的要求。

１　经典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散射模型

Ｂｅｃｋｍａｎｎ理论的物理基础是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Ｋｉｒｃｈ
ｈｏｆｆ衍射积分［９］。当假设介质表面粗糙度σ比入射
波长λ小得多（即低散射假设），以及表面是理想反
射面（理想导体表面假设）时，Ｂｅｃｋｍａｎｎ理论给出
封闭形式的解。由于散射光会向空间中各个方向传

播，观察面不是一个傍轴平面，而是以散射点（衍射

孔径）为中心的一个球面，而表面反射分布涉及到

表面上方整个半球空间内的光场分布。因此，表面

光散射属于非傍轴衍射问题，非傍轴标量衍射理论

（ＮｏｎｐａｒａｘｉａｌＳｃａｌａｒ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适用于研究
表面光散射及精细光栅的衍射问题［１０］。

如图１所示，表面Ｓ上的 区域为被照明区域，

该区域中某一点 Ｐ１处的散射场复振幅为 Ｕ（Ｐ１），
计算由 区域散射引起的空间某一点 Ｐ０处的场，其
任意一点的场可以用包围这一点的任意封闭曲面上

的波的边值来表示。选择以 Ｐ０为中心的一个球罩
与表面Ｓ上的区域 和 ′相连形成一个包围 Ｐ０的
封闭面。由于满足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辐射条件，积分可以
只在区域 内进行，类似于衍射的 ＨｕｙｇｅｎｓＦｒｅｓｎｅｌ
原理，得到Ｐ０处散射场复振幅的表达式为：

Ｕ（Ｐ０）＝
１
ｊλＫＵ（Ｐ１）

ｅｘｐ（ｊｋｒ０１）
ｒ０１

ｄＳ （１）

式中Ｋ为倾斜因子。
公式（１）表明，表面光散射可以看作是表面上

各个微元所发出的球面波在空间中的叠加。

在ＢＫ散射理论中，正态分布的随机表面作为

图１　表面散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典型的随机表面，具有广泛的适应性［１１１２］。假设随

机表面ζ（ｘ，ｙ）是均值为零、方差为 σ２的正态分布
的随机表面。正态分布的随机表面特征方程可以

写作：

χ（ｖｚ）＝ｅ
－σ２ｖｚ２
２ ＝ｅ

－ｇ
２ （２）

其中 ｖｚ为方向矢量系数，ｇ用来度量由表面粗糙度
引起的相位变化。

ｇ＝（ｖｚσ）
２ ＝ ２πσ( )λ

２

ｃｏｓθ１＋ｃｏｓθ( )
２
２ （３）

式中θ１为入射角，θ２为反射角。
根据 ＢＫ理论，均方散射光功率 （Ｍｅａｎ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ｐｏｗｅｒ）Ｄ（ρ）为：

Ｄ（ρ）＝πＴ
２Ｆ２ｅｘｐ（－ｇ）
Ａ ∑

!

ｍ＝１

ｇｍ
ｍ！ｍｅｘｐ

－ｖ２ｘｙＴ
２

４( )ｍ
（４）

式中 Ｆ为几何因子，是 ＢＫ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参
量，主要作用是在度量散射强度时构建一个偏度

系数。

ＢＫ散射理论是目前为止解决表面散射问题最
为成熟的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已经获得很大的

成功。但ＢＫ模型也存在缺陷，例如模型中的重要
参量几何因子所带来的问题。

２　ＢＫ散射模型中的几何因子

通常情况下，表面散射过程包括以下三种不同

的效应：几何效应、衍射效应和波长效应（频谱效

应）。根据不同的散射理论，表面散射的几何效应

由不同的几何因子 Ｆ体现出来。这些几何因子在
数学上代表了散射光前进方向的矢量和表面法向矢

量之间的关系。

如图２所示，考虑一个粗糙反射表面，入射光矢
量为ｉ，散射光矢量为ｒ。对于表面上任意一点的方
向矢量，即该点处的表面局部法向矢量ｎ，是计算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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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因子的关键系数。在粗糙表面上，随着位置的不

同，表面上每点的表面局部法向矢量 ｎ也不一样。
同时，表面局部法向矢量 ｎ不能等同于表面平均法
向矢量ｍ。ＢＫ散射模型中的几何因子，有时也被
称为“ＢＫＦ因子”，是以入射角和散射角为自变量
的函数，即：

ＦＢＫ ＝ １
ｃｏｓθ( )

１

１＋ｃｏｓ（θ１＋θ２）
ｃｏｓθ１＋ｃｏｓθ

[ ]
２

（５）

式中，θ１为入射角，θ２为散射角。

图２　散射过程中几何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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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角度入射的情况下，ＢＫ理论模型能和
实验数据一致性较好。但是对于大入射角和大散射

角的情况下，其模拟结果都不是很理想。尤其是在

接近９０°情况下，理论模型存在一个明显的非物理
不连续值。造成这种理论模型偏移的问题并不是标

量理论不完善，而是辐射强度（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和辐射亮
度（Ｒａｄｉａｎｃｅ）两个概念的区别。在使用不带有几何
因子Ｆ的ＢＫ理论模型的情况下，其散射模型输出
量值为辐射亮度。如果实验结果使用对双向反射分

布函数（ＢＲＤＦ）量值的测量［１３］，那么不带有几何因

子Ｆ的ＢＫ理论模型模拟结果应该较好地与实验
结果吻合。但是，如果实验使用散射光的辐射强度

表征数据，就会出现上面提到的问题。究其原因，和

几何因子Ｆ有着密切的关系。

３　改进的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散射模型分析

在小角度入射的情况下，ＢＫ理论模型曲线能
较好地和实验数据相一致。但是在大入射角和大散

射角的情况下，ＢＫ理论模型的模拟结果就不是很
理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小角度入射，

可以认为散射的辐射强度和辐射亮度在近轴区域近

似相等，理论曲线能够很好地与实验数据吻合。但

是在非近轴区域的入射和散射发生时，散射的辐射

强度和辐射亮度产生较大程度的差别，在这种情况

下，就会造成理论曲线和实验数据偏离的问题。辐

射强度属于辐射度量范畴，而辐射亮度属于光度量

范畴，两者的差别在于是否包含余弦因子成分。一

般而言，非傍轴标量衍射理论的计算结果大都使用

辐射亮度表征，而目前的实验数据结果都是通过相

对辐射强度表示。根据这一分析，可以在 ＢＫ散射
模型基础上做进一步完善。

根据Ｐａｒｓｅｖａｌ定理，设Ｆｆ（ｘ{ }） ＝Ｆ（μ）且积分

∫
!

－
!

ｆ（ｘ）２ｄｘ和∫
!

－
!

ｆ（μ）２ｄμ收敛，则：

∫
!

－
!

ｆ（ｘ）２ｄｘ＝∫
!

－
!

ｆ（μ）２ｄμ （６）

Ｐａｒｓｅｖａｌ定理是对能量转换和守恒的基本数学
阐述。其物理意义在于，在傅里叶变换过程中，信号

的能量是守恒的，即信号在空（时）域的总能量恒等

于它在频域中的总能量。

在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散射模型的分析和研究
中，处理的是正态分布的随机表面，相应的几何因子

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得到的。针对几何因子合适的定

义有着广泛的讨论，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何因子除

ＢＫ几何因子以外，还包括Ｄａｖｉｅｓ几何因子、Ｈａｒｖｅｙ
Ｓｈａｃｋ几何因子、Ｓｔｏｖｅｒ几何因子等［１４１５］。这些几何

因子在不同适用范围下各有优劣。笔者在比较典型

几何因子的基础上，根据 Ｐａｒｓｅｖａｌ定理和朗伯余弦
定理，对ＢＫ散射模型做进一步改进，针对原有ＢＫ
Ｆ因子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模型因子使用替换原
有几何因子，这个新因子的作用在于消除散射光的

辐射强度和辐射亮度在非傍轴区域的差异，在计算

中使输入光能量和输出光能量满足能量守恒定理的

要求。该模型简化了 ＢＫＦ因子，使用表面局部入
射角和散射角的余弦乘积代替原有几何因子，其结

果使用散射幅强度表征，定义为：

Ｆ＝ｃｏｓθ１·ｃｏｓθ２ （７）
取得新的Ｆ因子，再由 Ｄ（ρ）的定义式（４），经

过改进后的ＢＫ散射模型表面散射强度计算如下：
① ｇ１（轻度粗糙面）或 ｇ≈１（中度粗糙面）

Ｉ（θ１，θ２）＝ ｃｏｓθ１·ｃｏｓθ( )
２·Ｋ·

πＴ２ｅｘｐ（－ｇ）
Ａ ∑

!

ｍ＝１

ｇｍ
ｍ！ｍｅｘｐ

－ｖ２ｘｙＴ
２

４( )ｍ
（８）

② ｇ１（高度粗糙面）
Ｉ（θ１，θ２）＝

ｃｏｓθ１·ｃｏｓθ( )
２·Ｋ·

πＴ２
Ａｇｅｘｐ－

ｖ２ｘｙＴ
２

４ｖ２ｚσ
( )２ （９）

为了满足 Ｐａｒｓｅｖａｌ能量守恒定理的条件，在散
射光强度的转换过程中需要乘以一个转化因子 Ｋ。
其物理意义是光从倏逝阶数到前进阶数的能量重新

７８２　赵恒，等：一种改进的非傍轴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随机表面散射模型研究　



分布。

图３显示了ＢＫＦ因子和改进后的ＢＫＦ因子
的比较，经过归一化处理后，改进后的ＢＫＦ因子沿
散射角 ０°方向对称分布，起到平滑理论数据的
作用。

图３　ＢＫＦ因子和改进后的ＢＫＦ因子
归一化处理后的比较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Ａ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Ｆ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ＢＫ＆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Ｋｍｏｄｅｌ
　

４　仿真计算与实验验证

在分析ＢＫ散射模型及其改进模型的基础上，
进行扫描式双向反射分布函数（ＢＲＤＦ）测量实验，
以期与理论模型对比。在扫描式 ＢＲＤＦ测量装置
中，光电探测器置于一个机械旋转臂上，随着旋转臂

在待测表面上方运动，将接收到的光信号实时转换

为电信号进行数据采集。如图４所示，实验台搭建
了二维扫描测量装置，探测器在球面上方做二维扫

描运动，测量样片整个表面上方的ＢＲＤＦ数值。

图４　二维扫描式ＢＲＤＦ测量装置
Ｆｉｇ．４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ＢＲＤ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ｅｖｉｃｅ

　

对于本实验的被测对象，选取各项同性的高斯

随机粗糙表面的样片作为待测样片，其样本ＲＭＳ表
面粗糙度为 ２．２７μｍ，表面自相关长度为 ２０．９～
２１．９μｍ。散射测量光源选取可见光波段０．６３２８
μｍ和中远红外波段１０．６μｍ。入射角选取２０°小
角度入射和７０°大掠射角。将ＢＫ散射模型和改进
后的ＢＫ散射模型做以比较，如图４～７所示。

从图５、图６看出，对于中远红外波段 λ＝１０．６
μｍ和可见光λ＝０．６３２８μｍ波段，当入射角为２０°

的小角度入射时，ＢＫ散射模型和改进后的 ＢＫ散
射模型的差别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改进后的 ＢＫ
散射模型更接近实验数据曲线。

图５　波长１０．６μｍ，入射角２０°时ＢＫ散射模型，
改进的ＢＫ散射模型和实验数据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ＢＫｉｎｔ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Ｋｉｎｔ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１０．６μｍ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２０°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
　

图６　波长０．６３２８μｍ，入射角２０°时ＢＫ散射模型，
改进的ＢＫ散射模型和实验数据对比图

Ｆｉｇ．６　ＢＫｉｎｔ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Ｋｉｎｔ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０．６３２８μｍ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２０°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
　

从图７看出，对于中远红外λ＝１０．６μｍ波段，
当入射角为７０°的大角度掠射时，ＢＫ散射模型对
实验数据曲线的偏离程度已经较为明显，并且在散

射角为－９０°附近存在一个不连续数值。而改进后
的ＢＫ散射模型能更好的与实验数据曲线吻合，更
为重要的是，它消除了散射角－９０°附近非物理不连
续的现象。

从图８看出，对于可见光λ＝０．６３２８μｍ波段，
当入射角为７０°的大角度掠射时，ＢＫ散射模型和
改进后的ＢＫ散射模型的差别已经很显著。ＢＫ散
射模型在散射角为 －９０°的不连续现象较图７更为
严重，已经无法在散射角为－９０°区域附近形成正确
的理论结果。可以看到，改进后的 ＢＫ散射模型在
大角度掠射时的理论数据曲线表现出良好的预测性

能，对ＢＫ散射模型的问题区域———在散射角为
－９０°区域能很好地与实验数据对应起来。

８８２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３）第２９卷第３期　



图７　波长１０．６μｍ，入射角７０°时ＢＫ散射模型，
改进的ＢＫ散射模型和实验数据对比图

Ｆｉｇ．７　ＢＫｉｎｔ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Ｋｉｎｔ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１０．６μｍ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７０°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
　

图８　波长０．６３２８μｍ，入射角７０°时ＢＫ散射模型，
改进的ＢＫ散射模型和实验数据对比图

Ｆｉｇ．８　ＢＫｉｎｔ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Ｋｉｎｔ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０．６３２８μｍ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７０°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
　

５　结　论

经典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散射理论通常用来预
测表面散射的行为，是目前最为成熟和应用最为广

泛的面散射理论。但由于理论中包含近轴假设条

件，所以限制了 ＢＫ散射模型对于大入射角和大散
射角问题的处理能力。针对该模型在非傍轴区域的

入射和散射存在非物理不连续问题，提出了改进的

ＢＫ散射模型，改进模型因子使用新因子替换原有
几何因子，作用在于消除散射光的辐射强度和辐射

亮度在非傍轴区域的差异，在计算中使输入光能和

输出光能满足能量守恒定理的要求。和实验数据比

较，改进的 ＢＫ散射模型在大角度掠射时的理论数
据曲线表现出对实验数据良好的预测性能，较好地

修正了原有模型在非傍轴区域的入射和散射非物理

不连续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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