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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系统地阐述了船体的纵滚 、横滚和动态吃水对测深的影响 ,提出了利用 GPS 载波相位测量技术测定

船姿的实施方法和计算流程 ,并给出了相应的计算模型。分析了 GPS 测定船姿的精度 , 提出了一些对实际生

产有益的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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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声测深仪的出现使得水深测量在变得精

确 、方便的同时 ,也随之带来了一些相应的问题 ,

如姿态问题。由单波束测深仪的测深原理知 ,测

深仪向水底发射的声波是垂直于换能器平面的 ,

换能器只有处于水平位置 ,才能精确地测定换能

器面到水底的真实深度 ,否则 ,实测的深度值为与

垂直面存在一定夹角的斜距。通常情况下 ,在船

体静态时 ,换能器被捆绑在船体上 ,其平面与水平

面平行;在动态时 ,换能器面不再保持水平 ,它会

随着船体姿态的变化而变化 ,从而影响测深精度 ,

导致所描绘的水下地形失真 ,影响各项工程建设。

为了消除或很大程度上削弱这种因船体姿态

而引起的测深误差 ,须进行船体姿态的测定和改

正。利用传统的测量手段 ,船体的纵滚角和横滚角

几乎无法测定 ,而船体的动态吃水测定方法较多 ,

较为典型的方法为规范中定义的“精确法”。该方

法的观测手段完全建立在光学仪器的基础上 ,很难

适应动态情况下的测量。即便是某一时刻捕捉到

目标 ,观测到的读数也很难保证定位的精度。利用

该方法测定动态吃水 ,多余观测少 ,重复解精度差 ,

很难保证动态吃水测定精度 ,加之该方法实施条件

苛刻 、复杂 ,因而不适合现代水上测量。

GPS的出现给水下地形测量带来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测量手段和方法 ,特

别是 GPS 高动态 、高精度技术的发展 ,使得水下

地形测量的现有模式适合于各种大 、中 、小型比例

尺的精度要求 ,同时也为被传统测量手段和技术

所困绕的船体姿态测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

本文在系统地分析船体姿态对测深影响的基

础上 , 结合 GPS 定位的最新动向 , 提出了利用

GPS测定船体姿态的新思路。

1　船体姿态对深度的影响

1.1　船体横滚对深度的影响

船体横滚对深度的影响如图 1所示 。

图 1　船体横滚对深度的影响

Fig.1　The Effect of Vessel Roll fo r Depth

　　设船体在 t 时刻发生横滚角α,实测深度为

s ,测深仪的半波束角为 θ,实际深度为 d ,则因横

滚产生深度方向的附加误差为:

①当 α <θ时 , α引起测深信号的偏移仍在

波束角的范围之内 ,毋需改正;

②当 α >θ时 ,则引起附加测深误差 Δd ,

其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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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d = s(cos(α-θ)-1) (1)

1.2　船体纵滚对深度的影响

船体纵滚对深度的影响与船体横滚对深度的

影响相似 ,如图 2所示 。设 β为船体纵滚角度 ,则

船体纵滚引起的深度方向的改正为:

①当 β <θ时 , α引起测深信号的偏移仍在

波束角的范围之内 ,毋需改正;

②当 β >θ时 ,则引起附加测深误差 Δd ,其

表达式如下:

Δd = s(cos(β -θ)-1) (2)

图 2　船体纵滚对深度的影响

Fig.2　The Effect of Vessel Pitch fo r Depth

1.3　船体动态吃水对测深的影响

动态吃水可通过船体处于动态和静态情况

下 ,GPS天线在垂直方向的差值来确定 ,它同深

度在同一垂直面上 ,因而对测深有着直接影响。

依照传统的计算方法 ,它对测深的影响如下:

Δd =Kv
2

Hs/H (3a)

K =Δd/(v
2

Hs/H) (3b)

式中 , v 为船速;Hs 为静吃水;K 为吃水系数;H

为平均深度。K 、Hs 与船体有关 , H 与测区有关 。

对于一艘新型的测船而言 ,船体的静吃水 Hs 可

以很方便地测定。动态吃水系数 K 的测定方法

是:选择水底地势平坦且水深值已知的一块水域 ,

在风浪非常小的情况下 ,测船以不同的速度沿着

同一条测线测量水深。在同一点上 ,用实测深度

同已有深度比较 ,其差值为动态吃水 Δd ,代入式

(3b)即可确定动态吃水系数 K 。

式(3)仅仅顾及到了船速 、静吃水和测区平均

水深对动态吃水的作用 ,实际的动态吃水还受风

力 、风向 、潮汐和波浪等因素的影响 ,因而传统的

动态吃水公式是不准确的 。参考传统的动态吃水

计算公式 ,结合诸因素对动态吃水的贡献程度 ,笔

者提出了如下动态吃水模型:

Δd =a0 +a1 v +a2 v
2 +a3 v

3 -a4Hs +

a5H +a6F(vw , A w)-H tide (4)

式中 , v 、H 、Hs 的意义同式(3);F(vw , Aw)为风

对动态吃水的影响函数 ,其中 , vw 为风速 , Aw 为

风向;H tide为潮汐对动态吃水的影响。

2　GPS测定船体姿态

　　GPS测量因其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和自动

化程度等优点 ,在水下地形测量中得到广泛的应

用。利用 GPS 伪距差分测量可以获得 1m ～ 5m

的实时定位精度 ,载波相位测量则可将定位精度

提高到 cm 级。因此 ,利用 GPS 载波相位测量技

术测定在航姿态 ,可完全满足其精度要求 。载波

相位测量中 ,采用 OTF 技术 ,一方面省去了常规

载波相位 DGPS定位前的静态初始化过程 ,另一

方面在出现周跳和失锁时 ,整周模糊度的解算可

以在船的运动过程中进行 ,从而保证以 cm 级精

度确定动态天线的位置。

2.1　船体横滚 、纵滚和动态吃水的垂直量测定

GPS间接测定船体姿态首先需解决船载

GPS接收机的安置问题 。测定船体的 3 个姿态

角 ,需要安置 3台GPS 接收机。3根GPS 天线的

安放如图 3所示。

图 3　船姿测定时 3 根 GPS 天线的安置示意图

Fig.3　The Sketch Map o f 3 Antennas of GPS

Put on Vessel at Measuring Vessel Attitude

　　图 3中 , ∠P2P1P3 为直角 , a(m)为船体的

纵半轴长 , b(m)为横半轴长 ,船体的瞬时横滚角

度为 α, 纵滚角度为 β 。若能得到某时刻 3 台

GPS接收机的绝对高程 H1 、H 2 、H3 或相对高差

ΔH 31 、ΔH 21 ,则船体瞬时横滚 、纵滚和动态吃水

的垂直量和船体姿态即可很方便地确定 。

精确的高程或高差很难利用一般的伪距测量

或伪距差分测量获得 ,只有载波相位测量才能保证

动态情况下的定位精度 ,而载波相位测量的精度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整周模糊度能否在航精确确定。

根据模糊度在航解算 OTF 是一种运动过程中的动

态解算整周模糊度的方法[ 1] ,由于 OTF 方法可以

在载体运动过程中解算整周模糊度 ,因而可省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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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精密动态定位的静态初始化。常规精密定位中

复杂的整周跳变问题 ,也因 OTF 方法的引入变得

十分简单。整周模糊度的确定模型为:

Xk = Υk-1Xk-1 +Γk-1 Wk-1 , Wk ～ N(0 , Qk)

Zk ,  =Hk ,  Xk +vk ,  , vk ,  ～ N(0 , Rk ,  )

式中 , Xk =(d x , dy , dz , x , y , z , d n0 , dn1 , …,

dnn),为状态向量;Υk-1为状态转移;Γk-1为驱动

噪声矩阵;Hk ,  为载波相位的测量矩阵;Rk ,  为载

波相位的方差阵;Qk 为系数矩阵 。

Q
-1
N =CC

T

Qk = f
T
f =min

f =C
T
(DN -D N)

(5)

　　由式(5)计算所得整周模糊度 N ,再经 Rat ion

检验(Euler &Landau ,1994)即可确定 N 。然后 ,

根据式(5)中的动态方程利用递推方法便可确定

优于 10cm 的三维定位精度。

2.2　水位改正

水位对动态吃水有着直接的影响
[ 2]
,因而在

测定 GPS船姿时 ,水位资料必须具备。由于水位

的观测间隔相对 GPS数据采集时间间隔大得多 ,

一般为 10min 、15min 或 30min ,为了获得 GPS 某

一历元的水位值 ,必须进行水位内插 。水位内插

模型为[ 2] :

V(t)=b0 +b1 t +b2 t
2 +b3 t

3 +b4 t
4 (6)

　　当潮汐观测值不少于 5 个时 ,可求出上式中

的系数 b0 、b1 、b2 、b3 、b4 ,对于 t 时刻的潮汐值都

可通过上式拟合获得。系数 bi(i =1 , 2 ,3 , 4)的

解法如下:

　　　　V(t)=Bδx +v′

式中 , B=(1 , t , t
2
, t
3
, t

4
);δx =(b0 , b1 , b2 , b3 ,

b4);P i=1(i=1 ,2 ,3)。

以[ VT
V] =min ,则 δx=(B

T
B)-1BT

V(t),

Qxx =(B
T
B)-1 , δ0=[ V

T
PV] /(m -1)。

2.3　船姿计算

船体横滚 、纵滚和动态吃水的垂直量以及水

位值确定后 ,船体横滚角 α和纵滚角 β 可通过下

式确定:

ΔH 31 =H 3 -H1 , α=arcsin(ΔH31/ b)(7a)

ΔH 21 =H 2 -H1 , β = arcsin(ΔH 21/a)(7b)

将 α、β代入式(1)和式(2),即可求得它们对测量

深度的影响值。

安置在船体中心 GPS 接收机天线的瞬时高

程相对于静态时该 GPS 接收机天线的平均高程

之差值即为瞬时伪动态吃水 ,除去该时刻的水位

影响 ,即为该时刻的动态吃水 。在测量过程中 ,利

用式(4)拟合一个反映诸因素影响的动态吃水函

数 ,来测定影响动态吃水的诸因素 。

3　试验数据处理及分析

　　试验地选在长江口区南支河段浏河口附近水

域 ,试验时为落潮阶段 ,由于该河段水位落差较

大 ,故在基准站前沿江岸设立临时水尺观测潮位 ,

临时水尺零点高程采用水准联测方法获得 ,水位

采用人工观读 ,采样间隔为 10min ,满足《海道测

量规范》中所要求的 2cm 的观读精度要求 。试验

期间浪高 0.3m 左右 ,3台 NovAtel 3151R单频接

收机作为船载流动台;1 台 Trimble NT300信标

GPS接收机作为基准台。整个试验采用变速操

作。数据处理及分析如下:

1)精确解算 3 台船载 GPS 天线每个历元的

三维坐标(b , l , h)。

2)根据每个历元的三维坐标 ,确定船体在靠

港时每台 GPS 接收机天线的平均经纬度及高程

(b0 , l 0 , h0)。图 4 给出了船体在靠港时 , P 1 、P 2

和 P 3三台GPS 接收机天线位置在高程 、经纬度

方向的重复解精度;图 5表示 3台接收机天线间

每个历元解算所得高程差与固有高差的互差 。从

图中可知 ,船体靠港时 ,高程方向的重复解精度优

于 3cm ,经度方向的重复解精度优于 6cm ,纬度方

向的重复解精度优于 8cm ,高差互差优于 4cm 。

3)由 2)分析知 ,整周模糊度的确定是正确

的 ,而且 ,一旦确定 ,便可获得 cm 级的定位精度 ,

这也验证了上述理论 。

4)以靠港时 GPS 接收机天线的平均高程为

基准 ,船体在动态时的高程相对该基准的变化为

船体的伪动态吃水(因未减去水位因素的影响 ,故

称为伪动态吃水)。

5)计算船体每个历元的运动速度。

6)进行水位内插并在伪动态吃水中除去水位

因素的影响 ,得到动态吃水值 。图 6给出了船体

的动态吃水同速度的关系曲线 ,与实际情况十分

吻合 。在实际计算过程中 ,如果不进行水位改正 ,

伪动态吃水和速度很难建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曲线

或模型 ,因而在实际后处理计算时 ,水位对动态吃

水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

7)从图 6可以看出 ,速度对动态吃水有着直

接的影响 ,当速度提高时 ,动态吃水增加;反之减

小。同时还可以看出 ,船中心动态吃水量通常情

况下总是大于船首的动态吃水量 ,与实际情况吻

合;船舷动态吃水受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 ,变化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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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 。

8)测船的横滚角可根据船舷 、船中心两台

GPS同一历元间的高差以及式(7a)求得 。

9)船体纵滚角可以根据船首 、船中心两台

GPS同一历元的高程变化以及式(7b)精确求得。

(a)　纬度方向

(b)　经度方向

(c)　高程方向

图 4　船体靠港时 , GPS 在不同方向的重复解精度

Fig.4　At Po rt , the Repeaty Accuracy of

GPS at Different Directions

图 5　船体靠港时 , P1与 P 2、P1 与 P3 、P2 与 P 3 GPS 天线

间每个历元的实测高差同固有高差的互差

Fig.5　At Por t ,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ce o f Tw o

GPS Height at Each Epoch and Fixed Height Difference

　　10)根据误差传播定理:

mαo r β =mH/ (a +ΔH)(a -ΔH)(10)

利用载波相位测量 ,其高程方向的重复解精度一

般为 3cm ～ 4cm ,取其 3倍值为最大测高误差 ,即

mH≤10cm ,试验船只的长半轴或短半轴长度 a

设为 20m ,船体纵滚或横滚的垂直位移 ΔH 设为

1m ,则它们对船体纵滚角或横滚角的影响 mαo r β

仅为 0.28°。这一精度远高于一般的姿态测定仪

器的测角精度(一般为 3°～ 5°)。表明 GPS 测定

船姿的精度是常规测量仪器所无法比拟的。

　　11)横滚角 α和纵滚角 β测定后 ,便可确定它

们对深度的影响量。

12)根据影响动态的各因素的观测量 ,利用式

(4)拟合一个关于船速 、静吃水 、测区平均水深 、风

力 、风向和水位的动态吃水函数。

图 6　船体速度与船首 、船中心以及船尾动态吃水的关系

F ig.6　The Relation betw een Velocity and Three Squats

4　结　语

　　1)利用 GPS 实时地测定船姿并实施换能器

姿态改正 ,可有效地消除船体姿态对测深的误差

影响 ,提高测深精度 ,更好地满足各项工程对测深

精度的要求。

2)GPS 测定船体姿态具有精度高 、操作方便

等优点。

3)潮汐对船体的动态吃水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测定动态吃水时 ,潮汐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必须加以考虑;否则 ,所得的动态吃水曲线和模型

将不符合实际 。

4)3台船载 GPS完全可以精确测定船体的 3

个姿态参数 ,同时 , 3 台 GPS 每个历元的定位数

据经过筛选 、加权平均等方法的处理 ,对进一步提

高测深定位精度大有益处 。

5)动态吃水函数的确定对于专业测量船只而

言十分重要。在不同的作业环境下 ,经过多次确

定动态吃水函数 ,综合分析得到一个最终的 、适合

该测量船的不同船速 、测区和风作用的经验函数 ,

对于将来在不测定船姿的情况下 ,直接计算动态

吃水对测深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

6)本次测量采用的 3台单频 GPS 接收机作

为流动台 ,利用载波相位测量所得点位精度已基

本满足计算船姿的要求。若采用双频 GPS 接收

机 ,相信对于提高船姿测定精度肯定很有益处。

7)在纵滚 、横滚和动态吃水对测深的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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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中 ,动态吃水的影响最为直接 ,而且占有较大的

比重 ,但在实际生产中 ,其影响往往被忽视。国内

水上测量单位很少进行船姿的测定 ,望加强测定

船姿的意识。

参　考　文　献

1　Liu J Y , Chen X M.The Confidence Evaluation on GPS

Kinematic Data.P resented at IUGG XXI General Assem-

bly of IUGG , Colora , USA , 1995

2　赵建虎.海洋测量内外业一体化软件包的研制:[ 学位

论文] .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 1998

3　刘雁春.海洋测深空间结构及其数据处理:[ 学位论

文] .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 1998

　　赵建虎 ,男 , 30岁 ,博士生 ,讲师。现从事GPS和海洋测量研

究。

E_mail:zjh@hpb1.w tusm.edu.cn

Method in Determining Vessel Attitude with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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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PS positioning technology ,GPS is w ide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hydrog raphic surveying.The high accuracy of GPS in determining 3D coordinat ion ensures

high accuray of parameters of vessel at titude in measuring vessel atti tude.In this paper , the effects

of vessel at titude for depth are discussed systematically.It is found that the ef fect of dynamic squat

for depth is direct and more large than the ef fects of pitch and roll of vessel for depth.The limita-

tio n of t raditional model of computing dynamic squat is analyzed.A new model is given in this pa-

per.

In order to saitsfy the accuracy and simple procedure of survey in determining vessel at titude ,

the technologies of GPS , carrier phase measurement and OTF are applied in the research.Using

these technologies , the accuracy about ±5cm in plane direction and ±3cm in height direction is

v alidated in test.It show s that the method of determining vessel att itude is feasible.

Because of the direct ef fect of tide for depth , it must be considered in calculating vessel at ti-

tude.In the procedure of getting tide value , tidal observation and the interpolation of t ide are

used.At the same time , the interpolation model of tide is given in this paper.

　　By the above processing ,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go t:①the method that GPS carrier

w ave phase dif ferential survey technology is used for determining vessel at titude is avaicable.②dy-

namic squat is mainly af fected by veloci ty ,meanwhile , the mean depth in survey ing area , the stat ic

squat , shape of vessel , w ind and wave also have some contribut ion to dynamic squat.③pi th and

roll are got by the respective height difference betw een GPS antennas at bow and center of vessel.

The above methods w ere used in Yang ze River.A satisfactory result is given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pitch;roll;dynamic squat;tide co 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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