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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ＲＴＫ高程和 Ｈｅａｖｅ信号在合成之前进行了预处理，确保了短周期内两者监测尺度和时间上的一

致；然后利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实现这两个信号的融合；并通过一个实验对信号合成方法的精度进行了全面

的分析和评估，认为该方法可以达到约６～７ｃｍ的精度，将传统多波束数据处理方法的精度提高了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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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多波束测量中，潮位、Ｓｑｕａｔ（吃水参数）

和Ｈｅａｖｅ（涌浪参数）联合为换能器提供了一个瞬

时高程，在理想情况下，该高程可比较真实地呈现

换能器的实际垂直运动。然而，在实际测量中，这

三者有时也可能成为制约换能器瞬时高程精度的

主要影响因素。潮位模型误差、船速突变引起

Ｈｅａｖｅ不能真实反映船体垂直运动的中低频特

征［１］，联合提供的瞬时高程丢失了周期在１５ｓ～

１５ｍｉｎ间的频段信号，从而在垂直方向最大可造

成约±８０ｃｍ的误差，严重地影响了多波束测量

成果的精度。

ＲＴＫ高程信号可反映周期大于２ｓ的周期

性垂直运动波，若捆绑在船上用于监测船体的垂

直运动，其信号将与 Ｈｅａｖｅ信号存在公共频段覆

盖。若将这两个信号融合，可填补传统方法所造

成的信号丢失，真实地呈现实际的船体垂直运动。

１　信号合成前的准备工作

ＲＴＫ高程信号和 Ｈｅａｖｅ信号的合成必须满

足以下两个条件：① 两个信号必须反映的是船体

上同一位置处的垂直运动，即尺度上的一致；

② 两个信号必须在时间上保持同步。

为利于卫星信号的接收，ＧＰＳ天线总是安装

在船上比较高的开阔位置，而源于 ＭＲＵ（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ｕｎｉｔ）的动态传感器却通常被安装在接

近多波束换能器的位置。各个传感器分别监测不

同位置的垂直运动，意味着它们在尺度上的不一

致。为此，必须将各自的监测信号改化到同一位

置（参考点），通常选择多波束换能器中心。

船体瞬时姿态改变了 ＧＰＳ天线和 ＭＲＵ 的

位置，使得尺度不一致问题更加复杂化。为此，需

引进姿态改正以解决上述问题。若在船体坐标系

下精确地测量传感器与多波束换能器之间的基线

矢量，并结合姿态参数，ＲＴＫ高程和 Ｈｅａｖｅ信号

便可转换到换能器处。

ＧＰＳ采用的是 ＵＴＣ时间，Ｈｅａｖｅ信号通常

被输入到多波束系统中，采用其系统内部时钟标

定。由于多波束系统内部时钟的初始设定误差、

长时间时钟的漂移、两系统间的偏差将导致ＧＰＳ

高程信号和 Ｈｅａｖｅ信号时间不同步。为了消除

该问题，必须探测和确定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时间

偏差或时间偏差序列。

多波束作业时，ＲＴＫＮＭＥＡＮ０１８３电文中

的平面位置被输入到多波束系统中，标定为系统

内部时间，并保存为 ＮＡＶ 电文。ＮＭＥＡＮ０１８３

电文中包含了ＵＴＣ时间和三维坐标。若在多波

束作业时，将原始的ＮＭＥＡＮ０１８３格式电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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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比较ＮＡＶ电文和ＮＭＥＡＮ０１８３电文中相

同位置的时标，便可确定不同时刻 ＵＴＣ时间和

多波束系统内部时钟间的时间偏差。利用上述方

法确定的时间序列，即可实现ＲＴＫ高程信号和

Ｈｅａｖｅ信号间的同步。

为保证合成信号的质量，还需要对这两个信

号进行滤波处理。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可有效地消除

ＲＴＫ高程信号的异常记录。Ｈｅａｖｅ信号在输出

前已经经过了滤波处理。

经过上述处理，短时间内 ＲＴＫ高程信号和

Ｈｅａｖｅ信号很好的一致性便体现出来了（图１）。

图１　预处理后的ＲＴＫ高程信号和 Ｈｅａｖｅ信号

Ｆｉｇ．１　ＲＴＫＨｅｉｇｈｔ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ＨｅａｖｅＳｉｇｎａｌ

Ａｆｔｅｒ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　基于数字信号处理的信号合成

Ｈｅａｖｅ信号的短周期信号是可信的，而长周

期ＲＴＫ高程信号是有效的，在某一截止频率下，

若能将这两个频段的信号提取出来，合并为一个

全新的信号，则可以全面、真实地反映船体的实际

垂直运动。设 Ｈｅａｖｅ信号中的高频信号为犛犎，

中低频ＲＴＫ高程信号为犛犔，则合成信号犛为：

犛＝犛
犔
＋犛

犎 （１）

　　上述信号合成的关键是要从各自源信号中提

取出不同频段的信号。

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滤波器因具有最大的平滑性和

单调性，通常被用于数字信号处理。根据 ＲＴＫ

高程和 Ｈｅａｖｅ信号的特点以及实验结果，截止频

率选定为０．１Ｈｚ（周期为１０ｓ），分别设计高通和

低通滤波器，并用于合成新的信号以反映换能器

的实际垂直运动，结合测深数据，计算海底地形。

实验表明，当测量状况比较理想时（船速均匀、海

况理想等），计算结果比较理想；反之，所得海床

ＤＴＭ则会出现波浪式的变化。分析认为，Ｂｕｔ

ｔｅｒｗｏｒｔｈ滤波器尽管具有很多优点，但存在着不

确定的相延迟，导致提取出来的高频和低频信号

不同步，这样便无法保证合成信号的准确性。

ＦＦＴ频谱分析技术能够实现信号在时域和频

域间的相互转换，能够保证被处理信号和处理后信

号间严格同步以及最大的幅度响应［２］，因而，这种

方法可以有效地克服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滤波器相延的问

题，实现有效信号的准确提取。利用ＦＦＴ分别设

计高通和低通滤波器，分别提取出ＲＴＫ高程时序

中的中低频信号犛犔和 Ｈｅａｖｅ时序中的高频信号，

利用式（１）合成新的换能器处的高程时序犛。

３　信号合成的精度分析

为了验证上述信号合成方法的正确性并分析

其精度，笔者实施了一个多波束测量实验。实验

中设计了６条测线、１条检查线。每条测线分别

从左到右（往测）和从右到左（返测）实测了两次，

且每次船体进行变速操作，实际船速见表１。

从实验数据中提取第一条测线进行了分析

（图２）。图２（ａ）、２（ｂ）分别代表采用信号合成方

法和传统方法构造的ＤＴＭ，对这两个ＤＴＭ 进行

较差，其差异体现在图２（ｃ）中。从图２（ｃ）可以看

出，在测线的中间部分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这主

要是速度剧变导致 Ｈｅａｖｅ信号异常而引起的。

对整个测区分别采用上述两种方法构造 ＤＴＭ

（图３（ａ）和３（ｂ）），其差异同样体现在图３（ｃ）中。

上述分析说明了传统多波束数据处理方法的

缺陷，也表明了实施信号融合的必要性。

为检验传统方法和信号融合方法测量及数据

处理内符合的一致性，提取出各条线往测、返测的

数据分别构造ＤＴＭ。由于往测、返测反映的是

同一河床，因而，两种数据处理方法各自的往返测

自吻合程度反映了各方法的精度。

图４（ａ）和４（ｂ）分别是用传统方法构造的测

线往返测河床ＤＴＭ，图４（ｃ）是这两个ＤＴＭ的差

异；图５（ａ）和５（ｂ）分别是用信号合成方法构造的

测线往返测河床ＤＴＭ，图５（ｃ）是这两个ＤＴＭ的

差异。从图４（ｃ）ＤＴＭ 的起伏变化可以看出，传

统方法处理得到的ＤＴＭ 个别部分比较好，但在

多数情况下两者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这主要是

因为往返测船体的剧变过程刚好互换（表１），而

往返速度剧变的互换使速度变化对 Ｈｅａｖｅ的影

响正好相反，并反映在各自的ＤＴＭ 中。因而，往

返测的ＤＴＭ 若采用传统方法构造，则势必在船

速发生剧变的位置出现比较大的偏差，导致如

图４所示的情况。上述分析表明了传统多波束作

业和数据处理方法所得成果的自吻合程度受船速

的影响，内部自吻合程度较差。

采用信号融合方法，类似于上述数据处理过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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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第一条测线和用

不同方法处理得

到的河床ＤＴＭ

Ｆｉｇ．２　ＤＴＭｏｆＦｉｒｓｔ

Ｌｉｎ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３　整个测区的ＤＴＭ

以及不同数据处

理方法的差异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ＤＴＭ

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ｒｅａ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４　传统方法构造

的测线往返测河

床ＤＴＭ及其差异

Ｆｉｇ．４　ＤＴＭＣｏｎｓｔｒ

ｕｃｔｅｄｂｙＴｒａｄｉｔｉ

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图５　信号合成法构造

的测线河床ＤＴＭ

及其差异

Ｆｉｇ．５　ＤＴＭＣｏｎｓｔ

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Ｓｉｇｎａｌ

Ｂｌｅ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程也被实施在往返测线ＤＴＭ 的构造中（图５）。

从图５（ｃ）可以看出，往返测河床ＤＴＭ 的差异非

常小且一致（ＤＴＭ 平坦光滑，差值具有零均值），

这一方面表明了基于信号融合的多波束数据处理

方法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另一方面表明了该

方法可以有效地克服船速突变导致 Ｈｅａｖｅ数据

异常所引起的河床地形畸变。相对传统方法，信

号合成方法大大提高了多波束最终测量成果的精

度。

为了更全面地分析信号合成方法的精度，传

统方法和信号合成两种方法的往返测数据被比较

和统计，其统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传统方法和信号合成方法的精度

Ｔａｂ．１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ＤＴＭ

线号 往测速度／ｋｎ 返测速度／ｋｎ
往返测差值的平均值（传统

方法／信号融合）／ｃｍ

标准偏差（传统方

法／信号融合）／ｃｍ

１ ８１１８ １０６１１ ３．０／１．１ ±１４．１／±６．４

２ １０５１０ ６１０６ ３．１／１．０ ±１３．２／±６．９

３ １１７１１ ７１０７ ２．２／０．４ ±１２．２／±５．８

４ ８１１８ １０７１０ ５．７／０．２ ±１３．３／±５．７

５ １１７１１ ７１０７ －３．８／０．８ ±１１．６／±５．５

６ ７１１７ １０７１０ ５．１／０．７ ±１３．７／±６．０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对于信号融合方法而言，

每条测线往返测，高程方向较差平均值基本分布

在０．７ｃｍ左右，具有零均值特征，其标准偏差约

在±６．０ｃｍ左右；而利用传统方法，差值的均值

分布很不规律，且标准偏差约在±１３．０ｃｍ左右。

统计数据表明，相对传统方法，信号合成方法的精

度整整提高了１倍。

４　结论和建议

１）基于ＲＴＫ高程信号和 Ｈｅａｖｅ信号的合

成，可有效地克服船速剧变给最终数据处理和成

果带来的异常，消除了传统方法数据处理上的缺

陷，提高了最终成果的质量；

２）对强制融合、基于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滤波器和

ＦＦＴ频谱分析技术实现这两个信号合成的方法

研究表明，前两者适合比较理想情况下的信号合

成，而基于ＦＦＴ信号合成可以有效地克服前两者

的缺陷，确保严格的时间同步和最大的幅度响应，

但在截止频率附近，信号的截取缺少平缓性，但对

提取信号的精度影响不大，可以不予考虑；

３）与传统的多波束数据处理方法比较，基于

信号合成的多波束数据处理方法可以有效克服传

统方法中无法克服的问题，将数据处理精度整整

提高了１倍，这对于利用多波束进行精密水下工

程监测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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