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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犌犖犛犛犚信号反演海浪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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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利用ＧＮＳＳＲ观测资料反演海浪波高的原理，讨论了干涉复数场及其相关时间。对Ｏｃｅａｎｐａｌ

观测数据滤波，计算其自相关函数，用三次多项式插值法估计相关时间，得到了新的海浪波高反演经验公式。

反演结果与声学波浪仪观测数据比对，两者是比较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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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１０多年来，ＧＮＳＳＲ作为一种新的探测手

段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在海洋方面，该技术

主要利用ＧＮＳＳ的海面反射信号测量海面风场、

海浪波高、潮位以及监测全球海洋中尺度（５０～

１００ｋｍ）变化。尽管我国在该领域起步较晚
［１］，

但是可以充分发挥己有的技术积累开展ＧＮＳＳＲ

研究。同时，应借鉴国外已有的技术，通过开展国

际合作研究，保持较高的理论和技术起点。

１　岸基实验

２００６年９月，笔者与西班牙的Ｓｔａｒｌａｂ公司

在厦门附近进行了一次联合观测。观测站附近没

有高大建筑，视野开阔，可以有效避免多路径效应

的影响。实验目的是研究利用 ＧＮＳＳＲ技术监

测海态的可行性。

实验采用的观测仪器是 ＯｃｅａｎｐａｌＧＮＳＳＲ

接收机，它是单频软件接收机。Ｏｃｅａｎｐａｌ接收机

输出的数据称为０级数据，它是包含直接和反射

信号相关函数值的复数时间序列。同时，实验中

还采用了一台气介式声学波浪仪，它具有很高的

精度，可以测量ｃｍ级海面高度的变化，从而能够

得到精确的有效波高等统计数据［２］。

２　数据分析

定义犉犇（狋）和犉犚（狋）分别为Ｏｃｅａｎｐａｌ接收机输

出的直接信号和反射信号的最大相关值对应的复

数时间序列。为了剔除与海面运动无关的分量，

采用干涉法处理数据。犉犐（狋）为干涉复数场（ｉｎ

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ｉｅｌｄ，ＩＣＦ），它的定义如下：

犉犐（狋）＝犉犚（狋）／犉犇（狋） （１）

两个分量中指数项的相位通过求比值可以剔除残

留的多普勒、导航码相位偏差、卫星发射功率变化

以及绝大部分由电离层和中性大气引起的附加时

间延迟对后续相关分析的影响，有效提高了ＩＣＦ

的相位精度。这里重点讨论利用ＩＣＦ反演有效

波高ＳＷＨ的方法（ＳＷＨ 是一个统计参数，对海

浪预报、航海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２．１　犐犆犉的信号特征

图１是海面散射的几何结构图，通常认为海

面电波反射面的坡度很小，散射主要发生在镜点

附近的海面，得到的ＩＣＦ为
［３］：

犉犐（狋）＝犉犚（狋）／犉犇（狋）≈犻犽
ｅ
ｉ２犽犎ｓｉｎε

狉′
·

∫犕犚ｅ
ｉ（－２犽狕ｓｉｎε）－珖狇

┴
·珒ρ＋

犽
２狉′（^狉′

┴
·珒ρ）

２

ｄ犛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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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犕＝ 犵（珒ρ，狕槡 ）χ（珒ρ，狕），犵（珒ρ，狕）为天线增益，

χ（珒ρ，狕）为犠狅狅犱狑犪狉犱模糊函数；犚为菲涅耳反射

系数；犽为 ＧＰＳ载波波数，犽＝２π／λ，对于载波，λ

≈１９ｃｍ；狉（狊）是接收机（发射机）到海面上每个点

的距离；^狀为表面的法向；珖狇＝（珖狇┴，狇狕）为散射矢

量，它是入射和出射单位矢量狀^犻和狀^狊 的函数，即

珗狇＝犽（^狀犻－^狀狊）。

图１　ＧＮＳＳＲ海面散射几何结构（镜点位置在原点）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ＧＮＳＳ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２．２　犐犆犉的相关时间

定义相关时间τ犉 为ＩＣＦ 的自相关函数

Γ（Δ狋）的时间宽度，Γ（Δ狋）＝ 〈犉
犐 （狋）犉犐（狋＋

（Δ狋）〉狕，它表示在相关时间内，接收机接收的信号

之间存在正的相关。这个相关时间是与海面的坡

度、电波入射的仰角等因素有关的量。假设海面

高度为高斯概率分布，得到Γ（Δ狋）的近似表达式

为［４］：

Γ（Δ狋）≈犃（σ狕，犾狕，ε，犌狉）ｅ
－４犽

２
σ
２
狕
Δ狋
２

２τ
２
狕

ｓｉｎ
２
ε （３）

式中，ε表示ＧＰＳ卫星的仰角。可见，ＩＣＦ自相关

函数是Δ狋的高斯函数，它与表面高度离差σ狕、表

面相关长度犾狕 和天线增益犌狉 等的函数犃（σ狕，犾狕，

ε，犌狉）成比例。这样，ＩＣＦ的相关时间可以看作这

个高斯函数的二阶矩［４］：

τ犉 ＝
τ狕

２犽σ狕ｓｉｎε
＝
λ
πｓｉｎε

τ狕
ＳＷＨ

（４）

可以看出，τ犉 依赖于表面相关时间、有效波高的

比值以及电磁波长。

３　反演方法与结果

选用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３日至１５日三天、每天约

４ｈ的数据进行分析。Ｏｃｅａｎｐａｌ接收机的相关积

分时间为０．０２ｓ，声波仪每２０ｍｉｎ采样一次。

在数据处理中发现，仰角低于３０°的卫星，其

反射信号不够稳定，噪声较大，而对于仰角大于７５°

的卫星，多路径效应较明显，这可能是礁石的反射

信号所致。方位角靠近海岸的卫星，其信号质量也

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为了保证良好的信号质量，设

置卫星的挑选条件为：高度角３０°～７５°、方位角

９０°～１８０°，凡不符合条件的卫星予以剔除。

从Ｏｃｅａｎｐａｌ测量中得到的复数时间序列需

要进行预处理。由于反射信号中既含有镜反射分

量，也包含散射分量，并且镜反射分量占主要成

分，可视为直流分量，而散射分量则与海面散射面

的粗糙度直接相关。为了便于计算相关函数，需

要消除信号中的镜反射分量。观测数据显示，反

射信号存在衰落现象，并且海面越粗糙，衰落越严

重。为了克服衰落造成的影响，对ＩＣＦ进行了滤

波。对预处理后的数据，计算其自相关函数，然后

用三次多项式插值法估计自相关时间τ犉。图２

为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３日１１：０５ＰＲＮ０６卫星观测数

据ＩＣＦ相关函数的处理结果。

图２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３日１１：０５ＰＲＮ０６相关函数图

Ｆｉｇ．２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１１：５０Ｓｅｐｔ．１３，２００６ＰＲＮ０６

Ｓｏｕｌａｔ
［４］等基于Ｅｌｆｏｕｈａｉｌｙ等提出的统一海

浪谱推导了海面相关时间τ犉 与有效波高ＳＷＨ

之间的关系式，并结合距离海岸１６ｋｍ处的浮标

数据，给出了一个由海岸Ｏｃｅａｎｐａｌ数据相关时间

推算出开阔海域ＳＷＨ 的半经验公式，其反演精

度是１８ｃｍ
［３，４］。利用该公式对厦门实验数据进

行了计算，得到的ＳＷＨ数值在０．６５ｍ左右，比

岸基声波仪测量的结果高０．２ｍ左右，这可能是

因为不同海域的海态存在差异。

然而，在近岸海域，由于其海床比远海海域的

海床浅，同时风区（ｆｅｔｃｈ）也不够长，海浪不能充

分成长，所以很难用海浪谱推导有效波高与相关

时间之间的理论关系式。笔者试图通过数据拟合

总结一个经验模型ＳＷＨ＝犳（τ′犉）＝犳（τ犉ｓｉｎε），τ′犉

称为有效相关时间。从式（４）可以看出，ＳＷＨ与

τ′犉是成反比关系的，据此建立一个二阶多项式来

拟合观测数据：

ＳＷＨ＝犪
１

τ′（ ）
犉

２

＋犫
１

τ′（ ）
犉
＋犮 （５）

６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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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犪、犫和犮分别为待定系数。在数据处理中，

发现犪＝０．００３８，犫＝－０．０７３３，犮＝０．８２６７时，

拟合的结果较好。

由于声波仪具有很高的精度，可认为它测量的

ＳＷＨ数据为真实海面参数。把利用式（５）计算的

结果与声波仪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测量结果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

　　从图３可以看出，两种仪器的测量结果比较

一致。由于声波仪安装在观测站旁边，而ＧＮＳＳ

Ｒ观测的波浪是离开岸边１００ｍ左右的海面，两

个地方的波高可能不同，但是差别不应该很大。

对数据的统计表明，这三个时间段的相对最大偏

离为１１ｃｍ，平均偏离为３ｃｍ，初步说明提出的

反演方法是可靠和准确的。

４　大气折射的影响分析

ＧＰＳ卫星高度远远大于Ｏｃｅａｎｐａｌ接收机的

高度，可以认为直达信号和反射信号经历同样的

传播路径，但反射波有一个附加路径，如图１所

示，设ρ′为该附加路径。除了这个附加路径以外，

两种信号受电离层和中性大气折射的影响是相等

的，这个影响反映在指数项。通过干涉法处理，基

本消除了它们的影响。

如前所述，假设散射点位于镜点附近，则有ρ′

≈２犎ｓｉｎε，其中，犎为接收机距离海面的高度。在

本实验时间段内，犎 一般为１７．５ｍ左右。若设定

高度角在３０°～７５°，则路程差ρ′的变化范围是１８

～３４ｍ。在接近海面的高度范围内，对流层折射指

数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对信号的影响不应忽略。

９ 月 １４ 日 早 上 ８：０７ 在 ２４．７８６１°Ｎ、

１１８．８５１４°Ｅ出现了一次 ＣＯＳＭＩＣ掩星事件，掩

星切点经纬度与ＧＮＳＳＲ实验地点非常接近，有

利于利用掩星数据估计海面大气折射率对附加路

径传播时间延迟的影响。图４为利用这次掩星观

测资料得到的大气折射率剖面。从图４看出，海面

附近的折射指数在３６０Ｎ单位。对不同高度角的

卫星，大气折射指数导致的相位延迟如图５所示。

为了研究大气折射对反演结果的影响，在每一颗卫

星的反射信号相位中加入相应的相位改正。图６

是９月１４日相位改正前后的反演结果对比，可以

看出，改正前后，有效波高的结果是基本相同的。

经计算，其他观测数据的对比结果也是基本相同

的。这说明在岸基观测中，大气折射对有效波高

的反演基本没有影响。应该指出，大气折射造成

的相位延迟对潮位的反演是有一定影响的。

由于条件的限制，目前只进行了海岸观测实

验，下一步应该利用海上油井等远海平台进行观

测，研究该技术在开阔海域的可行性，并进一步改

图４　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测

的折射指数剖面

Ｆｉｇ．４　ＣＯ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

　　　

图５　大气折射对不同

高度角卫星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图６　大气折射对不同

高度角卫星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ｓ

ｕｌ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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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反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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