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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精密多波束测量中多波束系统与ＧＰＳ系统间存在时间延迟的问题，提出了两种确定时延的方

法，即坐标匹配法和竖向时序相似法。前者需根据 ＮＭＥＡ０１８３电文和 ＮＡＶ电文中坐标对及其对应时标确

定时延；后者根据ＧＰＳ与ｈｅａｖｅ呈现船体垂直运动时序的一致性，通过质量控制、姿态改正和垂直运动波形

的相似性来确定时延。两种方法在时延确定中均取得了较高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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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常规多波束系统测量中，ＧＰＳ主要负责为

测量船提供导航和定位信息，并最终服务于每个

波束的归位计算，以获得测深点精确的平面位置。

随着ＧＰＳＲＴＫ技术在航道／海道测量中的广泛

应用，ＲＴＫ不但为多波束测量提供更精确的平面

位置解，其垂直解也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多波束

瞬时垂直基准的确定中［１，２］。精密多波束测量

中，利用 ＧＰＳ确定的天线处的三维坐标，结合

ＧＰＳ天线在船体坐标系 ＶＦＳ（ｖｅｓｓｅｌｆｒａｍｅｓｙｓ

ｔｅｍ）下的坐标、多波束换能器在ＶＦＳ下的坐标、

声线跟踪获得的测点的深度以及动态参考单元

ＭＲＵ（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ｕｎｉｔ）提供的姿态参数，

可精确地获得每个波束在海底投射点的三维坐

标。然而，在实际测量中发现，有些多波束系统

（如ＥＭ３０００）与ＧＰＳ系统在测深和定位中存在

着不同步问题［３］，并导致实测地形在往返两个条

带间存在错位，严重地影响了多波束精密测深结

果的应用。

１　坐标匹配法

多波束测量时，ＧＰＳ输出的导航电文中的平

面坐标被提取到多波束系统中，并标定为多波束

系统时间，保存在一个后缀为ＮＡＶ的文件中。

若同时记录 ＧＰＳＮＭＥＡ０１８３原始电文，并存储

为一个后缀为ＮＭＥＡ的文件中，这样，通过比较

相同位置的不同时标，便可确定时延。

根据上述数据提取流程，通过比较 ＮＡＶ电

文和ＮＭＥＡ电文中具有相同平面坐标记录的时

标，即可确定不同采样时刻两系统间的时间偏差

Δ狋（图１）。

图１　基于坐标匹配的时延确定方法

Ｆｉｇ．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Ｂａｓｅｄｏ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坐标匹配法的时延确定精度σ狋为：

σ狋 ＝
１

狀－１∑
狀

犻＝１

Δ狋
２

槡 犻，Δ狋犻＝
（Δ狓

２
犻 ＋Δ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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狏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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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狓犻＝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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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 －狓
Ｎａｖ

犻 ，Δ狔犻＝狔
ＧＰＳ

犻 －狔
Ｎａｖ

犻 （１）

式中，（狓
ＧＰＳ

犻 ，狔
ＧＰＳ

犻 ）为犻时刻ＮＭＥＡ电文中的平面

坐标，标定为ＵＴＣ时间，其在 ＮＡＶ文件中对应

的坐标为（狓
Ｎａｖ

犻 ，狔
Ｎａｖ

犻 ），标定为多波束系统时间，该

时刻的船速为狏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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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竖向时序相似法

精密多波束测量中常采用ＧＰＳＲＴＫ技术，

ＲＴＫ的高程解可以监测船体的垂直运动
［２］。另

外，多波束系统中的 ＭＲＵ还可以提供监测船体

垂直运动的涌浪参数（ｈｅａｖｅ）。这样，船体的瞬间

垂直运动可通过ＧＰＳ和 ＭＲＵ两个传感器来监

测，并分别通过它们输出的高程时序和ｈｅａｖｅ时

序来反映（图２）。尽管ｈｅａｖｅ的采样率较高（５

Ｈｚ、１０Ｈｚ、５０Ｈｚ），ＧＰＳ的采样率较低（通常设

置为１Ｈｚ），两者除存在时间偏差外，所呈现的船

体垂直运动仍具有非常好的一致性。

图２　原始的ＲＴＫ高程时序和ｈｅａｖｅ时序

Ｆｉｇ．２　ＲａｗＲＴＫＨｅｉｇｈｔ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ＨｅａｖｅＳｅｒｉｅｓ

在［０，Ｔ］时间段内，船体坐标系 ＶＦＳ下，船

上某点ＲＰ处，ＧＰＳＲＴＫ高程时序若为犺
ＲＰ
狋 ，相应

的ｈｅａｖｅ时序为ｄ犺
ｈｅａｖｅＲＰ

狋 ，则两个垂直运动波的相

似性参数犚可描述为：

犚犺ＲＰ狋 ｄ犺
ｈｅａｖｅＲＰ
狋－τ

（τ）＝
∑
犜

狋＝０

犺ＲＰ狋 ｄ犺
ｈｅａｖｅＲＰ
狋－τ

∑
犜

狋＝０

（犺ＲＰ狋 ）
２

∑
犜

狋＝０

（ｄ犺ｈｅａｖｅＲＰ狋－τ ）
槡

２

（２）

　　以ＲＴＫ高程序列为参考，在ｈｅａｖｅ序列的时

标上增加／减小一个很小的时间量，然后计算这两

个序列的相似性。当达到一定的量值后，相似性

系数犚达到最大，则表明两个垂直运动波在波形

上达到最好的吻合，这时的差值即为需要确定的

［０，犜］时间段内两者的时间偏差。

用于波形匹配的时序数据的时间区间［０，犜］

不能太大。ｈｅａｖｅ反映的是船体随涌浪在垂直方

向变化的信息，具有零均值特点，但ｈｅａｖｅ并不能

反映海面的中、长周期变化［４］。ｈｅａｖｅ易受船速

突变等因素的影响，产生异常的中、长周期运动

波，但其短周期运动波正确［２］。ＲＴＫ高程反映的

垂直运动信息不仅包括涌浪产生的垂直运动，还

包括潮位信息，因此，ＲＴＫ高程时序不具有零均

值特点。在短时间内，考虑潮位的变化基本上为

常值，则这个区间段内，ＲＴＫ高程时序和ｈｅａｖｅ

时序的可比性比较强。因此，时延确定中 ［０，犜］

取值范围一般设定为１～１．５ｍｉｎ比较合适。

测量船是瞬时运动的，ＧＰＳ天线通常架设在

船上利于ＧＰＳ观测的较高的位置，而ｈｅａｖｅ一般

安装在船体重心或接近重心的位置（或其他位

置），两者测量得到的垂直运动因为在不同的位置

而缺少可比性。为此，必须将两者通过姿态改正

归算到相同的位置，如船体坐标系 ＶＦＳ的原点

ＲＰ。

理想情况下，若ＧＰＳ天线在船体坐标系下的

坐标为［ｄ犡犌，ｄ犢犌，ｄ犺犌］Ｔ，测量船的瞬时姿态横摇

为狉，纵摇为狆，则ＧＰＳ天线相位中心在 ＶＦＳ坐

标系下的瞬时坐标［ｄ犡犌ＲＰ，ｄ犢犌ＲＰ，ｄ犺犌ＲＰ］Ｔ为：

ｄ犡
ＧＲＰ

ｄ犢
ＧＲＰ

ｄ犺

熿

燀

燄

燅
ＧＲＰ

＝犚狆犚狉

ｄ犡犌

ｄ犢犌

ｄ犺

熿

燀

燄

燅犌

（３）

式中，犚狆 和犚狉分别为纵摇狆 和横摇狉构成的三

维旋转矩阵。

若ＧＰＳ天线处的瞬时测量高程为犺
ＧＰＳａｎｔ，则

ＶＦＳ原点ＲＰ的瞬时高程犺
ＲＰ为：

犺
ＲＰ

＝犺
ＧＰＳａｎｔ

－ｄ犺
ＧＲＰ （４）

　　类似地，若 ＭＲＵ不能安置在船体重心，理想

情况下，在 ＶＦＳ下的坐标为 ［ｄ犡
ｈｅａｖｅ，ｄ犢

ｈｅａｖｅ，

ｄ犺ｈｅａｖｅ］Ｔ，则 ＲＰ 处 的 垂 直 运 动 量 ［ｄ犡
ｈｅａｖｅＲＰ，

ｄ犢
ｈｅａｖｅＲＰ，ｄ犺

ｈｅａｖｅＲＰ］Ｔ 为：

ｄ犡
ｈｅａｖｅＲＰ

ｄ犢
ｈｅａｖｅＲＰ

ｄ犺

熿

燀

燄

燅
ｈｅａｖｅＲＰ

＝犚狆犚狉

ｄ犡
ｈｅａｖｅ

ｄ犢
ｈｅａｖｅ

ｄ犺

熿

燀

燄

燅
ｈｅａｖｅ

（５）

　　姿态改正需要姿态参数狉和狆，而所有的姿

态参数标定的却是多波束系统时间，这样直接通

过式（３）和式（４）对ＲＴＫ高程进行姿态改正，必

然夹杂着时延对姿态改正结果的影响。为了消除

该影响，实际计算中采用迭代处理方法，该方法在

时延确定过程中将给以详细介绍。

基于竖向时序相似法确定时延的精度除了用

相似性系数犚 表示外，可在［０，犜］内通过比较

ＧＰＳ高程和对应的ｈｅａｖｅ来反映，也可通过时延

确定相对误差来表示。若第犻个时延确定段内，

第犼次移动犚 达到最大，则时延相对误差可通过

第犼次和第犼－１次移动计算所得时延的差Δ狋犻来

表示。若［０，犜］内存在狀个时延确定段，则有狀

个相对误差Δ狋犻（犻＝１，２，３，…，狀），则该方法确定

的时延精度σ狋可通过式（６）来计算：

σ狋 ＝
１

狀－１∑
狀

犻＝１

Δ狋
２

槡 犻，Δ狋犻＝τ犼
－１
犻 －τ犼犻 （６）

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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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时延确定过程及时延改正

坐标匹配法的时延确定过程相对简单。以

ＮＭＥＡ０１８３文件中记录的位置信息为参考，在

ＮＭＥＡ０１８３定位记录中寻找对应于 ＮＡＶ文件

中每个定位记录的坐标，并对该坐标的 ＵＴＣ时

标和多波束系统时标进行较差，即获得该时刻多

波束系统时钟相对ＧＰＳ时钟的偏差：

Δ狋犻＝狋ＵＴＣ－狋ＭＢＳ （７）

　　数据提取具有时序性，并导致原始的ＮＭＥＡ

０１８３电文和ＮＡＶ电文中的坐标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在实际时延确定中，需要考虑船速，在ＮＡＶ

序列中采用推算的方法获得ＮＭＥＡ０１８３电文中

的坐标，进而通过时标比较，确定时延。

坐标匹配法确定时延的精度通过式（１）来计算。

竖向时序相似法的计算过程相对复杂，可归

纳为以下几点。

１）对ＧＰＳ高程序列中的非ＲＴＫ状态进行

标定。标定ＲＴＫ异常时段前后各１ｍｉｎ的数据，

标定部分不参与计算（如图６所示）。对于异常的

ｈｅａｖｅ数据，采用高通滤波获取其正确的高频垂

直运动信息，截止频率设定为１／３０Ｈｚ（如图６所

示）。

２）将ｈｅａｖｅ时序划分为若干个长度为犜ｍｉｎ

的时间段，对于每个时间段（比较时序），按照该段

ｈｅａｖｅ时序第一个记录的标定时间在ＲＴＫ高程

时序中寻找相应的时刻，并在该时刻前后各选长

度为犜ｍｉｎ的ＲＴＫ高程数据作为相似性比对的

参考时序，即参考时序的长度为２犜。

３）利用参考时序和比较时序内各记录的时

标，寻找相应时刻的姿态参数（狉，狆），利用式（３）

～式（５），对步骤２）中的两个时序进行姿态改正，

获得ＲＰ处的两个新时序犺
ＲＰ和ｄ犺

ｈｅａｖｅＲＰ。

４）长度为２犜的犺ＲＰ时序作为基准标尺，以时

间长度为犜的ｄ犺ｈｅａｖｅＲＰ时序为游动标尺。游动标

尺在基准标尺上滑动，每滑动一个Δ时间，计算犜

分钟内两个时序的相似性系数犚，直到完成在基

准标尺上的全部滑动，并得到一组 犚 和通过

式（２）、式（６）计算的精度指标。比较这些精度指

标，选定相似度和精度最高的一次滑动作为最佳

一致性垂直运动段，并根据滑动次数犿，计算［０，

犜］内的平均时延τ：

τ（［狋犽，狋犽＋犜］）＝犿×Δ （８）

式中，狋犽是长度为犜 ｍｉｎ的ｄ犺
ｈｅａｖｅＲＰ时序的第一个

记录的时间，犜通常给定为１ｍｉｎ；Δ取０．１ｓ。

５）根据步骤４）中确定的概略时延τ，在步骤

３）中再次寻找合适的姿态参数，重新进行姿态改

正，并根据步骤４）计算准确的时延，直至时延确

定精度满足一定的限差要求。

６）重复步骤２）～步骤５），计算整个观测序

列中的每分段的时延，最终形成一个时延随时间

变化的时序（图４）。

７）获得时延序列后，即进行时延改正。为方

便后续多波束数据处理，利用时延序列，将ＲＴＫ

高程时序标定的ＵＴＣ时间改正到多波束系统时

间（图３）。

图３　时延改正后的ＲＰ处的ＲＴＫ

高程序列和ｈｅａｖｅ序列

Ｆｉｇ．３　ＲＴＫＨｅｉｇｈｔ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Ｈｅａｖ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ｔ

ＲＰＡｆｔｅｒ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４　试验及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方法的正确性，利用ＥＭ３０００

多波束系统在几个工程中的测量数据进行时延确

定试验。

首先利用２００８年３月ＥＭ３０００多波束系统

的测量数据进行时延确定。该次测量历时６ｈ２２

ｍｉｎ，ＧＰＳＲＴＫ 的采样频率为１Ｈｚ，ＭＲＵ的采

样频率为５Ｈｚ。分别采用坐标匹配法（方法１）和

竖向时序相似法（方法２）实施时延的确定。在应

用方法２时，定义ｈｅａｖｅ的匹配时间段为１ｍｉｎ，

ＲＴＫ高程匹配时间段为２ｍｉｎ，在匹配时间段

内，每次游动量为０．１ｓ。两种方法所得时延及其

精度指标见图４和图５。

图４　两种方法探测的时延比较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ｉｎ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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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方法２确定时延时，相似性系数犚均大

于０．９９，接近于１，表明ＧＰＳＲＴＫ时序和ｈｅａｖｅ

时序通过移动在垂直运动波形上达到了最大一

致。精度指标表明，ＲＴＫ高程在除去大数后，在

时延统计时段内，在量值上与ｈｅａｖｅ垂直变化量

值达到一致。这两个指标表明，整个时延确定的

精度是可靠的。

从时延随时间的变化量来看，两种方法探测

出来的时延最大偏差为０．３ｓ，基本一致，精度指

标较高。

图５　两种方法探测的时延精度比较

Ｆｉｇ．５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ｉｎ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８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ｂｏｖｅ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４表明，时延变化趋势近似呈现线性变化。

整个变化过程中，时延逐渐增加，至测量结束，时

延达到１０．２ｓ，相对较大，对测量的影响不可忽

视。

利用方法２确定时延时发现，ＧＰＳ和ｈｅａｖｅ

数据的质量对时延确定的精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

响（图６）。从图６可以看出，ＲＴＫ高程在３００～

４００ｓ间出现定位异常，其变化趋势与整体存在较

大的差异（图６（ａ））。而ｈｅａｖｅ信号在开始阶段，

出现比较大的异常，而后数据正常（图６（ｂ））。这

主要是因为源于 ＭＲＵ的ｈｅａｖｅ因其传感器内部

算法所致，在船速突变（测船加速进线）时，难以反

映船体的实际长周期变化，从而破坏了其零均值

变化特征［４］。尽管如此，在异常段ｈｅａｖｅ还是很

好地保留了反映船体随波浪起伏的高频变化信

息。为了在这一段能够得到高精度的时延，采用

信号处理技术，将其高频部分提取出来，消除其长

周期异常的影响，恢复其零均值变化特征。恢复

后的ｈｅａｖｅ信号如图６（ｃ）所示。利用恢复后的

ｈｅａｖｅ时序进行时延确定，获得了高精度的时延

确定结果（图４和图５）。

为了对时延的变化规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下面对ＥＭ３０００多波束系统在２００２０７、２００４０６、

２００４０５和２００４１０实测的各测次数据进行时延

计算，时延随测量时间的变化如图７所示。

从图７可以看出，时延在５次多波束测量中

均存在，且变化规律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

图６　异常ＧＰＳＲＴＫ和ｈｅａｖｅ序列

Ｆｉｇ．６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ＲＴＫＨｅｉｇｈｔ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ＨｅａｖｅＳｅｒｉｅｓ

图７　不同期多波束测量时延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Ｂ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２００２０７测量数据中，时延呈线性变化趋势，变化

幅度为０～１０ｓ；在２００４０６，时延表现为近乎小幅

度的阶段性台阶变化，变化幅度为７～１０ｓ，阶段

内变化平缓且持续时间较长，时延在阶段间跳跃

幅度很小，约１ｓ左右；与２００４０６数据中时延的

变化规律近似，２００４０５１８数据中时延的变化也

呈现阶梯状，变化幅度７～１２ｓ，阶梯内变化平缓；

在与２００４０５１８仅相差一天的０５１７数据中，时

延的变化与２００４１０数据中呈现的时延变化规律

非常相似，尽管呈现阶梯状变化，但阶梯持续时间

短，阶梯间变化剧烈，阶梯出现频繁，时延量较大，

变化幅度在０～２２ｓ之间。

５　结　语

１）在精密多波束测量中，多波束系统和ＧＰＳ

系统间确实存在时延，时延呈现无规律变化，且量

值相对较大，对于ＲＴＫ技术应用于精密多波束

测量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应该引起足够的重

视。

２）坐标匹配法和竖向时序相似法是确定多

波束和ＧＰＳ系统间时延的理想方法。前者基于

点位对应确定时延，实施简单，影响其精度的主要

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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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是内插匹配点对时需要准确的航向信息和速

度信息；后者基于时序段确定时延，计算过程相对

复杂，影响其精度的主要因素有ＲＴＫ高程的定

位精度、ｈｅａｖｅ的测量精度以及船姿变化的剧烈

程度等。两种方法均是在瞬时或短时确定时延，

解决了无规律变化时延的确定问题，因此，具有较

高的时延确定精度，竖向时序相似法的时延确定

精度略高于坐标匹配法。

３）尽管发现了精密多波束测量中的时延问

题，并确定了时延，但到目前为止还不是非常明确

产生如此大变化时延的根本原因。若能找到其根

源，相信对系统间时延的消除将非常有益。另外，

本文仅对ＥＭ３０００多波束系统用于精密海洋工

程测量存在的时延问题进行了研究，而没有对其

他类型的多波束系统（如Ｓｅａｂａｔ系列）进行时延

探测。为了使多波束系统与ＧＰＳＲＴＫ系统紧密

结合，真正服务于精密近岸水下地形和海洋工程

勘测中，建议对其他类型的多波束系统开展类似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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