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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全面获取海面粗糙度信息，实现导航卫星反射信号高精度风场反演，在给出海浪谱及散射信号相关

功率模型基础上，通过对海面时延一维、时延／多普勒二维信息采样方式进行分析和仿真，验证了散射信号相

关功率ＺＶ模型。仿真结果表明，时延／多普勒二维采样方式能全面反映海面粗糙度信息。以此为理论依据

设计完成了基于二维信息获取的多普勒延迟映射接收机，阐述了接收机的硬件组成及工作原理，分析了多普

勒串行码片并行的数据处理模式，为导航卫星反射信号的海面散射功率获取提供了可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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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有效地获得海洋环境数据，对海洋环境

管理、资源保护、灾害监测、海上生产作业和海洋

军事等活动非常必要。本文研究了一种基于

ＧＮＳＳ反射信号实现的海面风场探测新技术，为

建立海天一体化环境监测网提供更好的技术设备

和信息平台。传统的海面风场探测设备主要包括

星载的散射计、高度计和合成孔径雷达等，上述大

都采用同源观测方式，由集成在一起的发射和接

收装置组成，工作波段在Ｋｕ、犆和犔 波段，设备体

积大，同时由于星下点观测模式，其成本过高，且

无法实现全球范围高时空分辨率数据获取等问题

成为应用瓶颈。全球卫星导航系统ＧＮＳＳ（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除广泛应用于定位、

导航和授时外还可以利用海面对其信号的散射效

应实现遥感。Ｇａｒｒｉｓｏｎ等利用 ＧＰＳ遥感器进行

了航空搭载实验，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证实了海

面散射信号的可接收性，并实现风场的反演［１，２］。

该技术以ＧＮＳＳ星座为多源微波发射源，其全天

时、全天候、无需发射机等优势成为遥感领域的新

兴技术。美国 ＮＡＳＡ和科罗拉多大学等机构针

对该项技术，已经开展星载研究３６］。国内相关研

究刚刚起步，在散射信号接收理论及接收机研制

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６８］。本文在此基础上，

作进一步的研究。

１　海面风场监测系统组成及原理

１．１　系统组成

以ＧＰＳ为研究对象，其系统硬件构成如图１

所示，由航空机载或岸基多普勒延迟映射接收机

ＤＤＭ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ｄｅｌａｙｍａｐｐｉｎｇｒｅｃｅｉｖｅｒ），右旋极

化（ＲＨＣＰ）天线、左旋极化（ＬＨＣＰ）天线以及

ＧＰＳ星座组成。ＤＤＭＲ是由分别接收直射和反

射信号的双射频前端及多通道专用相关器等模块

组成。数据处理软件分为导航定位、镜面反射点

估算、通道模式配置、相关功率计算和风场反演等

模块。

１．２　风场监测原理

海面风场引起海面粗糙度变化，基于海面的

微波散射截面与海面粗糙度高度相关，因此，可以

通过精确获得海面散射信号相关功率来描述海面

风场参数（风速、风向）。

ＧＰＳ信号是圆极化平面波，发射信号具有右

旋极性，而经过海面散射的信号主要分量呈左旋

极化特性［５］。因此，为有效地接收海面散射信号，

必须通过一个左旋极化的天线来实现。由于散射

信号和直射信号存在波程差，必然造成散射信号

相对于直射信号的码延迟。假定ＤＤＭＲ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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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风场探测系统组成

Ｆｉｇ．１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的直射信号为狉犻（狋），本地产生的信号为狌犻（狋），则

直射信号的相关功率利用式（１）计算：

犚（τ）＝∫
犜

０
狉犻（狋）狌犻（狋－τ）ｄ狋 （１）

式中，τ为码延迟滑动量，τ＝τ１时相关功率值达到

最大。ＤＤＭＲ接收到的反射信号为狉犻（狋－τ１－

δτ），δτ表示为τ０±犖τ犮，犖 是相对镜面反射点处

配置延迟码片的滑动个数。反射信号的相关功率

由式（２）计算得到：

犚（τ）＝∫
犜

０
狉犻（狋－τ１）狌犻（狋－τ１－τ）ｄ狋 （２）

这里，当τ＝τ０ 时反射信号相关功率值达到最大。

τ０、τ１ 与δτ的相对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ＧＰＳ互相关功率受海面粗糙度影响

Ｆｉｇ．２　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Ｏｃｅａｎ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２　海面风场反演模型

ＧＮＳＳ散射信号相关功率扩散程度与海面粗

糙度高度相关，如图２所示。这种高度相关性是

由海浪谱模型与微波散射模型交互作用的结果。

２．１　海浪谱模型

通过海浪谱可以对海面进行模拟，进而获得

海面粗糙度。本文选择 Ｅｌｆｏｕｈａｉｌｙ海浪谱模

型［３］：

犛犽，（ ）Θ ＝犛犈（）犽犇 犽，（ ）Θ （３）

式中，犛犈（）犽 表示海浪谱的径向部分；犇（犽，Θ）为

对应的方位函数：

犛犈（犽）＝犽
－４ 犅犾（）犽 ＋犅犺（犽［ ］）犔（犽）Γγ

（犽） （４）

犇（犽，Θ）＝
１

２π
１＋Δ（犽［ ］）ｃｏｓ２Θ （５）

式中，犅犾（犽）描述了谱的低频分量；犅犺（犽）描述了

谱的高频分量；Θ为方位，对于充分发展的海域 ，

犔（犽）＝ｅｘｐ －
５

４

犽狆（ ）犽［ ］
２

，Γ＝１．７，Δ（）犽 为方位因

子；γ（犽）为不同海域条件下的１０ｍ高风速影响

因子。海浪粗糙度是 ＧＮＳＳＲ风场反演过程中

的重要变量，通过它可以建立海面风场与海面散

射信号功率曲线的关系。

２．２　散射信号相关功率模型

对于ＧＰＳ犔１ 波段的信号，其在海面粗糙度

超过π／２或者风速超过２～３ｍ／ｓ的情况下很容

易满足漫反射的瑞利分布。Ｚａｖｏｒｏｔｎｙ和 Ｖｏｒｏ

ｎｏｖｉｃｈ根据双基雷达前向散射方程、基尔霍夫逼

近和Ｅｌｆｏｕｈａｉｌｙ海浪谱模型推算出海面散射信号

平均功率与散射截面和海面起伏的概率密度之间

的函数关系，称为ＺＶ模型
［２，７］，是 ＧＰＳ散射信

号反演风场的基础方程。考虑到时延多普勒二维

变量，有：

珚犢（τ）＝

犜２犻
４π

犌２（ζ）×Λ
２
Δτ（狉［ ］）× 犛 Δ犳（狉［ ］） ２

４π犚
２
狋（狉）犚狉

２（狉）
σ０（狉）ｄ

２狉

（６）

其中，σ０（狉）表示归一化散射截面，表示如下：

σ０（狉）＝π （狉）
２狇

４

狇
４
狕

×犘狆犱犳（－
狇⊥
狇狕
） （７）

式中，犌（）ζ 是接收天线的增益函数；Λ
２［ ］· 是自

ＧＰＳＣ／Ａ码的相关函数，Δτ（狉）和Δ犳（狉）分别为

时延和多普勒描述函数，犚狋与犚狉 分别是ＧＰＳ卫

星和ＧＰＳ接收天线距离积分点的距离；犚（狉）为菲

涅尔散射系数；狇表征散射向量。

依据上述模型，利用ＤＤＭＲ接收机以不同的

采样方式获取海面信息，并计算得到散射信号相

关功率，通过模型匹配，便可实现海面风场反演。

３　海面信息采样方式分析

３．１　一维时延采样

镜面反射点由Δτ＝２犺ｓｉｎθ表征的反射信号

延迟路径最小时对应的反射点［６，７］确定，其中犺

为接收机距离海面的垂直高度，θ为对应的卫星

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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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角。若只考虑码延迟Δτ（狉）变化，将 Δ犳（狉）设

为镜面反射点处的多普勒值保持不变，即一维空

间采样，如图３所示，沿镜面反射点外扩的任两条

等延迟曲线围成等延迟环带，如图中深色区域所

示，即为一维空间采样的海面信息分辨单元。一

维时延分辨率的大小取决于接收机对散射信号的

采样速率，采样速率越高，则时延分辨率越高。本

课题组早前完成的延迟映射接收机（ＤＭＲ）为一

维采样模式，成功获得航空搭载实验数据，实现风

场反演，反演精度为风速２ｍ／ｓ，风向为２０°
［６９］。

图３　海面信息一维时延采样

Ｆｉｇ．３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ｏｆＯｃｅａｎ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３．２　时延／多普勒二维采样

如忽略多普勒因素，由其引起的空间滤波将

会使散射信号功率有所损失。充分考虑到式（６）

中Δτ（狉）和Δ犳（狉）两项对海面散射信号相关功率

的影响，提出了时延／多普勒二维采样，以此最大

程度获得海面粗糙度信息。当接收机与 ＧＰＳ有

效卫星处于不同的相对运动方向时，空间多普勒

的划分情况不同。同样，等延迟带疏密趋势也随

之变化，如图４所示为卫星高度角为３０°，沿入射

面方向等延迟带和等多普勒带对海面二维分割的

结果。其中深色区域为最小分辨单元，可见在同

等条件下时延／多普勒二维采样具有更精细的海

面粗糙度分辨率，更精确逼近散射信号相关功率

计算模型。图５为根据散射信号相关功率计算模

型仿真得到的时延／多普勒相关功率二维曲线，码

延迟范围取－１到＋２个码片，多普勒频移变化范

围参照镜面反射点正负偏移１ｋＨｚ。由图可见镜

面反射点处（０，０）的二维相关功率峰值达到最高，

并随着时延和多普勒的扩散方向有所下降，扩散

方向和程度包含风速风向等海面粗糙度信息，符

合风场反演的要求。对图５沿多普勒频移轴０点

处剖面，即为通常所说的一维时延相关功率曲线。

可见二维曲线能更好地反映海面粗糙度信息。

图４　海面信息二维时延／多普勒采样

Ｆｉｇ．４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ｏｆＯｃｅａｎ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图５　反射信号时延多普勒相关功率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Ｄｅｌａｙ／Ｄｏｐｐｌｅｒ

４　多普勒延迟映射接收机设计

４．１　犇犇犕犚硬件系统设计

ＤＤＭＲ硬件系统硬件模块组成如图６所示，

由左右旋接收天线、双射频前端、高速 Ａ／Ｄ采样

器、多通道专用相关器、基带信号处理器、任务监

控与数据存储器以及相应的接口电路组成。其中

右旋天线为通用ＧＰＳ航空天线，用于接收来自卫

星的直射信号；采用４阵列式设计，增益为１２ｄＢ

的左旋天线用来接收来自ＧＰＳ卫星经海面照射

区的散射信号；双射频前端实现犔１ 波段直射和反

射信号两级下变频，输出频率为４６．４２ＭＨｚ；双

通道Ａ／Ｄ转换器输出数字化中频信号，采样率为

２０．４５６ＭＨｚ；基于ＦＰＧＡ实现的多通道专用相

关器（≥２４通道）实现接收信号与本地复制码快

速相关；ＤＳＰ处理器内置控制软件，与相关器配

合实现通道配置、环路控制、时延多普勒相关功率

计算、导航解算等信号处理功能。任务监控通过

ＲＳ２３２接口电路实现导航定位信息、直射通道信

息以及反射通道二维相关功率等参数的实时显

示；同时，接收机具有利用ＵＳＢ２．０接口实现的原

始数据采集存储功能。

２７４



　第３４卷第４期 路　勇等：基于ＧＮＳＳＲ的海面风场监测系统研究

图６　多普勒延迟映射接收机框图

Ｆｉｇ．６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ＤＭＲ

４．２　数据处理模式

来自ＧＰＳ卫星右旋天线的直射信号，与相应

的相关器通道（通道数≥４）配置，经码／载波环捕

获跟踪后，完成导航定位功能，根据导航定位解计

算镜面反射点。镜面反射点确定后，以此为参考

点，确定码片滑动步长和多普勒频移范围。码片

滑动步长τ犮 一般最大取１／２码片。多普勒频移

量Δ犳最大值与积分时间有关，范围在±２ｋＨｚ

之内。码片滑动精度和多普勒频移量分辨率大小

取决于单通道相关器数目、通道配置模式等，常常

这些因素又受到相关器硬件资源和信号处理实时

性的限制。本文设计的ＤＤＭＲ通道配置为多普

勒串行伪码并行的数据处理模式，码片滑动步长

τ犮取１／４码片，码片滑动数目随着接收机距海面

高度的不同而变化，高度为３０００ｍ时，可参考码

片延迟范围为１６码片（６４个码片滑动量），多普

勒频移量Δ犳为５０Ｈｚ。数据详细流程如图７所

示，图中的犕，犖 分别为相对镜面反射点延迟码

片相位左右移动的数目。

完成码延迟和多普勒的通道配置后，在一定

的多普勒频移下，内嵌软件控制码片按滑动步长

与来自反射通道的海面散射信号逐一进行相关计

算，最后通过积分累加输出。在下一个多普勒频

移量内，重复上述过程，直至二维滑动结束，即时

延／多普勒二维相关功率关系。得到相关功率后，

便可进行海面粗糙度要素反演。

　　 致谢：感谢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李紫薇研

究员、武汉大学ＧＰ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施闯教授

对本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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