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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揭示测量升沉与总升沉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建立了 ＧＰＳ定位中心的诱导升沉模型。结合 ＧＰＳ

ＲＴＫ和姿态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分析了诱导升沉模型的精度和影响因素。数值计算表明，ＧＰＳ定位中心

的诱导升沉可达到ｄｍ级的量值，其变化影响着定位中心在垂向位置的归算。相对于横纵摇的测量精度而

言，定位中心偏移值的测量精度对诱导升沉和总升沉的精度影响程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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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动态定位、测深、水位控制是航海图海道

测量的基本技术内容［１］。随着高精度海道测量工

作的展开以及各种新型测量技术和设备的推广，高

精度的垂向位置确定已成为可能。一方面，ＧＰＳ

ＲＴＫ／ＰＰＫ技术在提供高精度平面位置的同时，已

经可以监测船体瞬时垂直运动的变化［２９］。另一方

面，测船安装的姿态传感器除了提供船体姿态角

外，还可以提供船体垂直方向的升沉信息。考虑到

测量的升沉数据和正常的大地高数据在测船垂直

方向的运动具有较强的一致性［２］，而两者分别源于

姿态与定位测量两种设备，因此，这一特性有利于

姿态与定位数据的融合处理与应用。如利用测量

的升沉序列检测和修正异常的 ＧＰＳ大地高记

录［２］，以及利用升沉来确定姿态数据与定位数据的

相对时间延迟等。但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姿态传感

器与ＧＰＳ天线的安装位置无法取得一致，因此，姿

态传感器测得的升沉实际上仅为本身安装位置的

升沉，而非ＧＰＳ天线中心的升沉，两者反映的不是

同一位置的垂直信息，缺少可比性。

１　犌犘犛定位中心的升沉

ＧＰＳ大地高的变化包括ＧＰＳ定位天线的升

沉、测区潮位等因素的变化。由于姿态传感器与

ＧＰＳ天线的安装位置往往存在一定偏移（或杠杆

臂（ｌｅｖｅｌａｒｍｓ）），因此，姿态传感器测得的升沉仅

为自身安装位置的升沉，而非ＧＰＳ天线中心的升

沉。考虑测船在海上受风、浪、流等因素的摇摆作

用（旋转作用），ＧＰＳ定位中心的升沉（以下简称

为ＧＰＳ总升沉）包含随船垂向的平移升沉和旋转

升沉两部分：

犎狋＝犎犿 ＋犎犻 （１）

１．１　平移升沉

目前，海道测量中升沉通常由测船上的光纤

罗经兼姿态传感器实时监测获得。光纤罗经兼姿

态传感器的核心部件由一个体积很小的捷联惯性

测量单元构成，包括３个加速度计、３个光纤陀螺

仪和一个实时处理计算单元［１０］。测量中，３轴一

般与运动体首尾、正横和垂向３个运动轴向平行，

其中，３个光纤陀螺仪基于萨格钠克（Ｓａｇｎａｃ）效

应监测３轴方向的角度变化
［１１］；３个加速度计主

要用于监测运动物体在３个坐标轴上的轴向线性

加速度，经过线性加速度二次积分得到轴向的位

置偏移，从而获得三轴的平移信息，例如垂直方向

上的位置偏移，即升沉（ｈｅａｖｅ）。

测量中，姿态传感器监测的仅仅是其安装位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置在一定时间周期内的垂向变化。相对于当地水

平坐标系，由于受测船横纵摇和杠杆臂等因素的

影响，姿态传感器监测所得的瞬时升沉值仅为姿

态传感器位置的升沉，而不是ＧＰＳ总升沉。考虑

到平移升沉由姿态传感器直接测量得到，通常称

其为测量升沉（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ｈｅａｖｅ）
［１２］，如图１。

图１　测船测量升沉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Ｈｅａｖｅ

１．２　旋转升沉

由于旋转升沉的存在，ＧＰＳ总升沉与测量升

沉存在差异。根据《国际海道测量手册》［１２］，ＧＰＳ

定位中心的旋转升沉即为诱导升沉（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ｅａｖｅ）。

１．２．１　诱导升沉模型

为便于研究，以测船质心犗为坐标原点建立

站心坐标系和船体坐标系，两者均为左手坐标系。

其中，站心坐标系犗犡犢犣，犡轴指北，犢轴指东；船

体坐标系狅狓狔狕原点狅与站心坐标系原点犗重合，

狅狓轴平行于测船龙骨线，正向指向船首，狅狔轴正向

指向右舷。船体坐标系相对于站心坐标系所处的

状态用姿态角（横摇ω犚、纵摇ω犘、航向ω犃）来表示，

姿态传感器安装于靠近原点的位置。鉴于目前海

道测量中多采用ＯＣＴＡＮＳ光纤罗经兼姿态传感

器，据文献［１０］关于ＯＣＴＡＮＳ坐标轴的定义，相应

在船体坐标系中，定义右舷下倾时ω犚为正，船首下

沉时ω犘为正，航向右倾时ω犃为正。船体坐标系与

站心坐标系的空间关系如图２所示。

测船在海上受风、浪、流的影响而产生周期性

的横摇、纵摇和艏摇运动，因此定位中心与原点的

图２　船体坐标系与站心坐标系

Ｆｉｇ．２　Ｖｅｓｓｅ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动态垂向高差随着测船姿态角而改变。如图２所

示，设ＧＰＳ天线中心在船体坐标系和站心坐标系

中的坐标分别为（狓犘，狔犘，狕犘）和（犡犘，犢犘，犣犘），则

根据旋转变换矩阵［１３］有：

犡犘

犢犘

犣

熿

燀

燄

燅犘 犎

＝犚３（－ω犃）犚２（ω犘）犚１（－ω犚）

狓犘

狔犘

狕

熿

燀

燄

燅犘 犞

（２）

式中，

犚１（－ω犚）＝

１ ０ ０

０ ｃｏｓω犚 －ｓｉｎω犚

０ ｓｉｎω犚 ｃｏｓω

熿

燀

燄

燅犚

（３）

犚２（ω犘）＝

ｃｏｓω犘 ０ －ｓｉｎω犘

０ １ ０

ｓｉｎω犘 ０ ｃｏｓω

熿

燀

燄

燅犘

（４）

犚３（－ω犃）＝

ｃｏｓω犃 －ｓｉｎω犃 ０

ｓｉｎω犃 ｃｏｓω犃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５）

令

犚（ω犃，ω犘，ω犚）＝犚３（－ω犃）犚２（ω犘）犚１（－ω犚）

（６）

由式（２）～式（６）可得站心坐标系下定位中心的偏

移改正值［Δ犡 Δ犢 Δ犣］
Ｔ
犎为：

Δ犡

Δ犢

Δ

熿

燀

燄

燅犣 犎

＝犚（ω犃，ω犘，ω犚）

Δ狓

Δ狔

Δ

熿

燀

燄

燅狕 犞

＝

Δ狓ｃｏｓω犃ｃｏｓω犘－Δ狔（ｓｉｎω犃ｃｏｓω犚＋ｃｏｓω犃ｓｉｎω犘ｓｉｎω犚）

＋Δ狕（ｓｉｎω犃ｓｉｎω犚－ｃｏｓω犃ｓｉｎω犘ｃｏｓω犚）

Δ狓ｓｉｎω犃ｃｏｓω犘＋Δ狔（ｃｏｓω犃ｃｏｓω犚－ｓｉｎω犃ｓｉｎω犘ｓｉｎω犚）

－Δ狕（ｃｏｓω犃ｓｉｎω犚＋ｓｉｎω犃ｓｉｎω犘ｃｏｓω犚）

Δ狓ｓｉｎω犘＋Δ狔ｃｏｓω犘ｓｉｎω犚＋Δ狕ｃｏｓω犘ｃｏｓω

熿

燀

燄

燅犚

（７）

式中，Δ狓、Δ狔、Δ狕分别为定位中心在船体坐标系

中的坐标偏移值。

由式（７）可得站心坐标系下ＧＰＳ天线中心与

原点的动态垂向高差为：

Δ犣＝Δ狓ｓｉｎω犘 ＋Δ狔ｃｏｓω犘ｓｉｎω犚 ＋Δ狕ｃｏｓω犘ｃｏｓω犚

（８）

　　根据定义
［１２］，在站心坐标系下，诱导升沉为

有横纵摇情况下 ＧＰＳ的动态垂向高差Δ犣与无

横纵摇情况下ＧＰＳ的垂向偏移值Δ狕的差异，因

此，诱导升沉（图３）可表示为：

犎犻＝Δ犣－Δ狕＝Δ狓ｓｉｎω犘 ＋Δ狔ｃｏｓω犘ｓｉｎω犚

＋Δ狕（ｃｏｓω犘ｃｏｓω犚 －１） （９）

０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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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ＧＰＳ天线的诱导升沉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ＩｎｄｕｃｅｄＨｅａｖｅｏｆｔｈｅＧ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１．２．２　诱导升沉的精度估计

由式（９）知，诱导升沉的精度与姿态传感器横

纵摇测量精度、定位中心在船体坐标系的偏移值

以及偏移值的测量精度有关，且上述参数之间不

相关。因此，根据误差传播律，有：

σ
２
犎犻 ＝γ

２
１σ

２
Δ狓＋γ

２
２σ

２
Δ狔＋γ

２
３σ

２
Δ狕＋

γ
２
４σ

２
ω犚 ＋γ

２
５σ

２
ω犘

（１０）

式中，γ１＝ｓｉｎω犘，γ２＝ｃｏｓω犘ｓｉｎω犚，γ３＝（ｃｏｓω犘

ｃｏｓω犚－１）；γ４＝Δ狔ｃｏｓω犘ｃｏｓω犚－Δ狕ｃｏｓω犘ｓｉｎω犚；

γ５＝Δ狓ｃｏｓω犘－Δ狔ｓｉｎω犘ｓｉｎω犚－Δ狕ｓｉｎω犘ｃｏｓω犚。

设定位中心各方向偏移值的测量精度相同，

即σΔ狓＝σΔ狔＝σΔ狕。另据姿态传感器的性能指标有

σω犚＝σω犘，因此，式（１０）可简化为：

σ
２
犎犻 ＝犆１σ

２
Δ狓＋犆２σ

２
ω犚

（１１）

式中，犆１＝γ
２
１＋γ

２
２＋γ

２
３＝２（１－ｃｏｓω犘ｃｏｓω犚）；犆２＝

γ
２
４＋γ

２
５。

可以看出，横纵摇最大值ω犚、ω犘确定后，诱导

升沉精度受以下两个因素影响：① 船体坐标系中

定位中心偏移值的测量精度；② 姿态传感器的横

纵摇测量精度及定位中心的偏移值，且定位中心

的偏移值影响作用体现在系数犆２中。

２　计算与分析

２．１　诱导升沉模型的验证分析

为验证上述模型的正确性及分析诱导升沉对

ＧＰＳ大地高的影响，本文采用某次海上实测数

据。测船上ＧＰＳ接收机采用ＲＴＫ测量模式，定

位时间间隔为１ｓ，姿态传感器安置在接近测船的

质心位置。在进行测量的同时还设立验潮站进行

了水位观测。以测线１为例，该测线测量时间约

２ｍｉｎ，测船流动站与基准站的最大航行距离为

２．９ｋｍ，可使ＲＴＫ保持较高的定位精度。图４

为该测线ＧＰＳ定位中心大地高的变化曲线，其中

粗斜线为该过程的总体趋势线性项。

由图４可以看出，测线１中ＧＰＳ定位中心大

地高的变化范围在１６．９１～１７．１７ｍ。在如此短

的距离上，曲线的下降趋势变化应归于潮汐涨落

图４　ＧＰＳ定位中心大地高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Ｇ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影响。经多项式拟合可知，其线性项变化趋势为

－０．０３ｍ（与该时段验潮站潮位观测数据变化

－０．０４ｍ基本一致），由此可近似得到去除趋势

项后定位中心ＧＰＳ大地高的变化过程，如图５。

图５　ＧＰＳ定位中心大地高变化曲线（去潮位变化）

Ｆｉｇ．５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ＧＰＳ

（ＤｒｏｐｉｎｇＴｉｄｅＦａｃｔｏｒ）

分别将定位中心测量升沉变化、加入诱导升

沉改正的总升沉变化，与去除趋势项后定位中心

大地高变化进行比较。为便于比较，取其中部分

历元变化曲线，且将定位中心大地高作归中处理

（减去大地高变化的平均值），如图６所示。

图６　测量升沉和总升沉的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Ｈｅａｖｅ

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Ｈｅａｖｅ

由图可以看出，测量升沉经诱导升沉改正后，

总升沉与定位中心瞬时大地高体现了更好的一致

性，与定位中心测量升沉相比，加入诱导升沉的总

升沉曲线与定位中心的大地高（去潮位变化影响）

变化趋势更为接近，由此验证了定位中心的诱导

１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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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沉计算模型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诱导升沉作

为总升沉的一个分量，作用不可忽视。

由于ＧＰＳ大地高和总升沉分别源于定位与

姿态测量设备，两者均体现了测船的垂向信息变

化，因此，根据总升沉曲线与大地高曲线具有更好

一致性和强相关性特点，更有利于姿态与定位数

据的融合应用。如利用总升沉来检测和修正异常

的ＧＰＳ大地高记录，以及由总升沉值来确定姿态

数据与定位数据的相对时间延迟等。

２．２　定位中心诱导升沉的量值及精度分析

为探讨诱导升沉对ＧＰＳ大地高影响的量值

和精度，本文分别以某中型测船和某小型测船测

量设备的实际配置对诱导升沉进行了分析。

实例１　该中型测船配备了ＩＸＳＥＡ公司生

产的ＯＣＴＡＮＳ光纤罗经及姿态传感器。根据测

船定位天线的实际安装位置，可得定位中心在船

体坐标系下的三维坐标值Δ狓＝－５．６０ｍ，Δ狔＝

－０．５０ｍ，Δ狕＝１１．５７ｍ。

实例２　某小型测船配备了ＴＳＳ公司生产的

ＤＭＳ１０姿态传感器，定位中心偏移值为 Δ狓＝

０．３０ｍ，Δ狔＝０．７０ｍ，Δ狕＝２．２０ｍ。

由《海道测量规范》［１４］对测深仪适航性的要

求，取横摇ω犚和纵摇ω犘变化范围分别为（－１０°～

１０°）和（－５°～５°），计算实例１、２中测船定位中心

的诱导升沉值，结果如表１。

表１　测船定位中心不同横纵摇产生的诱导升沉／ｍ

Ｔａｂ．１　ＩｎｄｕｃｅｄＨｅａｖ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ｌｌａｎｄＰｉｔｃｈ／ｍ

ｒｏｌｌ
Ｐｉｔｃｈ

－５° －２．５° ０° ２．５° ５°

实

例

１

－１０° ０．３６ ０．１４ －０．０９ －０．３４ －０．６２

－７．５° ０．４１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２９ －０．５７

－５° ０．４４ ０．２３ 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５３

－２．５° ０．４５ 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５２

０° ０．４４ ０．２３ 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５３

２．５° ０．４１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２９ －０．５６

５° ０．３６ 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３４ －０．６２

７．５° ０．２８ ０．０７ －０．１６ －０．４２ －０．７０

１０°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５２ －０．７９

实

例

２

－１０°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１４

－７．５°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９

－５°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５

－２．５°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２．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５

５°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７

７．５°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９

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１

　　由表１可以看出，实例１中测船定位中心诱

导升沉变化范围为－０．７９～０．４５ｍ。实例２中

测船的诱导升沉变化范围为－０．１９～０．１１ｍ。

由此可知，定位中心的诱导升沉不论测船大小，在

垂向上均可达到ｄｍ级的量值，其变化明显影响

着定位中心在垂向位置的归算。

对测船定位中心的诱导升沉精度进行分析，

考虑到实例１、实例２中ＯＣＴＡＮＳ和ＤＭＳ１０姿

态传感器的性能指标［１０，１５］，取定位中心偏移值的

测量误差σΔ狓＝σΔ狔＝σΔ狕＝±０．１ｍ，横摇和纵摇最

大值为ω犚＝１０°，ω犘＝５°，得到定位中心诱导升沉

精度σ犎犻和总升沉精度σ犎狋，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姿态传感器性能及定位中心升沉值精度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Ｍｏ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

Ｈｅａｖ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

姿态传感器中误差 升沉值中误差／ｃｍ

σ犎
犿
／ｃｍ σω犚／（°） σω犘／（°） σ犎

犻
σ犎
犻

实例１ ±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９５０ ±５．３６７

实例２ ±５ ±０．１ ±０．１ ±１．９４７ ±５．３６６

２．３　影响诱导升沉和总升沉精度的因素

根据世界主要姿态传感器的性能指标［１６］，取

横纵摇测量精度σω犚变化范围为０．０１°～０．２５°，定

位中心偏移值测量精度σΔ狓为０．０１～０．２０ｍ，横

纵摇最大值为ω犚＝１０°，ω犘＝５°，以研究σω犚和σΔ狓

对诱导升沉σ犎犻和总升沉σ犎狋的影响。

图７显示了对应实例１、实例２定位中心偏

移值配置所产生的诱导升沉σ犎犻和总升沉σ犎狋的精

度变化。表３给出了由σΔ狓和σω犚导致的定位中心

诱导升沉和总升沉精度变化幅度。

图７　不同σΔ狓和σω犚导致的定位中心σ犎犻
和σ犎

狋

Ｆｉｇ．７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ＨｅａｖｅａｎｄＴｏｔａｌ

Ｈｅａｖｅ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σΔｘａｎｄσω犚

表３　σΔ狓和σω犚导致的σ犎犻和σ犎狋变化幅度／ｃｍ

Ｔａｂ．３　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Ｈｅａｖｅ

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Ｈｅａｖｅ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σΔｘａｎｄσω犚

情　形 σ犎
犻
幅度 σ犎

狋
幅度

实例１
随σΔ狓增大，σω犚的作用 ２．８４～１．１０ ０．８６～０．７０

随σω犚增大，σΔ狓的作用 ３．６６～１．８８ １．３３～１．１７

实例２
随σΔ狓增大，σω犚的作用 ０．０５～０．００ ０．００２

随σω犚增大，σΔ狓的作用 ３．７０～３．６６ １．３３

２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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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７和表３可以看出：

１）实例１定位中心的诱导升沉σ犎犻和总升沉

σ犎狋中误差变化分别为０．２３ｃｍ～４．９５ｃｍ和５．０１

ｃｍ～７．０４ｃｍ，而实例２分别为０．１９ｃｍ～３．９０

ｃｍ和５．００ｃｍ～６．３４ｃｍ，说明随着定位中心偏

移值测量中误差σΔ狓和横纵摇测量中误差σω犚的增

大，定位中心诱导升沉σ犎犻和总升沉σ犎狋的中误差

均呈增大趋势。

２）当定位偏移值Δ狓、Δ狔、Δ狕较大时（实例

１），随σΔ狓的增大，σω犚导致定位中心诱导升沉中误

差σ犎犻和总升沉中误差σ犎狋的变化幅度分别为２．８４

～１．１０ｃｍ和０．８６～０．７０ｃｍ，而随σω犚的增大，

σΔ狓导致定位中心诱导升沉中误差σ犎犻和总升沉中

误差σ犎狋的变化幅度分别为３．６６～１．８８ｃｍ和

１．３３～１．１７ｃｍ。说明此种配置情形下，相对σω犚、

σΔ狓对定位中心诱导升沉和总升沉中误差的影响

作用较大。

３）在Δ狓、Δ狔、Δ狕较小时（实例２），随σΔ狓的增

大，σω犚导致定位中心诱导升沉中误差σ犎犻和总升沉

中误差σ犎狋的变化幅度分别为０．０５～０．００ｃｍ和

０．００２ｃｍ；而随σω犚的增大，σΔ狓导致定位中心诱导升

沉中误差σ犎犻和总升沉中误差σ犎狋的变化幅度分别

为３．７０～３．６６ｃｍ和１．３３ｃｍ，说明此种配置情形

下，相对σω犚、σΔ狓对定位中心诱导升沉和总升沉中

误差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σω犚对定位中心诱导

升沉和总升沉中误差几乎不起影响作用。

３　结　语

ＧＰＳ天线中心的总升沉与姿态传感器所得

的测量升沉存在差别。ＧＰＳ天线中心的总升沉

包括测量升沉和诱导升沉。其中，定位中心的诱

导升沉在垂向上可达到ｄｍ级的量值，其变化影

响着定位中心在垂向位置的归算。

姿态传感器的横摇、纵摇测量精度、定位中心

偏移值及偏移值的测量精度均对定位天线的诱导

升沉造成影响。为提高诱导升沉的精度，建议优

先减小定位中心偏移值，其次采取提高定位中心

偏移值的测量精度的方法，然后采用横纵摇测量

精度较高的姿态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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