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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系统分析龙口水域水文特点的基础上，基于ＧＰＳＰＰＫ测量技术，设计并研制出了浮球漂流水位连

续测量系统。对系统测量数据的处理方法进行了详细研究。将该系统及数据处理算法应用于龙口水域截流

区的连续水位测量和提取中，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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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流区龙口水域水流速度和水位落差均较

大，严重改变了自然河流水位和流速的特性，形成

了复杂的局部水文特征，改变了水力学指标，带来

较显著的泥沙冲刷和明显的河床变迁，并给截流

工程带来安全隐患［１］。水位是龙口水域最关心的

一个水文要素。水位可通过水文动力学分析或预

报方法获得，但受模型参数全面性和准确性影响，

模型精度还需进一步改善［２，３］。在截流区，验潮

站只能在上下游水位变化平缓水域设置，难以架

设于大落差急流速水域。此外，上下游水位变化

较小，而急流区水位变化显著且无规律，借助上下

游水位，无法通过潮位模型获得水流急、落差大水

域的连续水位。目前，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系统应

用于这类水域连续水位测量［３］。本文基于 ＧＰＳ

ＰＰＫ技术，拟通过系统设计、漂流测量、水位自适

应提取等技术研究，真实呈现龙口水域水位变化。

１　浮球漂流水位测量系统

龙口水域流速和落差大，测量船航行不安全，

难以采用船载ＧＰＳ在航潮位测量
［４，５］，为此，本文

设计和研制了浮球漂流连续水位测量系统

（图１）。

该系统由浮球、配重块、ＧＰＳ双频接收机、姿

态传感器 ＭＲＵ（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ｕｎｉｔ）、罗经、数

据采集系统等组成。其中，浮球是水位测量的载

体，配重块用于稳定浮球，双频ＧＰＳ接收机用于

水位测量，ＭＲＵ监测浮球姿态变化，罗经监测航

向。各传感器在浮球中的安置如图１所示。

图１　浮球水位测量系统及漂流水位测量

Ｆｉｇ．１　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ｕｏｙ

２　连续水位的自适应提取

２．１　多源数据同步

整个系统中，ＧＰＳ 解标定为 ＵＴＣ 时间；

ＭＲＵ和罗经为无时标系统，通常借助软件将其

采集到计算机中，标定为计算机时间。由于两个

时间系统初始时间的不一致和时钟存在漂移，导

致多源数据的不同步。因此，数据的同步问题是

后续数据处理中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本

文在数据采集中采用了 Ｈｙｐａｃｋ软件，在实时提

取 ＭＲＵ和罗经数据时，同时也采集了流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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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ＳＮＭＥＡ０１８３导航电文。由于 Ｈｙｐａｃｋ软件

在提取这些数据时标定它们为计算机时间，因此，

根据电文记录中的两个时间，可以获得两套系统

时间在该时刻的偏差
%

，则ＵＴＣ时间狋ＵＴＣ可通过

式（１）转换为计算机时间狋ＰＣ，从而实现了系统中

所有观测数据同步：

狋ＰＣ ＝狋ＵＴＣ－Δ （１）

２．２　瞬时水面高程序列提取

ＧＰＳ天线位于浮球上方，水流冲击及波浪涌

动必将引起浮球姿态变化，进而影响ＧＰＳ天线的

位置。为了获得真实的瞬时水面高程和浮球航

迹，需利用实测的姿态及航向，结合ＧＰＳ天线到

浮球吃水面的距离，利用姿态改正［４８］，将其归算

到水面。

若ＧＰＳ接收机天线瞬时定位坐标为（狓，狔，

犺）ＧＰＳ，则经过姿态改正后的水面投射点狆的瞬时

坐标（狓，狔，犺）狆为：

烄

烆

烌

烎

狓

狔

犺

狆

ＧＲＦ

＝

烄

烆

烌

烎

狓

狔

犺

ＧＰＳ

ＧＲＦ

－犚（犃）犚（狆）犚（狉）

ｄ狓

ｄ狔

ｄ

烄

烆

烌

烎狕

ＧＰＳ－狆

ＧＲＦ

（２）

式中，犃、狆和狉分别代表方位、浮球的纵倾角和横

滚角，其相应的旋转矩阵为犚（犃）、犚（狆）和犚（狉）；

（ｄ狓，ｄ狔，ｄ狕）代表理想情况下载体坐标系内ＧＰＳ

天线到其投影点的坐标矢量。

由于系统设计时ＧＰＳ天线、ＭＲＵ在一个垂

线上，因此，式（２）中ｄ狓、ｄ狔均为０，ｄ狕为ＧＰＳ天

线到浮球吃水面上投影点狆的垂距。

ＧＰＳ天线瞬时位置在水面的投影是一个质点，

其时序变化实际反映了水面的瞬时运动，基于此，

从该质点的时序中，可提取出不同位置的水位。

２．３　自适应连续水位提取

理想状态下，ＧＰＳ天线在水面投影点狆点的

高程序列反映了水面的起伏变化，但由于波浪的涌

动以及浮球自身因为水体的冲击造成的上下起伏

变化，狆点高程序列并不完全代表不同区段的水

位，需要进行滤波处理，消除波浪等因素的影响。

由于波浪的周期远小于水位的变化周期，因此，需

要设计一个低通滤波器。本文采用快速傅立叶变

换（ＦＦＴ）来设计低通滤波器，以实现水位的提取。

离散傅立叶变换（ＤＦＴ）是利用数字计算机

对信号进行分析提取的理论依据，但直接使用

ＤＦＴ定义计算信号频谱时计算量太大，尤其在工

程实际中，往往要求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具有相应

的实时性，大的运算量将无法保证系统的实时性。

快速傅立叶变换（ＦＦＴ）是以较少的计算量实现

ＤＦＴ的快速算法，滤波的数学表达式可描述为：

犌（狌，狏）＝犎（狌，狏）犉（狌，狏） （３）

式中，犉（狌，狏）是原始信号的傅立叶频谱；犌（狌，狏）

是平滑后信号的傅立叶频谱；犎（狌，狏）是滤波器的

转移函数。

龙口水域区段水位变化除受主河道水位变化

规律的影响外，还受周边地形影响，且后者影响相

对显著［２，３，５］。其特征是距离龙口较远的水域，水

位变化周期较长，落差小；随着接近龙口，水位变

化周期变短，落差变大。该特征决定了基于ＦＦＴ

低通滤波提取水位不能采用单一截止周期／频率，

需根据区段水位变化自适应地给出截止周期。

基于数字信号处理理论，对多个航次的瞬时

水面高程序列进行频谱分析，如图２（ａ）所示，时

序的９９％能量谱分布在０～０．０１Ｈｚ之间，主频

谱变化集中在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２８Ｈｚ，即周期分布

约为２０．８～６．９ｍｉｎ。为了提取出不同区段的真

实水位，对漂流区域的时序数据进行区段划分和

频谱分析，并计算相应的截止周期。龙口主航道

不同区段水位变化的截止周期如图２（ｂ）所示。

图２　龙口连续水位序列的频谱分布及水位

变化周期分布

Ｆｉｇ．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ｄＰｅｒｉｏ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获得了各个区段的截止周期后，基于以下流

程实现水位的提取。

１）对整个漂流过程中狆点的高程时序按照

图２（ｂ）进行分段，并对相应区段的数据进行ＦＦＴ

变换；

２）根据ＦＦＴ变换结果，结合时序长度，自动

提取有效频段分布，并计算各区段水位变化的截

止周期，作为ＦＦＴ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

３）利用步骤２）中确定的截止频率，在频域变

换结果中提取出有效的频域信号；

４）对步骤３）中的有效频域信号实施逆ＦＦＴ

变换，得到连续水位。

５）确定了不同区段的连续水位后，根据其对

应的平面位置和时间，便可以得到整个漂流过程

中不同位置、时刻的水位。

上述过程根据不同区段的水位变化频谱特征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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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水位提取，因此，可以准确地获得不同区段的

真实水位。

３　实验及分析

为验证浮球漂流水位测量系统及上述数据处

理方法的正确性，在位于长江口南支下段南北港

分流口的一个截流水域实施了实验，其实验位置

如图３所示。

图３　青草沙水库位置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ｎｇＣａｏＳｈａ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实验中，水位测量及数据处理过程如下。

１）选用两台Ｌｅｉｃａ１２３０双频 ＧＰＳ接收机，

分别架设在岸边已知点上和固定在浮球上，岸台

接收机进行静态测量，为避免截流区无线电通讯

中断给定位带来的影响，流动台接收机采用ＰＰＫ

测量模式，两台接收机的采样间隔均设置为５

Ｈｚ。浮标ＧＰＳ测量前后，均进行了１０ｍｉｎ的初

始化。此外，对光纤罗经也进行了校验。将ＧＰＳ

主机、ＭＲＵ和光纤罗经安放在浮球内，安置时，

确保光纤罗经的轴向与 ＭＲＵ的狓轴向平行；用

隔离板隔离，确保不被水浸入。将浮球吊放在船

舷边，观测１０ｍｉｎ数据，用于 ＭＲＵ安置偏差的

探测。安置便携式计算机，利用 Ｈｙｐａｃｋ软件采

集 ＭＲＵ姿态数据、罗经数据和ＧＰＳＮＭＥＡ０１８３

导航电文。数据正常采集后，将浮球上口密封，悬

挂配重，在龙口上游水道始端放开浮球，让其自然

漂流和在航测量。

２）完成龙口水道漂流后，收回浮球，停止数

据采集，提取数据。

３）利用ＬｅｉｃａＬＧＯ软件对基准台站和流动

台站的ＰＰＫ观测数据进行综合处理，获得不同历

元、流动台站ＧＰＳ接收机天线处的三维解。

４）利用ＰＰＫ解算得到的每个历元的 ＵＴＣ

时间以及Ｈｙｐａｃｋ系统采集的ＮＭＥＡ０１８３导航

电文数据中的 ＵＴＣ时间，实现ＰＰＫ解、姿态数

据、罗经数据的同步。

５）利用式（２），结合姿态参数，实施姿态改

正，获得瞬时水面高程时序。

６）利用ＦＦＴ自适应水位提取技术，获得不

同区段的连续水位。

以一个航次为例，根据上述数据处理过程对

在航数据进行处理。

首先提取出浮球漂流过程中的姿态数据

（图４），Ｈｅａｖｅ的变化幅度在０．５ｍ以内，横滚角

在－１２．２°～１．９°之间，纵滚角在－６．７°～１５．３°之

间，且偏向一侧，主要是受水流的冲击所致。这３

个姿态参数变化相对较大，反映了龙口区水流的

剧烈变化程度。

图４　浮球漂流过程中的姿态变化

Ｆｉｇ．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ｎｔｈｅｆｌｙＢｕｏｙ

对ＰＰＫ数据进行后处理，并实现姿态、航向与

ＰＰＫ三维解的同步，在此基础上，实施姿态改正，获

得瞬时水面高程时序（图５）。图５表明漂流过程

中，受波浪等因素影响，水位上下起伏变化在１５ｃｍ

以内；距离断面线始端１７０ｍ水域，水位变化平缓，

为龙口上游区；１７０ｍ～４００ｍ区间为龙口区，水流

流速急，姿态变化显著，水位落差较大，尤其在２５０

ｍ～３４０ｍ区段；４００ｍ～７６０ｍ区间为龙口下游

区，水位相对上游区低，落差逐渐恢复正常。可以

看出，漂流处于涨潮期，江水从上游灌入库区。

图５　瞬时水面高程序列及在航水位

Ｆｉｇ．５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Ｏｎｔｈｅｆｌｙ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对连续水位观测数据进行区段划分，自动提

取不同区段的时序数据，并进行频谱分析，获得各

区段水位的截止周期／频率，并利用ＦＦＴ低通滤

波器自适应地提取出水位。合并各区段水位，形

成整个漂流过程水位曲线（图５）。为了验证上述

理论和方法的正确性，将每期所得水位与库区内、

外潮位站在漂流开始和结束时刻水位进行了比

较。由于数据处理中基准站坐标给定的是１９５４

北京坐标和１９８５国家黄海高程，同时辅助７参数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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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和高程转换，因此由上述所得水位实际上为

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下的水位，与潮位站潮位采用

的高程基准一致。比较两套结果，两者偏差如图

６所示。偏差统计结果表明，系统水位确定误差

分布于－８ｃｍ～９ｃｍ之间，平均误差为０．１ｃｍ，

均方根为
#４．９ｃｍ。

图６　浮球漂流水位测量精度

Ｆｉｇ．６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Ｂｕｏｙ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参　考　文　献

［１］　于东生．基于ＡＤＣＰ的长江口水沙运动分析及三维

水流数学模型［Ｄ］．南京：河海大学，２００５

［２］　程海云，葛守西．三峡工程明渠截流龙口水文预报

实践［Ｊ］．人民长江，２０００（３）：１１１８

［３］　王光谦，杨文俊，夏军强，等．三峡工程明渠截流水

流数学模型研究及其应用［Ｊ］．模型建立与率定，

２００５，２２（２）：１４

［４］　赵建虎，王胜平，张红梅，等．基于ＧＰＳＰＰＫ／ＰＰＰ

的长距离潮位测量［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２００８，３３（９）：９１０９１３

［５］　阳凡林，赵建虎，张红梅，等．ＲＴＫ高程和 Ｈｅａｖｅ信

号的融合及精度分析［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２００７３２（３）：２５５２２８

［６］　张红梅，赵建虎．精密多波束测量中ＧＰＳ高程误差

的综合修正法［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９，３８（１）：２２２７

［７］　周丰年，田淳．利用ＧＰＳ在无验潮模式下进行江河

水下地形测量［Ｊ］．测绘通报，２００１（５）：２８３０

［８］　赵建虎．多波束深度及图像数据处理方法研究［Ｄ］．

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０２：７０７２

［９］　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ｈｕ，ＪｏｈｎＥ．ＨｕｇｈｅｓＣ，ｅｔａｌ．Ｏｎｔｈｅｆｌｙ

ＧＰＳＴｉｄ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ｇＳａｉｎｔＪｏｈｎＲｉｖｅｒ［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２００４，５（３）：

２６３１

［１０］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ｈｕ，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ｍｅｉ．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ｅ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ＭｕｌｔｉｂｅａｍＴｒａｎｓ

ｄｕｃｅｒ［Ｊ］．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

１２：４８４９

［１１］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ｍｅｉ，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ｈｕ，Ｚｈｏｕ Ｆｅｎｇｍｉａｎ．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Ｈｅａｖｅ［Ｃ］．

Ｔｈｅ２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２００６

［１２］ＰａｒｋｅｒＤ．Ｍｏ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Ｕｓｉｎｇ２００５Ｃｏｍｍ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ｔ［Ｊ］．Ｈｙｄ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６（１）：７１７

第一作者简介：张红梅，副教授，主要从事信号检测处理、海洋测

量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Ｅｍａｉｌ：ｈｍｚｈａｎｇ．ｗｈｕ＠１６３．ｃｏｍ

犛狋狌犱狔狅狀犕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犛狔狊狋犲犿犪狀犱犃犱犪狆狋犻狏犲

犈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狅犳犆犾狅狊狌狉犲犵犪狆犠犪狋犲狉犔犲狏犲犾

犣犎犃犖犌犎狅狀犵犿犲犻
１
　犌犝犢狌犾犻犪狀犵

２
　犔犈犙犻狀

２
　犠犝犑犻狀犵狑犲狀

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８ＳｏｕｔｈＤｏｎｇｈ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Ｑｉｎｇｃａｏｓｈａ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ｔｄ．，７００ＪｉｎｙｕＲｏ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３　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ｓｔｕａｒｙ，２４１２ＰｕｄｏｎｇＲｏ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１３６，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ｔ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ｕｔｅｆａｌｌｗａ

ｔｅｒａｒｅａ，ａｓｅｔ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ｆｏｒ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ａ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ａ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ｌｓ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ｈａｓｂｅｅｎ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Ｑｉｎｇ

ＣａｏＳｈａｒｉｖｅｒｃｌｏｓｕ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ｉｄａｌｌｅｖｅｌ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ａｔｆｒｏｍｔｉｄａｌｇａｕｇｅ，

６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ｅ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ｗａ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ｒｉｇｈｔａｎｄ

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ｃｒｅｄｉｂｌｅｉ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ａｔ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ＧＰＳｐ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ｍｅｉ，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ｈｍｚｈａｎｇ．ｗｈｕ＠１６３．ｃｏｍ

７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