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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海底控制网设计、布设、测量、数据处理和海洋声速场构建几个方面介绍了海底控制网建设的现状。

结合国家海洋战略需求和海洋大地测量技术发展，分析了现阶段海底控制网建设面临的问题：认为目前的海

底网规模小，缺乏信息共享，功能单一；设计与布设原则未与控制网等级关联，多为定性描述，缺乏操作性；声

速场精度和分辨率偏低；测量和数据处理仅考虑了海底控制点的定位问题，难以满足大区域、高精度海洋

PNT（positioning,navigation,and timing）基准网建设需求。据此，利用海洋声道的远程通讯和测距定位能力，

提出了建设联合北斗/GN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定位和通信导航功能的通导遥一体化深远海

PNT基准及服务网络的构想，针对该网络的功能和布放设计、高精度、高分辨率海洋声速场模型的构建、各类

PNT基准点的测量和整体网平差处理、海底 PNT基准点的自校准和自维护、覆盖水域的位置增强服务、目标

和环境的遥测和感知服务等几个关键技术问题，提出了实施方法和设想，以期解决当前海洋控制网大区域建

设面临的缺乏通讯、布网原则和测量方法不完善、功能单一等问题，为新一代高性能海洋大地测量及 PNT导

航定位服务网络的建设提供支撑。认为随着长距离布网优化设计、增强位置服务、精确授时和时间同步、远程

通讯及网络功能的拓展和应用服务等难题的突破，所构想的网络体系必将引起海洋 PNT建设的一次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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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以提高海洋资

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核心的海洋强国战略。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3）》指出：“未来 20年，中

国大洋工作将立足资源，超越资源，以拓展国家

战略发展空间，增加国家战略资源储备，推动深

海科技达到世界领先水准，确立中国在大洋事务

中的强国地位为战略目标”［1-2］。然而，目前这一

战略在实施中遇到了内在技术和外在环境的严

峻挑战，即资源、事件、目标等信息发生的准确时

间、位置、性质和环境状态的快速乃至实时获取

的能力不足的挑战［2］。融通信、遥测感知于一体

的海洋时空基准观测网因其具有长期、稳定、获

取海洋信息来源丰富并能及时提供信息服务等

特点，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手

段。建设通导遥一体的高精度海洋时空基准观

测网以及基于此网络的海洋导航与位置服务是

海洋军事保障、海洋安全执法及搜救、海洋资源

环境调查与综合管理、海上生产及灾害防治的战

略支撑，也是全球空间基准军民融合工程、“智慧

海洋”和“透明海洋”等建设的技术支撑，对全面

贯彻落实海洋强国战略，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提

升海洋资源环境调查利用、海洋军事保障及战略

威慑、深渊工程及极地开发的能力和水平具有重

要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海洋 PNT（positioning，navigation and timing）
基准网建设是当今世界大国必争的高技术战略

领域。美国、加拿大、欧盟等海洋强国早已开启

了相关研究，日本已在其近海建立了 PNT基准

网［3-6］。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开展了“水下参考框

架点建设与维护技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围绕海洋大地测量基准与导航新技术开展了研

DOI：10.13203/j.whugis20220625 文章编号：1671⁃8860(2022)10⁃1523⁃12

收稿日期：2022⁃09⁃27
项目资助：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问海计划”（2021WHZZB1002）。

第一作者：刘经南，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地测量理论及应用、大地测量坐标体系理论、导航位置服务和 GNSS技术

应用。 jnliu@whu.edu.cn
通讯作者：赵建虎，博士，教授。 jhzhao@sgg.whu.edu.cn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2022 年 10 月

究，在南海 3 000 m水深处开展了试验性网络的

建设研究，规模化海洋 PNT基准网建设尚未开

展［7］。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快速推进和相关

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海洋 PNT基准网建设愈

显不足。为此，本文在系统分析中国当前海底控

制网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通导遥一体

化深远海 PNT基准及服务网络构想，以期为中国

2035年前建成国家综合 PNT体系提供支撑［8］。

1 中国海底控制网建设现状

1.1 海底控制网设计及布设

中国海底控制网布设考虑了控制点的稳定

性及其服务范围，顾及了海底底质、海洋水文环

境和水声传感器的工作模式及声辐射特点，形成

了如下基本布设原则：（1）基本单元网采用三角

形或四边形；（2）收集海底地形地貌资料，选择在

坡度小于 5°的近似平坦海底布设，避开冲沟、峡

谷、沟槽、珊瑚礁等海底特征地形地貌区；（3）收

集海水的水文信息，选择在流速、温度、盐度变化

较小水域的海底布设；（4）收集海底底质信息，选

择在底质类型为粉砂、硬黏土为主类型的海底布

设；（5）收集并统计海底火山、滑坡、地震等灾害

发生的位置和频次，避开海底地质灾害区。

结合历史和现场资料，选中合适的位置后，

开展海洋控制点的布放工作。中国目前主要采

用吊装法布放海底控制点（图 1（a）），即利用绞车

以 0.5~1.0 m/s的速度将座底基准站下放到距海

底 10~20 m深度，再由甲板单元的声学释放器发

送释放指令，让基准站自由落体座底完成布放。

1.2 海底控制点测量

海底控制网布设完成后，利用北斗/全球导

航卫星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GNSS）和

声 学 观 测 系 统 组 合 形 成 的 GNSS-Acoustic
（GNSS-A）系统，通过圆走航测量实现高精度海

底控制点的地心坐标确定［9］（见图 2）。

影响声学测距及交会定位精度的主要因素

是声速误差，其影响大小与声波入射角和传播时

间相关。圆走航过程中测量所得船载换能器到

海底应答器间的空间距离相对于海底控制点为

对称分布，其波束的入射角和声线传播时间均相

等，声速误差对测距的影响近似相等，在海底控

制点地心坐标解算中可以很好地消除声速误差

带来的影响，获得高精度的定位结果。因此，该

方法被广泛应用到高精度海底控制网测量中［10］。

为了解决起算点（BDS/GNSS提供的船载换

能器地心坐标）和海底控制点在空间分布的不对

称所造成的海底控制点垂直解精度偏低甚至不

稳定问题［11］，在 GNSS-A圆走航测量的基础上，

部分学者建议增加高精度压力传感器测量，以获

得船载换能器与海底控制网点高差，提高海底控

制点的垂直解精度［11-12］。

为了进一步提高海底控制网的测量精度，国

内一些学者研究了有声速剖面和无声速剖面两

种情况下圆走航测量形成的几何图形强度及对

海底控制点定位精度的影响，认为有声速剖面

时，圆走航半径等于水深时定位精度最高；无声

速剖面时，半径为 1.414倍水深时的定位精度最

高［13-14］。两种情况下的定位精度近似，表明这种

测量方法对声速误差的影响不敏感。

部分学者在圆走航测量的基础上增加了网

格走航测量（见图 3），以改善测量图形的几何结

构，并联合两种路径下的观测数据解算海底控制

点的地心坐标。结果表明，附加网格测量对点位

精度的提升有限［15］。

1.3 海底控制点地心坐标解算方法

联合 BDS/GNSS提供的船载换能器地心坐

标和船载换能器到海底控制点的几何距离，通过

交会定位确定海底控制点的地心坐标（图 2）。确

图 2 圆走航绝对基准传递

Fig. 2 Circle-Sailing Positioning

图 1 海洋控制网基准点形式及组成

Fig. 1 Composition of Base Stations of Undersea Contro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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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底控制点坐标的解算模型目前有附加深度

约束的交会定位模型、附加参量估计的交会定位

模型和距离差分定位模型［16］。

1）附加深度约束的交会定位模型［12］

根据观测的空间距离 L和深度差 ΔH构建如

下方程，组建方程组，解算海底控制点坐标：

ì
í
î

L= f ( x )+ Δl
ΔH= Z- Z 0

（1）

式中，f（x）为船载换能器至海底控制点的距离函数，

f ( x )= ( )X- X 0
2 + ( )Y- Y 0

2 + ( )Z- Z 0
2
，

其中（X，Y，Z）为船载换能器坐标，（X0，Y0，Z0）为

海底基控制点坐标；Δl为测量误差。

2）附加参量估计的交会定位模型［17］

为了削弱声速误差的影响，一些学者借鉴

GNSS定位思想，将声速误差对测距的影响 δv作

为待估计量引入距离观测方程中，与海底控制点

坐标一同解算。即

L= f ( x )+ δv+Δl （2）
3）距离差分定位模型

一些学者将 GNSS差分定位思想引入海底

控制点坐标解算中，对相邻历元观测的空间距离

较差并构建方程组，解算海底点的绝对坐标。即

ΔLi-( i+ 1)= g ( x )+ ε （3）
式中，g（x）为相邻历元空间距离差函数；实测的

距离差 ΔL由相邻历元船载换能器至海底控制点

距离的差计算获得；ε为距离差误差。

在上述 3种定位模型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

者对模型解算方法进行了改进，如引入抗差思

想，改进了交会定位模型，并利用选权迭代抗差

估计方法对差分定位模型进行了解算［18］；利用方

差分量估计方法，对定位模型的随机模型进行了

改进［19］；结合卡尔曼滤波，对定位模型进行了改

进［20］。这些研究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海底控

制点的确定精度。

1.4 声速剖面反演及声速场构建

为了解决无实测声速剖面情况下海底控制

点坐标的解算难题，一些学者开展了声速剖面

反演研究。利用历史声速剖面数据，借助经验

正交函数（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EOF），

基于声速梯度、平面距离或深度约束［21］，采用

模拟退火算法、粒子群算法或遗传算法等解算

反演模型参数，实现声速剖面反演及海底控制

点定位。

为削弱定点声速剖面测量给高精度测距定

位带来的影响［22］，许多学者开展了声速剖面反

演及声速场构建研究。根据声速的空间变化特

征，利用历史或实测声速数据，借助 Munk模型

或 EOF［23］构建声速场模型。国外学者利用海洋

环境参数（温度、盐度）构建了全球或区域环境

场模型，如 WOA（world ocean atlas）［24］、GDEM
（the generalized digital environmental model）［25］、

WOCE（world ocean circulation experiment）［26］等

模型，再利用声速经验公式，计算得到声速场模

型。一些学者研究了声速场沿水平和垂直方向

的变化规律，并以此为约束改善了声速场模型

精 度 ，提 高 了 声 线 跟 踪 精 度 及 测 距 和 定 位

精度［27-28］。

2 中国海洋控制网建设面临的问题

中国目前建立的海底控制网为局部试验性

网络，在规模、功能、布网原则、声速场构建、测量

及数据处理方法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大区

域、大规模、多用途海洋控制网建设要求尚存在

较大的差距。

2.1 规模小，功能单一

1）规模小。目前中国建立的海底控制网多

围绕特定的海洋工程或建网方法验证需求开展，

一般为由 3~5个控制点组成的小范围网络，覆盖

范围一般小于 20 km×20 km，距离大规模海洋控

制网建设及 PNT服务差距明显。

2）立体 PNT网络体系未形成，导航定位精度

偏低、无缝服务能力欠佳。海洋控制网或海洋

PNT基准网主要由位于海面的浮标基准站、海水

中悬浮的潜标基准站和位于海床上的座底基准

站组成（图 1）［29］。目前建立的海洋控制网仅布设

图 3 联合圆走航和网格走航的海底点地心坐标测量

Fig. 3 Combination of Circle Path and Grid Path Used in
the Absolute 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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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座底基准站（图 1（a）），未布设浮标基准站和潜

标基准站（图 1（b）），影响了海洋 PNT基准网的

空间分布，因此也制约了网络无缝服务性能和

范围。

3）仅能服务于水下导航定位，功能相对单

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缺乏通讯能力。座底基准站、浮标基准

站和潜标基准站均无通讯功能，整个网络无法将

观测的各类信息传输到位于海岸的监控中心，监

控中心也无法对各个基准站的状态进行监控和

对整个网络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2）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制约了海洋 PNT基

准网自身的精度及其服务性能。网络中各基准

站装备的压力传感器、声速计或 CTD、时标系统

可以提供该站点的深度、海洋声速和时间等信

息，综合各站点的上述信息综合，可以获得部分

海洋环境场信息和辅助定位信息，为高精度 PNT
基准网建设、座底基准站稳定性监测及维护、高

精度导航定位等服务，但目前各站点的信息不共

享，制约了海洋 PNT基准网自身精度及其导航定

位服务精度的提高。

（3）基准站配备的传感器有限，网络缺乏对

海洋环境和目标的遥测和感知能力。目前的基

准站缺少水文监测传感器、生态环境监测传感器

和各类信息的综合分析能力，缺少对海洋环境和

水下目标的遥测和感知能力。

2.2 布设原则不能满足大区域海洋 PNT基准网

建设需求

目前给出的海底控制网布设原则虽然综合

考虑了水声传播、水体和海底环境影响等因素，

但多为定性描述，实际作业中会面临无可适从问

题，尤其对于大区域海洋 PNT基准网布设。具体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基本单元网的网形和大小未与海底控制

网的等级关联

根据误差传播理论，海底控制网中基本单元

网的网形和大小与海底控制点的定位精度及其

导航定位服务精度关系密切。不同等级的海底

控制网精度不同，因此需要根据海底控制网的等

级，确定基本单元网的形状和大小。目前的海底

控制网布设原则要求基本单元网为三角形或四

边形，未给出单元网的边长，未与海底控制网的

等级关联，无法指导作业。

2）环境参数缺少量化评估

对影响海底控制点稳定性和精度的环境要

素，如海水温度、盐度、流速、潮汐、海床地形坡度

和底质等仅进行了定性描述，未给出具体的阈

值，布设海底控制点所需的环境条件无法量化评

估，难以指导布设作业及后期维护。

3）大区域海底控制网的设计与布设原则

缺失

与大区域 GNSS控制网布设类似，大区域海

底控制网布设需要考虑整体网形的强度和精度、

不同等级网络的布设及组合形式、不同海洋环境

下的网形设计及布设方法，以及整体网的观测效

率及作业成本等因素。目前所给出的海底控制

网布设原则仅适用于基本单元网，大区域海底控

制网的布设原则尚为空白。

4）海面浮标基准站和海水潜标基准站设计

与布设原则缺失

海面浮标基准站和海水中潜标基准站是海

洋 PNT基准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仅给出了

局部海底控制网的布设原则和方法，浮标基准

站和潜标基准站布设的高度、密度、要求的海洋

水文条件及与海底基准网的组合关系等原则未

给出。

综上，有必要开展海洋 PNT基准网的优化设

计理论和方法研究，全面考虑不同类型海洋 PNT
基准网的功能特点、声学测量性能、海洋环境因

素、定位精度等，建立满足不同等级和服务对象

需求的布设原则，制定相应的规范或规程，指导

海洋 PNT基准网建设。

2.3 建立的海洋声速场精度和分辨率难以满足

高精度海洋 PNT基准网建设及服务要求

目前开展的声速剖面反演和声速场构建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声速误差对测距和定位

的影响，但问题是，所用数据目前主要来源于有

限的实测或历史声速剖面数据或 CTD数据，精

度不一致，空间分辨率小，时间跨度大，据此构建

的声速场在精度和分辨率上难以满足高精度海

洋 PNT基准网建设及其位置服务要求。

2.4 测量方法低效，未考虑海洋 PNT基准点的

维护测量问题

目前采用的圆走航海底控制网测量方法，虽

然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但难以满足大区域海洋

PNT基准网建设和维护的需要。主要面临的问

题如下：

1）作业效率低、成本高

圆走航测量作业中，（不）顾及声速剖面时的

走航半径要求为（1.414倍）1倍水深；为实现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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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距，要求船速为 2~4节。随着水深增加，圆走

航半径增大，单个海底站点的测量耗费将显著增

大，在大区域海底控制网测量中的作业耗时和成

本将随基准站数量成倍提升。

2）定位精度受走航轨迹影响严重

理想的圆走航测量距离因具有较好的对称

性，确保了海底控制点的定位精度。受海底控

制点布放过程中的位置漂移以及测量过程中

的风、浪、流和船体操纵等影响，实际测量中很

难得到严格围绕海底控制点的圆周测量轨迹。

非圆周走航及由此测量的距离中带有严重的

声速误差影响，进而导致海底点的解算精度降

低，且随着水深的增加，其影响会进一步加大，

尤其在不顾及声速剖面的海底控制点测量和

解算中。

3）未考虑海底 PNT基准点的维护测量问题

受海底底质结构、海流等环境因素和海洋灾

害因素影响，海底 PNT基准点的位置会发生变

化，影响其位置服务精度，需要对其进行定期检

测和维护。园走航测量尽管可以实现海底控制

点的高精度定位，但要据此方法实现所有海底控

制点的检测和维护，其测量成本和耗时将非常巨

大，需要寻求新的测量方法。

4）浮标基准站和潜标基准站的定位问题目

前尚无很好的测量方案

悬浮在海面和水体中的浮标基准站和潜标

基准站，随着波浪、潮汐、海流等瞬时变化，需要

实时、准确地确定其位置才能更好地开展位置服

务。现有的圆走航测量方法需要围绕固定的海

底 PNT基准点圆周走航测量后才能实现该点的

地心坐标解算，因此不适用于浮标基准站和潜标

基准点的定位。

2.5 数据处理方法不适用于大区域海洋 PNT基

准网整体解算

附加深度约束的交会定位法是目前解算单

个海底 PNT基准点地心坐标采用的方法，尚无

法扩展应用到大区域海洋 PNT基准网的整体

解算中。差分定位方法假设局域声速场稳定情

况下相邻历元声线经历的水层近似相同，认为

声速误差给测距带来的影响近似相等，但忽视

了水体环境的分层现象及声速误差影响的层累

积效应与波束入射角和传播时间的相关性［29］，

虽降低了声线跟踪及定位对声速的要求，但并

未改善海底 PNT基准点的解算精度，有时甚至

会拉低精度。

附加参量估计的交会定位法将声速对测距

的影响作为待估参数引入观测方程解算，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海底 PNT基准点的解算精度，但仅适

用于声速场稳定、声速误差影响近似相等的圆走

航测量。随着控制网范围的增大，声速的差异性

显现，声速误差对测距影响不同，在网平差中会

出现待求参数大于观测边的问题，无法解算得到

海底 PNT基准点的坐标。

3 通导遥 PNT基准及服务网络构想

3.1 海洋声道及通导遥一体化深远海 PNT基准

及服务网

声波在海洋中传播时，若有一部分声能在某

一水层内而不逸出该水层，则称此水层为声道或声

波道［30］。在沿深度方向声速极小处（声道轴），声源

发出的声线将向上和向下弯曲返回极值区，而保留

在该水层上下两个声速相等的深度之间传播，这部

分声线不受海面散射和海底反射的影响，声能衰减

较小，声信号可以传播数千千米［31］（见图 4）。

图 4 声道及典型声线传播图 [32]

Fig. 4 Sound Channel and Typical Acoustic Line Propagation Diagram[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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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情况下，声源在声道轴上，被声道最初捕

获的声能可以一直留在声道中。声道轴深度一般

为 900~1 300 m，但随纬度、温度或深度变化。纬

度越高，海面水温受热小，声道轴越浅。热带某些

海域可达 2 000 m，温带可升至 200~500 m，两级

地区海域的声道轴位于海面附近。在声道内，偏

离声道轴较远的声线，虽然传输路程最长，但最

先到达；而沿声道轴传播的声线，路程最短，最迟

到达，但传播的声线最密集，携带的能量最大。

声线会在声道内往复地上下弯曲折射形成声会

聚区，而无声线的声道区则称为声影区（图 4）。

声影区只存在海面或海底的反射声线，声强明显

小于声会聚区；随着传播距离增大，声会聚区宽

度变宽，声影区则变窄。

声道稳定的声传播特性，为深远海远程通

讯、远距离测时（测距）及大范围 PNT基准网的建

立、全覆盖区域的感知和遥测以及综合服务能力

的实现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据此，本文构想了通

导 遥 一 体 化 深 远 海 PNT 基 准 及 服 务 网 络

（见图 5）。

该网络具备如下功能：

1）全球海洋时空基准及服务

通过国际合作可组织全球大地测量会员国，

建立覆盖近海、中远海及大洋重要通道和重点监

测区域的、由浮标基准站、潜标基准点和座底基准

点组成的立体海洋 PNT基准及服务网络，为覆盖

水域提供高精度的位置、时间、重力、磁力等参考

基准和海洋水文、生态环境场信息，为海底板块运

动监测、地球形状及全球坐标系统建立和维护、地

球构造研究和海洋物理研究等科学性任务以及海

洋基础地理信息调查、水下时空位置服务、海洋工

程建设、生态环境评估等实用性任务提供支撑。

2）海洋远程通讯及空-天-海信息的互联互通

建立由位于声道的潜标节点组成的主干通

信网、由海洋 PNT基准站组成的分支通讯网络以

及联合二者形成的全海域水下通讯网络，各通讯

节点具备信息的加工、分析和转发能力，实现信

息在海洋中的安全、远程传送。

海面浮标基准站除具备水下通讯能力外，还

具有与卫星的通讯能力，例如，利用北斗系统全

球双向短报文通信功能，通过海面浮标基准站建

立与北斗卫星通信链路可将海洋环境信息传递

至全球所需地点。联合海洋通讯网络，还可构建

水下 -海面 -空中立体通讯网络，实现海洋信息与

空天信息的互联互通。

通讯分支网络不但具有远程传输信息的收

发能力，同时也实现了各 PNT基准点时空基准信

息、空间观测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共享，为高精度

PNT基准点的维护和覆盖水域高精度的位置服

务提供了支撑。

3）全海域水下感知与遥测

进一步丰富海洋 PNT基准站现有的传感器

配置，构建由海洋 PNT基准网和远程通信网组成

的全海域水下感知和遥测网络。利用网络各节点

提供的声学测量信息、温度、盐度、流速、浊度、电

导率、悬浮物等海洋环境信息，实现覆盖水域目标

的探测、识别和跟踪、水文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感知

和监测，为海洋军事和海洋环境治理和利用服务。

图 5 通导一体化海洋 PNT基准网

Fig. 5 Marine PNT Reference Network Combined of Communication and 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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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通导遥一体化深远海 PNT基准及服务网络

设计

通导遥一体化深远海 PNT基准及服务网络

主要由 PNT基准网和通讯网组成，下面根据功能

需求给出各网络的设计。

1）海洋 PNT基准网设计

海洋 PNT基准网是由座底基准站、水体潜标

基准站、海面浮标基准站和海缆网组成的立体网

络。网络中各 PNT基准站在保留已装备的导航

定位设备外，还需要增加环境、生态感知传感器

及数据分析单元，潜标和浮标基准站还应装备惯

性导航系统（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INS），确

保整个网络具备海洋 PNT服务、水文和生态环境

感知、目标遥测等能力。整个网络的基本布设原

则设计如下：

（1）多层面网状立体链接布设，根据声信号

的传播能力和海洋时空基准网的等级要求，海洋

PNT基准点平均布设间距为 50~80 km。

（2）在近海海域，海洋 PNT基准网主要由浮

标基准站和座底基准站组成，而在深远海则需增

加潜标基准站。

（3）海面浮标基准网利用北斗/GNSS和声学

测距及通讯系统，为整个通导遥一体化深远海

PNT基准及服务网络提供统一的时空基准。

（4）潜标基准网在近声源区布设于共轭深度

附近的声会聚区，而在远离声源的水域则按照平

均间距布设在声道。潜标基准网既是 PNT基准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海洋通讯的中坚网，实

现 PNT导航定位服务和信息的远程传输。

（5）海底基准网是整个水下 PNT基准网的基

本框架网，主要布设在大洋中脊、海沟、地震断裂

带等海底，联合海面浮标基准网为整个海洋 PNT
基准网提供参考，具备板块监测和为水下潜器提

供 PNT服务的能力。

（6）海缆网连接着主要位置的座底基准站，

负责为这些基准站长期提供电源供给以及海洋

PNT 基准及服务网络信息到岸边监控中心的

传输。

2）通讯网设计

海洋通讯网络由主干通信网络和海洋 PNT
基准站构成的分支通讯网络组成。整个网络的

基本布设原则如下：

（1）主干通讯网络位于深海声道内或共轭深

度层附近的声会聚区，采用装配超低频声学换能

器的潜标，平均布设间距为 600~800 km，主要负

责各类信息的加工、分析及远程传输。

（2）分支通讯网络与海洋 PNT基准网络于一

体，主要负责将 BDS/GNSS提供的时空基准信

息从海面传递到水下，并实现空中（BD卫星或其

他通讯卫星）-海面（浮标 PNT基准站）和水下（潜

标 PNT基准站和座底 PNT基准站）之间信息的

互联互通和共享。

以上仅为通导遥一体海洋 PNT基准及服务

网络的基本设计思想，严格的网络优化设计还应

考虑服务对象及要求的导航、定位和授时精度，

分等级设计和布设。

3.3 高精度、高分辨率海洋声速时空场模型构建

通导遥一体化深远海 PNT基准及服务网络

节点平均间隔为 50~80 km，可以实现网络节点

上实测的声速、真实距离与实测距离、温度和盐

度等数据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见图 6）。基于

这些实测数据，可以构建高精度、高分辨率的海

洋声速场模型，更准确地反映覆盖水域的海洋声

速的时空变化信息。

无论是海洋 PNT基准网还是通讯网，每个节

点上均配有压力传感器、CTD传感器，可以获得

深度或深度差、温度、盐度和声速。根据分布在

海面、水体和海底不同水深和不同水平位置的实

测声速，可以研究获得声速沿垂直方向和水平方

向的变化规律。以垂向分布的实测声速和声速

沿垂向变化规律为约束，结合海域典型声速剖面

结构，即温跃层的声速梯度和等温层的声速梯

度，构建各节点所在位置的初始声速剖面；在此

基础上，以各节点提供的深度或深度差为约束，

反演节点位置的声速剖面；联合各节点声速剖面

时序，基于声速空间变化的正交性，以实测声速

给出的声速沿垂向和水平向变化规律为约束，基

于 EOF函数构建覆盖水域的声速空间场模型。

海洋 PNT基准网各节点间可以实现定期测

图 6 海洋通导一体化 PNT网点间相互测距及覆盖区

位置修正信息服务

Fig. 6 Mutual Ranging and Coverage Area Position
Correction Service of Integrated PNT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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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获得节点间的实测距离。海洋 PNT基准网各

节点地心坐标已知，可获得节点间的真实距离。

受海洋声速影响，实测距离与真实距离存在偏

差，基于声线跟踪理论，以典型海区声速剖面为

参考，据此可以反演节点之间的声速剖面。由于

海洋 PNT基准网为立体分布网络，且基准站具有

较高的分布密度，因此可以获得相当数量、不同

时段的、具有不同入射角和传播时间的距离偏差

量，以此可以构建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区域声速

场模型。

利用 WOA、GDEM、WOCE等国际海洋环

境场模型，借助声速经验模型，也可以计算得到

海洋声速场模型。融合以上 3个途径获得的模

型，可进一步提高海洋声速场建模的精度和分辨

率，将彻底解决当前声速剖面少、历史声速剖面

空间分辨率低和时间跨度大、无法为高精度海洋

PNT基准点定位和导航服务的问题。

3.4 海洋 PNT基准网的组合测量及数据处理

1）海底 PNT 基准网的组合测量及整体网

平差

海底 PNT基准网采用组合方法来测量，采用

整体网平差方法解算各海底 PNT基准站的地心

坐标。组合测量方法包括圆走航测量和海底基

准站之间的相对测量。

中国在南海建立的第一个由 5个点组成的海

底控制网主要采用圆走航测量方法，在 3 000 m
水深的海底，取得了 0.25 m的定位精度，验证了

该方法的正确性。因此，借助该方法，对部分海

底 PNT 基准站开展测量，确定这些点的地心

坐标。

海底 PNT基准站间高差较小，可以近似地认

为局域海底 PNT基准网（站）处于等温层，声速误

差对测距的影响非常小，通过基准站间相对测

量，可以获得高精度的站间空间距离。所有海底

PNT基准站配备有应答器，其核心器件为压电陶

瓷，具备声信号的收、发能力。将其中一个站点

上的应答器作业模式切换为换能器作业模式，发

射声信号，主动与其邻近的海底 PNT基准站上的

应答器实现应-答测距，获得该站点与其他邻近点

站点间的空间距离；然后，将该 PNT基准站的换

能器作业模式再切换回应答模式；采用相同过

程，对海底每个基准站依次切换作业模式，实现

每个海底 PNT基准站与其邻近站点相互测距。

完成整个过程后，海底两两 PNT基准站均实现了

2次测距。由于每个海底 PNT基准站上配备有

压力传感器，因此可以获得所有站点间的高差，

借助该高差可以将前面实测的站点间的空间距

离转换为平面距离。

获得了部分海底 PNT基准站地心坐标和所

有海底 PNT基准站间的空间距离和高差后，构建

所有基线的距离观测方程和高差观测方程，形成

方程组；以圆走航测量获得的海底 PNT基准站的

地心坐标为起算，利用整体网平差方法，解算得

到所有海底 PNT基准站的地心坐标（见图 7）。

2）海面 PNT基准站位置的实时确定

海面 PNT基准站的浮标中内置 GNSS接收

机，可以接收 BDS/GNSS卫星信号，在近岸借助

RTK（real time kinematic）或 在 远 岸 借 助 PPP
（precise pointing positioning）实现 PNT基准站的

高精度定位。内置 INS可以为水面浮标瞬时运

动提供加速度、速度和方位等信息，联合 BDS/
GNSS观测信息，采用紧组合或松组合方式，利用

Kalman 滤 波 ，实 现 二 者 信 息 的 融 合 以 及 海 面

PNT基准站实时位置的精确确定。

3）水体潜标 PNT基准站位置的实时确定

水体中的 PNT基准站固定在潜标上，受海流

作用发生瞬时运动，作为海洋 PNT基准及服务网

络的重要组成，需为其提供高精度的瞬时解。潜

标 PNT基准站的坐标可联合海底和海面 PNT基

准站测量来获得。

潜标 PNT基准站采用主动测量模式，同时向

海面和海底 PNT基准站定期发送声信号，采用应

答测距和交会定位的方法来实现对潜标 PNT基

准站测量，获得彼此间的空间距离；利用各个基

准站配备的压力传感器，可以获得站点间的深度

差；以海面和海底 PNT基准站的地心坐标为起

算，采用附加深度约束的网平差方法，解算得到

潜标基准站的地心坐标。

图 7 海底 PNT网的组合测量及整体网平差

Fig. 7 Combined Survey and Integrated Adjustment of
Seafloor Geodetic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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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频繁的声学测距定位会严重耗损PNT基

准站电能，声学定位可间歇性实施（10~30 min）。

融合声学定位信息和潜标中 INS提供的实时导

航信息，可以实现潜标基准站的连续、高精度

定位。

不需要无间断地为海面和水体中的 PNT基

准站提供上述组合定位，只要在得到潜航器的询

问信号后，开启上述组合定位模式，同步开展自

身定位和 PNT服务。

3.5 海底 PNT基准站的自校准、自维护

海底 PNT基准站的稳定性检测及维护可采

用自校准、自维护的方法来实现。

根据海底底质结构、海洋水文环境的变化特

点等，对海底 PNT基准网的稳定性进行定期检

测；对于海底突发事件，则需要及时检测。海底

PNT基准网稳定性检测采用前面提及的相对测

量方法。

利用海底 PNT基准站间的相对观测数据（距

离和高差），采用拟稳平差方法，获得控制网点间

的坐标矢量；以前期观测得到的各基准站地心坐

标为参考，分析站点间几何距离、方位和高差的

变化。根据站点间的几何变化量，结合海底 PNT
基准网覆盖水域的底质特征、海洋水文特征等，

可以研究确定海底 PNT基准站的维护周期。同

时，根据站点间的变化量，可以分析稳定的基准

站和不稳定的基准站。

以稳定的海底 PNT基准站前期测量给出的

地心坐标为起算，相对观测获得的海底 PNT基准

网点间的距离、高差为观测量，构建方程组，采用

整体网平差方法，计算不稳定的海底 PNT基准站

的地心坐标，并对其历史坐标更新，实现海底

PNT基准网的自校准和自维护。

3.6 增强差分改正服务、目标和环境的遥测和感

知服务

1）增强差分改正服务

海洋 PNT基准站均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据

此可以得到站点间真实的几何距离 L0，若站点间

实测距离为 S，则二者的偏差 ΔS为：

ì
í
î

ïï
ïï

ΔSi- j= Si- j- Li- j
0

Li- j
0 = ( X i

0 - X j
0 )2 +(Y i

0 - Y j
0 )2 +( Z i

0 - Z j
0 )2

（4）
式中，（X0，Y0，Z0）为海洋 PNT基准站地心坐标；

上标 i、j为相邻 PNT基准站编号。

ΔS主要由于声速误差引起，可以认为是实际

声程与站点间几何距离的偏差。声线跟踪理论

已经证明，局域声速场稳定情况下，ΔS的变化主

要与波束的入射角 θ和传播时间 t相关，据此可以

构建如下改正模型：

ΔS= F ( θ,t ) （5）
式中，F为构建的距离修正函数模型。

利用所有海洋 PNT基准站间的 ΔS及对应的

入射角和传播时间，形成方程组，可以解算式（5）
模型参数，构建区域内不同声线（入射角 θ和传播

时间 t）的实测距离 S改正模型，获得精确的站点

间几何距离 L，进而实现高精度海洋 PNT基准站

定位及位置服务。

2）目标探测、识别和跟踪

通导遥一体化深远海 PNT基准及服务网络

中的水下测距、通讯均借助声波传播来实现，由

此在整个网络覆盖水域编织了一个立体的声线

网。任何经过这个网络的目标均会引起声线传

播的阻断并产生声回波，根据声信号的连续性、

接收的声信号频谱和强度变化，联合各个基准站

配置的磁力仪感知目标产生的局部磁异常变化，

可以准确地感知、探测和识别海水中的目标。根

据被阻断的声线方位、往返传播时间以及构建的

声速场模型信息，可以实现对目标的连续跟踪

定位。

3）环境感知服务

利用立体分布的 PNT基准及服务网络各节

点上获得温度、盐度、流速、浊度、电导率、悬浮物

等信息，除用于构建海洋时空声速场外，还可以

构建大区域海洋时空温度场和盐度场模型，为全

球变暖、海洋水文环境变化等研究提供服务；可

以构建海洋流场模型，为大洋环流、气候变化以

及海洋灾害预警等提供服务；利用长期监测的浊

度、电导率、悬浮物等海洋生态环境时序变化信

息，可以为海洋生态环境的感知和监测、海洋环

境治理和海洋生态保护等提供服务。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提出的通导遥一体化深远海 PNT基准

及服务网络，克服了现有海底控制网规模小、功

能单一、精度和分辨率低等不足，具备了为全海

域提供高精度时空基准参考、高精度高分辨率海

洋声速场、空-天-海立体远程通讯、高精度无缝导

航、水下目标的感知与识别和跟踪定位、海洋环

境和海洋生态的遥测和立体感知等功能，是新一

代高性能的海洋大地测量及 PNT导航定位服务

网络。

1531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2022 年 10 月

本文尽管定义了网络的功能，给出了网络的

分布设计、网络建设中的几个关键技术问题的实

施方法和设想，但在网络的实际建设中，仍面临

着声道内声波的发射模式、远程通讯方法、声道

内的高精度测距方法、长距离布网的优化设计、

增强位置服务、精确授时和同步及网络功能的拓

展和应用等难题。随着这些技术难题的逐一突

破，也必将引起海洋 PNT建设的一次变革。

参 考 文 献

［1］ Research Group of Institute of Marine Development
Strategy，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China  s
Ocean Development Report（2013）［M］. Beijing：
China Ocean Press，2013（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

略研究所课题组 .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3》［M］.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

［2］ Liu Jingnan，Chen Guanxu，Zhao Jianhu，et al. De⁃
velopment and Trends of Marine Space-Time
Frame Network［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
ence of Wuhan University，2019，44（1）：17-37（刘

经南，陈冠旭，赵建虎，等 . 海洋时空基准网的进

展与趋势［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19，
44（1）：17-37）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Geology（Tongji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Progress in Seafloor Sci⁃
ence Observation［M］. Shanghai：Tongji Universi⁃
ty Press，2017（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济大

学）. 海底科学观测的国际进展［M］. 上海：同济大

学出版社，2017）
［4］ Barnes C R，Tunnicliffe V. Building the World  s

First Multi-node Cabled Ocean Observatories
（NEPTUNE Canada and VENUS，Canada）：Sci⁃
ence，Realities，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C］//
MTS IEEE Kobe08 Barnes & Tunnicliffe Oceans，
Quebec，Canada，2008

［5］ Choi J K，Nishida S，Yokobiki T，et al. Automated
Cable-Laying System for Thin Optical-Fiber Sub⁃
marine Cable Installation［J］. IEEE Journal of Oceanic
Engineering，2015，40（4）：981-992

［6］ Li Fenghua，Lu Yanguo，Wang Haibin，et al. Re⁃
search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ea⁃
floor Observation Network［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2019，34（3）：321-330（李风

华，路艳国，王海斌，等 . 海底观测网的研究进

展 与 发 展 趋 势［J］.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刊 ，2019，34
（3）：321-330）

［7］ Yang Yuanxi，Xu Tianhe，Xue Shuqiang. Progresses
and Prospects in Developing Marine Geodetic Datum
and Marine Navigation of China［J］. Acta Geodaeti‐

ca et Cartographica Sinica，2017，46（1）：1-8（杨

元喜，徐天河，薛树强 . 我国海洋大地测量基准与海

洋导航技术研究进展与展望［J］. 测绘学报，2017，
46（1）：1-8）

［8］ Bian Hongwei，Xu Jiangning，He Hongyang，et al.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of National Comprehen⁃
sive PNT System［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2021，46（9）：1265-
1272（卞鸿巍，许江宁，何泓洋，等 . 国家综合

PNT体系弹性概念［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2021，46（9）：1265-1272）
［9］ Spiess F N，Chadwell C D，Hildebrand J A，et al.

Precise GPS/Acoustic Positioning of Seafloor Refer⁃
ence Points for Tectonic Studies［J］. 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1998， 108（2）：

101-112
［10］ Kussat N H，Chadwell C D，Zimmerman R. Abso⁃

lute Positioning of an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
cle Using GPS and Acoustic Measurements［J］.
IEEE Journal of Oceanic Engineering，2005，30
（1）：153-164

［11］ Zhao Jianhu，Chen Xinhua，Wu Yongting，et al.
Determination of Absolute Coordinate of Underwa⁃
ter Control Point Taking Waves and Depth  s Con⁃
straint into Account［J］. Acta Geodaetica et Carto‐
graphica Sinica，2018，47（3）：413-421（赵建虎，

陈鑫华，吴永亭，等 . 顾及波浪影响和深度约束的水

下控制网点绝对坐标的精确确定［J］. 测绘学报，

2018，47（3）：413-421）
［12］ Zhao Jianhu，Zou Yajing，Wu Yongting，et al. De⁃

termination of Underwater Control Point Coordinate
Based on Constraint of Water Depth［J］. 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16，48（10）：137-
141（赵建虎，邹亚靖，吴永亭，等 . 深度约束的海

底控制网点坐标确定方法［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

报，2016，48（10）：137-141）
［13］ Zhao J，Zou Y，Zhang H，et al. A New Method for

Absolute Datum Transfer in Seafloor Control Net⁃
work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6，21（2）：216-226.

［14］ Zou Yajing，Wang Chisheng，Zhu Jiasong，et al.
Optimal Sensor Configuration for Positioning Sea⁃
floor Geodetic Node［J］，Ocean Engineering，2017，
142：1-9

［15］ Yang Yuanxi，Liu Yanxiong，Sun Dajun，et al. Sea⁃
floor Geodetic Network Establishment and Key
Technologies［J］.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2020，50（7）：936-945（杨元喜，刘焱雄，孙大军，

等 . 海底大地基准网建设及其关键技术［J］. 中国

科学：地球科学，2020，50（7）：936-945）

1532



第 47 卷第 10 期 刘经南等：通导遥一体化深远海 PNT基准及服务网络构想

［16］ Yang F，Lu X，Li J，et al. Precise Positioning of
Underwater Static Objects Without Sound Speed
Profile［J］. Mar Geol，2011，34：138-151

［17］ Sun Wenzhou，Yin Xiaodong，Bao Jingyang，et al.
Semi-parametric Adjustment Model Methods for Po⁃
sitioning of Seafloor Control Point［J］. Acta Geodae‐
tica et Cartographica Sinica，2019，48（1）：117-
123（孙文舟，殷晓冬，暴景阳，等 . 海底控制点定

位的半参数平差模型法［J］. 测绘学报，2019，48
（1）：117-123）

［18］ Zhao Shuang，Wang Zhenjie，Wu Shaoyu，et al. A
Ship-Board Acoustic Difference Positioning Method
Based on Selection Weight Iteration［J］. Oil Geo‐
physical Prospecting，2017，52（6）：1137-1145（赵

爽，王振杰，吴绍玉，等 . 基于选权迭代的走航式

水声差分定位方法［J］.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2017，
52（6）：1137-1145）

［19］ Zhao S，Wang Z，He K，et al. Investigation on
Stochastic Model Refinement for Precise Underwa⁃
ter Positioning［J］. IEEE Journal of Oceanic En‐

gineering，2020，45（4）：1482-1496
［20］Wang Junting，Xu Tianhe，Liu Yangfan，et al. Kal⁃

man Filter Based Acoustic Positioning of Deep Sea⁃
floor Datum Point with Two-Step Systematic Error
Estimation［J］. Applied Ocean Research， 2021，
114：102817

［21］ Liang Wenbiao. Research on Establishment of Ranging
Error Model for Underwater High-Precision Posi⁃
tioning and Acoustic Velocity Inversion Method［D］.
Wuhan：Wuhan University，2021（梁文彪 . 面向水下

高精度定位的测距误差模型建立及声速反演方法研

究［D］. 武汉：武汉大学，2021）
［22］ Ikuta R，Tadokoro K，Ando M，et al. A New GPS-

Acoustic Method for Measuring Ocean Floor Crustal
Deformation：Application to the Nankai Trough［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2008，113（B2）：

B02401
［23］ Ding Jisheng，Zhou Xinghua，Tang Qiuhua，et al.

Expression of Multi-beam Echo Sounding Sound Ve⁃
locity Profile with 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s

［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2007，32（5）：446-449（丁继胜，周兴

华，唐秋华，等 . 多波束勘测声速剖面场的 EOF表

示方法［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07，32
（5）：446-449）

［24］ Levitus S，Boyer T P. World Ocean Atlas 1994. Vol⁃
ume 4. Temperature［M］.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NOAA Atlas Nesdis 4，1994，4：117

［25］ Teague W J，Carron M J，Hogan P J. A Compari⁃
son Between the Generalized Digital Environmental
Model and Levitus Climatologies［J］. Geophys Res，
1990，95：99-116

［26］ Chapman P，Nowlin Jr W D. The World Ocean
Circulation Experiment（WOCE）：An Ocean Cli⁃
matology for the 1990s［C］//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Long Beach，
CA，United States，1997

［27］ Kido M. Detecting Horizontal Gradient of Sound
Speed in Ocean［J］. Earth，Planets and Space，

2007，59（8）：e33-e36
［28］ Honsho C，Kido M.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raveltime Data Collected Through GPS-Acoustic
Observation of Seafloor Crustal Movements［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

2017，122（10）：8583-8599
［29］ Song Minghang. Calculation of Statics of Subsurface

Moored Buoy Systems［J］. Marine Science Bulletin，
1984（3）：75-81，92（宋铭航 . 潜标系统水下姿态的

计算［J］. 海洋通报，1984（3）：75-81，92）
［30］ Liu Bosheng，Lei Jiayu. Principles of Underwater

Acoustics［M］. Harbin：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
sity Press，2010（刘伯胜，雷家煜 . 水声学原理

［M］.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0）
［31］Ma Yuanliang，Zhang Qunfei，Wang Honglei. 6G：

Ubiquitous Extending to the Vast Underwater World
of Oceans［J］. Engineering，2022，8（1）：12-17

［32］ Zhao Jianhu. Modern Marine Surveying and Charting
［M］. Wuhan：Wuhan University Press，2008（赵建

虎 . 现代海洋测绘［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1533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2022 年 10 月

Concept of Constructing the Underwater PNT Network with the Abilities of
Communication，Navigation and Remote Sensing in the Deep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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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structing the seafloor geodetic network from de⁃
sign, layout, measurement, and data processing.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ocean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geodetic technology, the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eafloor geodetic net⁃
works at the present stage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it can be concluded the coverage of the
current seafloor geodetic network is limited, and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is insufficient. In addition, the de⁃
sign and layout principles are not combined with the positioning precision of the network, which are mostly
qualitative descriptions and lack operability. The accuracy and resolution of the sound velocity field are low
and the measurement and data processing are difficul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large-scale and high-pre⁃
cision underwater PNT（positioning，navigation and timing）network construction. To solve the mentioned
problems,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ng the underwater PNT network with remote communication, informa⁃
tion interconnection and telemetry is put forward. Several key technologies, including the design and layout
of the underwater PNT network,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cean sound velocity field with high precision
and high resolution, the measurement strategy, data processing method and the thought of self-calibration
and self-maintenance for underwater control points, the function of target and environment telemetry and
sensing services, are discusse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high-performance marine geo⁃
detic surve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nderwater PNT network.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roposed network sys⁃
tem will lead to a revolution in underwater PNT construction when problems such as the optimal design of
the large-scale network, enhancing positioning service, the accurate timing and time synchronization, re⁃
mote communication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application are broken through.
Key words：seafloor geodetic network；the sound channel；the underwater PNT network with remote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interconnection and telemetry；the calib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net⁃
work；ocean sound velocity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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