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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海底观测网因其实时尧长期尧连续尧高精度时钟同步及原位等优势而逐渐成为人类研究海
洋的新型平台袁建设规模和应用水深都在不断扩大遥 海底观测网系统建设中袁深水设备的精准定
点布放及湿插拔作业是施工的难点遥 针对国内海底观测网精准定位布放作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袁
结合国内现有施工条件袁提出一种大深度海底设备精准定点布放安装方法袁实现南海深海海底观
测网试验系统深水设备精准定位布放与 ROV 湿插拔作业袁 对未来大规模海底观测网及其它深水

工程中设备的精准定点布放和安装袁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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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对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影响巨大，观测并
理解海洋的运行机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1]。海
底观测网是利用海底光电复合缆和无线声通信方
式，将一系列海洋观测仪器与陆基信息处理设备互
联而成的开放式海洋综合观测系统，可实现对海底
地壳深部、海底界面到海水水体大范围、全天候、综
合性、长期、连续、实时观测。
随着海底观测网逐步建设到深海区域，深水设
备的精准定位布放是海上施工的难点。加拿大 CSSF
（Canadian Scientific Submersible Facility） 公 司 的
ROPOS （Remotely Operated Platform for Ocean
Science）为世界领先的定制型水下机器人，通过自
身运载能力，能够将水下设备从水面精准布放到海
底 [2]，先后实现了加拿大和美国的观测网设备的精
确定位布放和回收。本文以“十二五”期间南海深海
海底观测网试验系统设备布放为例，分析了国内深
水设备精确布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方法原理，
系统组成，实施步骤及应用效果，对其它同类工程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研究意义和手段

海底观测网是人类建立的第三种海洋科学观
测平台[3]，摆脱了传统海洋研究方式的种种局限，使
科学家可在岸上实验室里实时开展深海实验，远程
监测海底风暴潮、火山喷发、地震、海啸、滑坡和赤
潮等各种突发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识海洋
的途径[4]。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日本、加拿大以
及欧洲各国纷纷投入巨资开展观测网的建设，较大
规模的观测网主要有加拿大西北太平洋时间序列
观测网 （North-East Pacific Time-Series Underwater
networked Experiment，
NEPTUNE）[5]、美国海洋观测
计划（Ocean Observatories Initiative，OOI）[6]的区域网
部分以及日本地震海啸密集海底网络系统（Dense
Ocean -floor Network System for Earthquakes and
Tsunamis，DONET）[7]。我国在“十一五”和“十二五”
期间，陆续开展观测网试验节点关键技术的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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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观测网试验系统的研究和建设工作。在《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 规 划（2012—2030
年）
》中，明确建设海底科学观测网在内的 16 项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为资源与能源开发、环境监测和
灾害预警预报、国家海洋安全等研究提供支撑。典
型的观测网系统组成如图 1 所示，通常由岸基站、
海底光电复合缆、主节点、接驳盒及科学观测仪器
等组成。

图 1 海底观测网组成

观测网水下设备需要精准定点布放，主要有以
下两点原因。首先，根据研究的科学问题及其观测
目标，科学观测仪器一般布置在科学观测目标附
近，特别是针对海底热液、冷泉等位置精度要求高
的观测任务，必须将仪器及传感器布置于热液口及
冷泉的活跃位置，才能达到近距离研究热液喷发及
冷泉生物群落长期变化的目的，在施工图中须明确
科学观测仪器等水下设备的经纬度坐标，施工安装
时按图精准布放到指定位置。其次，为实现水下设
备的灵活扩展，以及方便增减、升级与维护，主节点
与接驳盒、接驳盒与科学观测仪器之间采用遥控无
人潜水器（以下简称“ROV”
）操作湿插拔延长缆的
方式连接。目前各水下设备之间的信号是通过以太
网通信方式传输，若不能保证水下设备间的精确相
对距离，将无法完成湿插拔连接，进而无法完成观
测网建设工作，所以必须对水下设备进行精准定点
布放。
长基线定位系统虽然具有定位精度高的突出
优点，但是由于其自身系统布阵、测阵与回收操作
十分复杂、耗时，成本较高 [8]，国外观测网建设中一
般不采用长基线定位系统，而是通过专业定制 ROV
（如 ROPOS） 直接运载水下设备精准布放于预定位
置。由于 ROV 可以克服海底底流，动力悬停在某一
点，通过母船安装的超短基线定位系统（以下简称
“USBL”
）可以获得较高的定位精度，一般为深度的
0.2%。定制 ROV 在其底盘上安装有专业布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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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下设备通过机械、液压接口固定连接。水下设
备布放时，首先通过 ROV 其底盘的布放装置连接
并固定水下设备，将其运送到近海底位置悬停，并
通过 USBL 实时获取位置信息。然后在 USBL、声纳、
视频等组合导航下操作 ROV 调整其水平位置。待
移动到目标位置后操作布放装置释放水下设备。该
布放方式充分利用了 ROV 自身的定位、导航及动
力优势，
能够获得较高的定位精度。
国内的观测网建设起步较晚，没有形成针对观
测网施工安装的上述专业定制型 ROV 及操作团
队。而国内能够开展深水安装作业的施工单位很
少，故难以采用国外观测网的定位布放手段。目前
国内通常是采用钢丝绳吊放水下设备到海底进行
释放的粗放式施工方案。在深海作业条件下，采用
钢丝绳吊放方案，钢丝绳长度可达数千米。当吊放
设备近海底时，由于涌浪及海流的共同作用，吊放
状态水下设备的摆动幅度可达十多米，无法完成精
准定点布放作业；即便在水下吊点处安装 USBL 信
标，因吊放状态水下设备的复合运动，导致 USBL 出
现无法跟踪目标，短暂定位失效，定位数据不连续、
更新不及时等问题[9]，定位精度不可控。所以钢丝绳
吊放工艺不能直接获取水下设备的精准位置，也无
法完成水下设备的定点释放动作，或释放后严重偏
离设计位置。
针对钢丝绳吊放方案中无法直接获取水下设
备精准绝对位置的问题，研究通过间接测量水下设
备相对位置的方法来实现绝对位置的精准定位，为
观测网深水设备的精准定点布放提供了可行的施
工方法，
有效保障了水下安装作业的实施。

2

观测网深水设备精准定点布放方
法研究

2.1 精准定点布放方法的基本原理
因国内施工船配置的观察型 ROV 虽然无法按
照国外的作业模式，运载水下设备到指定位置完成
精准定点布放，但可以通过近海底的 ROV 建立绝
对位置基准，进而获取基准与水下设备之间的相对
位置关系。为此本文提出：首先依托 ROV 自身定
位、导航和动力优势，悬停于海底附近，通过船载
USBL 获得其实时的精准位置信息，为水下设备定
位和调整提供固定的测量基准。然后，
ROV 通过成
像声呐可以精确测量其与水下设备间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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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为水下设备的定位和调整提供精准的测量手
段，进而计算出其在大地坐标系（WGS84）中的绝对
位置。最后，精确调整水下设备位置并实施布放，在
调整过程中，保持 ROV 测量基准位置不变，通过施
工船动力定位系统调整船位，改变水下设备与 ROV
的相对位置，实现其在大地坐标系中的绝对位置的
调整；当水下设备绝对位置调整到设计位置时进行
释放，以实现对其精准定位和布放。下文详细论述
精准定点布放系统组成、具体方法步骤及实际应用
的数据分析结果。
2.2 精准定点布放系统的组成
水下设备精准定点布放方法的核心是建立一
个精准定点布放测量系统，准确测量水下设备与
ROV 的相对位置。系统包括水面施工船及船载
USBL 收发器、GPS、姿态补偿仪和电罗经，水下
ROV 及搭载的成像声纳、视频摄像机、姿态补偿仪
和电罗经等，系统组成如图 2 所示。ROV 由施工船
舷侧吊机布放，水下设备由船尾吊机布放。船载
GPS、
USBL、姿态补偿仪和电罗经实时获得 ROV 在
大地坐标系中的经纬度。ROV 成像声纳扫描获得声
呐图像，
建立海底平面坐标系，对水下设备的相对位
置进行实时精准测量，
视频摄像机负责辅助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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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定位误差。利用船载 GPS 信息和 USBL 定位信
息推导出 ROV 在大地坐标系中的绝对位置经纬
度。并在大地坐标系中显示 ROV 和水下设备设计
布放点经纬度信息。调整 ROV 的艏向与主节点设
计布放点方位角一致后定点悬停，并获得 ROV 与
设计布放点之间距离值 A 1。

（a）主节点布放示意图（正视）

（b）大地坐标系示意图（俯视）
图 3 主节点布放

第二步：建立海底平面坐标系，如图 4 所示。以
ROV 为参考点，开启成像声纳扫描图像建立海底平
面坐标系。并实时测量吊放状态的主节点与 ROV
的相对位置，包括距离 A 2 及方位角 琢。
图 2 精准定点布放系统组成

2.3 观测网试验系统水下设备精准定点布放
（1）主节点布放
第一步：ROV 与主节点抵近海底就位，如图 3
所示。施工船在主节点布放位置开启动力定位（DP）
模式，通过船尾吊钢丝绳连接释放器，吊放与海缆
连接的主节点到海底；
ROV 开启摄像头与主节点同
步下潜以监视水下吊放状态。待主节点离海底高度
约 5 m 时，停止释放钢丝绳。利用 USBL 完成悬停状
态 ROV 的定位，通过船载姿态补偿仪和电罗经来

琢

35 m 30 m 25 m 20 m 15 m 10 m 5 m

图 4 海底平面坐标系及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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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调整主节点位置，
如图 5 所示。通过施
工船动力定位系统实时微调船位，首先将主节点方
位角 琢 值调整为 0，
使主节点位置移动到 ROV 艏向
上。然后根据 A 2 与 A 1 的差值调整直线距离至 A 3，
当 A 2>A 1 时，微调船位使主节点吊点靠近 ROV，反
之远离 ROV。

A2
A3

（2）接驳盒及科学观测仪器的布放
主节点布放完成后，ROV 移动到主节点附近进
行悬停，重复主节点布放的第一步至第四步完成接
驳盒及科学观测仪器的布放。
2.4 精准定点布放精度分析与应用效果
（1）水下相对定位精度
ROV 成像声呐的主要技术参数如表 1 所示。在
高频模式下探测距离 0.4耀100 m，低频模式下探测
距离 0.4耀300 m，距离精度 15 mm，扫描扇区 360毅
（可调）。
参数
操作频率/kHz
脉冲时间/滋s
最大距离/m

（a）正视

最小距离/m
距离精度/mm
扫描角度/(毅)

琢

35 m 30 m 25 m 20 m 15 m 10 m 5 m

（b）海底平面坐标系（俯视）
图 5 主节点位置调整

第四步：精准定位后释放主节点，如图 6 所示。
当 琢=0，A 3=A 1 时，表明主节点已调整到设计布放位
置，
施工船逐步释放钢丝绳至主节点着床，并操作声
学释放器脱钩，
完成主节点的精准定点布放作业。

a=0，A 3=A 1

图 6 主节点精准定点

表 1 成像声呐主要参数
高频模式

低频模式

675

325

200
100

400
0.4

300

15

360

成像声纳扫描扇区为 （0耀90毅，270毅耀360毅），成
像视角为以声呐为圆心的半圆。在调整远距离水下
设备的位置时，开启低频模式扫描，声呐图像网格
间距较大。在目标位置调整到距圆心 30 m 左右
时，开启高频模式扫描，声呐图像网格间距调至最
小值1 m，即直径方向的刻度为 1 m，并以 30毅角为
角刻度将半圆分为 6 个扇区。在该模式下，测量距
离分辨率为 1 m，角度分辨率 30毅。当水下设备吊放
进入海底平面坐标系后，可直接测量出相对距离和
角度。基于成像声呐 15 mm 的测量精度和海底平面
坐标系 1 m 测量分辨率，系统水下相对定位精度可
达到1 m。
（2）系统绝对定位精度
影响精准定点布放系统的绝对定位精度的因
素有两个方面，包括水下 ROV 参考点绝对位置精
度和成像声呐的测量精度。其中水下 ROV 的绝对
位 置 精 度 为 USBL 的 定 位 精 度 ， 一 般 为 深 度 的
0.2%。而成像声呐的测量精度为 15 mm，可忽略不
计。所以，
系统的绝对定位精度即为 ROV 的定位精
度，这样便间接达到了国外通过 ROV 运载设备布
放工艺相同的定位精度。
（3）观测网海试应用效果
2016 年 8 月，在南海深海海底观测网的海试
中，通过深水设备精准定点方法成功完成深水设备
的精准定点布放。图 7（a）所示为 ROV 悬停于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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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旁边对次接驳盒进行精准定位的声呐图像，成像
声呐建立的平面坐标系能够精准测量水下设备间
的相对位置，
测量精度达到 1 m。在水下设备精准定
点布放的基础上，ROV 进行主节点、接驳盒、科学观
测仪器之间湿插拔延长缆的解缆、移动、接插等操
作，实现深海海底观测网水下设备的湿插拔连接，湿
插拔连接如图 7（b）所示，
圆满完成了海上建设任务。

3

43

结 语

针对海底观测网深水设备精准定点布放作业
需求，深入研究了基于 ROV 成像声纳图像构建海
底平面坐标系的深水设备精准定点布放方法，并应
用到海底观测网试验系统深水设备精准定位布放
作业中，实现了水下设备在海底平面坐标系中的实
时位置测量和 1 m 的相对定位精度，间接实现了国
外通过 ROV 运载设备定点布放工艺相同的绝对定
位精度，完成了水下设备精准定点和布放任务，达
到了设计要求。对深海海底观测网等深水工程中设
备的精准定点布放和安装作业，具有重要的参考和
借鉴意义。

（a）声呐图像精准测量相对位置

（b）湿插拔连接
图 7 深水设备精确定位布放及湿插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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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The seafloor observatory network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platform for ocean exploration and
marine research owing to its advantages of real-time, long-term, continuous, high-precision clock synchronization
and in -situ observations, with its construction scale and practicing depth constantly expanding. The precision
positioning and installation of deep -water equipment and the operation of wet -mate connectors are the key
process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afloor observatory network. Aiming at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the precision positioning and deployment of the seafloor observatory network in China, and considering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a precision positioning and deployment method for deep-water equipment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ROV wet-mate connecting 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eep seafloor observatory network test syste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method will provide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the precision positioning and
deployment of equipment in deep-sea projects such as a large-scale seafloor observatory network in the future.
Key words院seafloor observatory network; precision positioning; deployment; imaging son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