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岛礁应急监测的多手段组网设计与实验
杨

敏 1, 徐

栋 1, 王新胜 2, 王瀚宇 1

(1. 国家海洋局 北海海洋技术保障中心, 山东 青岛 266033; 2.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 为了对今后的岛礁应急监测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作者以无线自组网技术为基础, 提出了一种
面向岛礁应急监测的多手段组网设计方案, 并依托实际应用场景, 开展了初步的实验, 提高了岛礁监
测的效率, 取得了一定的数据成果。
关键词: 岛礁; 应急监测; 无线组网; 无人机
中图分类号: P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096(2018)01-0032-07

DOI: 10.11759/hykx20171011013

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复杂和海洋权益争端的不
断升级, 主权国家试图占据更多海洋领土的行为,
使得岛礁安全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中国的权益岛礁
包括自然岛礁以及人工岛礁, 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
来, 涉及中国海洋岛礁的各类侵权活动多达数百起,
更为严重的是, 中国对被占岛礁的主权有随着时间

应急监测应满足如下要求:

1.1

信息的多元化
单一手段采集对目标的探测范围有限且虚警率

较高, 而多个平台传感器收集的信息则更为丰富,
可以达到早期预警的目的, 完成水文、水质、气象等

的拖延而逐步丧失的危险 [1]。应急监测, 是有效应对

数据的现场综合采集。 

突发性岛礁侵权和自然灾害的必要措施, 如何对中

1.2

国权益岛礁开展具备更高精度和更高时效性的应急
监测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命题。

信息识别和数据识别的多元化
依靠单一设备来识别目标属性或根据有限的侦

察手段来确定目标的类型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目前

现 有的 单 平 台 监测 具 有 各 自的 优 势 和 局限 性,
小型自组网技术可以将各平台的优势结合起来, 形
成综合的、功能强大的集成观测网。小型自组网是

迫切要求信息识别和数据识别向多元化发展。

1.3

多传感器组网探测体系

由具有无线通信功能的节点组成的临时、多跳、无

多传感器组网探测技术就是指将多个或多种不

中心的自治系统, 它的架设不需要任何预设的基础

同体制、不同频段和不同工作模式的雷达、声纳、

设施, 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岛礁观测、山区抢险、军队

电子侦察设备或无线通信设备等链接成网, 由指挥

[2]

战争等需要应急响应且通讯不便的场景 。作者以无

控制系统统一调配, 形成一个整体。在网的各传感器

线自组网技术为基础,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设计了

将收集到的情报信息按照统一时空坐标发送给指挥

多平台多手段的岛礁应急观测方案, 并进行应用场

控制中心, 并根据现场态势情况适时地调整各自的

景实验, 探讨在岛礁应急监测中使用无人平台提高

状态, 完成目标范围内的探测、定位跟踪和协同观测

观测效率的优化方法。

任务 [3]。

1

多传感器组网探测增强了单个传感器系统的生

岛礁应急监测的需求

存能力、扩展了空间覆盖范围、增加了系统的探测

岛礁的安全涉及岸线、领海基点、岛内重要设施、

能力和检测概率, 增加了数据信息来源的可信度,

岛礁周边水下安全等多个方面, 由于其重要的战略意
义, 事件触发后的岛礁应急组网监测以及实时数据的
处理和通讯已成为目前极为迫切的技术需求。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目前监测手段较为贫
乏, 以摄录像为主。且监测的时效性差, 实时数据传
输能力弱, 缺乏组网监测的体系支撑。新时期的岛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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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可搭载高清数码相机, 起降不受地形影

减少了目标或事件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若某一传
[4]

感器故障, 可以通过其他传感器协同进行数据探测 。

2

响, 适用于近岸岛礁等小范围大比例尺地形测绘任
务, 迅速取得变化的海岸地形, 以便提供及时的地

岛礁应急监测的内容

理信息数据, 保障岛礁数据的动态性和应急测绘的

为了掌握岛礁的敏感区域信息, 应在岛礁及其

有效开展 [6]。

周边的关键区域增加动态监视, 在周边海域布放波

高光谱遥感是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

浪滑翔器等装备, 进行全天候水文气象的监测和水

具有重大突破的遥感技术, 它是在电磁波谱的可见

面目标影像的获取, 并利用卫星等通讯手段将影像

光、近红外区域获取许多波段非常窄且光谱连续的

传送至地面, 作为应急监测的基础触发信息。

图像数据技术, 不同于多光谱遥感技术, 仅仅记录

岛礁应急组网监测的具体内容主要针对突发变

若干相对较宽的波段。高光谱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

化的信息, 包括礁体变化、地形地貌、岛内设施、覆

可以保证遥感信息的定量化分析与应用, 并已广

盖植被以及周边敏感目标等, 即自然因素或人为活

泛应用于地质、生态、水文和海洋等领域。机载高

动引起岛礁自然形态及周边环境发生的变化。

光谱有两个优势: 高光谱分辨率和高空间分辨率。

2.1

高光谱分辨率可以用于辨清地物的材质, 识别伪

区域水深及周边环境数据
岛礁周边水深情况、海流、海面风、海浪以及

水深数据等在应急观测中的所需的大量基础数据,
主要依靠长期积累的历史资料与实时监测的数据进
行对比。

2.2

装后的岛礁及附近船舶; 高空间分辨率有利于消
除高光谱图像中的混合像元效应, 将每个像元与
每一种地物的光谱相对应, 提高识别地物类型的
效率 [7] 。
无人船系统搭载 GPS、电子罗盘、惯性导航、

岛礁自身变化及周边敏感目标
岛礁岸线、岛礁面积、岛礁植被、礁体侵蚀、

测深仪、气象仪、CTD、摄像头、水听器等传感器
具有遥控、导航定位、测线等自动跟踪控制功能, 可

水上水下地形变化, 以及岛礁区内敏感人工构筑物、

完成包括水深测量、水文气象测量、海域监视监测、

附近船只以及威胁岛礁安全的水下可疑目标等, 作

水质监测和信号采集与通信等功能, 在岛礁应急监

为重点关注目标, 判定其是否为非法测绘、非法闯

测中可提供水面及水下环境的实时数据。岛礁周边

入、异常停泊的人类活动。

水下地形通常明礁、暗礁相间, 其中无人船搭载的测

2.3

深仪可获取浅水域的水深资料, 与历史水深资料有

岛礁周边及内部重要设施
岛礁周边的领海基点界址点, 岛内人工构造物

诸如灯塔、石碑、房屋、跑道、防空设施等的位置
和分布, 以及码头建设等其他人类活动也要作为重

面向岛礁应急监测的多平台组网
方案设计
作者提出的岛礁应急监测多平台组网方案, 集

成了长航时固定翼无人机、精细化六悬翼无人机、
无人船、波浪滑翔器等无人平台, 可搭载高清摄像/
照相机、机载成像高光谱仪、水听器、水文气象等
感知设备, 对目的岛礁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

3.1

完成对岛礁周边水下目标的监视监测。

3.2

通讯组网及数据处理
整套网络系统实行三级架构, 第一级是岸基的

点观测的目标。

3

很好的互补性; 自容式水听器可以获取水声信号,

无人平台搭载传感器

集成指挥中心、第二级架构节点是平台、第三级是
各种底层数据采集设备。一二级之间的物理链路使
用无线网络(3G/4G、无线图传); 二三级之间的物理
链路使用有线直连(串口、USB、HDMI 等设备自带
协议)。
底层采集数据包括文本、图片、视频等多种数
据格式, 通过岸基的数据中心对各个数据采集系统
所采集的多源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存储, 后期对多源
数据进行融合处理、信息提取和分析。
为了接收分布式的信息数据, 需要对数据进行实

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可以快速响应地面发生的

时处理; 为了对目标进行更精准的探测和识别, 需要

突发事件, 同时其影像的分辨率要高出其他技术, 从

利用融合技术获取例如可疑目标的精确定位和状态。

[5]

而可以给出更为准确和实时的处理数据 。

多传感器的数据集成和融合处理有如下要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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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在精度差异, 不同传感器对不同区域、不同属性类

时空坐标统一
数据融合必须要保证时间对准和空间坐标的统

一, 即将同一目标或同一区域内的目标所关联的传
感器同步到同一基准时间, 保证分布式数据处理的
精准性; 而空间坐标统一主要针对指挥控制系统接
收多数据源的数学建模和转换上, 利用相对坐标系
或大地坐标系来解算目标或探测区域的坐标信息,
保证态势空间的一致性和一体化 [9]。
3.2.2

别的目标感知度不同, 应依据优先级别逐一进行数
据处理。

4
4.1

岛礁应急监测实验
岛礁应急组网实验选址及场景描述
实验以镆铘岛及周边海洋环境为观测目标, 以

无人机巡航为前期场景, 通过设置异常目标来模拟

多传感器数据的协调管理
用于将多个传感器统一在一个共同的时间和空

突发事件, 由图像数据分析得出发现异常目标的结

间参考系, 把同一类别、同一层次的传感器数据转化

论, 从而触发一架搭载高光谱成像仪的六旋翼无人

成同一种表达形式进行数据配准、标校处理, 然后将

机和一架搭载高清变焦相机的固定翼无人机升空观

不同传感器对相同目标的探测信息进行关联
3.2.3

[10]

。

海观测, 对镆铘岛及周边海域开展快速机动组网观

数据相关融合处理
数据相关融合处理包括分布式信息源的点迹

相关和指挥控制系统的航迹相关, 各传感器间存

Fig. 1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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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一艘搭载自容式水听器等观测设备的无人艇入
测, 并现场融合多个平台所得的观测数据, 以集成
数据平台的方式予以展示。

图 1 岛礁应急监测实验组网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an island reef emergency monitoring experiment

图 2 岛礁应急监测区域设置及无人船吊装码头位置(镆铘岛某码头)
Regional setting of island emergency monitoring system and lifting wharf of unmanned ship position (lifting wharf on
Moy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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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区域位于镆铘岛东北角的东沙尖及其外围
海域, 领海基准点位于镆铘岛的该位置, 如图 2 所示。

4.2

实验流程
本次试验通过无人机、无人船等移动观测平台,

集成多种观测监测技术, 组建应对岛礁突发事件的
快速机动组网观测系统。
无人机实验在镆铘岛领海基点附近进行, 首先
使用六旋翼无人机搭载相机对领海基点附近地面的
红色雨伞进行巡查识别(图 4); 发现目标后接续使用
六旋翼无人机搭载高光谱, 对领海基点附近陆地植
被地貌和领海基点附近海域进行扫测(图 5); 同时使
用固定翼无人机搭载相机对领海基点附近地形进行
大面积扫测(图 6)。无人机可配有广播级一体化高清
图 传 , 最 高 支 持 分 辨 率 为 1 080 p/60 fps , 配 备

Fig. 3

USB、3G-SDI 、mini-HDMI、接口、集成遥控器, 实

图 3 岛礁应急监测实验流程
Flow chart of emergency monitoring experiment on
island and reef

现远距离、低延时高清实时影像与控制信号传输, 并
配有 GPS, 可同时记录位置信息。每个架次的无人机
飞行都通过图传方式和地面基站保持通信。

4.3

实验结果
本次无人机高光谱飞行采用

Pika L 高光谱仪,

与此同时, 无人船进行岛礁周边浅水水域的水

光谱范围为 400~1 000 nm, 光谱分辨率为 2.1nm,

深测量、水文气象数据采集、核辐射测试和水下目

CCD 扫描行宽度为 900 像素。飞行过程中同时搭载

标监听, 并与无人机进行协同观测。实验中开展位点

法国 SBG Ellipse2-D 惯导系统, 实时获取光谱仪的

跟踪实验, 包括单位点跟踪, 多位点跟踪以及直线

姿态位置信息。高光谱仪将推扫获取的原始狭带影

跟踪等。

像简单拼接起来, 存储于固态硬盘中, 此时的地理

具体实验流程如图 3。

信息并未经过纠正, 图像存在几何畸变。图 7 所示为

图 4 通过基站开发的软件成功识别地面红伞并触发响应机制
Fig. 4 Software developed by the base station successfully identifies the red umbrella on ground and triggers the response
mechanism
Marine Sciences / Vol. 42, No. 1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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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回到地面后的拼接校正后图像, 可以显示地
面目标的特征, 进一步准确反演岛礁地物特征以及
海面目标特征。
图 8 所示, 固定翼无人机搭载高清相机, 完成了
镆铘岛及周边海域的大面扫测成图(分辨率 5cm), 此
外无人船还获取了大量水体水深数据、海面水文气
象数据和核辐射剂量率。

5

总结
本次实验综合了 2 架无人机和 1 艘无人船进行

图 5 悬翼机搭载高光谱扫测轨迹
Fig. 5 High spectral scanning trajectory map of suspended
wing machine

Fig. 6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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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网监测, 提高了海洋环境参数的实时获取能力、岛
礁周边敏感目标的侦察能力和数据的采集精度, 增
强了岛礁组网观测的目的性和机动性。

图 6 固定翼搭载相机扫测轨迹图
Scanning trajectory map obtained by a fixed-wing mounted camera

图 7 无人机获取高光谱图像处理及拼接
Processing and splicing of hyperspectral image acquired by 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海洋科学 / 2018 年 / 第 42 卷 / 第 1 期

Fig. 8

图 8 固定翼搭载相机扫测成图
Scanning and mapping by fixed-wing mounted camera

本文是对岛礁应急监测方案的探索性应用实验,
通过和岸基系统的协同配合使用, 取得了设备间协
同快速组网的经验, 为今后的岛礁应急监测研究提
供了参考和借鉴。不足之处在于, 仅对岛礁应急监测
方案中分布式信息源的采集及实时图传进行了初步
尝试, 尚未对应急组网监测中的并行式数据处理环
节进行实验, 下一步将开展后期的数据融合分析,
为进阶的组网观测提供全方位的数据支撑, 并进行
实时数据通讯和处理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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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experiment on multi-means networking scheme
for emergency monitoring of islands and re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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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used wireless ad-hoc network technology to design a multi-means network scheme for the
emergency monitoring of islands and reefs. We propose this schem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mergency monitoring. Based on an actual application scenario, we conducted a preliminary experiment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island and reef monitoring schemes and obtained relevant data results. Our findings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ency monitoring schemes for islands and reefs.
(本文编辑: 谭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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