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7 卷 第 6 期
2018 年 11 月

Journal of Applied Acoustics

Vol. 37, No.6
November, 2018

⋄ 综述 ⋄

可重编程正交频分复用水声调制解调技术进展∗
曾 腾 1,2

李 宇 1†

(1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张春华 1

北京

北京

100190)

100049)

摘要 随着海洋探索和军事应用的迫切需求，水声通信需要向高数据率、高可靠性方向发展。正交频分复用技
术被视为水声高速通信的新途径，并被成功应用于水声通信，在水声通信中展现了其优越性。高度灵活的自适
应平台的发展，激发了可重编程水声调制解调器的发展，以适应不同实验/应用场景的需求。文中从带宽、调制
方案、数据率、传输距离、误码率方面，介绍了国内外研究机构对可重编程正交频分复用水声调制解调器研究
的进展，并对其中的技术进行概述。最后对可重编程正交频分复用水声调制解调器进行了展望。认为可重编
程正交频分复用水声调制解调器需要的是分块接收处理的自适应实时扩展平台，同时也坚信水声网络的发展
和需求必将推动智能水声通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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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urgent requirement of marine exploration and military application, underwater acoustic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high-speed and reliable.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 has
been regarded as a new approach to underwater acoustic high-speed communication, and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is ﬁeld as well as shows its superiority. Besides, the highly ﬂexible adaptive platform is progressing
rapidly. It stimulates the development of reconﬁgurable and reprogrammable underwater acoustic modems
which to adapt to the demand of diﬀerent experiments/application scenarios. In this paper, the progress of the
research on OFDM reconﬁgurable and reprogrammable underwater acoustic modems domestic and overseas is
introduced from the aspects of bandwidth, modulation scheme, data rate, transmission distance and bit error
rate. It also includes the overview of the technology.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 future of OFDM reconﬁgurable
and reprogrammable underwater acoustic modems is prospected. We deem it needs the platform with block
receiving, adaptive, real-time and extensive, and believe the blossom of underwater network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underwater acoustic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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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为满足深入

阵列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 的使
用能力，以及其他用于网络层的非常见编程语言的
编写能力 [4] 。下文简要介绍可重编程 OFDM 水声

探索海洋，满足军事应用需求，需要实现高速率的

调制解调器在国内外的技术进展和商业应用。

水声通信，并在高速传输信息的同时满足高可靠

2.1

国外发展

性。浅海高速水声通信面临着诸多难题，其中最困

国外的水声通信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

难的问题是由强多途和由于海洋表面反射、内波等

是美国，为可重编程水声调制解调器的进展奠定了

引起的快速时变，另外接收信号幅度衰落和码间干

基础，
是该技术领域的第一个里程碑。2006 年 –2010

扰，以及海洋环境有限的带宽和时间 -空间 -频率变

年期间，世界各国关于可重编程水声调制解调器的

化特性，都影响着浅海高速水声通信的性能 [1−2] 。

七个学术项目，大多数都出自美国 [4] 。另外新加坡

国内外对浅海高速水声通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虽

和一些欧洲国家，在该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然提高了通信速率，但是符号持续时间变短，使得

2007 年， 美 国 的 康 涅 狄 格 大 学 对 可 重 编 程

信道时延扩展影响严重，导致均衡器更为复杂，因

OFDM 调制解调器进行了研究。该调制解调器为在

此在宽带无线电通信系统中大获成功的正交频分

有限带宽信道内提高数据传输率，应用了空间多路

复用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技术。在调制解调器发射端，几种不同的调制方案

OFDM) 技术，被视为水声高速通信的新途径，该技

和不同码率进行组合，
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得到预期

术已被广大水声行业人士成功应用于水声通信，展

的传输距离、传输速率等。接收端则采用分块处理，

现了其优越性。但是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OFDM 存

其中空载波用于多普勒补偿，导频子载波用于信道

在的一些问题，因此对 OFDM 技术的研究进行得如

估计；
每个子载波都将低密度奇偶校验码 (Low den-

火如荼。

sity parity check code, LDPC) 信道解码技术、连续

为了改善通信系统中无线衰落信道的时变特

波干扰对消技术和软最小均方误差估计 (Minimum

性，能够有效解决通信可靠性与资源利用率间矛盾

mean square error estimation, MMSE) 均衡技术结

的自适应技术相应发展起来 [3] 。而正是由于自适应

合起来，并通过多输入多输出系统 (Multiple-input

平台在水声通信系统中的应用，激发了可重编程水

multiple-output, MIMO) 检测器进行连续检测。海

声调制解调器的发展。可重编程水声调制解调器通

试中该调制解调器工作带宽为 62.5 kHz，传输数据

过改变调制解调器物理层的参数及调制方式，来适

率为 125.7 kb/s [4−5] ，在高速水声通信领域初步展

应不同实验/应用场景的需求，为网络层实现提供

现了 MIMO-OFDM 检测器的优势。图 1(a) 为水池

物理基础。水声通信和通信网络实验对灵活性的高

实验的设备 [5] ，该调制解调器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

要求，也促使基于软件无线电的可重编程水声调制

阶段，对大多普勒的情况尚存在不足。

解调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2 可重编程 OFDM 水声调制解调器成果及
研究现状
用户可以通过参考已有的示例与模板，改变可

自 1999 年 以 来， 美 国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WHOI) 开 发 的 Micro-modem
一 直 在 通 信 领 域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平 台 作 用，并 不
断更新，新版本嵌入了更强大的 DSP 和数据采集
FPGA，增加了内存容量，可实现更强大的功能 [4,6] 。

重编程调制解调器的参数和架构，在水声通信物理

它可在浅海工作，
工作频段为介于 3 kHz∼30 kHz 之

层、网络层中实现预期功能。对主要的通信模块实

间的四个不同频段。调制解调可采用低速跳频频移

现重编程，
如调制模块、
信号处理算法模块以及网络

键控 (Frequency-hopping Frequency-shift Keying,

协议模块。可重编程调制解调器对基于自适应平台

FH-FSK) 和可变速率的相移键控 (Phase shift key-

的水声通信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对硬件和编程能

ing, PSK)， 在 PSK 模 式 时 的 数 据 通 信 速 率 为

力有着较高的要求，例如数字信号处理器 (Digital

300∼5000 bps，在 FH-FSK 模式最远通信距离可

signal processor, DSP) 的编程能力，现场可编程门

达 2 km∼4 km [7−8] 。2009 年，对该调制解调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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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海试，实验带宽为 7 kHz∼14 kHz，采用正交相移

6.4 kb/s 的数据率 [4,13−14] ，且发现 LDPC 编码在差

键控 (Quadrature phase shift keying, QPSK) 调制

错性能上比卷积码增加了 2 dB 的增益。但该调制解

方式，分组码编码方式，最终实现了 5 kbps 的最高

调器在低接收信噪比下无法很好地实现能量检测。

通信速率以及 6 km 的传输距离 (实验最大传输距

该情况下考虑可增加基于双曲线调频 (Hyperbolic

离为 11 km)

frequency modulation, HFM) 或线性调频 (Linear

[9]

。其可编程性允许用户添加新功能，

对于实现有效的水下网络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未来

frequency modulation, LFM) 的扫频报头，并在接

对 WHOI 调制解调器的更新会包括更多的网络功

收端进行匹配滤波以增加检测端的有效信号能量，

能、功率控制和高数据速率。

以增强检测鲁棒性 [13] 。

2005 年 –2008 年期间，瑞典、挪威、芬兰、丹麦、

2012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声学研究实验室的

荷兰、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互相联合，根据 ROPA

ARL 调制解调器基础上，研发了 N-2 水声调制解调

MoU 协 议 [10] ，水 下 无 人 航 行 器 (Unmanned un-

器。其中 ARL 调制解调器采用了 OFDM 技术，支

derwater vehicle, UUV) 隐蔽声通信 (UUV covert

持卷积码、格雷码和 LDPC 编码，物理层在 TS201

acoustic communication, UCAC) 项目进行了点对

DSP 上进行编程和交叉编译，采用框架应用程序

点隐蔽声通信。该项目采用 OFDM 技术，在 Linux
系 统 中 实 时 运 行 [4,11−12] ，同 时 该 平 台 可 以 运 行
Matlab 算法，通过在调制解调器上改变参数，降
低 OFDM 接收算法的复杂度。其中项目的多节点
网络，网络层以时分多址 (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TDMA) 网络为中心，应用了数据率和功率
自适应控制技术；而物理层主要采用了 QPSK 调制
方式，点对点通信的工作带宽为 1.5 kHz∼5 kHz，编
码方式为训练码和里德 -所罗门码。海试实现的通
信距离为 20 km，信噪比约为 −18 dB，数据率为
4 bit/s [4,12] ，虽然速率很低，但是足够对 UUV 进行
基本的命令控制。然而该结果无法满足人们对高速
数据率的需求，因此物理层还应将重心放在如何实
现高速通信上，另外需对水声通信协议进行规范化，

编程接口 (Framework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FAPI) [15] 接口，使得不同的层结构能更加
容易地接入堆栈。海试中在 12.5 kHz 工作带宽和
31.25 kHz 载频下，实现了 7.5 kb/s 的传输速率和
3 km 的通信距离 [4,16] 。UNET-2 的提出是为了改
善在不同平台间移植导致的问题 ——仿真代码在
其他环境下分开编码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人力，
且调制解调器硬件带来的附加复杂度，导致仿真和
原始代码在硬件平台上实现时差异较大，使得协议
的性能和结果改变，并对海试结果产生不可预见的
影响。因此 UNET-2 在 ARL 基础上使用完全相同
的 C 代码的软件架构，使仿真后的实验变得更为简
易，对推动 MAC 仿真接口架构标准化具有重要意

以期逐渐实现信道、物理层方式和网络层协议的规

义 [17−18] 。UNET-2 能够支持高达 78 kHz 的载波频

范化 [12] 。

率以及载波频率 2/3 的调制带宽。预配置中调制方

2010 年 6 月，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针对建立水
下无线传感网络的项目背景，计划在物理层实现高

案包含可动态调控的非相干和相干 OFDM 方式，可
动态调节编码方式和调制解调器的源级。

速可靠的实时通信，因此在物理层使用了 OFDM 调

2010 年，欧洲 UCAC 实施了 EDA-RACUN 项

制方式。在新泽西州海试中，物理层采用 QPSK 调

目。项目采用两个不同的调制解调器，其中一个由

制方式，
工作带宽为 6 kHz。研究了在不同参数设定

Develogic 调制解调器进行物理层的信号处理，由

下 OFDM 声调制解调器的性能，在不同平台使用不

外部串行连接的 Gumstix 或 NetDCU 平台实现网

同编码方式：TMS320C6713 浮点 DSP 开发板平台

络层重编程。另外一个是能够同时支持物理层和

上使用 1/2 的信道卷积码编码，TMS320C6414 平台

网络层重编程的 Saab 调制解调器。对于这两种调

上使用 LDPC 码。解码模型为两个水听器利用最大

制解调器运用了两种架构，即自定义的 C 的架构

比合并 (Maximal ratio combining, MRC)，将采样

和 DESERT 水下架构 [19−20] 。2014 年进行的海试，

后的实际数据导入 DSP 调制解调器来估计接收处

Saab 调制解调器应用 OFDM 技术，在带宽 4 kHz、

理算法的性能。并分为单条数据流链路传输和两条

中心频率 6 kHz 的情况下，实现了 205 b/s 的数据

平行数据流链路传输的情况，分别得到 3.2 kb/s 和

率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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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调制解调器实验设备

Fig. 1 Modem used in the experiment abroad

2015 年，美国纽约布法罗大学和美国马萨诸塞

用了 QPSK 调制方式和 1/2 码率信道卷积码，高速

州波士顿东北大学，共同引领了基于软件无线电

通信则采用了 OFDM 调制方式和信道编码，能够在

的水声网络的架构设计，以及可重编程声调制解调

1 km 范围内实现 20 kbps 的通信速率，且误码率为

器

10−5

[4,21]

的构建。系统物理层使用前向纠错 (Forward

[4,23−24]

。2018 年在丹东的浅海冰层下进行了

error correction, FEC) 技术，采用 1/2 卷积码进行

通信实验，采用 OFDM 通信体制，在 4 kHz∼8 kHz

编码，并定义了多种通信体制，提供了重配置选项：

频带内，实现了 2 kbps 的传输速率和 12 km 的传输

切换当前调制方式下的数据和编码速率，切换不同

距离，为北极冰下通信奠定了一定基础。实验设备

方案。实现了不同物理层配置的自适应机制，
并进行

如图 2 所示。

了水池实验和湖试。水池实验中，
应用 OFDM 技术，
在带宽 24 kHz、
中心频率 100 kHz 的情况下，
实现了
25 kbit/s 的数据率和 100 m 的通信距离 [22] 。之后在
Xilinx Zynq Z-7020、
双 ARM Cortex-A9(866 MHz)
和 Avnet PicoZed XC7Z020-1CLG400 FPGA 的系
统集成芯片上，开发了 SEANet-G3 平台，基于该平
台的湖试，在 ZP-OFDM 通信体制、带宽 600 kHz、
中心频率 500 kHz 的情况下，
能够实现 500 kbit/s 的
数据率和 10 m 的通信距离 [4] 。图 1(b) 为在 La Salle
湖上实验所用的设备 [22] 。
2.2 国内发展
国内对于水声通信，尤其是可重编程调制解调

图2

中科院声学研究所调制解调器实验设备

Fig. 2 Modem used in the experiment of Institute
of Acoustics

2012 年，
哈尔滨工程大学基于 ARM 6410 芯片，

器的发展起步较晚，
目前基本处于实验研究状态，
主

实现了一种智能水声调制解调器平台。用户可在该

要研究成果如下：

平台上执行各自开发的程序，并能在此之上完善调

2010 年，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基于 Blackﬁn

制解调器状态控制、数据存储、网络协议实现的功

561 单核 DSP 平台对可重编程调制解调器进行了设

能 [4,25] ，2011 年在黄海区域海试验证了该调制解调

计，
其中所使用的 BF561，
可以根据不同的待处理数

器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2012 年对 OFDM 技术

据量，来改变当前工作的 CPU 的频率，其中发射模

在松花江进行了实验。实验带宽为 4 kHz∼8 kHz，

块、传感器模块、电源模块等也都可以根据环境和

采用 QPSK 调制方式，1/2 卷积码编码，最终实现

需求进行自适应配置转换，具有紧凑、低功耗、能量

1873 bps 的数据率和 4.3 km 的通信距离 [7,26] 。图 3

有效、实时、硬件模块化的特点。该调制解调器含有

为实验中的矢量 OFDM 调制解调器 [26] 。该技术为

不同的调制方案和编码方式，并在浙江千岛湖对该

基于 OFDM 技术的水声组网通信奠定了基础，未

调制解调器进行了点对点通信实验，中低速通信采

来有望把该平台用于建立更复杂的水声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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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布了第一个基于软件的商业水声通信调制解
ᅺ᧚͜ਖ٨

调器 ——HAM 系列。该调制解调器的实现平台为
DSP，在 CCS 软件中用 C/C++ 进行重编程 [4,29] 。
HAM 系列的调制解调器只包含了物理层，在之后
的 RACUN 项目中才完善了网络层的重编程。其性
能较单一用途的调制解调器来说可能不占优势，但
对于使用该调制解调器进行配置和编程的用户来

图 3 哈尔滨工程大学矢量 OFDM 调制解调器节点

说，
它降低了使用门槛，
在重编程应用方面具有重要

实物

的意义。在 2014 年的海试中，采用 OFDM 技术，在

Fig. 3 Actual picture of Vector-OFDM-modem of

带宽 25 kHz、中心频率 6 kHz 的情况下，能够实现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3 km 的传输距离 [4] 。

2014 年，西北工业大学和中国舰船研究院研究

2012 年，
美国的康涅狄格大学在已有的 OFDM

的水声调制解调器也采用了 OFDM 调制方式。该

调制解调器基础上，生产出 AquaSeNT 商用调制解

水声调制解调器基于集成 C6000 的 DSP 设备以及

调器。调制解调器通过信噪比作为通信性能参量，

ARM 处理器的 TI OMAP-L138 处理器的平台，在

进行模式切换，以期实现水声通信的智能化。该调

连接调制解调器硬件和 PC 时，将正确的传输和接

制解调器的工作带宽为 6 kHz，载波频率为 24 kHz，

收参数传输到 DSP 上。考虑到 DSP 存储资源有限，

有五种传输模式，OFDM 的子载波有不同的调制方

为了实现实时通信，对调制解调器算法进行了分块

案 ——BPSK、QPSK 和 16-QAM，能达到 9 kbit/s

处理，采用基于多相滤波器的块采样算法。湖试可

的最大数据传输率 [4,30] 。由于该系统要实现数据率

实现的通信距离为 10 km，数据率达到 4 kbps，误比

最大化，因此当前面临着减少发送数据包所需能耗

−3

特率为 10

−4 [4,27]

∼10

的问题，致力实现水下 “绿色通信”。

。

2013 年， 新 加 坡 Subnero 公 司 发 布 了 Unet-

2015 年， 厦 门 大 学 将 可 重 编 程 调 制 解 调
器 应 用 到 水 声 语 音 通 信 中， 基 于 浮 点 型 DSP

Stack 的 1.1.1 版本，将调制解调器应用于水下网络。

TMS320C6713 设 计 了 时 频 差 分 OFDM 水 声 语 音

UnetStack 能够实现不同的应用、传输方式、媒介接

通信系统，在厦门五缘湾海域进行了海上实验。其

入方式和物理层协议。其高扩展性允许用户创建、

中调制方式为时频二维差分 DQPSK 编码，语音编

测试和配置新的媒介来运行堆栈，或者在堆栈中增

解码采用美国联邦标准 FTR 1024A-1997 2.4 kbit/s

加新功能、
新协议。UnetStack 不仅能增加新网络功

MELP 编码，该算法在 2.4 kbit/s 速率下获得的语

能，
也能重新配置解调器物理层参数，
应用不同调制

音质量较好，抗干扰能力强。实验中收发换能器之

方案和纠错编码。Subnero 调制解调器在 UnetStack

间距离 820 m，换能器工作带宽为 13 kHz∼18 kHz，

基础上，增加了物理层方案和参数的重编程选项。

有效传输速率为 3.75 kbit/s

默认配置为：数据链路 2 kb/s∼10 kb/s，载波频率

[28]

。

2.3 商业应用
水下通信协议一直以来无法实现标准化，但随
着商业水声调制解调器逐渐对终端用户开放，不同
制造商制造的调制解调器的互操作性得到了改善，
同时推动了自适应平台的发展 ——水声调制解调
器根据环境变化和不同的应用需求切换协议类型
和参数。这种开放式架构调制解调器，促使水下通
信协议标准的建立，以提高调制解调器可接纳性和
包容性。

27 kHz，带宽 18 kHz，能实现 2 km∼3 km 距离的通
信。其中所有的参数都可动态自定义 [4,31] 。Subnero
调制解调器的物理层为 OFDM 调制方式，硬件平台
为 DSP 和 FPGA，编程语言使用 Java/Groovy [31] 。
2013 年 9 月，EvoLogics 公司与 Subnero 公司合作，
对调制解调器进行升级，大力支持 UnetStack，两者
共同致力于可重编程调制解调器的研发和商业化。
2.4

小结
从表 1 来看，可重编程 OFDM 水声调制解调

德国的 Develogic 公司作为第一家对终端用户

器在十年内的发展，总的来说较为迅速。图 4 能更

开放其系统的商业水声调制解调器制造商，在 2010

加直观地观察近年来国内外调制解调器的性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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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状态，由于试验环境的差异，以及实验目的和

更加趋向于分块接收处理的自适应实时扩展平台，

侧重的不同，同一时间段的性能有所差异。如图 5

并逐渐将这种平台应用于传输语音、图像等各种

所示，通过协议的规范和其他技术的发展，未来

场景中。

表1

可重编程 OFDM 水声调制解调器方式及性能 (按时间顺序)

Table 1 The method and performance of OFDM reprogrammable underwater acoustic modems (According to the time order)
年份

地区

带宽/kHz

调制方案

2007

美国

62.5

OFDM

数据率/(bit/s) 传输距离/m

误码率

硬件

频带/kHz

相关技术
自适应，接收分块处理，

125.7 k

LDPC 解 码，MMSE 均
衡，
MIMO 连续检测

2005–2008

欧洲

3.6

2009

美国

7

2010

美国

6

4∼80

52 k

QPSK

5k

6k

QPSK

3.2 k(单链路)

3k

1.5∼5
FPGA/DSP

7∼14
9∼15

自适应数据率，功率控
制，
规范通信协议
分组码编码
LDPC 编码，采样数据直
接导入平台估计性能

6.4 k(双链路)
2010

中国

10

2012

新加坡

12.5

QPSK

20 k

1k

7.5 k

3k

10−5

BF561

20∼30

自适应，
硬件模块化

卷积码、格雷码、LDPC
25∼37.5 码，
FAPI 接口，
通用代码
软件架构
<10−4

2012

中国

4

2013

新加坡

18

2014

欧洲

4

OFDM

205

2014

中国

4

QPSK

4k

10 k

2015

美国

24

OFDM

25 k

100

PC

∼ 170

2015

美国

600

ZP-OFDM

500 k

10

集成芯片

200∼800

2015

中国

5

DQPSK

3.75 k

820

DSP

13∼18

2018

中国

4

QPSK

2k

12 k

DSP

4∼8

QPSK

1873

4.3 k

(2∼10) k

2–3 k

ARM

4∼8

FPGA/DSP

18∼36
4∼8

10−3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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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编程水声调制解调器技术发展框图

Fig. 5 Diagram of the reprogrammable underwater acoustic modems technology evolution

3 重编程 OFDM 水声调制解调器未来展望

据率、信息长度等参数实现自动切换，实现真正的
智能通信。我国也应紧随时代潮流，投身于自适应

可重编程 OFDM 水声调制解调器根据水声通

水声网络的浪潮中，加快可重编程调制解调器的研

信网络应用的需要，紧随智能化的步伐，向着自适

发和商业化，以满足更深入的海洋探索和军事应用

应、实时的方向发展，使网络节点之间能够根据需

的迫切需求。

求和环境，自适应地选择物理层方式和网络层协议，
在平台上实现新功能并且能重新配置参数。不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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