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394789.6

(22)申请日 2019.05.13

(71)申请人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地址 266061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高科园

仙霞岭路6号

(72)发明人 张志平　孙永福　王立松　赵晓龙　

孙杨　谢博文　张浩然　李欣　

(74)专利代理机构 烟台上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7234

代理人 孙俊业

(51)Int.Cl.

B63B 35/00(2006.01)

B63H 21/21(2006.01)

G01S 19/42(2010.01)

G01S 19/41(2010.01)

G01D 21/02(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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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

定位系统的科考船，包括船体，在船体上设置有

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北斗差分信号动力

定位系统包括测量系统、推力器系统、动力系统，

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与控制器相连

的用于将测量系统采集的信息进行处理并将控

制指令输出至推力器系统以实现预定的船舶定

位或运动控制的计算机软件系统，以及当测量系

统信号由不稳定变为稳定时，自动分析当前偏移

数据并与期望位置参数相比较，自动生成以最小

负荷恢复期望位置的航迹曲线的快速补偿调节

系统，当船舶移动位置接近期望位置时，自动切

换为自动航行模式，通过自动控制单元驱动船舶

航行并到达期望位置。本发明能够实现最小负荷

快速、准确的控制船舶期望位置，保证系统的控

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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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包括船体，在船体上设置有北斗差

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所述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包括一用于实时监测风、浪、流等海

况信息参数的测量系统、一具有主推进器及侧推进器的推力器系统，一用于向推力器系统

提供电能的动力系统，一用于对测量系统测量到的船舶运动信息及当前环境作用信息进行

处理，给出推进器控制信号以对主推进器及侧推进器进行控制，使动力定位船舶在风、流、

浪等外力和推进器的推力作用下保持在期望位置及艏向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系统包括控制器，与控制器相连的用于将测量系统采集的信息进行处理并将控制指令输

出至推力器系统以实现预定的船舶定位控制或运动控制的计算机软件系统，以及当测量系

统信号由不稳定变为稳定时，自动分析当前偏移数据并与期望位置参数相比较，结合当前

外界作用力的实际状况，自动生成以最小负荷恢复期望位置的航迹曲线的快速补偿调节系

统，以及根据计算得出使船舶恢复到目标位置和艏向所需推力的大小，将控制力自动分配

到相应主推进器及侧推进器的推力分配系统，以及根据所获得的航迹曲线实现快速沿航迹

曲线驱动船舶移动的手动控制单元，当船舶移动位置接近期望位置时，自动切换为自动航

行模式，通过自动控制单元驱动船舶航行并到达期望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其特征是：所述快

速补偿调节系统包括一与控制器相连的用于检测测量系统信息参数稳定性的信号检测单

元，一自动生成航迹曲线图的轨迹生成单元，所述轨迹生成单元生成航迹曲线图信息通过

控制器发送至显示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其特征是：所述推

力分配系统包括用于识别航迹曲线数据的参数识别模块，与控制器相连的用于将参数识别

模块识别的参数信息进行处理并生成相应的控制力信号的推力分配模块，所述推力分配模

块与各主推进器及侧推进器信号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其特征是：所述手

动控制单元包括一用于实现船舶的前后、左右及瞬间位移的手动操纵杆，手动操纵杆通过

位移模拟输入单元与控制器信号连接，还包括一当手动操纵杆将位移信号输入位移模拟输

入单元时发送信号至控制器，控制器发送暂停信号至自动控制单元的自动控制模式切换模

块，所述自动控制模式切换模块与控制器信号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其特征是：所述自

动控制单元包括移动参数输入模块，所述移动参数输入模块与控制器信号连接，还包括一

当移动参数输入至参数输入模块时发送信号至控制器，控制器发送暂停信号至手动控制单

元的手动控制模式切换模块，所述手动控制模式切换模块与控制器信号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其特征是：所述测

量系统包括分别与控制器信号连接的一用于采集船舶艏向信号的电罗经，一用于采集船舶

所处环境风向风速信号的风速风向仪，一用于提供船舶动态参考信号的动态传感器，一用

于接收卫星定位信号的差分全球定位系统，一用于确定水流信号的水声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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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船舶控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

科考船。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类越来越多地涉足于海上，对船舶与海洋平台系泊方式的研究也变得日益

重视。由于通常的锚泊方式在深海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不借助于锚泊系统的动力定

位系统便应运而生。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初现雏形，在20世纪70年代后

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西欧北海油田的需求而获得了长足进步与飞跃发展，至20世

纪末期已进入成熟阶段。随着动力定位技术的发展，动力定位的概念也在扩大。采用动力定

位技术，还可以使船舶与其他船只保持相对位置不变、使船舶按预定轨迹移位、按预定计划

航线以预定航速航行、实现船舶自动驾驶、对水下目标进行自动跟踪等功能。动力定位系统

首先应用于海上石油钻探船、有缆遥控水下潜器(ROV)母船、消防船等需要深海定点作业的

特种船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动力定位系统已广泛应用于海洋考察船、钻探船、打捞船、

采矿船、布缆船等舰船。

[0003] 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就是依据所要求的船舶定位或运动指令，根据测量所得船舶的

运动信息与环境信息,利用计算机进行复杂的实时计算,控制船舶主副推力装置产生一定

推力与力矩,以实现预定的船舶姿态控制、定位控制或运动控制。动力定位系统通常可以分

成两大部分:测量控制部分与推力装置部分。测量控制部分一般包括差分GPS、电罗经、船舶

运动参考单元、风向风速传感器、激光定位装置、水下超短基线声学定位装置等测量设备,

以及控制计算机、操作控制台、打印机等外设；推力装置部分包括主推进器、舵、艏艉辅助推

力装置(侧向推力器与全回转推力器)。

[0004] 在测量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传感器(Sensor)就是差分GPS，即DGPS信号，若是它的信

号丢失，动力定位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DGPS的定位精度为3～5m，甚至更小，而普通GPS的

定位精度则在100m左右，由于动力定位控制系统对于船位信息的要求特别高，必须是差分

GPS信号才可以解读，不接受普通的GPS信号。在远离岸边的大洋上会出现差分信号不稳定

的情况。在某些船首向停船时，便没有差分信号，将船首向调整10～20度，差分信号就会出

现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稳定，情况严重时，差分信号时有时无，断断续续。船位信息中的经

纬度数据中若是没有差分信号，位置信息就无法进入操作系统，而动力定位系统在自动定

位模式下，不论船位信号指示值是否经过差分，都是以船位信号指示值做为判断标准向推

进装置发出补偿指令。因为无差分信号，显示的船位变化值很小或没有变化，此时的动力负

荷往往很小。经过一段时间后，尽管动力定位系统操作窗口显示的船位经纬度没有发生变

化，实际上船位已经随着风和海流等外界作用力发生了漂移。一旦再重新有差分信号后，经

判断位置出现偏移，会立即向动力装置发出补偿指令，首尾主推进装置和首尾侧推装置等

就会以比较大的负荷运转，待回复到设定位置时，再以维持船位的低负荷运行；当再次出现

一段时间没有差分信号而后又重新有差分信号的情况时，还会产生动力负荷突然增加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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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此周而复始的出现设备负荷的突加突减，对于船舶主机的正常运转产生很大的负荷

冲击。

[0005] 因此，当差分信号不稳定的情况下，一旦恢复稳定差分信号，如何以最小的负荷来

快速、准确的控制船舶期望位置，是目前制约动力定位技术发展的一个难题。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在要求

的响应时间内迅速找到一个最优的控制输入组合，满足期望的控制力和力矩，抵抗外界干

扰的影响，实现最小负荷快速、准确的控制船舶期望位置，保证系统的控制精度的具有北斗

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

定位系统的科考船，包括船体，在船体上设置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所述北斗差分

信号动力定位系统包括一用于实时监测风、浪、流等海况信息参数的测量系统、一具有主推

进器及侧推进器的推力器系统，一用于向推力器系统提供电能的动力系统，一用于对测量

系统测量到的船舶运动信息及当前环境作用信息进行处理，给出推进器控制信号以对主推

进器及侧推进器进行控制，使动力定位船舶在风、流、浪等外力和推进器的推力作用下保持

在期望位置及艏向的控制系统，所述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与控制器相连的用于将测量系

统采集的信息进行处理并将控制指令输出至推力器系统以实现预定的船舶定位控制或运

动控制的计算机软件系统，以及当测量系统信号由不稳定变为稳定时，自动分析当前偏移

数据并与期望位置参数相比较，结合当前外界作用力的实际状况，自动生成以最小负荷恢

复期望位置的航迹曲线的快速补偿调节系统，以及根据计算得出使船舶恢复到目标位置和

艏向所需推力的大小，将控制力自动分配到相应主推进器及侧推进器的推力分配系统，以

及根据所获得的航迹曲线实现快速沿航迹曲线驱动船舶移动的手动控制单元，当船舶移动

位置接近期望位置时，自动切换为自动航行模式，通过自动控制单元驱动船舶航行并到达

期望位置。

[0008] 上述的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所述快速补偿调节系统包括一

与控制器相连的用于检测测量系统信息参数稳定性的信号检测单元，一自动生成航迹曲线

图的轨迹生成单元，所述轨迹生成单元生成航迹曲线图信息通过控制器发送至显示器。

[0009] 上述的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所述推力分配系统包括用于识

别航迹曲线数据的参数识别模块，与控制器相连的用于将参数识别模块识别的参数信息进

行处理并生成相应的控制力信号的推力分配模块，所述推力分配模块与各主推进器及侧推

进器信号连接。

[0010] 上述的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所述手动控制单元包括一用于

实现船舶的前后、左右及瞬间位移的手动操纵杆，手动操纵杆通过位移模拟输入单元与控

制器信号连接，还包括一当手动操纵杆将位移信号输入位移模拟输入单元时发送信号至控

制器，控制器发送暂停信号至自动控制单元的自动控制模式切换模块，所述自动控制模式

切换模块与控制器信号连接。

[0011] 上述的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所述自动控制单元包括移动参

数输入模块，所述移动参数输入模块与控制器信号连接，还包括一当移动参数输入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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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模块时发送信号至控制器，控制器发送暂停信号至手动控制单元的手动控制模式切换

模块，所述手动控制模式切换模块与控制器信号连接。

[0012] 上述的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所述测量系统包括分别与控制

器信号连接的一用于采集船舶艏向信号的电罗经，一用于采集船舶所处环境风向风速信号

的风速风向仪，一用于提供船舶动态参考信号的动态传感器，一用于接收卫星定位信号的

差分全球定位系统，一用于确定水流信号的水声定位系统。

[0013] 本发明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的优点是：快速补偿调节系统能

够实现当测量系统信号由不稳定变为稳定时，自动分析当前偏移数据并与期望位置参数相

比较，结合当前外界作用力的实际状况，自动生成以最小负荷恢复期望位置的航迹曲线。推

力分配系统能够根据计算得出使船舶恢复到目标位置和艏向所需推力的大小，将控制力自

动分配到相应主推进器及侧推进器，实现了在要求的响应时间内迅速找到一个最优的控制

输入组合，满足期望的控制力和力矩，抵抗外界干扰的影响，实现最小负荷快速、准确的控

制船舶期望位置，保证系统的控制精度。手动控制系统的设置，能够根据生成的航迹曲线图

人工操控手动操纵杆实现沿航迹曲线快速的接近期望位置，当期望位置接近时能够实现自

动靠近，大大提高了快速控制移动速度的目的。采用手动与自动相结合控制的方式，解决了

传统响应速度慢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电路结构框图；

[0016] 图3为差分信号稳定后对船位进行快速调节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8] 如图1、2、3所示，一种具有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的科考船，包括船体1，在船

体1上设置有北斗差分GPS动力定位系统2，北斗差分信号动力定位系统2包括一用于实时监

测风、浪、流等海况信息参数的测量系统、一具有主推进器3及侧推进器4的推力器系统，一

用于向推力器系统提供电能的动力系统，一用于对测量系统测量到的船舶运动信息及当前

环境作用信息进行处理，给出推进器控制信号以对主推进器及侧推进器进行控制，使动力

定位船舶在风、流、浪等外力和推进器的推力作用下保持在期望位置及艏向的控制系统，

[0019] 本发明测量系统包括分别与控制器信号连接的一用于采集船舶艏向信号的电罗

经，一用于采集船舶所处环境风向风速信号的风速风向仪，一用于提供船舶动态参考信号

的动态传感器，一用于接收卫星定位信号的差分全球定位系统，一用于确定水流信号的水

声定位系统。

[0020] 本发明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与控制器相连的用于将测量系统采集的信息进行处

理并将控制指令输出至推力器系统以实现预定的船舶定位控制或运动控制的计算机软件

系统，以及当测量系统信号由不稳定变为稳定时，自动分析当前偏移数据并与期望位置参

数相比较，结合当前外界作用力的实际状况，自动生成以最小负荷恢复期望位置的航迹曲

线的快速补偿调节系统，该快速补偿调节系统包括一与控制器相连的用于检测测量系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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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参数稳定性的信号检测单元，一自动生成航迹曲线图的轨迹生成单元，所述轨迹生成单

元生成航迹曲线图信息通过控制器发送至显示器。

[0021] 还包括一根据计算得出使船舶恢复到目标位置和艏向所需推力的大小，将控制力

自动分配到相应主推进器3及侧推进器4的推力分配系统，推力分配系统包括用于识别航迹

曲线数据的参数识别模块，与控制器相连的用于将参数识别模块识别的参数信息进行处理

并生成相应的控制力信号的推力分配模块，所述推力分配模块与各主推进器及侧推进器信

号连接。

[0022] 为实现快速调节，本发明设置有根据所获得的航迹曲线实现快速沿航迹曲线驱动

船舶移动的手动控制单元，当船舶移动位置接近期望位置时，自动切换为自动航行模式，通

过自动控制单元驱动船舶航行并到达期望位置。手动控制单元包括一用于实现船舶的前

后、左右及瞬间位移的手动操纵杆，手动操纵杆通过位移模拟输入单元与控制器信号连接，

还包括一当手动操纵杆将位移信号输入位移模拟输入单元时发送信号至控制器，控制器发

送暂停信号至自动控制单元的自动控制模式切换模块，所述自动控制模式切换模块与控制

器信号连接。自动控制单元包括移动参数输入模块，所述移动参数输入模块与控制器信号

连接，还包括一当移动参数输入至参数输入模块时发送信号至控制器，控制器发送暂停信

号至手动控制单元的手动控制模式切换模块，所述手动控制模式切换模块与控制器信号连

接。手动与自动切换的模式，大大提高了船舶控制的效率与精确度，而且提高了船舶控制的

自动化程度。

[0023] 当然，上述说明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并不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作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都应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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