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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环境下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及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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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和抗混响性，但国内对其研究和应用仍然不足。利用宽带高频记录系统，
对瓶鼻海豚在水池环境近距离目标以及自然环境下产生的 click 信号进行记录。经过统计和对比分析，瓶鼻海豚在水
池环境下产生的 click 信号相比于自然环境下产生的 click 信号，信号长度更长，频率更低，带宽更窄。建立并利用瓶
鼻海豚 click 信号的波形简化表达式，对仿生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的模糊函数开展进一步仿真分析，结果表明，自然环
境下的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信号长度更短，有利于目标的分辨；水池环境下的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峰值频率更低，频
带更窄，有利于抗混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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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 signal of bottlenose dolphin and its simulation analysis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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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ick signal of bottlenose dolphin has high resolution and anti-reverberation ability. However, it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re still insufficient in China. The click signals of bottlenose dolphin generated i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n the pool have been recorded by the high frequency broad band recording system. Though statist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lick signal length of the bottlenose dolphin in the pool is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hile it has lower frequency and narrower frequency band compared to the click signal generated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simplified expression for the click signal of bottlenose dolphin is established and used for
further simulation analysis of its ambiguity fun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orter click signal length of the bottlenose dolphin generated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an help improve the target resolution; the lower frequency and
narrower frequency band of click signal of the bottlenose dolphin in the pool can help improve anti-reverberation ability.
Key words: bottlenose dolphin ;click signal; signal length; frequency; anti-reverberation

0 引 言1

众所周知，海豚具有相当完善的声呐系统。经
过亿万年的自然进化，海豚声呐具有惊人的灵活性
和抗干扰能力，能根据定位距离的远近，自适应地
改变发声频率，可适应近岸浅海的复杂海洋环境，
其性能在某些方面已远远超过了当前使用的人工
声呐。目前国内外，一般将海豚发出的声音分为三
大类 ：滴答声(click)、哨叫声(whistle)和爆裂脉冲
(burst pulse)。海豚的 whistle 信号是一种时间连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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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频率分布一般几千赫兹到几万赫兹之间，主
要用于交流通讯；burst pulse 信号属于应急、突发
信号，用于个体情绪表达；海豚的 click 信号属于
高频、窄脉冲信号，用于定位、探测、识别等，由
于该信号波形在复杂环境下(如浅海、浑浊水域)能
对小目标进行探测和识别，适合人工声呐的仿生借
鉴，因此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90 年代开
始，美国以 AU 为代表的学者针对宽吻海豚的声呐
系统开展了深入研究 ，进行了大量的海豚声呐对
目标的识别实验，近年来已开始利用仿生声呐完成
探测掩埋雷、水雷识别、水下蛙人识别、混响中目
标识别等。2007 年，文献[3]中的英国赫瑞瓦特大学
CHRIS 教授等利用仿宽吻海豚宽带声呐信号进行
海底地貌观测，并将仿海豚的 click 信号与侧扫声
呐结合，完成了海底掩埋线缆的探测任务。2015 年，
美国 SpeakDolphin 项目组利用水下传声器接收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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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声呐信号，得到了潜水员的模糊轮廓 。近些
年，国内也开展了一些海豚仿生应用，包括将海豚
whistle 信号用于隐蔽水声通信技术 ，还有一些仿
海豚 click 信号分析，click 信号目标回波分析等 ，
在这些仿生应用中，采用的海豚发声信号主要是通
过查阅文献仿真或下载网络上经降采样处理后的
信号，这些信号有可能畸变较大，给仿生分析结果
带来不利。国内对海豚 click 信号测量记录方面，
因受测试系统的频带、实验条件和方法限制，有一
些相关记录 ，准确长期的观测记录依然较为缺
乏。本文借助于厦门火烧屿的两只瓶鼻海豚，通过
开展适应性训练、寻找目标实验，记录了大量瓶鼻
海豚在水池中狭窄水道里寻找近距离目标的轴向
click 信号数据，并展开分析。
[4]

[5-6]

[7-9]

[10-11]

响应范围为 25 Hz ～ 250 kHz(±3 dB) ，灵敏度为
(–186±3) dB re: 1 V/µPa。水听器与 Reson 公司的高
通滤波放大器 VP1000 相连。VP1000 具有 6 档可调
增益，范围为 0～32 dB，12 档高通滤波，范围为
0.1 Hz～50 kHz。模数(A/D)转换采集设备为 NI 公
司的高频采集卡 USB 6251。USB 6251 具有 16 个
输入通道，单通道最高采样率为 1.25 MHz，转换位
数 16 bits，量程±10 V。存储设备为 Lenovo 公司的
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W530。

1 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记录

实验海豚及方法
2017 年 09 月～2018 年 02 月，对厦门火烧屿的
两只瓶鼻海豚的发声进行现场记录，每次记录时间
大约在 4 h，共记录 10 次 80 段(每段约 3 min)原始发
声数据。两只瓶鼻海豚分别为中年雄豚(M1)、中年
雄豚(Y2)，实验期间海豚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1.1

Table 1

表 两只瓶鼻海豚基本情况

1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wo bottlenose dolphins

体长/cm 体重/kg 估计年龄/岁 成熟状态 圈养水池
240
134
23
中年
2#
213
120
19
中年
2#

453

图 实验现场示意

1
Fig.1 Illustration of experiment field

水听器接收到信号后，经由滤波放大器，通过
A/D 转换采集设备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储
存在电脑硬盘上。本实验中采用单通道测量，采样
率设置为 500 kHz，滤波放大器低频截止频率设置
为 1 kHz，增益设置为 26 dB。采集过程由 Labview
软件编写的程序进行控制。
1.3 数据分析方法
分析原始数据，首先进行 click 波形选择。依
据 AU 等 、JENSEN 等 的研究设定的标准，
所挑选的脉冲串必须是单独的、没有与其他脉冲串
重叠；脉冲信号具有瓶鼻海豚 click 波形典型特征；
原始信号的振幅必需明显高于回波信号等；通过这
些可以排除回波干扰，选择轴向 click 波形数据。
波形选择时，主要运用 Adobe Audition 软件进行。
其次，重点分析海豚 click 信号参数，包括信号长
度 τ(95%能量持续时间，记为τ )、峰值频率 f 、
中心频率 f 、3 dB 带宽(比峰值频率点的能量低
3 dB 的两点之间的频率间隔，记为 B )、10 dB 带
宽(比峰值频率点的能量低 10 dB 的两点之间的频
率间隔 ，记为 B )。这些可以通过 Matlab 软
件编程来完成。
[12-13]

[14]

实验系统的构建
这两只瓶鼻海豚在自然环境、自由游泳状态下
的 click 信号，在 2011 年已经进行过观测和记录 ，
2017 年它们被移入新的圆形 2 水池环境，水池直径
为 5 m，深度为 3 m，水池右方有个狭长过道，宽
1.2 m，长 2 m，深 3 m。对于新的环境，首先开展适
应性训练，然后将其引入狭长过道，进行寻找目标
实验。构建的实验系统和实验现场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目标分别位于距离水听器 0.5 m 和 1 m
处，目标深度与水听器深度一致，均为水下 0.5 m。
目标 1 为铜球，直径有 5、10 cm 两种；目标 2 为
橡皮球，直径为 5、10、15 cm 三种。经过训练后 2 实验结果及分析
的海豚头部位于水听器前 1 m 的方框中，方框的上
沿深度也为水下 0.5 m 左右，尽量使水听器接收到 2.1 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的时域波形
水池记录的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图 2)与其它海
海豚发出的轴向 click 信号。
豚的一样，通常以一簇一簇的脉冲序列形式出现，
本实验采用的水听器为 Reson 公司的全方向性
水听器 TC 4014(含前置放大)。TC 4014 线性频率 可以应用 Adobe Audition 软件或 Matalab 软件对记
1.2

[10]

#

p

95%E

c

3dB

[15-16]

1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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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波形进行查看，如图 2(a)所示。在水池实验中，
取出一段记录时间为 0.09 s 的 click 信号序列波形进
行查看(图 2(a))，再取单个波形，放大后如图 2(c)
所示，其相应的频谱如图 2(d)所示；2011 年在自然
环境下记录时间 3 s 内 click 信号序列波形 如图
2(b)所示。
对比图 2(a)、2(b)，可以看出，水池中记录的
click 信号，有明显的“拖尾”现象，即水池环境下，
瓶鼻海豚在探测近距离目标时，记录的 click 信号
混响明显要高于自然环境。同时，水池环境下瓶鼻
海豚 click 信号的脉冲间隔要远小于自然环境下的
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另外，图 2(c)所示为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的单个波形，呈现出单峰特征，信号两端
幅度自然下降，有明显的高斯包络；瓶鼻海豚在水
池中的 click 信号有单峰，双峰及多峰。这与在自
然环境下瓶鼻海豚的发声规律一致 。
2.2 信号统计特征
选出瓶鼻海豚在水池环境下记录的 click 信号
共 550 个进行统计，另选出在自然环境下记录的
click 信号共 243 个进行统计。统计的 click 信号参
数包括水池环境下和自然环境下瓶鼻海豚 click 信
号的脉冲间隔，信号长度、峰值频率和带宽。其中，
脉冲间隔是指 click 序列中脉冲和脉冲之间的时间，
信号长度是指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τ 的长度。统
计情况如表 2 所示。
[10]

(a)

水池中记录的 click 序列

[1,10]

(b)

自然环境下记录的 click 序列

95% E

表 瓶鼻海豚在水池和自然环境下的 click 信号参数

2
Table 2

(c) click

序列中单个脉冲的时域波形

Click signal parameters of bottlenose dolphins in
the pool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水池环境(n=550)
自然环境(n=243)
水池环境(n=550)
自然环境(n=243)

脉冲间隔/
ms
3.7～81
80～351
中心频率/
kHz
45.3±17.5
68.9±9

信号长度/

峰值频率/

µs
62.5±27
27.7±7

kHz
38.8±12.6
64±10

带宽/

3 dB
kHz

28.7±13.4
49.3±11.3

带宽/

10 dB
kHz

62.3±30.8
93.1±23.4

脉冲间隔
脉冲间隔是指 click 序列中脉冲和脉冲之间的
时间。脉冲间隔的大小与探测目标的距离有关 ，
改变探测距离大小，脉冲间隔也会相应增大或减
小。从表 2 中可以看出，瓶鼻海豚发出的脉冲间隔
变化范围较大：在水池环境下，记录的脉冲间隔为
3.7～81 ms，在实测中可以看到每个簇内，脉冲间
隔是相对稳定的，如图 2(a)所示；在自然环境下，
记录的脉冲间隔为 80～351 ms，同样，在每个簇
内，脉冲间隔也相对稳定，如图 2(b)所示。对比水
2.2.1

[2]

(d) click 序列中单个脉冲频谱
图 2 瓶鼻海豚对近距离目标的 click 序列及其单个脉冲信号波形
Fig.2 Click sequence and its single pulse waveform of bottlenose
dolphins for close range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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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环境和自然环境下的脉冲间隔，可以看到，水池 峰值频率的分布情况如图 4 所示。
环境下的脉冲间隔大部分小于自然环境下的脉冲
间隔。这是因为水池环境下，在狭窄的过道中，目
标距离往往小于自然环境下记录的海豚相对于目
标的探测距离。
2.2.2 信号长度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其水池环境下，探测图 1
中所示的不同目标时，测得的 click 信号长度均值
大于自然环境下 click 信号的长度均值。进一步分
析不同环境下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长度的百分比概
率分布情况，得到的结果如图 3(a)～3(b)所示。
(a) 水池环境

(a)

水池环境

(b) 自然环境
图 4 水池和自然环境下 click 信号峰值频率的概率分布

Fig.4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click signal peak frequency
in the pool (a)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b)

(b) 自然环境
图 3 水池和自然环境下 click 信号长度的概率分布

Fig.3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click signal length in the pool
(a)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b)

从图 3(a)可以看出，在水池环境下，瓶鼻海
豚发出的 click 信号的长度在 30～50 µs 及 70～
90 µs 时的分布概率较高；在自然环境下，如图
3(b)所示，click 的信号长度在 20～ 30 µs 时的分布
概率较高。
2.2.3 频率与带宽
从表 2 中还可以看出，水池环境下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在探测近距离目标时，中心频率、峰值频
率要低于自然环境下的 click 信号；3 dB 和 10 dB
带宽也低于自然环境下的 click 信号，中心频率、

信号长度和峰值频率、带宽会影响海豚对目标
的距离和速度的分辨率，水池和自然环境下这些参
数的差异，可能与水池和自然环境下水质、目标的
运动状态不同有关。在仿真部分会进一步分析。
2.2.4 信号长度与频率关系
综合自然环境和水池环境的瓶鼻海豚 click 信
号的测量记录，得到图 5 所示的两种不同环境下信
号长度和中心频率的关系。图 6 为不同环境下，瓶
鼻海豚 click 信号长度和中心频率关系的指数拟合

图 5 自然环境和水池环境下 click 信号长度和中心频率分布图
Fig.5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click signal length and center
frequency in the pool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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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图 7 所示 click 仿生波形。图 7 中的信号长度
曲线。
从图 5 可以看出，水池环境下 click 信号长度 为 40 µs， f =70 kHz，k = −1.5×10 。
分布比较发散，大部分的 click 信号长度(星型)比自
然环境中的长；从中心频率来看，水池环境下普遍
低于自然环境。这与前面的分析一致；另一方面，
从图 6 来看，两种环境下，信号长度和中心频率的
关系成负指数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如果将中心频
率换成峰值频率，结果也相同。
9

1

0

(a)

图 两种环境下

时域波形

信号长度和中心频率关系

6
click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ck signal length and central
frequency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3 click 波形的仿真

仿海豚声呐时域波形
对于海豚 click 信号，国内外有不少研究，其
中 HOUSER 等 根据 click 信号的频率特点对各
种 click 信号进行分类， PAILHAS 等 则和
FINFER 等 根据这种分类法建立了仿海豚 click 信
号模型。该模型认为 click 信号由两个高斯包络负
调频线性调频信号经过延迟叠加形成 。国内在仿
生运用中借鉴的仿生波形，有的为线性或双曲调频
信号，没有涉及到高斯包络 ，有的为高斯包络，
但信号长度过长 ，这使得海豚仿生波形与实际波
形相差较大。从实测数据的时频域来看，click 信号
有明显的高斯包络；频带宽且逐步线性衰减。根据
Capus 模型
，综合实测的数据，在仿生应用中，
将瓶鼻海豚的 click 信号模型简化表示为含一个高
斯包络的负调频线性调频信号，其表达式为
3.1

[17-18]

[19-20]

[21]

[9]

[8]

[9]

[19-20]

 (t − t0 )2 
s (t ) = exp −k1
⋅
T 2 

k
exp  2πj  f0t + 2 t 2 

2 
 
T
f0

(b) 频域波形
图 7 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在时域和频域上的仿生波形

Fig.7 The bionic waveforms of the click signal of bottlenose
dolphins in time and frequency domains

虽然该模型与 Capus 的模型相比，少了一个延
迟信号，但与 90 年代 Au 的模型 相比，频带更宽。
将图 7 中瓶鼻海豚的仿生 click 信号的时域波形和
频域波形与实际记录的 click 信号(图 2)相比，图 7
中信号长度在 40～60 µs 内，为单峰波形；3 dB 频
宽在 20～80 kHz，峰值频率为 50 kHz 左右，这与
实际记录的信号波形相符。因此，将该简化模型作
为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的仿生模型是合理可行的。
3.2 仿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的模糊度函数
信号的模糊度函数描述了信号的时频域联合
分布特性。通过对信号模糊函数以及模糊度图的分
析，可以得到信号的时延和频移测量精度，从而分
析其对距离和速度的分辨能力 。3.1 节所述仿海
豚 click 信号作为宽带回波信号，其模糊函数 χ (η,τ )
和模糊度函数ψ (η,τ ) 可分别定义为
[1]

[22]

[23-24]

(1)

+∞

χ
(
η
,
τ
)
=
η
s(t)s*[η (t −τ )]dt

∫

−∞
ψ (η, τ ) = χ (η, τ ) 2


(2)
其中， 为信号长度， 为起始频率， k 为系数，
k 为调频率；将符合实测记录表 2 所给出的范围值
的信号长度、频段、中心频率代入公式(1)，可以得 其中： η 是多普勒尺度因子， η = (c −ν ) /(c+v) ；c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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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水中声速，ν 是瓶鼻海豚与目标之间的相对速度。
将式(1)中的瓶鼻海豚的 click 信号模型代入式(2)，
求得仿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的模糊函数和模糊度函
数如图 8、9 所示。

图 10 水池环境瓶鼻海豚仿生 click 信号的模糊度图
(信号长度 70 µs)

Fig.10 Ambiguous degree diagram of the bionic click signal of
bottlenose dolphins in the pool(the signal length is 70 μs)

图 瓶鼻海豚仿生

信号模糊函数图

8
click
Fig.8 Ambiguity function diagram of the bionic click signal
of bottlenose dolphins

图 11 自然环境瓶鼻海豚仿生 click 信号的模糊度图
(信号长度 20 µs)

图 水池环境瓶鼻海豚仿生

信号的模糊度图

Fig.11 Ambiguous degree diagram of the bionic click signal of
bottlenose dolphins in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signal
length is 20 μs)

是水池实验条件下，目标距离较近有关。
在信号强度不变情况下，提高 click 信号的峰
从图 8 可以看出，瓶鼻海豚仿生 click 信号模 值频率和带宽，得到如图 12 所示的自然环境瓶鼻
糊函数的主瓣在尺度方向上为比较宽平的曲线，峰 海豚仿生 click 信号的模糊度图。
值不明显，对速度的分辨率较低；而在时间方向上
对比图 9 和图 12，提高 click 信号的峰值频率
曲线陡峭，峰值突出，时延测量精度高，对距离的
分辨率高。从图 9 中，可以求出仿生海豚声呐信号
的时延测量精度约为几个微秒，即信号对目标的距
离分辨率为几毫米左右。可见海豚声呐信号的距离
分辨率还是相当高的。当增加信号长度至 70 µs 和
20 µs 时，其模糊度图如图 10、11 所示。相比图 11，
图 10 中的信号长度更长，模糊度图更加倾斜，其
在时延上的投影更长，时延测量精度值增大，能准
确分辨的距离也随之增大，即分辨力降低。
可见，在自然环境下瓶鼻海豚产生的 click 信
号(图 11)，信号长度更短，对目标的距离分辨力更 图 12 提高峰值频率和带宽后，自然环境瓶鼻海豚仿生 click
高。瓶鼻海豚在水池环境下，产生的 click 信号(图 Fig.12 信号的模糊度图
Ambiguous degree diagram of the bionic click signal of
10)更长，对目标的距离分辨力降低。这可能与水池
bottlenose dolphins in natural environment after
increasing the peak frequency and bandwidth
环境下，水质更加清洁，能见度更高有关；也可能
9
click
Fig.9 Ambiguous degree diagram of the bionic click signal
of bottlenose dolphins in the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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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频带宽度后，自然环境瓶鼻海豚仿生 click
信号模糊度图(图 12)明显出现更多的旁瓣。从延迟
上看，其旁瓣会使回波时间分辨力降低，抗混响能
力降低。也就是说，自然环境下瓶鼻海豚的抗混响
能力小于水池环境。这可能是因为水池环境下，水
深较浅，池壁更近，总的混响较大。为了更好地探
测和识别目标，水池环境中的瓶鼻海豚发射出更强
的抗混响 click 信号。另外，图 12 在尺度上出现陡
峭的峰值。该 click 信号具有较高的测频分辨力。
可见，自然环境下瓶鼻海豚更高的峰值频率和更宽
的带宽，使得瓶鼻海豚在频率即速度的分辨力要强
于水池环境下的瓶鼻海豚。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
是因为自然环境下，目标物在不停的游动；而水池
实验环境下，目标物基本是静止的，不需要太高的
速度分辨力。自然环境中的瓶鼻海豚为了更好地探
测和识别目标，发射出更高速度分辨率的信号。

[6]

[7]

[8]

[9]

[10]

[11]

4 结 论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不同环境下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的脉冲宽度、信号长度和峰值频率等各有不
同，自然环境中更短的信号长度使其具备更强的分
辨力，适应更为浑浊的水下环境；水池环境中更低
的峰值频率和带宽则更能适应狭小的高混响的水
下环境。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可以对瓶鼻海豚超近
距离(距离小于 1 m)发射的 click 信号和回波情况进
行更多的研究，进一步了解瓶鼻海豚 click 信号的
超近距离抗混响能力。
致谢 在瓶鼻海豚发声信号观测记录期间，厦门火
烧屿动物保护办袁万军等给予了大力支持，训养员
王朋生，给予了积极配合，帮助完成了各种适应性
训练和实验，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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