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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音识别控制的激光超声水下遥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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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减少激光致声对水下目标遥感的实时性和有效性的影响，分析了激光超声诱导与光声效应原理，采用语

音识别技术实现字符化编码，探讨语音信息的基频编码和控制激光发射的码型结构。搭建了实验测试系统，利用波长为

１．０６μｍ的脉冲激光进行水下超声激励，通过对水下激光声信号采集处理，完成了实验室空中平台到水下目标的实时语
音控制。结果表明，非特定人的语音指令识别与编码方法有效实现了可变基频的激光超声水下目标控制。该研究为激

光声水下目标遥感应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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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海洋开发和利用的发展需求，水声通信技术

的研究和开发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声波在水下传输

衰减很小，为水下数据传输提供较好的解决方案。激

光超声信号具有声脉冲窄、频谱范围宽、灵活机动等优

点，受水声信道有限带宽的限制，语音信号直接数字化

不适合水声信道传输应用。如果采用语音识别技术将

语音信息转换为文本／字符进行传输，则通信速率将可
以降低至１００ｂｉｔ／ｓ以下［１］。语音交互是最本质、最自

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语音传递信息是人类交流中最

重要、最有效和最方便的交换手段，语音识别技术根据

对说话人的依赖程度，可以分为特定人识别与非特定

人识别［２］，非特定人识别的识别对象为任何人，应用

范围广泛且实用性强。因此，作者提出基于非特定人

语音识别控制的激光超声水下遥感方案，分析语音信

号字符化编码技术，研究可变基频的幅移键控（ａｍｐｌｉ
ｔｕｄｅｓｈｉｆｔｋｅｙｉｎｇ，ＡＳＫ）激光调制方式［３］，探讨利用语

音识别与控制实现水下遥感的技术方案，为实现激光

声水下通信和目标遥感提供一种新的技术途径。

１　激光超声诱导原理

激光在液体中产生声波的特性取决于激光特性、

液体特性以及光声信号的激发机制，根据液体表面层

吸收的能量密度不同，激光诱导超声的机理主要有热

膨胀、表面汽化和光击穿３种方式。当加载控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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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光脉冲与水介质相互作用时，在水面下一定距离

的激光辐射区域液体吸收光能量而发生光声效应，产

生方向各异的激光声脉冲，将空间光传输转换为水下

声传输，通过水下一定范围内的水听器接收和系统处

理解调，可完成空中到水下的信息传输与目标控制。

实验证明，汽化机制的效率可达１％，光击穿的转换效
率可达 １０％ ～３０％，热膨胀机制的效率则低于
０．０１％［４６］。

激光脉冲在水中激发声波随着激光的波长、脉冲

宽度、到达水下的光束直径不同，其能量大小、密度及

光声转换效率也不相同，激光在水中激发声波的机制

随之改变。当激光脉冲辐射的能量密度较小时，激光

声信号的激发机理是热膨胀［７８］。对于理想情况下的

均匀流体（以水为例），热膨胀机制下，激光激发声波

的非齐次波动方程可表示为［９］：

２ｐ－１
ｃ２
２ｐ
ｔ２
＝－βｃｐ

Ｈ（ｘ，ｙ，ｚ，ｔ）
ｔ

（１）

式中，２是拉普拉斯算子，ｐ为声压，ｃ为水下声速，β
为体积热膨胀系数，ｃｐ为水的比热容，Ｈ（ｘ，ｙ，ｚ，ｔ）为单
位时间单位体积液体吸收并转换成的热量密度，与激

光和作用液体煤质的特性密切相关。

热膨胀机制下，假设激光脉冲加热区域是一个小

球体，则得到声压脉冲的表达式为［１０］：

ｐ（ｒ，ｔ）＝－
βＥａｃ

３

（２π）３／２ｃｐｒ０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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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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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Ｅａ为吸收的激光总能量；ｒ０为激光加热区的半
径；ｒ表示激光脉冲作用位置到观测点的距离。该式
表示的激光声脉冲波形是一个双极性脉冲，在正脉冲

后面紧跟着一个负脉冲，正负脉冲幅度均为［１１］：

ｐｍ ＝
βＥａｃ

２ｅ－
１
２

（２π）
３
２ｃｐｒ０

２ｒ
（３）

２　语音识别基带编码与帧结构

针对大功率脉冲激光器驱动要求，采用语音进行

实时控制，首先通过语音识别方法，将要传输的语音

（汉字和字符）指令转换为代码并进行语音信号字符

化，输出符合驱动激光器的编码与逻辑门电路（ｔｒａｎ
ｓｉｓｔｏｒ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ｌｏｇｉｃ，ＴＴＬ）电平方式。系统所用的大功
率激光器属于上升沿触发，因此采用占空比 ５０％的
ＴＴＬ电平归零码实现，当编码脉冲由“０”到“１”跳变
时，控制激光器发射激光，实现ＡＳＫ形式的激光调制。

用单极性二进制基带信号ｓ（ｔ）控制激光脉冲［１２］，

如果Ｐ（ｔ）表示激光信号的功率，则 ＡＳＫ调制［１３］后的

单基频激光声信号可以表示为：

ｅＡＳＫ（ｔ）＝ｓ（ｔ）Ｐ（ｔ） （４）

式中， ｓ（ｔ）＝∑
∞

ｎ＝－∞
ａｎｇ（ｔ－ｎＴ） （５）

式中，ａｎ为第ｎ个码元，Ｔ为码元周期；ｇ（ｔ）为某种脉
冲波形。Ｐ（ｔ）受控于ｓ（ｔ）而得到已调信号，如果基带
信号ｓ（ｔ）的频率固定不变，则激光器的脉冲频率固定
不变［１４１５］；如果 ｓ（ｔ）的频率是变化的，则激光脉冲
Ｐ（ｔ）随着变化，形成可变基频ＡＳＫ调制。可变基频调
制激光脉冲信号的表达式如下：

ｅＡＳＫ（ｔ）＝∑
∞

ｉ＝－∞
∑
∞

ｊ＝－∞
ａｊＰ［ｔ－ｊＴ（ｊ，ｉ）］ （６）

　　基频ＡＳＫ调制的激光超声传输系统属于低速数
据传输，收／发端通信采用群同步异步传输，这种方式
每个字符以起始位和停止位加以区分，码组间采用异

步定时，而码元间采用同步定时，帧与帧之间设置帧间

隙，用于接收端抽样判决。可变基频的编码设置为多

帧结构，每帧设置不同基频频率，每帧长共１１位，由水
声传感接收的声信号形式与激光发射的 ＡＳＫ调制信
号具有一致性。

３　水下目标控制系统的设计

３．１　系统组成
基于语音识别控制的激光超声水下遥感系统包括

语音识别与编码、激光器与光学系统、接收与译码和模

拟目标控制模块几部分组成，激光声水下遥感系统如

图１所示。语音识别与编码部分负责语音信号采集、
匹配和字符化的基带编码，然后由微控制单元（ｍｉｃｒ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ｕｎｉｔ，ＭＣＵ）对发送指令的字符化数据进行信
源编码，输出可变基频编码信号驱动激光器，并利用水

介质的光声互作用产生激光超声信号，由水听器采集

接收并译码以实现水下目标遥感。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ａｒｔｏｆ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２　系统硬件设计
系统硬件设计包括发射端电路、放大整形电路、接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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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端译码及目标控制电路。发射端电路信号连接示意

图如图２所示。

Ｆｉｇ２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ｅｎｄ

图中主控ＭＣＵ接收指令数据并进行可变基频编
码，通过 Ｉ／Ｏ端口 Ｐ０．０发送编码数据经“逻辑与”电
路驱动激光器，实现激光 ＡＳＫ脉冲调制。图中，ＲＸ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ｔａ）为接收数据，ＴＸ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ｄａｔａ）为发送
数据，ＭＩＣＰ（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为麦克风正极，ＭＩＣＮ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为麦克风负极，ＵＳＡＲ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为通用同
步异步收发，１Ａ与１Ｙ分别为一对输入和输出引脚。

接收端通过水听器采集激光声信号并转换为电信

号，图３所示为接收端信号电路连接。

Ｆｉｇ３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ｅｎｄ

图３中 ＭＣＵ内部定时器触发外部端口对 ＴＴＬ电
平进行采样，当端口检测到信号时，由软件控制 ＭＣＵ
对外部信号进行帧同步和位同步，得到其中传输的有

效数据，完成对数字信号的解码处理。模拟水下目标

的小车控制是采用 Ｌ２９８Ｎ双 Ｈ桥直流电机驱动芯片
驱动双直流电机实现。

３．３　系统软件设计
３．３．１　字符化编码　语音识别是在线完成的，对用户
实时的语音信息进行自动识别，其过程可分为“前端”

和“后端”两大模块：“前端”模块主要实现端点检测、

降噪、特征提取等；“后端”模块是利用训练好的“声学

模型”和“语言模型”对用户说话的特征向量进行统计

模式识别，得到所包含的文字信息。语音识别的流程

采用口令模式可以降低环境噪声对语音识别的干扰，

在每次识别前先说出一级口令，使系统进入准备状态，

然后说出要识别的指令；最后将语音识别结果通过

ＰｒｉｎｔＣｏｍ（）函数调用国标扩展字符集由串口输出对应
的字符化数据，字符化的流程图如图４所示。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３．２　可变基频ＡＳＫ编解码及目标控制软件　系统
采用可变基频的ＡＳＫ编码激光调制，即码元宽度受控
制，不同帧的码元之间、帧与帧之间的间隙均受到控

制，不同帧在有限的基频上跳变，控制激光脉冲以跳频

模式发射。传输数据时，相邻的帧分别以多个不同基

频循环跳变。

解码由接收端通过等间隔定时脉冲控制 ＭＣＵ对
数据进行采样判决。如果收端 ＭＣＵ识别到下降沿即
可进入中断程序进行采样，首先计算帧头（起始２位１
电平间隔）的持续时间从而得到该帧的基频频率；然

后通过定时判断下一个码元宽度内是否有下降沿，有

则判为“１”，否则判为“０”，依此方法判断数据位及帧
尾。译码数据存储在缓存器中，然后与预先设定的指

令数据进行逻辑“与”，如果值为１，则根据该指令去控
制小车做相应的动作；如果值为０，则判定数据译码失
败。

４　实验测试及分析

系统实验在室内水深为１ｍ的水池进行，激光器
输出能量为２００ｍＪ（可调），激光脉冲宽度为１０ｎｓ，水
听器频率响应为０ｋＨｚ～２００ｋＨｚ。
４．１　基频帧编码实验测试分析

系统采用三基频帧结构进行了对应指令的硬件及

软件测试，设置的基频频率为１０Ｈｚ，１５Ｈｚ，２０Ｈｚ。系统
开始上电和复位后ＭＣＵ发送的第１帧数据基频频率
为１０Ｈｚ，第 ２帧 ～第 ４帧数据基频分别为 １５Ｈｚ，
２０Ｈｚ，１０Ｈｚ，即ＭＣＵ累计发送的数据频率按照１０Ｈｚ，
１５Ｈｚ，２０Ｈｚ的规则循环跳变，一组指令对应的字符化
数据中相邻 ３帧数据的基频频率不同。如发送“前
进”指令，将其进行字符化编码后分别插入 １０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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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Ｈｚ，２０Ｈｚ基频中，“前进”指令对应串行输出的字符
化数据为０ｘＣ７０ｘＢ００ｘＢＤ０ｘＦ８０ｘ０Ｄ０ｘ０Ａ，其中后两
个字节为结束标志“＼ｒ＼ｎ”的对应代码。

发送端ＭＣＵ通过串口接收到语音字符化数据后，
先存储在缓存区，再将收到的数据进行单极性归零编

码，按照定义的帧格式进行基频分帧后输出适合控制

脉冲激光器的编码信号。首次发送“前进”指令可变

基频输出的编码波形如图５所示。

Ｆｉｇ５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ｄｅ

图５中从左到右的频率分别为１０Ｈｚ，１５Ｈｚ，２０Ｈｚ，
１０Ｈｚ，波形显示相邻帧之间有较长的帧间隔（大于最
长码元间隔），以便识别下一帧的数据。从第５帧和
第９帧开始分别是第２次和第３次重复发送“前进”指
令的字符化编码数据，与第１次发送“前进”的指令代
码相同。

第３次发送“前进”指令的可变基频编码由水听
器采集、滤波整形后的对应波形如图６所示。图中１
号序列为水听器采集到的模拟信号波形，２号序列为
整形后的ＴＴＬ电平信号。波形中３帧数据的基频分
别为２０Ｈｚ，１０Ｈｚ，１５Ｈｚ，指令代码０ｘＣ７０ｘＢ００ｘＢＤ与
图５中的前３帧相同。

Ｆｉｇ６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ｄ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ａｐｉｎｇ

为了验证数据指令长度对识别结果正确性的影

响，实验中通过３个非特定人发音分别对包括一级口
令“命令”在内的４组长度不同的指令进行测试，由于
系统所用芯片支持不超过１０个汉字的语音识别，测试
采用的４组指令分别为：命令、前进、前进５０ｍ左转、１
号开发板测试成功。说话者对每条指令重复２０次，测
试结果为当汉字长度为２个汉字时准确性达到９０％
以上；当为６个汉字时，准确性达到７５％；当为８个汉
字时，准确性达到４０％，因此同一个人发音的情况下，

指令越短，包含的汉字个数越少，识别准确性越高；当

指令长度接近１０个汉字时，识别的准确性显著降低。
４．２　译码及目标控制测试

系统译码测试通过上位机实时监测的方式实现，

如图７所示。

Ｆｉｇ７　Ｄｅｃｏ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ｏｆｓｅｒｉａｌｏｕｔｐｕｔ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

界面中“ｉ＝：０４”、“ｉ＝：０９”和“ｉ＝：０６”分别表示
每帧帧头码元间隔；“Ｆｒｅ＿Ｓｔａｔｕｅ：３”，“Ｆｒｅ＿Ｓｔａｔｕｅ：１”和
“Ｆｒｅ＿Ｓｔａｔｕｅ：２”分别表示每帧的频率，译码结果与图５
中的发射数据相同。

系统的遥感目标采用驱动小车模拟，收端ＭＣＵ对
接收到译码结果“前进”、“左转”、“右转”和“停止”命

令时，小车均能完成相应动作，有效验证了系统实现水

下目标的遥感功能。

５　结　论

将语音信号进行字符化处理，其数据速率可以降

低至１００ｂｉｔ／ｓ以下，能够很好地适应水声信道带宽较
窄的信道特性，有效提高了空中平台对水下目标的遥

感的响应速度。在实验室水池测试时，激光输出脉冲

能量只使用６０ｍＪ左右，如果进行更远距离的水声信
号传输，可通过提高发射端激光脉冲能量和设计一定

的光学结构增加到达水中的能量密度，从而获得更高

的光声转换效率。通过分析语音识别字符化编码技术

原理与模拟测试发现，采用非特定人语音识别实现激

光声水下遥感，具有实时性好、有效性高、水下目标控

制快捷，为空中平台到水下通信与遥感应用提供了新

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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