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應用筆記討論了用於水面和水下艦艇聲發射探測的“自動聲學測量系統解決方案” 

(Sistema Autonomo per Rilievi Acustici, SARA)。這些活動由意大利海軍在位於拉斯佩齊亞

(La Spezia)的海軍試驗和支持中心 (Centro di Supporto e Sperimentazione Navale, CSSN) 

進行。

艦船及潛艇聲發射探測 
意大利海軍用“自動聲學測量系統”進行測試 (SARA) 



2 

 

聲音發射檢測 

 

為了檢查水面和水下船只的“聲學指

紋”，意大利海事部門對水中聽音器檢測到

的噪音進行了聲學分析。 所有的測試都是

按照國際標準和海軍的特定要求 (STA-

NAG 1136, ANSI/ASA S.12.64, 等)，在

“自動聲學測量系統”(Sistema Autono-

mo per Rilievi Acustici, SARA)上進行的， 

信號帶寬從 5 Hz 到 20,000 Hz。 

“SARA”的核心是 imc C-SERIES 測

量系統，這是一種用於記錄聲學信號的標準

化解決方案，進行頻譜的實時處理和計算，

並直接通過無線電實時傳輸數據到海軍的測

量船。 

 

聲波浮標子系統 

 

下列測試所需的電子設備被置於防水的

密封金屬結構內： 

 imc C‐SERIES 測量系統，用於擷取和分析

信號 

 水聽器連接 (最多使用 3 個水下麥克風) 

 GNSS 高性能衛星接收機，用於地理定位

數據和同步 

 無線調制解調器/路由器用於傳輸/接收

數據 

 無線放大器 + 濾波器 

 全向無線天線 

 電池提供設備供電 

 DC / DC 轉換器為子系統供電 

 遙控開/關接收器 
 

 

 

 

電池允許系統自主工作至少 12 小時，

主電源可以通過無線電遙控開或關。 

水聽器傳感器浸沒在浮標的下方，通過

電纜和防水連接器連接到 imc C-SERIES 數

據擷取系統，單通道采樣率可高達 50 

kS/s。 

imc C-SERIES 系統連接到一個來自

JAVAD 的 GNSS 高性能衛星接收機，用於

精確的位置測量，並與 GPS 時間同步數據

記錄。 

記錄在浮標內的所有數據，包括電池電

壓，最多三個水聽器和 GPS 位置，都存儲

在 imc 測量設備中的閃卡中。 

這些數據的子集也通過無線電實時傳輸

到測量船，通過使用一個配備“增強器”的

無線調制解調器/路由器來增加發射機和全

向天線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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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船上的子系統 

在測試船上，需要下列設備來進行測

試： 

 無線 調制解調器/路由器用於無線傳

輸/接收數據 

 無線 + 濾波放大 

 全向無線天線 

 GNSS 高性能衛星接收機 

 監測展 (PC + 軟件) 

 揚聲器，用於實時收聽水聽器信號 

 UPS 穩定電源 

 

實際應用 

除了數據擷取之外，imc C-SERIES 系

統通過 imc Online FAMOS 即時支援水聽

器聲音信號的 FFT 分析。 

 

通過雙向無線傳輸鏈路，數據可以用浮

標進行交換，包括三個連接水聽器傳感器中

的一個時間歷程及其頻譜，電池電壓水平和

浮標的 GPS 位置。 

安裝在測量船 PC 上的數據監控軟件是

由 Instrumentation Devices 公司( imc-

Italy)開發的應用程序，提供測試數據的即

時顯示。該應用程序具有 GUI，並將從浮

標接收的信息與船只的 GPS 位置相結合，

以獲得它們的確切相對位置，可顯示測量船

只相對於浮標的軌跡，同時也顯示聲音信

號。操作範圍可擴展到 2500 米，精度為± 

1 米。 

 

 

這種類型的實時 GPS 跟蹤允許船舶對

浮標的運動位置進行驗證，並能理想的用地

圖表示其當前位置和軌跡路線。因此，測試

工程師和工作人員們有機會在測試的過程中

對船只的航向操作進行必要的修正。在後期

處理過程中，規定可以由試驗浮標噪聲的傳

播損耗和反射補償以消除其對噪聲排放結果

的影響。  

 

在測試過程中，測試工程師在船上可以

顯示浮標數據進行預處理，通過無線電直接

傳輸 imc C-SERIES 系統擷取的數據到測量

船的計算機上。值得一提的是，聲音通道的

FFT 可以彩圖表示。因此，船上的工作人員

能夠評估正確的信噪比。

 

數據監控軟件的另一個特點是可以在船

上實時監聽浮標傳來的聲音信號，以提高收

集到的數據可信度。 

浮標接收的信息和船舶的 GPS 位置也

存儲在 PC 機上以供後續的查看和進一步的

數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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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處理 

一旦浮標回收，通過鏈接區域網可以從

imc C-SERIES 系統下載所有記錄的數據，

及執行各種分析和修正。 

然後通過 imc FAMOS 軟體分析所記錄

的聲學數據，並根據已建立的標準定義生成

必要的表格和測量報告，包括噪聲傳播圖。 

借助於 imc FAMOS 快速分析軟件，海

軍試驗和支持中心的技術人員們可以分析由

水聽器擷取的數據。由於具體實施了特殊的

計算程序，可以計算到達橫向接近的時間

(測量船經過距離聲波浮標最近的點的時間

段)，計算光譜並用彩色顯示，以及通過

1/3 倍頻程和譜線進行偏移距離分析。 

 

結論 

儘管在惡劣環境和狹小空間內使用，但

是 imc 測量系統卻能夠提供可靠的、高度

靈活和簡便的擷取、控制和分析操作。 

得益於 imc C-SERIES 測量系統的快速

而可靠的數據擷取，由 imc Online FA-

MOS 提供的實時分析，以及 imc FAMOS

軟件提供的快速後處理功能……這款理想的

解決方案可實現並滿足由意大利海軍試驗和

支持中心(CSSN)提出的所有挑戰性測量需

求。在通過 imc 意大利合作夥伴

(Instrumentation Devices 公司)技術專家

的支持下，意大利海軍修改了硬件集成以便

成功確保意大利海軍艦隊的聲學特征符合控

制要求，並獲得一款適合的快速調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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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
imc Meßsysteme GmbH 

 
Voltastr. 5 

13355 Berlin, Germany 

Telephone:  +49 (0)30‐46 7090‐0 

Fax:  +49 (0)30‐46 31 576 

E‐Mail:  hotline@imc‐berlin.de 

Internet:  www.imc‐berlin.com 

 

 
德國 imc (imc Meßsysteme GmbH) 成立於 1988 年，總部

位於德國柏林，在製造與物理量測領域銷售將近 26 年，融合精

湛的德國工藝、先進的製造技術與多項開發專利，致力為全球工

程技術領域，提供有最有效率的資料彙整系統與專業量測工具。 

 

在全球 imc 擁有 25 家合作銷售夥伴。我們不斷努力專注於

有效率的測試量測，特別適用於複雜機械與機電系統信號測試。

為車輛和鐵路、航太、能源和土木工程等工業領域的客戶，提供

標準化的測量設備和軟體產品。 
  
 

 

 

System Access Co.,Ltd 
 

台北 

電話:   02‐8792 6266 

傳真:  02‐8792 6265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60 號 6 樓之 4 

 

台中 

電話:  04‐2463 5648  

傳真:  04‐2463 5537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936 號 11 樓之 3 

 

信箱:  info@systemaccess.com.tw 

網站:  http://www.imc-taiwan.com/ 
 

無論是車輛測試、試驗台架抑或是工廠、機械設備的自動化監控——

imc 資料擷取系統的獲得測量業界的廣泛認同，易於操作、更有效的量

測，設備便於攜帶且擁有高靈活性與擴充功能，幫助您有效的活用擷取

數據，整合廣泛綜合量測儀器訊號！無論是研究、開發、測試還是試運

行，imc 提供最佳的測量解決方案，是您最佳的解決方案。

Terms of use 使用條款: 

本文檔版權歸 imc Meßsysteme GmbH 所有，並保留一切權利。未經書面許可，任何公司或個人不得對此文檔内容進行編輯编辑、修改
或以任何方式改變。內容僅限於私人與非商業性使用，使用請註明來源出處。包含註明 imc (imc Meßsysteme GmbH)公司名稱與網站連
結 www.imc-berlin.com。 
 
文檔内容如有錯誤歡迎來信指正。請透過 info@systemaccess.com.tw 告知我們。如因文檔使用不當造成的直接或間接損失，本公司不承
擔任何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