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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声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通信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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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 航海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７２）

摘要：为了提高水声跳频系统的可靠性和保密性，提出了水声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通信新方法。

该方法通过信道映射函数将各跳频信道的误码率映射成概率密度函数，依据此概率密度函数分配

每个跳频频点的使用概率。根据混沌密钥序列和特定的随机数产生器产生满足此概率密度函数的

随机跳频序列，并由此生成跳频图案，进行跳频通信。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的误码率性能优于传统

混沌跳频和传统自适应跳频方法，且具有更强的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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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频通信是扩频通信技术的一个分支。由于在
传输过程中通过躲避方式来对抗通信中的干扰，所

以跳频通信技术具有抗干扰能力强、信号被截获概

率低和可靠性高等特点，因此成为水声通信中一个

重要的研究课题［１７］。例如以 ＦＳＫ调制为基础的跳
频水声通信系统，不但具有很强的频率分集效果，即

具有优良的抗多径干扰性能，而且可以采用非相干

接收，使同步问题简化，特别适合多普勒影响较大的

水声信道［３］。

目前水声跳频通信系统多用传统的跳频方式，

即按照确定的跳频序列在固定的跳频频率集中进行

频率跳变［１７］。这种通信方式有多种缺点：首先，由

于水声信道的频率选择性衰落，工作频段内的某些

跳频频点可能被严重衰落，利用该频点传输的信息

将难以被正确恢复；其次，当干扰频率和跳频频率集

的频率相同时，受干扰频点传输的通信信息将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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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正确提取，造成误码，当所受干扰的频点较多时，

将造成大量信息丢失，严重影响通信质量甚至造成

通信中断；最后，固定的跳频频率集和跳频序列容易

被敌方破获，从而对跳频通信系统的安全造成威胁。

自适应跳频技术通过选择可用的通信频率使系统避

开受到严重衰落或干扰的跳频频点，因此能够提高

传统跳频系统的可靠性［８１２］。然而传统自适应跳频

方式对可用频率集中的频点不加以区分，没有考虑

到不同跳频频点上不同的误码率性能对系统性能的

影响，因而不能使跳频系统的可靠性达到最优。

本文提出了水声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通信新方

法，该方法通过信道映射函数将各跳频信道的误码

率映射成概率密度函数，依据此概率密度函数分配

每个跳频频点的使用概率。根据混沌密钥序列和特

定的随机数产生器产生满足此概率密度函数的随机

跳频序列，并由此生成跳频图案。通信双方依据产

生的跳频图案进行跳频通信。

１　水声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通信

传统自适应跳频的基本思想是在跳频通信过程

中，通过信道质量分析单元（ＬＱＡ）进行通信链路分
析，根据接收信号和一定的判决准则判断跳频信道

的质量，确定该跳频频点是否能正常进行通信，将跳

频频率集中不适合进行通信的频点去除并给出可以

使用的跳频频率集。由于自适应跳频技术拒绝使用

受到干扰或者处于深度衰落的频点，保证跳频系统

工作在通信质量较好的频点上，因此可以大大提高

跳频通信系统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

现有的各种自适应跳频方法都基于相同的原

理，即根据各跳频信道的传输性能对频率集中的频

点进行“好”与“坏”的划分，去掉不能满足某种性能

准则的跳频频率，选择通信质量相对较好的频点进

行数据传输。对于被选中的频率集中的频点则不加

区别地使用，即各频点具有相同的使用概率。显然，

这种对信道的划分方式过于简单，实际系统中信道

的好坏程度并非简单的非坏即好，各可用频点的通

信性能并不相同，更加合理的方式是对可用频率集

中的频点加以区分，对不同的频点选择不同的使用

概率，由此本文提出了水声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通

信方法。

水声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通信系统结构如图１
所示。首先对频率集中各频率点上的误码率进行估

计，这是由于被传输数据的误码率直接、综合地反映

了通信信道传输信号的质量。误码率可根据接收已

知码序列的错误情况来确定。为了节省额外消耗，

一般来讲，可以利用帧头、信令中的若干固定比特位

作为已知码序列来进行测量［１３］。然后通过信道映

射将各跳频信道的误码率映射成一个概率密度函

数，由此概率密度函数赋予每个跳频频点不同的使

用概率，其中对性能好的频点赋予较大的使用概率，

而对性能较差的频点赋予较小的使用概率，对于性

能过差的频点则令其使用概率为０（即传统自适应
跳频中的坏频点）。为了增强系统的保密性，采用

混沌序列作为密钥序列，根据此密钥序列和特定的

随机数产生方法生成满足映射概率密度函数的随机

序列，并由此生成跳频图案。通信双方依据此跳频

图案进行跳频和解跳，完成数据传输。

图１　水声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通信系统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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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信道映射

为了进行水声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首先需要

进行信道映射。信道映射的作用是将各跳频频点上

的误码率映射为一个概率密度函数，并以此来分配

跳频频率集中各通信频率的使用概率。定义

ＢＥＲ（ｃｉ）为频率 ｃｉ上的误码率（ｂｉｔ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
ＢＥＲ），信道映射函数ｆ应满足如下形式：

ｆ：［０，１］→［ＰＭＩＮ，ＰＭＡＸ］ （１）
式中ＰＭＩＮ和ＰＭＡＸ分别为信道最小使用概率和最大
使用概率。信道映射函数将频率 ｃｉ上的误码率
ＢＥＲ（ｃｉ）映射为频率ｃｉ的使用概率。ＰＭＩＮ用来确保
即使坏信道也会以一定概率被使用，以此来验证它

们的状态。ＰＭＡＸ用来预防仅有少数的频率被使用，
确保频率分集。

为了得到满足式（１）的映射函数，可由三个不
同的函数复合而成映射函数。首先通过函数ｆ１将误
码率映射为一个概率密度函数，定义函数ｆ１为：

ｆ１：ＢＥＲ（ｃｉ）→ｆ１（ＢＥＲ（ｃｉ））＝

（１－ＢＥＲ（ｃｉ））α

∑
Ｍ

ｊ＝１
（１－ＢＥＲ（ｃｉ））α

（２）

式中Ｍ为可用跳频频率集中的跳频信道数目，参数
α＞０。

容易验证∑ｆ１（ｘ）＝１，因此ｆ１是一个概率密
度函数。 １－ＢＥＲ（ｃｉ( )） 反映了频率 ｃｉ的使用概
率，由于各频率点上的误码率不相同，即 ＢＥＲ（ｃｉ）
不相同，因此通过映射得到的各频率点的使用概率

也不相同，且误码率越大的跳频频点，其使用概率越

小；误码率越小的跳频频点，其使用概率越大。因

此，通信质量较好的频点相比于通信质量较差的频

点将被更多地使用，从而提高了跳频系统的工作可

靠性。通过调节参数 α可进一步优化系统性能，当
α取较小值时，各频点的使用概率接近；当α取较大
值时，不同频率的使用概率差异明显。

在式（１）中对信道最大使用概率和最小使用概
率进行了限制，为此需要引入函数 ｆ２和 ｆ３。定义函
数ｆ２为：
　ｆ２：ｘ→ｆ２（ｘ）＝ＰＭＩＮ＋ｘ·（１－Ｍ·ＰＭＩＮ） （３）

ｆ２函数在ｆ１函数的基础上，对其输出结果进行
尺度变化，保证各频点的最小使用概率不低于

ＰＭＩＮ。容易验证，∑ｆ２（ｘ）＝１，因此 ｆ２函数的映
射结果仍为概率密度函数。

与ｆ２函数的作用相反，ｆ３函数应对大于ＰＭＡＸ的

信道使用概率进行截断，保证各频点的最大使用概

率不超过ＰＭＡＸ，并对截断后的概率进行尺度变化，
保证其输出满足概率密度函数。为此定义函数

ｆ３为：
ｆ３：ｘ→ｆ３（ｘ）＝ＰＭＡＸ－ｘ·（Ｍ·ＰＭＡＸ－１）

（４）

容易验证∑ｆ３（ｘ）＝１，因此ｆ３函数的映射结
果仍为概率密度函数。

引入ｆ２和ｆ３的目的是使系统在传输性能与抗截
获性能之间取得平衡。使用ｆ１函数进行映射的跳频
序列可以使系统获得最优的传输性能，但同时也破

坏了跳频序列的均匀性。如果不对频率使用概率的

上限和下限加以限制，则可能出现跳频频点收敛到

为数不多的几个频点的情况，严重削弱了系统的抗

截获能力。而通过设置合理的信道最小使用概率

ＰＭＩＮ和最大使用概率ＰＭＡＸ，可以使系统在传输性能
与抗截获能力之间达到平衡。

将函数ｆ１和ｆ２的输出分别作为函数ｆ２和ｆ３的输
入，可得到复合信道映射函数ｆ，即ｆ＝ｆ１ｆ２ｆ３。

通过调整参数α、ＰＭＩＮ和ＰＭＡＸ可以调节跳频系
统的性能。当ＰＭＩＮ和α较小，ＰＭＡＸ较大时，各跳频
频点的使用概率相近，系统传输性能逼近于常规跳

频系统；而当ＰＭＩＮ较小，ＰＭＡＸ和α较大时，不同跳频
频点的使用概率差别明显，系统的工作可靠性较好，

但由于少数频点的频繁使用，降低了系统的安全性。

在实际系统中可根据应用需要对参数进行调整。

３　混沌密钥序列

信道映射函数ｆ将各跳频频点上的误码率映射
为一个概率密度函数，并以此来分配跳频频率集中

各通信频率的使用概率。为了在跳频系统中实现信

道映射，需要产生满足特定概率密度函数的随机跳

频序列，为此首先产生另一组随机数序列，此随机数

序列满足某种已知的概率分布。通过已知的随机数

序列和其概率分布，可以得到满足特定概率密度函

数的随机跳频序列。

随机数产生器需要用密钥进行初始化。为了进

一步增强跳频系统的保密性，本文提出用混沌序列

作为密钥序列，根据密钥和通信双方约定好的随机

数产生器生成满足映射概率密度函数的随机跳频序

列，并对密钥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更新。与传统混

沌跳频系统或自适应混沌跳频系统中直接将混沌序

列作为跳频序列的方法相比，本文所提出的方法的

优势之处表现在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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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由于使用概率映射的方法进行通信，本文产
生的跳频序列能更好地满足信道特性，因此跳频系

统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２）传统跳频或自适应跳频系统的保密性主要
依赖于跳频序列，若产生跳频序列的方法和参数被

敌方破获，则通信系统的安全性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于此相比，在本文所提出的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方

法中，系统的安全性有两个方面的保证：由于使用混

沌序列作为密钥序列，敌方难以破获系统密钥，因此

从根本上无法重构随机跳频序列；即使混沌序列被

敌方破获，要想重构随机跳频序列还需要知道信道

映射函数 ｆ。由于信道为通信双方所共享，只有通
信双方知道信道映射函数，因此敌方无法重构随机

跳频序列，系统的保密性能得到极大提升。

满足任何概率分布的随机数产生器都可以用来

产生满足映射概率密度函数的随机跳频序列，常用

的随机数产生器包括均匀随机数产生器和高斯随机

数产生器。

４　仿真分析

依据相关试验实测得到声速剖面图和射线声学

的声线解算模型。考虑到海水特性、海面特性、海底

特性、海面散射与海底反射等因素，采用三次样条声

速内插模型，利用仿真软件模拟的５ｋｍ距离的水声
信道多径冲击响应如图２所示。

图２　水声信道时域冲激响应
Ｆｉｇ．２　ＵＷＡｃｈａｎｎｅ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采用图２所示的多径信道结构，系统工作频带
为５～６．５ｋＨｚ，跳频频率间隔Δｆ＝１００Ｈｚ，共产
生１６个跳频频点，采用２ＦＳＫ调制方式，假设跳频
系统为慢跳系统，码元间隔为 Ｔｓ＝０．０６８ｓ。取两
组不同参数值，通过信道映射函数得到各跳频频点

的使用概率如图３所示。由图３（ａ）可知，与传统跳
频系统和传统自适应跳频系统不同，自适应混沌概

率跳频根据各跳频信道的误码率性能对每个跳频频

点分配不同的使用概率：对通信质量较好的跳频频

点分配较高的使用概率；对通信质量较差的跳频频

点则分配较低的使用概率。由图３（ｂ）可看出，通过
调节参数ＰＭＩＮ、ＰＭＡＸ和α可改变各跳频频点的使用
概率，从而改变自适应概率跳频系统的性能。当取

ＰＭＩＮ ＝０．０１，ＰＭＡＸ ＝０．９，α＝０．０１时各跳频频点
的使用概率基本相等，因此系统传输性能与常规跳

频系统相近。

图３　各跳频频点的使用概率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ｕｓａｇ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ｓｕｂ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取ＰＭＩＮ ＝０．０２，ＰＭＡＸ ＝０．２，α＝１０。采用线
性同余组合方法产生均匀随机数序列，并以此来产

生满足各跳频频点使用概率的随机跳频序列，令混

沌密钥初始值为３，图４给出了传统混沌跳频、传统
自适应跳频和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的误码率。

ＰＭＩＮ ＝０．０２，ＰＭＡＸ ＝０．２，α＝１０
图４　不同跳频方法的误码率对比
Ｆｉｇ．４　ＢＥＲ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Ｈｓｙｓｔｅｍｓ

　

由图４可看出，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系统的误
码率优于传统混沌跳频和传统自适应跳频系统。当

信噪比相对较高时，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系统的误

码率性能有很大的提高。传统自适应跳频系统性能

优于传统混沌跳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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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ＰＭＩＮ ＝０．０２，ＰＭＡＸ ＝０．１５，混沌密钥初始值
为３，图５显示了不同α值对系统误码率性能的影响。
由图５可知，当增大α时，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系统
的误码率随之降低。然而α值不能任意增大，当α过
大时，会造成少数跳频频点被频繁使用，而多数其它

跳频频点则很少被使用，从而降低跳频系统的安全

性。实际中应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α值。

ＰＭＩＮ ＝０．０２，ＰＭＡＸ ＝０．１５
图５　α取不同值时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系统的误码率

Ｆｉｇ．５　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α
　

为了研究混沌密钥初始值对自适应混沌概率跳

频系统性能的影响，图６给出了混沌密钥初始值分
别为３和１时系统的误码率。由图６可知，混沌密
钥的初始值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很小。

ＰＭＩＮ ＝０．０２，ＰＭＡＸ ＝０．１５，α＝１０
图６　不同混沌密钥值时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

系统的误码率

Ｆｉｇ．６　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ｈａｏｔｉｃｋｅｙｓ

　

参数同上所述，混沌密钥初始值为３，采用线性
同余组合方法和ＢｏｘＭｕｌｌｅｒ变换方法来分别产生均
匀随机数序列和高斯随机数序列，并进一步分别产

生满足各跳频频点使用概率的随机跳频序列，从而

研究不同随机数产生方法对系统误码率性能的影响

（见图７）。图７表明，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系统采

用均匀随机数产生方法和高斯随机数产生方法时的

误码率性能相近。

ＰＭＩＮ ＝０．０２，ＰＭＡＸ ＝０．１５，α＝１０
图７　不同随机数产生器对应的跳频系统误码率
Ｆｉｇ．７　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ｎｄｏｍ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ｓ
　

与传统自适应跳频方法类似，自适应混沌概率

跳频系统可以将跳频频率集中的坏频点去除，或对

其频率进行偏移以提高通信性能。图８给出了将通
信质量最差的两个坏频点进行频率偏移之后的系统

误码率。由于进行了频率偏移，传统自适应跳频系

统和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系统的误码率均大大低于

传统混沌跳频系统，且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系统的

误码率性能更优。

ＰＭＩＮ ＝０．０２，ＰＭＡＸ ＝０．１５，α＝１０
图８　不同跳频方法的误码率对比

Ｆｉｇ．８　ＢＥＲ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ｈ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
　

除了对坏频点进行频率偏移，也可以直接将其

去除。图９给出了将最差的两个跳频频点移除之
后，各跳频频率的使用概率。对比图９和图３（ａ）可
知，由于去除了两个坏频点，其余频率点的使用概率

均有所增加。

最后，图１０对去除坏频点和偏移坏频点两种方
案进行了对比。在对坏频点进行频率偏移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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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率偏移量会使系统获得不同的性能。图中结果

是在接收端已知信道从而能计算出最优偏移量的假

设下给出的。由图１０可知，此时两种方案的误码率
性能接近。当频率偏移量无法达到最优时，去除坏

频点的方案能够获得更优的误码率性能。

ＰＭＩＮ ＝０．０２，ＰＭＡＸ ＝０．１５，α＝１０
图９　各跳频频点的使用概率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ｕｓａｇ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ｓｕｂ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ＰＭＩＮ ＝０．０２，ＰＭＡＸ ＝０．１５，α＝１０
图１０　不同坏频点处理方案的误码率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ＢＥＲ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Ｈｓｃｈｅｍｅｓ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了水声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通信新方

法。通过信道映射函数将各跳频信道的误码率映射

成概率密度函数，依据此概率密度函数分配每个跳

频频点的使用概率。根据混沌密钥序列和特定的随

机数产生器生成满足此概率密度函数的随机跳频序

列，并由此生成跳频图案。信道映射函数和混沌密

钥序列可以增强跳频通信系统的保密性。仿真实验

进一步表明，水声自适应混沌概率跳频通信方法的

误码率性能优于传统混沌跳频和传统自适应跳频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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