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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波束测量技术与海洋测绘工序的调整

翟京生１

（１　天津海洋测绘研究所，天津市友谊路４０号，３０００６１）

摘　要：总结了ＮＳ到 ＨＣｅｌｌ的科学涵义，同时结合海洋测量、数据库和产品化技术的相互影响，考察了目前

的海图产品测绘的工序，按照水深测量与摄影测量技术的特点，提出了陆地与海洋 ＮＳ、ＨＣｅｌｌ的差异。设计

了一个海洋测绘的调整工序，不仅提高了海图产品化的实时性，而且扩大了海洋测绘产品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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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波束水深测量技术的出现引起了海洋测量

技术的一次重大变革，但是水深测量的核心目的

是海图产品的出版。由于多波束数据量太大，如

果不调整目前的技术体系，不仅发挥不了多波束

技术的特长，相反会增大由水深测量到海图产品

的时间。

２００１年１月，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

（ＮＯＡＡ）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一致决定尽快

开展 “多波束测量数据服务于下一代电子海图”

技术的研发，航海表面（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ＮＳ）

是本次技术研发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１］。与海

底ＤＴＭ相似，ＮＳ是一个由网格点上水深和误差

组成的数字模型，可替代目前的水深测量报告图

板，变成水深测量的一个最终成果。可是按照海

图实时性的要求，缺乏 ＮＳ可与海图数据库结合

的技术，ＮＯＡＡ又于２００６年提出了一个 ＨＣｅｌｌ

的概念。ＨＣｅｌｌ是按海图综合的方法由ＮＳ抽取

的水深点和等深线，同时叠加障碍物等要素组成

的一个子单元构成了海图出版中的一个重要工

序。由ＮＳ和 ＨＣｅｌｌ概念的海图修测工序图
［２］

可知，只有工序的改变才可体现出多波束测量技

术的特长，否则，会变成一个海图产品出版机构的

极大负担［２］。因而，一个技术特别是数字化技术

的变革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也会影响到整个体

系的改变。

历时十年的发展，除了多波束测量技术以外，

全数字摄影测量和海图数据库等关键技术也取得

了重大突破，实现了由模拟方式到数字方式的变

革，可是与纸质海图相比，整个工序的变化却不

大。本文按照多波束等测量技术的特点，同时与

海图数据库相结合，考察海洋测量、数据库、产品

化的相互影响，调整目前的技术工序，给出了需要

涉及到的理论问题与难点技术，目的是提高海洋

测绘产品的实时性和多样性。

图１　ＮＳ和 ＨＣｅｌｌ概念的海图修测工序
［２］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ＵｐｄａｔｉｎｇＥＮＣｗｉｔｈＮＳａｎｄＨＣｅｌｌ

１　目前的技术体系

面对信息化装备的要求，海洋测绘体系完成

了数字化技术的改造，目前由控制、水深、地形等

的测量到海图的编辑、加工和出版，全部实现了数

字化。可是与纸质海图的工序相比，目前的海洋

测绘的工序变化却不大，根本原因是由于整个技

术的改造是参照纸质海图的工序实施的。

水深测量是海洋测绘的核心技术，目前由于

单波束到多波束测量方式的改变，水深测量技术

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实现了全覆盖的海底地形测

量。可是，如果不考虑改变目前的测量工序和要

求，不仅不会减少海图产品化的时间和扩大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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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产品的多样性，相反，由于数据量太大，却会

增加海图出版机构的负担。

目前，摄影测量技术正引入到海岸地形的测

量，也经历了由模拟方式到数字方式的变革，极大

地提高了摄影测量技术的水平。可是，由于忽略

了海图数据库技术的影响，与模拟方式的工序相

比，除了增加陆地ＤＴＭ 和正射影像图的产品以

外，工序的变化不大，全数字摄影测量也是由控

制、调绘、加密、测图等工序组成的。

２　技术体系的变革

信息化不等于数字化，信息化不是单一的技

术问题，综合性、体系化的思维和设计方式才是信

息化的本质要求。不管是水深测量技术还是摄影

测量技术，由于最终的服务对象是海图等海洋测

绘产品的出版，如果不考虑海图数据库技术的影

响，必然会导致海洋测量技术发展的奇异化。

多波束测量具有全覆盖、数据量大的特点，不

改变目前的水深测量工序，要由多波束测量的源

数据形成一个符合海图要求的水深数据是特别困

难的，会极大地增加由水深测量到海图产品的时

间。本文引入 ＮＳ和 ＨＣｅｌｌ的概念，同时参考

ＮＯＡＡ的方式，调整了目前的水深测量工序，形

成了一个由下列工序组成的修测体系：① 水深测

量数据改正和计算误差，形成一个网格化的ＮＳ；

② 按照自动综合的方法，由ＮＳ形成水深点和等

深线ＨＣｅｌｌ；③ 障碍物探测数据改正，形成一个

障碍物 ＨＣｅｌｌ；④ 不同的 ＨＣｅｌｌ叠加，嵌入海图

数据库，完成海图数据的修测；⑤ 按照海底ＤＴＭ

等产品的要求，由 ＮＳ形成海底 ＤＴＭ 等产品。

图２给出了工序调整的具体示例。显然，由测量

数据到网格化的ＮＳ，再由 ＮＳ到 ＨＣｅｌｌ，不仅改

变了水深测量成果的表现形式，形成了一个服务

于数据库修测或更新的水深测量工序，同时，又可

实现海底ＤＴＭ 等产品的出版，提高了海洋测绘

产品的多样性。

与模拟方式相似，全数字摄影测量技术也是

按照地形图测绘的工序设计的，根本不考虑海图

数据库的影响。实际上，海图数据库存储了海岸

地形控制和测图必须的数据，除了特殊要求以外，

摄影测量的重点是海岸地形数据的修测，否则，不

仅没有必要，相反却会增大摄影测量技术的难度，

延长海洋测绘产品化的时间。

图３给出了摄影测量工序调整的具体示例。

显然，ＮＳ是一个立体像对，ＨＣｅｌｌ是参考原始数

据按照摄影测量技术由 ＮＳ抽取的一个子单元。

整个工序具备下列特点：① 整个体系的输入对象

只是一个立体像对；② 按照影像纠正的方法，由

一个立体像对形成一个ＮＣ；③ 参考原始数据修

测变化的数据，形成一个 ＨＣｅｌｌ；④ 按照产品的

要求，由ＮＣ形成一个立体像对产品。

海洋测量、数据库和产品化是海洋测绘体系

的三个核心环节，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

发展。由于海图数据库的建立，海洋测量的重点

必然会由全要素的测量转移到原始数据的修测，

多波束和摄影测量的数字化又会影响到数据库和

产品化。图４给出了整个工序调整的具体示例。

图２　水深测量工序的调整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ＵｐｄａｔｉｎｇＤＮＣｗｉｔｈ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ｉｃＨＣｅｌｌ

图３　摄影测量工序的调整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ＵｐｄａｔｉｎｇＤＮＣｗｉｔｈ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ＨＣ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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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综合考虑了海洋测量、数据库和产品化技术

的影响，整个工序的调整不仅减少了海洋测绘产

品化的时间，也提高了海洋测绘产品的多样性。

图４　海洋测绘工序的调整

Ｆｉｇ．４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３　问题与结论

由于技术工序的调整和测量重点的改变必会

导致海洋测绘方法和技术的变革，大量的成熟技

术需要改变，必需的难点技术需要攻克，部分的理

论与方法也需要修正。海底地形ＮＳ是一个网格

化的海底数字模型，涉及到网格点水深的抽取和

误差的计算，网格间距与声纳波束脚点的大小大

约相等。目前，Ｓｍｉｔｈ
［３］提出了一个完整的ＮＳ构

造技术，同时，一个完全共享的ＮＳ产品也已出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ｅｎｎａｖｓｕｒｆ．ｏｒｇ／）。目前的难点

技术是ＮＳ的自动更新、稀疏水深的网格化、网格

点误差的计算等。

海底地形ＮＳ只是水深测量的一个成果，需

要按照海图综合的方法，同时叠加障碍物等探测

数据，才可形成海图数据库修测需要的 ＨＣｅｌｌ。

目前，ＮＯＡＡ与ＣＡＲＩＳ、ＵＮＨ 等机构合作开发

了一个由 ＮＳ抽取水深点和等深线的自动化技

术，现已正式提供 ＨＣｅｌｌ数据产品
［４］，减少了海

图产品化的时间。目前的难点技术是海底地形的

自动综合和ＨＣｅｌｌ的自动嵌入等。

海岸地形ＮＳ是一个可符合摄影测量技术要

求的立体像对，引入数据库的海岸地形数据，同时

与立体像对叠加，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不仅可实

现海岸地貌的自动测绘，而且由于叠加了原始的

地形数据，也有助于海岸地物修测的智能化，极大

地减少了海岸地形ＨＣｅｌｌ形成的时间，提高了海

岸地形修测的实时性。目前的难点技术是海图与

影像的自动匹配和海岸地形约束的影像自动识别

等。

总之，按照信息化的本质要求，考察 ＮＳ和

ＨＣｅｌｌ概念的科学涵义，同时结合海洋测绘技术

体系的变革，不难得出下列结论：

１）多波束和全数字摄影测量技术的出现不

是单一的技术问题，会影响到整个技术工序的改

变；也只有工序的变革，才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

化技术的特长。

２）引入ＮＳ和ＨＣｅｌｌ概念，可扬弃按照模拟

方式建立的海洋测绘的工序，形成一个海洋测绘

产品的修测体系，突出体现了信息化的本质特征。

３）海底地形ＮＳ是一个多波束的测量成果，

不仅可形成 ＨＣｅｌｌ，而且能及时完成海图的更

新，同时，也可实现海底ＤＴＭ 的产品化，扩大海

洋测绘产品的多样性。

４）立体像对是海岸地形的一个 ＮＳ，与原始

地形数据相结合，不仅可形成 ＨＣｅｌｌ，而且能及

时完成海图的更新。同时，除了陆地ＤＴＭ 和正

射影像产品以外，也可实现立体像对的产品化，扩

大海洋测绘产品的多样性。

５）海底地形ＮＳ到ＨＣｅｌｌ的映射，由于海图

要素单一，降低了自动综合的难度，可给自动综合

技术的实用化提供重要条件。

６）海岸地形ＮＳ到ＨＣｅｌｌ的映射，由于引入

了原始的地形数据，降低了图像自动识别技术的

难度，可实现海岸地形摄影测量技术的智能化。

７）ＮＳ概念的提出会导致摄影测量理论的变

革，由ＮＳ到 ＨＣｅｌｌ的根本矛盾是图形与图像的

匹配，难点技术是图像的自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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