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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犅犘神经网络算法的犌犘犛水准高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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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ＢＰ神经网络算法的 ＧＰＳ水准高程转换方法，该方法是对现有基于ＢＰ神经网络

ＧＰＳ水准高程转换方法的改进。考虑了重力长波项和地形改正项等因素对ＧＰＳ水准高程转换的影响，并拓

展了其应用范围，使其不仅在平坦地区而且在起伏较大的丘陵地区也可以得到较高的精度。该方法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克服重力信息缺失的困难，具有一定的实际参考价值。

关键词：ＢＰ神经网络；ＥＧＭ９６；ＧＰＳ高程转换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利用ＧＰＳ卫星技术测量出来的地表高程信

息是相对于 ＷＧＳ８４椭球的大地高信息，在工程

应用中经常要将其转换成正常高。对于这一

ＧＰＳ水准高程转换过程，目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

研究文献。一般来说，其方法可分为以下两类：

① 物理大地测量方法，只部分利用重力信息的

ＧＰＳ／水准高程转换方法也应属于物理大地测量

方法的范畴［１３］；② 纯几何方法，该方法是用函数

建立起ＧＰＳ大地高和水准高程的转化关系。随

着神经网络算法的提出和发展，很多学者将该方

法运用到ＧＰＳ高程转换问题当中。杨明清等认

为用ＢＰ神经网络方法来转换 ＧＰＳ高程所得到

的精度通常比使用二次多项式曲面拟合法高［４］；

胡伍生等提出二次曲面与ＢＰ神经网络相结合的

ＣＦ＆ＮＮＭ混合算法，并已成功运用于平坦地区

实例分析当中［５］。本文提出了一种顾及ＥＧＭ９６

和地形改正项的新型神经网络模型，由于其利用

了ＥＧＭ９６长波等重力信息，是将物理大地测量

方法与几何方法综合起来进行高程转换的一种新

方法，该方法比原有的神经网络方法具有更大的

应用范围，不仅在平坦地区而且在起伏较大的丘

陵地区也可以得到较高的精度。

１　犅犘神经网络近似逼近的建立

ＧＰＳ水准高程转换其实就是研究高程异常ξ

的局部逼近［６］：

ξ＝犺－犎
 （１）

根据Ｓｔｏｋｅｓ理论，有：

犖 ＝犺－犎 （２）

结合式（１）、式（２）可得
［６］：

犖－ξ＝犎

－犎 ≈

Δ犵犅犎

γ
（３）

　　在 ＷＧＳ８４坐标下，犘（φ狆，λ狆）位置上的大地

水准面起伏犖 为
［６，７］：

犖（φ狆，λ狆）＝犖ＧＭ（φ狆，λ狆）＋犖犜（φ狆，λ狆）＋

犖ＲＥＳ（φ狆，λ狆） （４）

式中，犖ＧＭ是由地球重力场模型ＥＧＭ９６计算至

３６０阶所得到的长波大地水准面起伏，即
［６，７］

犖ＧＭ（φ狆，λ狆）＝
ＧＭ

狉γ∑
ｍａｘ

狀－２

（犪
狉
）狀∑

狀

犿－０

（犆狀犿ｃｏｓ犿λ狆＋

犛狀犿ｓｉｎ犿λ狆）犘狀犿（ｓｉｎφ狆） （５）

犖犜为地形改正的间接影响
［８］：

犖犜（φ狆，λ狆）＝－
π犌ρ
γ
犺２狆－

犌ρ
６γ

犈

犺３－犺
３
狆

狉３
ｄ狓ｄ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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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犌ρ
４０γ

犈

犺５－犺
２
狆

狉５
ｄ狓ｄ狔＋… （６）

　　犖ＲＥＳ（φ狆，λ狆）为剩余空间异常计算出来的剩

余高程异常［６，７］：

犖ＲＥＳ（φ狆，λ狆）＝
犚
４πγ

犈

δ犵（φ狆，λ狆）·

犛（φ狆，λ狆，φ，λ）ｃｏｓφｄφｄλ （７）

δ犵（φ狆，λ狆）＝Δ犵犉犃（φ狆，λ狆）－

Δ犵ＧＭ（φ狆，λ狆）＋犜犆（φ狆，λ狆） （８）

犜犆（φ狆，λ狆）为地形改正部分，经计算可得
［９１１］：

犜犆（犻，犼）＝－ＧＭ·


犈
∫

犺狓狔

犺犻犼

ρ（狓，狔，狕）（犺犻犼－狕）

狉３（（狓犻－狓），（狔犼－狔），（犺犻犼－狕））
ｄ狓ｄ狔ｄ狕

（９）

式中，犺犻犼为计算点高程；ρ（狓，狔，狕）为流动点的地

壳密度；狉（狓，狔，狕）＝ 狓２＋狔
２＋狕槡

２。则有：

犖ＲＥＳ（φ狆，λ狆）＝
犚
４πγ

犈

（Δ犵犉犃 －Δ犵ＧＭ＋犜犆）·

犛（φ狆，λ狆，φ，λ）ｃｏｓφｄφｄλ＝犳（Δ犵犉犃（φ狆，λ狆））－

犳（Δ犵犌犕（φ狆，λ狆））＋犳（犜犆（φ狆，λ狆）） （１０）

式中，犳为Ｓｔｏｋｅｓ算子。

因此，根据式（２）～式（４）和式（１０）可以求得

ＷＧＳ８４下计算点犘（φ狆，λ狆）上的高程异常：

ξ（φ狆，λ狆）＝犖ＧＭ（φ狆，λ狆）＋犖ＲＥＳ（φ狆，λ狆）＋

犖犜（φ狆，λ狆）－
Δ犵犅（φ狆，λ狆）犎

γ
＝犖ＧＭ（φ狆，λ狆）－

犳（Δ犵ＧＭ（φ狆，λ狆））＋犳（犜犆（φ狆，λ狆））＋犖犜（φ狆，λ狆）

＋犳（Δ犵犉犃（φ狆，λ狆））－
Δ犵犅（φ狆，λ狆）犎

γ
（１１）

　　由式（１１）可以看出，只有最后两项与局部的

实测重力信息有关。考虑到Δ犵犉犃在通常情况下

与高程信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６］以及Ｓｔｏｋｅｓ核

函数的紧支撑滤波器的作用［１２］，因此，在局部实

测重力数据缺失的情况下，可以建立以下高程异

常逼近的近似映射形式：

ξＧｅｏｉｄ（犖ＧＭ，犳（Δ犵ＧＭ），犳（犜犆），

犖犜，犎，φ狆，λ狆） （１２）

即高程异常ξ与犖ＧＭ、犳（Δ犵ＧＭ）、犳（犜犆），犖犜、犎、

φ狆、λ狆这７个量密切相关。

２　犅犘神经网络的高程异常逼近

神经网络方法是基于模仿人类大脑的结构和

功能的一种新型信息处理算法，ＢＰ神经网络是神

经网络算法的一种，由Ｒｕｍｅｌｈａｒｔ等于１９８６年创

立，它是基于误差方向传播算法的多层前馈神经

网络［１３］，采用最小均方差的学习方式，是目前工

程上使用最广泛的网络。

对于ＢＰ神经网络来讲，一般分为输入转换

层、输入层、隐含层、输出层和输出转换层等５层。

由于各种输入信息在数量级上不尽相同，一般都

要对它们进行归一化，即按一定规则映射到无量

纲的［０，１］或者［－１，１］之间
［１３］，这是输入转换层

的作用，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为神经网络结构

的主体，输出转换层则是将计算得出的结果再映

射回有量纲的真实值，得到真实的高程异常，这种

网络结构图的数学计算步骤如下。

１）对犖ＧＭ、犳（Δ犵ＧＭ）、犳（犜犆）、犖犜、犎、φ狆、λ狆

等７种数据进行归一化，转换成学习样本，即图中

对应的输入转换层。

２）按照以下过程对学习样本进行训练。对

于输入层的每个节点，节点的输出与输入相同，对

于隐含层和输出层的每个节点犼，其网络的输入

值ｎｅｔ狆犼和输出值犗狆犻为
［４５，１３］：

ｎｅｔ狆犼 ＝∑
狀

犻＝１

犠犼犻犗狆犻 （１３）

犗狆犼 ＝犳（ｎｅｔ狆犼） （１４）

犳（狓）＝
１

１＋ｅ
－狓

（１５）

　　如果定义网络的期望输出狔犽与实际输出犮犽，

则在狆个学习样本的情况下网络的最终目标函

数取值最小［４５，１３］：

犈犻＝
１

２∑
狆

犽＝１

（狔犽－犮犽）
２
＝ｍｉｎ （１６）

　　３）若满足给定的目标函数取值最小要求，则

转入工作阶段，用训练好的网络对未参加拟合的

位置点进行ＧＰＳ高程工作检核，得出精度结果。

３　数值实验及分析

按照（似）大地水准面ＢＰ网络算法，选用某

地区９１个精度优于２ｃｍ 的 ＧＰＳ水准数据和

１ｋｍ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作为模拟计算的原

始数据。该地区大地高数据最大值为９６０．３４５

ｍ，最小值为－２９．１００ｍ，平均值为５１．１９１ｍ，属

于具有一定起伏的非平坦地区，面积约１１８００

ｋｍ２。按照图１将９１个 ＧＰＳ水准点分为两类。

由于犖ＧＭ、犳（Δ犵ＧＭ）、犳（犜犆）、犖犜、犎 等神经网络

输入量都是以格网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先将这

些输入量内插到９１个ＧＰＳ水准点位置上，得到

水准点上的取值，其内插方法一般采用Ｓｈｅｐａｒｄ

内插法，参与内插的格网点个数为一般为１０个左

１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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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训练集和工作集位置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ｅｔａｎｄＷｏｒｋ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Ｍａｐ

右［１４］。然后将９１个ＧＰＳ水准点当中的６８个作

为参与拟合点（图２），在神经网络逼近计算中，即

为训练集，其统计信息如表１所示。另外，２３个

点为未参与拟合的检核点，即神经网络计算中的

工作集。

运用ＢＰ网络结构转换ＧＰＳ高程，分为输入

转换层、输入层、隐含层、输出层、输出转换层等。

其中输入转换层和输入层按照式（１２）所表述的映

射关系取７个单元，分别为犖ＧＭ、犳（Δ犵ＧＭ）、犳（犜犆）、

犖犜、犎、φ狆、λ狆及其对应的无量纲量；引用通常做法，

隐含层取１５
［４］；输出层和输出转换层取１，为高

程异常ξ和其对应的无量纲量。在训练过程中，

表１　训练集各成分统计信息／ｍ

Ｔａｂ．１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ｅｔ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输入量 犖ＧＭ 犳（Δ犵ＧＭ） 犳（犜犆） 犖犜 犎 犖

最大值 －０．１３６０ －０．０９５０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０５０ ３１３．９９７０ －０．１７１０

最小值 －４．４６６０ －０．２５１０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３２６ －１．９８２０ －４．５７５０

平均值 －２．４３９９ －０．１９４０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００９ ４０．１９５０ －２．５９０４

表２　工作集各成分统计信息／ｍ

Ｔａｂ．２　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ｅｔ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ｖｓ

输入量 犖ＧＭ 犳（Δ犵ＧＭ） 犳（犜犆） 犖犜 犎 犖

最大值 －０．９０２０ －０．１１５０ ０．０４３０ ０．００３６ １２４．４０１８ －１．００００

最小值 －３．８９００ －０．２５０８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２２６ －０．２３００ －３．９６７０

平均值 －２．５９６９ －０．２０４２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００６ ３５．７８９８ －２．７３７３

以训练周期作为控制参数，分别进行训练周期为

５０００次、１００００次、１５０００次、２００００次、２５０００

次、３００００次、５００００次和１０００００次不同的实

验。为了避免训练过程受到初始权值的影响而达

不到全局最优，对于选定的每种训练周期实验都

重复多次，并将每次重复实验的初始权值设为随

机值，然后求出每种训练周期下重复实验统计信

息的平均值，其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训练集和工作集残差统计信息／ｍ

Ｔａｂ．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ｅｔ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ｅｔ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训练周期
训练集 工作集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中误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中误差

５０００ ０．１７４０ －０．１０８２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４２１ ０．０８２１ －０．０７４７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３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４７０ －０．０８１３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７０９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３２６

１５０００ ０．０８３８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４８１ －０．１３２１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４０５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２００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６５０ －０．１００４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３５８

２５０００ ０．０６７５ －０．０５１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５７３ －０．１１１０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３７２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６１４ －０．０５７６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２３９ ０．０５７１ －０．１０９６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３７５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５４８ －０．０４２５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８１５ －０．１１３０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３７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９４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８６９ －０．１１４５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３７７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随着训练周期的不断加

大，其精度有不断提高的整体趋势，但是其精度提

高的幅度却越来越小，训练周期从５００００次到

１０００００次的精度结果变化不大。本文也使用了

杨明清等１９９９年所提出的只用坐标作为网络输

入量的原始方法进行试算，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条

件下，当训练周期为５００００次时，其训练集的中

误差为０．０５９４ｍ，工作集为０．０３９６ｍ，而最大

误差则为０．２４１０ｍ。与本文所提的方法相比，

其精度结果明显较差，在其他训练周期下，绝大部

分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精度差距明显的结论。本

文所采用的高程异常近似逼近关系中包含了长波

信息和地形改正等具有物理意义的相关量，这些

都对ＧＰＳ水准高程转换精度的提高起到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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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因此，如表３的试算结果所示，利用该神经

网络逼近关系在具有一定起伏的非平坦区域得到

了接近于ｃｍ级的精度结果。

该方法必须将神经网络技术与ＥＧＭ９６重力

场模型、地形改正模型相结合来进行ＧＰＳ水准高

程转换，因此，其适用条件是该计算区域必须有长

波重力场模型数据、ＤＴＭ 地形数据以及基本的

水准数据。该方法是对原有的神经网络方法［４，５］

的改进，使其应用范围更广，不仅在平坦地区，而

且在地形起伏变化较大的丘陵地区也可以得到应

用，能够取得较高的精度结果。因为该方法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克服重力信息缺失，因此，从节约成

本的角度，其具有一定的实际参考价值。需要指

出的是，神经网络技术也有自身的缺陷，如其精度

受到初始权值的影响较大等；用ＢＰ神经网络转

换ＧＰＳ水准高程，其精度也受到ＧＰＳ水准点分

布状况的影响等，这些尚需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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