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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犜犈犚犆犗犕算法的重力匹配

闫　利１　崔晨风１　吴华玲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研究了利用地形轮廓匹配（ＴＥＲＣＯＭ）算法进行重力匹配辅助导航，分析了ＴＥＲＣＯＭ 算法对不同重

力场分布区域的适应性。模拟试验证明，ＴＥＲＣＯＭ算法简单易行，当重力场粗糙度达到３．７ｍＧａｌ时，重力测

量误差超过３ｍＧａｌ，定位误差也在１个格网单位以内，粗糙度和坡度方差与匹配定位精度的强相关性是选取

匹配区域的较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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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下潜器长时间隐蔽航行依赖于自主水下定

位手段，通常采用惯性导航系统作为水下定位的

主要设备。由于惯导的位置误差会随时间累积，

长时间航行时，需要进行重调和校正才能保证载

体的定位精度。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发

展组合导航，借助大地测量的技术成果，利用地球

物理特征的无源导航理论和方法校正惯导的累积

误差。重力测量不需要接收外部或向外部辐射信

息，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潜器导航的隐蔽性和自主

性，是严格意义上的无源导航。地球重力场比较

稳定，利用卫星等手段可以获得全球重力场信息，

因此，重力匹配辅助导航是值得研究的方法［１，２］。

目前，应用于重力辅助导航的算法有反复接

近最近等值线点算法（ＩＣＣＰ算法）和基于扩展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３］的桑迪亚算法，前者只具有局部最

优性，而后者当误差较大时容易发散。地形轮廓

匹配（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ＥＲＣＯＭ）是一

种基于高程相关的地形辅助导航技术，具有自主、

可靠、隐蔽和全天候的特性，在变化剧烈的区域具

有较好的导航性能。本文将ＴＥＲＣＯＭ 算法应用

于重力匹配，分析了ＴＥＲＣＯＭ 算法对不同重力

场分布区域的适应性，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１　原　理

ＴＥＲＣＯＭ 算法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地球上

不同位置的重力值通常是不同的，对于海面上任

意位置的地理坐标，都可以根据其周围重力场的

等值线或重力场分布单值进行确定［４］。水下重力

辅助导航就是当潜器沿着某一方向在某一海域航

行时，惯导误差随时间累积，指示位置偏离了真实

的位置。在匹配区域中，测量若干重力值，由惯导

系统的位置信息和误差信息在已有的数字重力图

上确定搜索区域，将重力值序列和相关区域按一

定的算法作相关分析，所得的相关极值点对应的

位置就是潜器的航行位置，进而修正主导航系统

的导航参数。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ＴＥＲＣＯＭ算法原理框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ＥＲＣＯＭ

２　算法分析

ＴＥＲＣＯＭ 算法采用的是相关处理技术，其

作用是在存储重力图中找出一条路径，这条路径

平行于导航系统指示的路径，并且最接近于航行

路径。ＴＥＲＣＯＭ算法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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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实测重力剖面

潜器航行时，深度仪和重力仪按一定间隔采集

潜器的深度和重力值，经过深度改正获得对应海面

上的重力值序列。匹配长度是ＴＥＲＣＯＭ算法每

次匹配所用的航行路径段的长度，它是ＴＥＲＣＯＭ

算法的一个重要参数。匹配长度要选得足够长，实

测重力剖面的特征才会明显。同时，匹配长度又要

选得足够短，以便使各次定位之间的漂移保持最

小。一般匹配长度与重力相关长度之比至少应等

于４，在高噪声环境下最好接近ｌ００。

２）从重力图中提取重力剖面

获得实测重力剖面后，以惯导系统估算的位

置为中心确定出一个选定大小的格网化区域，区

域的大小根据惯导系统的士３σ误差的幅度而定，

以确保潜器的真实位置位于该区域之内。

由于基准图是二维的，因此，需要确定在基准

图中与实时图的位置形状对应的一系列相互平行

的剖面。对于从二维重力图中提取一维重力剖

面，已知航线的方向和采样的点数，求各个采样点

的相对位置关系，本文采用计算机图形学中的数

值微分法［５］。

如图２所示，由航行方向可以求出航线的斜

率犽：

狔犻＋１ ＝犽狓犻＋１＋犅＝狔犻＋犽Δ狓 （１）

取Δ狓＝１，有狔犻＋１＝狔犻＋犽，采样点的坐标为（狓，

ｒｏｕｎｄ（狔＋０．５））。上面的情形只适用于｜犽｜≤１

的情况；对于｜犽｜＞１的情况，只需交换狓、狔即可，

公式类似。

图２　数值微分法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３）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就是确定一种性能指标，用以检验

从重力图中提取的各重力剖面与实测重力剖面的

相关程度。有三种算法可作为性能指标，即归一

化积相关算法 （ＮＰＣ）、平均绝对差算法（ＭＡＤ）

和均方差算法（ＭＳＤ），它们的离散形式定义为：

犑ＮＰＣ（Δ犲，Δ狀）＝

　∑
狀

犻＝１

犵狉（犻）犵犿（犻）／［∑
犖

犻＝１

犵
２
狉］
１／２［∑

犖

犻＝１

犵
２
犿］
１／２ （２）

犑ＭＡＤ（Δ犲，Δ狀）＝
１

狀∑
狀

犻＝１

狘犵狉（犻）－犵犿（犻）狘（３）

犑ＭＳＤ（Δ犲，Δ狀）＝
１

狀∑
狀

犻＝１

犵狉（犻）－犵犿（犻［ ］）２ （４）

式中，犵狉为实测重力数据；犵犿为数字重力图存储

数据；狀为实测重力序列长度；Δ犲、Δ狀为犲、狀方向

的偏移量。最优的匹配路径就是要使犑ＮＰＣ最大，

犑ＭＡＤ和犑ＭＳＤ最小。经过算法精度分析，三种性能

指标中，犑ＮＰＣ精度最低，而犑ＭＡＤ在信噪比较低的

情况下精度要高一些，在信噪比较大的条件下，

犑ＭＳＤ精度较高，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ＭＡＤ和 ＭＳＤ算法精度的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ＤａｎｄＭＳＤ

对应于搜索区域的每个格网，均可求得一个

相关测度值，其中，相关测度极值对应的格网位置

即为相关定位，又称最佳匹配位置。在这种条件

下，匹配定位精度只可以达到像素级。为了实现子

像素精度的定位，在匹配定位中，采用相关系数拟

合曲线求极值的办法提高精度。为了提高精度，同

时保证极值点的可靠性，试验中采用在犡、犢 方向

上分别取３个相邻的相关系数拟合抛物线，求极

值，取得了较好的结果［６］。抛物线方程式为：

犳（狊）＝犃＋犅狊＋犆狊
２ （５）

设ρ犻－１、ρ犻、ρ犻＋１为相邻３个像元的相关系数，其极

值点为：

犽＝犻－ ρ犻＋１－ρ犻－１
２（ρ犻＋１－２ρ犻＋狆犻－１）

（６）

　　４）修正导航系统

获得相关定位后，即可对导航系统进行修正，

其方法是重新把导航系统的位置指示修正到相关

定位点。重力辅助导航就是在惯性导航系统运行

一段时间后，再用重力匹配系统进行定位，修正惯

性导航的误差。

３　重力场适应性分析

　　在 ＴＥＲＣＯＭ 辅助导航中，匹配区域的重力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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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特征参数是影响定位精度和匹配概率的重要

因素。常用的重力场参数主要包括重力场方差、

粗糙度、坡度方差和重力场的信息熵等［７］。其中，

重力场方差、坡度方差、粗糙度、信息熵越大，则重

力场信息越丰富，越有利于重力匹配［８］。由于变

化剧烈的区域的重力场特征参数比较明显，常被

ＴＥＲＣＯＭ 系统选作适配区域。设某块规则网格

重力图的大小为 犕×犖，间距为犇，犵（犻，犼）为点

（犻，犼）的重力值，犻＝１，２，…，犕，犼＝１，２，…，犖，则

重力场均值为：

犈（犿，狀）＝
１

犕犖∑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犵（犻，犼） （７）

重力场方差为：

σ
２
犜（犿，狀）＝

１

犕犖∑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犵（犻，犼）－犈（犿，狀）］
２

（８）

重力场绝对值粗糙度为：

犚犡（犿，狀）＝

　
１

（犕－１）犖∑
犕－１

犻＝１
∑
犖

犼＝１

犵（犻，犼）－犵（犻＋１，犼）　（９）

犚犢（犿，狀）＝

　
１

犕（犖－１）∑
犕

犻＝１
∑
犖－１

犼＝１

犵（犻，犼）－犵（犻，犼＋１）

（１０）

犚（犿，狀）＝ ［犚犡（犿，狀）＋犚犢（犿，狀）］／２（１１）

重力场坡度为：

犛犡（犻，犼）＝ ［犵（犻＋１，犼＋１）＋２犵（犻＋１，犼）＋

犵（犻＋１，犼－１）－犵（犻－１，犼＋１）－

２犵（犻－１，犼）－犵（犻－１，犼－１）］／８犇 （１２）

犛犢（犻，犼）＝ ［犵（犻＋１，犼＋１）＋２犵（犻，犼＋１）＋

犵（犻－１，犼＋１）－犵（犻＋１，犼－１）－

２犵（犻，犼－１）－犵（犻－１，犼－１）］／８犇 （１３）

犛（犻，犼）＝ ［犛犡（犻，犼）
２
＋犛犢（犻，犼）

２］
１
２ （１４）

平均坡度和坡度方差为：

犈（犛）＝
１

犕犖∑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犛（犻，犼） （１５）

σ
２
犛（犿，狀）＝

１

犕犖∑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犛（犻，犼）－犈（犛）］
２
　（１６）

重力场的`信息熵为：

犌＝－∑
犕

犻＝１

狆（犻）ｌｇ狆（犻） （１７）

其中，狆（犻）＝｜犵（犻）｜／∑
犕

犻＝１
｜犵（犻）｜。

重力适配区域的选择常常与潜器的航迹规划

结合进行，主要有三个步骤：① 根据重力场变化

的剧烈程度来进行粗选；② 计算重力场有关的特

征参数，进行精选；③ 设置定位精度、捕获概率等

参数，通过适当的模拟仿真，进行最后的选择。常

用的算法都是基于重力场的统计模型进行分析

的，如重力场标准差、粗糙度、系统总噪声标准差

综合选择法、重力场坡度标准差选择法、重力场信

息分析法［９］，还有基于航迹规划的代价函数最优

化选择法［１０］等。

４　试　验

本文选取五块不同的重力场区域计算它们的

特征参数，并利用 ＭＳＤ匹配测度对它们进行模

拟匹配。模拟数据是在真实数据上加上随机误

差。由于随机数的产生是随机的，为了保证结果

的准确性，点位误差是进行１０００次试验的平均

点位误差，匹配长度为１０格网单元。试验结果如

图４所示。

图４　不同区域匹配的匹配误差与噪声误差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ＮｏｉｓｅＥｒｒｏｒ

表１　不同区域特征参数与抵抗的最大误差的关系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ｍｉｔＥｒｒｏｒ

编号 方差／ｍＧａｌ２ 粗糙度／ｍＧａｌ 地形熵 坡度方差／ｍＧａｌ２ 抵抗的最大误差／ｍＧａｌ

１ ５．２３９１９９ ０．６０５３１７ １３．７９８５２５ ０．４７６６２８ ０．７

２ １３．４９９２４３ ０．８４１５３９ １３．６７１８８４ ０．９１７７９１ １．０

３ ３０．１４６４６８ １．８３２８８６ １３．４８３５９３ １．６１７５０３ ２．１

４ ５７．０８４５８５ １．７２４７０５ １３．６８２０３８ １．６４０３４２ １．７

５ １４７．９４４２７６ ３．７３６４２５ １３．４６９４４９ ３．６１２０２０ ３．３

　　　　　　　　　注：抵抗的最大误差就是当点位误差超过１个像元时噪声的中误差。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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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４和表１可以看出，粗糙度和坡度方差

能较好地反映匹配算法对匹配区域的适应性，粗

糙度和坡度方差越大，匹配的可靠性就越高，匹配

的精度就越高，因而坡度方差与匹配精度的相关

性较强，而重力场信息熵与匹配精度的相关性最

弱。这是因为方差和信息熵都是统计指标，它们

没有考虑相邻元素之间的关系。在相同的方差和

信息熵的条件下，重力场的分布可以有很大的不

同。而粗糙度和坡度方差充分考虑了相邻元素的

关系，因而它们与匹配精度的相关性较强。匹配

中，导航区域可以以粗糙度、坡度方差进行选择。

５　结　语

从分析和试验中可以看出，ＴＥＲＣＯＭ 算法

不需要初始位置，当重力场粗糙度达到３．７ｍＧａｌ

（５号区域）时，重力测量误差超过３ｍＧａｌ，定位误

差也在１个像元以内，在重力场特征丰富、搜索范

围足够大时，即使误差较大，也可以实现精确的匹

配。一般情况下，导航精度达到５００ｍ就可以满足

水下导航的要求，如果单独利用ＴＥＲＣＯＭ算法，

重力图的分辨率最好达到３０″×３０″，如果仅仅利用

ＴＥＲＣＯＭ算法进行粗匹配，１′×１′的数据甚至２′×

２′的数据都可以满足要求。但是，相关算法要在获

得一条重力值序列后才能进行，实时性较差，而且

有可能发生虚定位的问题。如何避免虚定位，实

现实时、连续、快速的导航，寻找环境适应性强的

最优估计算法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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