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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限制重力似大地水准面拟合到ＧＰＳ／水准似大地水准面上的模型代表性误差，提出了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正

则化ＢＰ神经网络拟合两类似大地水准面的新方法。利用某区域的重力似大地水准面模型和 ＧＰＳ／水准数

据，将新方法与传统的曲面拟合法进行比较。在较大区域和两类似大地水准面差别不规则的情况下，Ｂａｙｅｓ

ｉａｎ正则化ＢＰ神经网络有效地减少了拟合模型的代表性误差，而且通过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正则化算法对网络权值进

行限制，抑制了过拟合现象。新方法提高了两面拟合结果的内、外符合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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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组合法确定高精度、高分辨率（似）大地水

准面的过程中，是将利用重力数据计算得到的高

分辨率重力似大地水准面拟合到高精度但分辨率

较低的以 ＧＰＳ／水准点为控制的似大地水准面

上，形成可应用模型［１］。根据国内外两类似大地

水准面拟合的经验，一般采用曲面函数作为拟合

函数［２５］。由于两类似大地水准面差的误差成分

比较复杂，规则曲面函数与两类似大地水准面差

的不规则性之间存在差异，利用曲面函数拟合两

类似大地水准面不可避免地会引入模型代表性误

差。本文提出利用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正则化ＢＰ神经网络

进行两类似大地水准面拟合，在提高拟合结果精

度的同时提高了结果的泛化能力。在选定的研究

区域将新方法和传统的曲面拟合方法的拟合结果

进行了比较。

１　基本方法

神经网络在本质上可看作函数逼近器，ＢＰ神

经网络能有效地减少模型误差［６８］。常用的ＢＰ

神经网络包括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３层结构。

本文研究中，隐含层中使用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输出层

中使用ｐｕｒｅｌｉｎｅ函数。因为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标准输

入、输出限定为［０，１］，所以在网络中增加了输入

（出）转换层。本文将学习集的ＧＰＳ／水准点的大

地坐标和高程异常转化到［０．２，０．８］中，以避开网

络输出的饱和区。

１．１　犅犪狔犲狊犻犪狀正则化犅犘神经网络性能指数与

算法

ＢＰ网络一般采用网络的均方误差作为性能

指数：

犈犇 ＝
１

狀 ∑
狀

狆＝１

（狋狆－犪狆）
２ （１）

式中，狀为训练值总数；狋狆 是第狆组训练的期望输

出值；犪狆 是第狆组训练的实际输出值。在Ｂａｙｅｓ

ｉａｎ正则化方法中引入了修正函数，网络训练性能

指数变为：

犉（狑）＝α·犈狑 ＝β·犈犇 （２）

式中，犈狑＝
１

狀∑
犿

犼＝１

狑２犼 为网络所有权值的均方根

（犿为网络权值的总个数）；α和β为正则化系数，

其大小影响网络的训练效果。若αβ，则训练算

法倾向使网络误差较小，容易使网络出现过拟合

现象；若αβ，则训练强调权值的减小，使网络的

输出更加平滑，从而增强网络的泛化性能，但使得

网络有效权值尽可能地少，自动缩小了网络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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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导致网络欠拟合。

常规的正则化方法很难确定α和β的大小，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正则化方法在网络训练中自适应地调节

α和β，将网络权值视为随机变量，认为训练数据

集与权值的先验概率服从高斯分布。按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准则，由最大后验概率等价于最小正则化目标函

数犉（狑），目标函数犉（狑）最小点处α和β的优化

解为［９，１０］：

α＝
γ

２犈狑（狑）
，β＝

犿－γ
２犈犇（狑）

（３）

式中，γ表示训练样本集确定的网络参数的有效

个数；犿为网络中总的连接权个数。

１．２　基于犅犪狔犲狊犻犪狀正则化犅犘神经网络拟合两

类似大地水准面的方法

１）利用重力似大地水准面模型内插ＧＰＳ／水

准点模型高程异常ζ１，从ＧＰＳ／水准点实测高程

异常ζ２ 中减去ζ１ 组成不符值序列Δζ。由于高程

异常与点位的平面位置密切相关，而与点位的高

程相关性不大，将输入层元素取为点位的大地坐

标（犅，犔），输出层元素取为高程异常差Δζ，利用

所有控制点的信息组成学习集样本：

（犅犻，犔犻；Δζ犻）（犻＝１，２，…，狀）

　　２）构造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正则化ＢＰ神经网络模型，

设定初始α和β以及网络初始权值，利用给定学

习集样本对网络进行训练，得到性能指数犉（狑）

的极小点，然后按式（３）更新α和β，再对网络进

行训练，反复迭代直至收敛。训练结束后必须核

对有效权值个数，若γ接近于犿，表明网络规模不

够大，需要增加隐含层的神经元数，而当网络超过

一定的规模后，γ一般趋于一个稳定的数值。

３）用训练好的神经网络参数求重力似大地

水准面规则格网上的高程异常改正数Δζ。重力

似大地水准面格网上的高程异常加上高程异常改

正数Δζ，将重力似大地水准面拟合到ＧＰＳ／水准

似大地水准面上。

２　数据资料

２．１　区域重力似大地水准面

选用经度１１５．０°～１２０．０°、纬度３５．０°～

３８．０°为研究区域，区域内重力似大地水准面采用

移去恢复法计算，高程异常分为两部分：① 由重

力场模型（选用ＩＧＧ０５Ｂ模型）计算的模型高程异

常；② 由地面观测重力异常移去ＩＧＧ０５Ｂ模型重

力异常和局部地形改正得到的残差Ｆａｙｅ异常。

取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级数的一阶项近似等于重力局部

地形改正，将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级数的零阶项与一阶

项合并，按Ｓｔｏｋｅｓ公式计算残差高程异常 Δζ，并

顾及Ｆａｙｅ异常代替严格一阶项应加的３个改正

项严密表达式，计算公式为［１１，１２］：

Δζ＝
犚
４π珔γ

σ

（δΔ犵δ犵犜犆）犛（φ）ｄσ－

犺犃Δ犵犃

γ
＋
π犌ρ犺

２
犃

γ
－
π犌ρ
γ
δ犺

２
犃 （４）

式中，犚为地球平均半径；珔γ为正常重力均值；δΔ犵

为残差空间异常；δ犵犜犆为局部地形改正；φ为计算

点和流动点之间的角距；犛（φ）为Ｓｔｏｋｅｓ函数；ｄσ

是单位球面上的面元；犺犃、Δ犵犃 分别为计算点的

高程（由ＤＥＭ数据得到）和空间异常；ρ为地壳密

度，一般取２．６７ｇ／ｃｍ
３；δ犺

２
犃 为全球地形高平方

犺２ 的球谐展开零阶和一阶项之和。模型高程异

常ξ犕 与残差高程异常Δξ之和即为恢复后的高程

异常，这样，就得到了重力似大地水准面格网数值

模型。

２．２　犌犘犛／水准点

共收集到区域内ＧＰＳ／水准点７９个，选用其

中的６３个作为 ＧＰＳ／水准似大地水准面的控制

点进行两面拟合，其余１６个作为外符合精度的检

核点。１６个外符合精度的检核点在ＧＰＳ／水准点

较为密集处选取，尽量做到使剩余的６３个ＧＰＳ／

水准似大地水准面的控制点在区域内均匀分布。

区域内ＧＰＳ／水准点分布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ＧＰＳ／水准点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３　两类似大地水准面拟合结果比较

３．１　不同方法计算的两类似大地水准面差等值

线比较

本文研究区域较大，两类似大地水准面在区

域内的差别比较复杂，而且两面差是不规则的。

选取区域内６３个 ＧＰＳ／水准控制点上实测高程

异常和重力似大地水准面内插高程异常之差作为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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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值”，分别用三次曲面和四次曲面函数计算

区域内重力似大地水准面规则格网的高程异常

差，加到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上，得到与高程基准一

致的区域似大地水准面。

利用６３个高程异常控制点大地坐标和高程

异常差构成学习集样本，分别选用２５１、２１０１、

２１５１、２２０１结构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正则化ＢＰ神经网络

进行训练，用训练好的网络计算区域内规则格网

的高程异常差，加到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上，形成该

区域似大地水准面模型结果。研究区域内由控制

点表现的两类似大地水准面差和分别利用３种拟

合方法计算得到的２．５′×２．５′规则格网两类似大

地水准面差等值线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以规则的曲面函数拟合

格网点的两类似大地水准面差，拟合结果表现出

一定的规则性，与区域内 ＧＰＳ／水准点表现的两

面差等值线差异较大。利用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正则化ＢＰ

神经网络方法拟合计算得到的规则格网的两面差

等值线与ＧＰＳ／水准点表现的两面差等值线趋势

性更加接近，说明ＢＰ神经网络方法有更好的拟

合结果，而且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正则化算法也顾及了拟合

结果的平滑性。

３．２　不同方法拟合的似大地水准面精度比较

将３种拟合方法计算的规则格网的高程异常

差，加到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上，将拟合后的区域似

大地水准面模型结果计算的正常高与水准实测高

程进行比较，对两者的差值进行统计，６３个参加

两类似大地水准面拟合的ＧＰＳ／水准控制点的比

较结果作为内符合精度的检验，１６个点没有参加

似大地水准面的构建，比较结果作为外符合精度

的检验，精度评定的表达式为：

犿＝±
［ΔΔ］

槡狀 （５）

式中，Δ为由似大地水准面模型计算的高程异常

和ＧＰＳ／水准点实测高程异常之差；狀为用于检核

ＧＰＳ／水准点的个数，不同方法计算得到的模型结

果的内、外符合精度的统计结果见表１、表２。

从表中的数据来看，对于比较大的研究区域，

在高程异常控制点较多、两类似大地水准面的差

别表现出不规则性而且比较复杂的情况下，ＢＰ神

图２　两类似大地水准面差等值线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Ｑｕａｓｉｇｅｏｉ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ｏｌｉｎｅｓ

经网络方法明显地提高了拟合结果的精度，隐含

层不同神经单元个数拟合结果的内、外符合精度

均较曲面拟合方法有较大提高，说明ＢＰ神经网

络方法有效地减少了拟合模型的代表性误差。在

隐含层多于１５个神经元的情况下，拟合结果的内

符合精度基本稳定在０．０６５～０．０７０ｍ，外符合精

度稳定在０．１１０～０．１１５ｍ，这是因为包含６３个

ＧＰＳ／水准点的学习集与包含６１个可变参数的

表１　曲面拟合结果的精度统计与比较／ｍ

Ｔａｂ．１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ｍ

拟合方法 比较项目 检核点个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三次曲面 内符合精度 ６３ ０．５２４ －０．４６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４

外符合精度 １６ ０．４９６ －０．４７２ －０．０４１ ±０．２３４

四次曲面 内符合精度 ６３ ０．３８６ －０．４３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７６

外符合精度 １６ ０．３４１ －０．３２３ －０．０１５ ±０．１８７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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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神经网络拟合结果精度统计与比较／ｍ

Ｔａｂ．２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ｍ

拟合方法 比较项目 检核点个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２５１结构ＢＰ神经 内符合精度 ６３ ０．３４４ －０．３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２

网络 外符合精度 １６ ０．１９８ －０．２３５ －０．０１４ ±０．１２６

２１０１结构ＢＰ神 内符合精度 ６３ ０．１６９ －０．１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５

经网络 外符合精度 １６ ０．１３５ －０．１８０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８

２１５１结构ＢＰ神 内符合精度 ６３ ０．１３９ －０．１６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８

经网络 外符合精度 １６ ０．１０７ －０．２４０ －０．０３３ ±０．１１５

２２０１结构ＢＰ神 内符合精度 ６３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５

经网络 外符合精度 １６ ０．１４４ －０．２００ －０．０２５ ±０．１１３

２１５１结构神经网络相适应。在隐含层神经单元

数过多的情况下，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正则化方法可以有效

地剪除多余连接权。隐含层多于１５个神经元的

网络训练结果的精度基本没有变化，这也说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正则化ＢＰ神经网络方法可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网络结构，限制过拟合现象，同时提高了网

络的精度和泛化能力。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较小区域内，高程异常控

制点较少、两类似大地水准面之差表现比较平缓

的情况下，神经网络方法和曲面拟合方法都可得

到较好的结果。

４　结　语

将重力似大地水准面拟合到ＧＰＳ／水准似大

地水准面上，传统的曲面拟合方法是常用的数学

方法，但该模型是人为构造出来的规则曲面，与不

规则的真实似大地水准面之间存在数学模型的差

异，拟合过程中引入模型代表性误差，但曲面拟合

法计算简单，若已知数据点中含有粗差，可利用抗

差估计和模型优化减少粗差对结果的影响。

ＢＰ神经网络方法能减少数学模型的误差，提

高拟合精度。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正则化ＢＰ神经网络通过

对网络权值的限制，可以有效地改善网络结构，从

而限制过拟合，在提高拟合精度的同时提高了泛

化能力。但神经网络存在结果受初始权值和学习

集样本子样次序的影响而不稳定的缺点，且不能

检测学习集样本中的粗差。在实际应用中，应根

据拟合区域似大地水准面变化特点和已知点数据

情况，选择适当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重力似大地

水准面拟合到ＧＰＳ／水准似大地水准面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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