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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滤波地形反演算法的系统方程建模

刘繁明１　钱　东１　郭　静１

（１　哈尔滨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哈尔滨市南通大街１４５号，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利用重力梯度反演局部地形可获取较高的反演精度。传统地形反演算法以大尺度离线反演为主，不

便于算法移植和与其他系统的组合。研究了利用卡尔曼滤波对潜艇周围局部地形进行反演的方法。重点在

地形坡度理论基础上对卡尔曼滤波系统误差方程建模，介绍了详细的推导过程。仿真结果证实了该误差模型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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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重力和地形的相关性可引申出以下两类问

题：① 利用重力或重力梯度数据反演地形［１４］；

② 利用地形数据反过来计算重力梯度
［５６］，以实

现重力梯度测量数据的改正。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

来，利用重力数据反演海底地形已成为获取海洋

水深的重要辅助手段。近几年，地质勘探、科学研

究和军事应用均对重力场测量精度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使得重力梯度测量仪器及其相关技术又成

为研究热点，根据重力梯度反演海底地形也有可

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地形反演曾以大尺度区域反演为主，反演算

法包括统计和解析方法［７］。众所周知，卡尔曼滤

波具备组合多种测量数据、计算简单、能确定算法

自身估计误差的特点。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利用卡尔

曼滤波反演局部地形的方法由美国军方引入重力

辅助 导 航 系 统，但 公 开 文 献 并 未 作 详 细 介

绍［８～１０］。利用卡尔曼滤波反演局部地形，需要建

立地形高度误差的系统模型和量测模型。本文以

地形坡度理论为基础，推导了系统的离散解析模

型，有利于降低反演算法的建模难度。

１　地形反演算法原理

潜艇水下航行时，设其在地理坐标系中的位

置为狉０（狓０，狔０，狕０），根据引力定律，离艇载梯度仪

距离为犚 的质量点狉（狓，狔，狕）对梯度仪的引力

势［７］为：

犞 ＝犌犕
狏

ρ
犚
犱狏＝犌犕

狏

ρ
犚
ｄ狓ｄ狔ｄ狕 （１）

　　重力梯度是重力势的二阶导数，分正常重力

梯度Γ０和扰动重力梯度δΓ两部分。其中，扰动

重力梯度和地形波动的相关性比较明显［１１］。艇

载梯度仪实时测得所处位置的重力梯度值Γ犿，该

值减去正常梯度Γ０后，可得潜艇所在位置处扰动

梯度测量值δΓ犿：

δΓ犿 ＝Γ犿 －Γ０ （２）

式中，Γ０可由参考椭球参数计算。如果梯度仪测

量足够精确，则扰动重力梯度较真实地反映了潜

艇周围局部地形的变化。

在缺乏精确地形数据的海域，潜艇只具有全

球地形模型，这些数据的分辨率目前约几分左右，

通过插值方法提高分辨率，则会将地形高度误差

引入到新的插值点上。卡尔曼滤波反演局部地形

时，利用全球地形模型计算出潜艇所在位置的扰

动重力梯度δΓ犮。由于地形模型数据精度较低，

因此，自然会导致δΓ犿和δΓ犮之间存在差值。滤波

算法即可以此差值作为观测量。

为提高分辨率，先对全球地形模型数据进行

双线性插值得到先验地形，地形反演在插值后的

网格点上进行。滤波算法以９个相邻格点单元为

一个基本移动窗口，如图１所示。选取格点的地

形高度误差作为系统状态δ犺犻（犻＝１，２，…，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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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方程和量测方程的原型可写为［１２］：

δ犺＝犉·δ犺＋狑

δΓ＝犎·δ犺＋｛ 狏
（３）

式中，犺为地形高度变化率；δΓ为系统观测量δΓ

＝δΓ犿－δΓ犮；犉为系统转移矩阵；犎 为量测矩阵；

狑为系统激励噪声；狏为梯度仪量测噪声。

图１　地形反演中的移动窗口

Ｆｉｇ．１　Ｍｏｖｉ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ｉ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由于滤波器选取插值格点的地形高度误差为

系统状态，因此式（３）中的系统模型必须准确反映

地形高度变化率和高度之间的相关性。作为地形

的数学描述，地形相关模型有统计型和解析型两

种，统计模型从概率论角度研究地形形态和结构

特征，而解析方法认为局部地形可用解析函数逼

近［１３］。文献［８］在建立卡尔曼滤波系统模型时，

曾提出采用下面的统计学模型：

犈（犺１，犺２）＝
犞犺

１＋
（犇２犖 ＋犇

２
犈）

犇２槡 犃

（４）

式中，犈（犺１，犺２）为两点地形高度协方差；犞犺为地

形方差；犇犖和犇犈分别为两点的北向和东向距离；

犇犃表示地形相关距离。

统计模型建模虽然通用性强，但有以下缺点：

１）式（３）是两点高度的统计相关模型，而卡

尔曼滤波中要用高度变化率的相关模型，这需要

对式（３）求偏微分并离散化，模型推导复杂。

２）统计模型中一般存在统计变量，如式（３）

中的地形高度方差犞犺 和地形相关距离犇犃，这些

参数在地形未知时根本无法确定。

为避免统计模型建模的缺点，本文利用地形

坡度计算理论，推导了一种地形高度变化率犺和

高度犺的解析模型。

２　地形高度变化率的解析模型

２．１　地形高度变化率定义

在局部范围内，缓和变化的地貌形态可表示

为关于平面位置（狓，狔）的解析函数
［１３］：

犺＝犳（狓，狔） （５）

　　地面某点犛的高度变化率是指特定区域地

形高度的变化比率。在图１所示坐标系下，沿坐

标轴狓方向和狔方向的高度变化率表示为：

犳狓 ＝
犺

狓
，犳狔 ＝

犺

狔
（６）

　　由式（６）知，地形高度变化率实质是一个微分

的概念。狓方向高度变化率是被平行于狓狕平面

所截得曲线的斜率，而狔方向高度变化率则是被

平行于狔狕平面所截得曲线的斜率
［１４］。狓、狔方向

上的高度变化率是地形坡面因子的基本矢量，在

地形建模分析中，更常用它们的模犺／犾，即地形

坡度（ｓｌｏｐｅ）表示地形的高度变化率：

犺

犾
＝

犺

（ ）狓
２

＋
犺

（ ）狔槡
２

（７）

式中，犾为该点的坡度方向。

令犳犾＝
犺

犾
，式（７）简记为：

犳犾 ＝ 犳
２
狓＋犳

２
槡 狔 （８）

２．２　高度变化率计算方法

地形坡度是反映地形自身特性的一个更综合

的指标。从式（８）知，求解犳犾的关键，是求解狓、狔

方向上的高度变化率犳狓和犳狔。以离散地形高度

数据为基础，真实地形在理论上可以用解析函数

不断逼近，通过解析函数求解犳狓和犳狔会容易得

多。但是受到采样数据分布、逼近模型发散的影

响，精确求解这样的解析函数绝非易事，一般只能

通过数值微分或局部曲面拟合方法近似求解地形

高度变化率。自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理论形成

以来，不少学者对地形坡度的算法和精度进行了

大量研究和实验［１５１８］，目前，常用的算法主要有

简单差分、二阶差分、Ｆｒａｍｅ差分、三阶不带权差

分、三阶反距离平方权差分和三阶反距离权差分

方法［１７］。这些算法都采用移动窗口，区别在于参

与计算的网格数和网格权重。简单差分方法只利

用当前计算点前一网格的地形高度，二阶差分采

用与计算点直接相邻的４个网格，Ｆｒａｍｅ差分采

用计算点对角线上的四个网格，后三种则使用与计

算点相邻的全部８个网格。多数研究结果表明，由

于使用了较多的计算单元，后三种算法往往能在相

同ＤＥＭ条件下取得更高的计算精度。本文选择

三阶反距离平方权差分对地形高度变化率进行建

模，该算法以９个相邻格点为一个移动窗口进行计

算，这也是前文为何选取９个离散格点的地形高

度误差作为状态进行估计的原因。

如图１所示，三阶反距离平方权算法使用包

括计算点在内的９个相邻网格，并在计算高度变

０８１１



　第３５卷第１０期 刘繁明等：卡尔曼滤波地形反演算法的系统方程建模

化率时对４个直接邻接网格的权重取２，而４个

角落网格的权重取１。以计算点犺５为例，具体计

算公式为［１２］：

犳５狓 ＝
犺５

狓
＝
犺３－犺１＋２（犺６－犺４）＋犺９－犺（ ）７

８犱

犳５狔 ＝
犺５

狔
＝
犺１－犺７＋２（犺２－犺８）＋犺３－犺（ ）９

８

烅

烄

烆 犱

（９）

式中，犱为格点间距。等式左边是地形高度变化

率，右边是估计点的地形高度，恰好将地形高度变

化率和地形高度联系起来。将式（８）和式（９）联

立，可以推导式（３）中的系统方程。

３　系统方程建模

由式（８）知，犳狓和犳狔的误差都会引起犳犾的计

算误差，依据误差合成公式，对式（８）求偏导数有：

δ犳犾 ＝ （犳
２
狓＋犳

２
狔）
－１／２·（犳狓·δ犳狓＋犳狔·δ犳狔）

（１０）

而邻接单元的高度误差在狓、狔方向引入的高度

变化率计算误差为：

δ犳５狓 ＝
δ犺３－δ犺１＋２（δ犺６－δ犺４）＋δ犺９－δ犺７

８犱

（１１）

δ犳５狔 ＝
δ犺１－δ犺７＋２（δ犺２－δ犺８）＋δ犺３－δ犺９

８犱

（１２）

式中，狓、狔、犾均表示坐标方向。将以上两式代入

方程（１０），可得犺５的地形高度变化率误差方程：

δ犳５犾 ＝ （犳
２
５狓＋犳

２
５狔）

－１／２

·［犳５狓·（δ犺３－δ犺１＋２δ犺６－２δ犺４＋δ犺９－δ犺７）

＋犳５狔·（δ犺１－δ犺７＋２δ犺２－２δ犺８＋δ犺３－δ犺９）］

（１３）

同理，可求出图１中其余８个格点的高度变化率

误差方程。需要注意的是，在求解这９个格点的

误差方程时，只考虑系统状态对其高度变化率的

计算误差，而在窗口之外的格点，则认为和计算点

的高度变化率不相关。例如，在计算犺１时，则只

有犺２、犺４、犺５的高度误差会影响δ犺１犾。

由于每个格点的邻接单元均不同，因此，相应

的狓、狔方向高度变化率也不一样，所有格点的高

度变化率误差方程如下：

δ犳１犾 ＝犪１·［犳１狓·δ犺２－２犳１狔·δ犺４＋（犳１狓－犳１狔）·

　δ犺５］

δ犳２犾 ＝犪２·［－２犳２狓·δ犺１＋犳２狓·δ犺３－（犳２狓＋犳２狔）·

　δ犺４－２犳２狔·δ犺５＋（犳２狓－犳２狔）·δ犺６］

δ犳３犾 ＝犪３·［－２犳３狓·δ犺２－（犳３狓＋犳３狔）·δ犺５－

　２犳３狔·δ犺６］

δ犳４犾 ＝犪４·［２犳４狔·δ犺１＋（犳４狓＋犳４狔）·δ犺２＋犳４狓·

　δ犺５－２犳４狔·δ犺７＋（犳４狓－犳４狔）·δ犺８］

δ犳５犾 ＝犪５·［（犳５狔－犳５狓）·δ犺１＋２犳５狔·δ犺２＋（犳５狓

　＋犳５狔）·δ犺３－２犳５狓·δ犺４＋犳５狓·δ犺６－（犳５狓＋

　犳５狔）·δ犺７－２犳５狔·δ犺８＋（犳５狓－犳５狔）·δ犺９］

δ犳６犾 ＝犪６·［（犳６狔－犳６狓）·δ犺２＋２犳６狔·δ犺３－２犳６狓·

　δ犺５－（犳６狓＋犳６狔）·δ犺８－２犳６狔·δ犺９］

δ犳７犾 ＝犪７·［２犳７狔·δ犺４＋（犳７狓＋犳７狔）·δ犺５＋

　犳７狓·δ犺８］

δ犳８犾 ＝犪８·［（犳８狔－犳８狓）·δ犺４＋２犳８狔·δ犺５＋（犳８狓

　＋犳８狔）·δ犺６－２犳８狓·δ犺７＋犳８狓·δ犺９］

δ犳９犾 ＝犪９·［（犳９狔－犳９狓）·δ犺５＋２犳９狔·δ犺６－

　２犳９狓·δ犺８］

方程中犪犻＝（犳
２
犻狓＋犳

２
犻狔）

－１／２／８犱（犻＝１，２，…，９）。

由犳犾＝
犺

犾
的定义知，以上９个方程联立构成

了地形高度变化率δ犺的误差方程组。将方程组

写成状态空间方程形式，可得到卡尔曼滤波器系

统方程的最后结果：

δ犺＝犉·δ犺＋狑 （１４）

其中，状态变量和系统矩阵犉分别为：

状态变量

δ犺＝ ［
δ犺１

犾
，δ犺２
犾
，δ犺３
犾
，δ犺４
犾
，δ犺５
犾
，δ犺６
犾
，

δ犺７

犾
，δ犺８
犾
，δ犺９
犾
］Ｔ

　　系统矩阵犉

犉＝

０ 犪１犳１狓 ０ －２犪１犳１狔 犪１（犳１狓－犳１狔） ０ ０ ０ ０

－２犪２犳２狓 ０ 犪２犳２狓 －犪２（犳２狓＋犳２狔） －２犪２犳２狔 犪２（犳２狓－犳２狔） ０ ０ ０

０ －２犪３犳３狓 ０ ０ －犪３（犳３狓＋犳３狔） －２犪３犳３狔 ０ ０ ０

２犪４犳４狔 犪４（犳４狓＋犳４狔） ０ ０ 犪４犳４狓 ０ －２犪４犳４狔 犪４（犳４狓－犳４狔） ０

犪５（犳５狔－犳５狓） ２犪５犳５狔 犪５（犳５狓＋犳５狔） －２犪５犳５狓 ０ 犪５犳５狓 －犪５（犳５狓＋犳５狔） －２犪５犳５狔 犪５（犳５狓－犳５狔）

０ 犪６（犳６狔－犳６狓） ２犪６犳６狔 ０ －２犪６犳６狓 ０ ０ －犪６（犳６狓＋犳６狔） －２犪６犳６狔

０ ０ ０ ２犪７犳７狔 犪７（犳７狓＋犳７狔） ０ ０ 犪７犳７狓 ０

０ ０ ０ 犪８（犳８狔－犳８狓） ２犪８犳８狔 犪８（犳８狓＋犳８狔） －２犪８犳８狓 ０ 犪８犳８狓

０ ０ ０ ０ 犪９（犳９狔－犳９狓） ２犪９犳９狔 ０ －２犪９犳９狓

熿

燀

燄

燅０

１８１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从该模型可以看出，只要已知潜艇的当前位

置、参与计算的先验地形高度及格网间距，就可以

计算出反演算法中的犉矩阵。卡尔曼滤波算法

还要计算系统量测矩阵，由于文章重点是系统方

程建模，所以在此未对量测方程作介绍。算法对

地形高度误差作出估计后，可对先验地形进行修

正，并进入下一次反演计算。

４　仿真实例

为验证系统方程模型的有效性，对卡尔曼滤

波地形反演算法进行了仿真。仿真使用的先验地

形数据的等高线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先验地

形数据的分辨率为４′×４′，水深约４００～１４００ｍ，

整个区域大小２７′×２７′（１′≈１．８５２ｋｍ）。从图中

可以看出，先验地形数据分辨率低，数据量少，所

以很难表示真实地形的细微特征。仿真选取一条

西北东南方向的地形剖面作为反演对象，如图２

中犘１ 所示。反演剖面上的重力梯度数据可采用

理论计算方式模拟。

图２　仿真中采用的４′×４′先验地形数据

Ｆｉｇ．２　４′×４′ＰｒｉｏｒＤａｔａ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为便于和反演结果对比，在图３首先给出了

从先验地形中提取的犘１ 剖面，并同时给出了６″

×６″高分辨率地形。后者的分辨率较高，我们在

仿真中将其作为参考基准地形。由图３可知，先

验地形数据在反演剖面上只有９个数据点，因此

其表示的地形剖面忽略了大部分地形高频特征，

与基准地形的轮廓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区域

的差值达到３００ｍ。通过地形反演算法得到的地

形剖面则如图４所示，可以看出，和先验地形相

比，反演地形的轮廓反映出了大部分真实地形的

变化特征，特别是在一些地形凸起的区域，反演结

果均和参考地形比较接近，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这说明利用低分辨率先验地形，本文所提的反演

算法确实能够得到精度和分辨率更高的局部地

形，同时验证了本文模型的有效性。

图３　先验地形和基准参考地形提取

的犘１ 剖面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ｆｉｌｅ犘１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ＰｒｉｏｒＤａｔａ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４　犘１ 剖面反演结果

Ｆｉｇ．４　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Ｐｒｏｆｉｌｅ犘１

表１给出了先验地形和反演地形与参考地形

差值的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地形反演算

法明显缩小了与参考地形之间的差值。但尽管

图４中反演地形和参考地形轮廓接近，其在数值

上仍还存在一定的误差，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可能

是由于先验地形分辨率较低，导致重力梯度计算

值δΓ犮误差增加；另一方面，文中建立模型时采用

了９个相邻格点为一个单元的移动窗口，每个格

点在反演过程中最多被估计３次，对于卡尔曼滤

波来说迭代次数可能有点过少，这些问题可在后

续研究中加以改进。

表１　先验地形、反演地形与参考地形的差值

Ｔａｂ．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剖面
差　值／ｍ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中误差

先验地形 ２８５．７ ０ ４４．７ ６１．７

反演地形 １９７．９ ０ ３４．６ 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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