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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犐犆犆犘的水下地磁匹配导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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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传统水下导航定位方法的局限，研究了基于ＩＣＣＰ的水下地磁自主导航算法。首先，研究了局

域地磁场建模方法，认为多面函数构建局域地磁场模型较优；然后，研究了ＩＣＣＰ地磁导航算法，并对其作了

改进；最后，以所建立的局域地磁场模型为背景，进行了地磁匹配算法的仿真实验，给出了该算法的精度指标

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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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惯性导航系统（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Ｓ）的误差随时间积累发散，无法长时间保持高

精度，需要通过其他导航方式实时或定期修正。

出于隐蔽性要求，水下载体很难利用卫星导航或

无线电导航，而利用水下地理特征实施辅助导航

却是很好的选择［１３］。随着无源导航技术的发展，

地磁辅助惯性导航技术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新

途径。由于地磁场与位置存在着对应关系，利用

载体携带的抗干扰弱磁敏感器或拖曳的磁力仪实

测的磁力值和各项改正处理，通过匹配算法，可实

现水下载体（如潜艇或ＡＵＶ）的导航定位，因此，

地磁辅助导航成为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４７］。

在地磁匹配导航算法方面，国内学者多从事

基于格网搜索和相关度量技术的地磁匹配定位研

究［１６］，这种方法需要大量的搜索时间。基于等值

线最近点迭代逼近的（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ｌｏｓｅｓｔｃｏｎｔｏｕｒ

ｐｏｉｎｔ，ＩＣＣＰ）算法能够显著地提高匹配导航的效

率，目前主要应用于水下重力和地形匹配导航

中［１，２］。为提高水下地磁匹配导航定位的精度和

效率，本文研究了基于ＩＣＣＰ的水下地磁导航算

法。

１　犐犆犆犘匹配导航算法

ＩＣＣＰ源于图像匹配中的最近点迭代逼近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ｌｏｓｅｔｐｏｉｎｔ，ＩＣＰ）算法
［１］，通过迭代计

算、搜索最近点，实现测量值与背景场数据的最优

匹配，从而获得位置信息，实现导航。基于背景场

可以绘制等值线，若在航过程中某个历元的地磁

观测值为犜，则该点的位置实际上在磁力值为犜

的等值线上，但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为了确定

该位置，需借助ＩＮＳ提供的推算位置，缩小搜索

空间，并利用ＩＣＣＰ获取其实际位置。ＩＣＣＰ基于

３点实现真实航迹的获取：① 实际航迹点位于磁

力观测值对应的地磁总强度等值线上；②ＩＮＳ存

在积累误差，在用于匹配的观测序列的初始段，实

际航迹点与ＩＮＳ提供的推算航迹点间存在偏差

（Δ狓，Δ狔）；③匹配序列长度一般较短，在此期间，

ＩＮＳ存在积累误差，但主要表现为前期的积累误

差，匹配序列测量期间的积累误差因为时间短可

以不予考虑。

若能够获得ＩＮＳ推算航迹相对实际航迹的

平移量（Δ狓，Δ狔）和旋转角θ，则可获得ＩＮＳ航迹

与实际航迹的平移关系犜 以及旋转关系犚（θ）。

匹配定位过程如下所示。

１）根据ＩＮＳ提供的推算点犘犻（狓，狔），在其附

近寻找磁力观测值犜犻在背景场上对应的地磁总

强度等值线。

２）根据距离最短原则确定犘犻（狓，狔）在等值

线上的最近点犘′犻（狓′，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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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犇）＝ｍｉｎ（犇（狓′狆－狓狆，狔′狆－狔狆）） （１）

　　３）将犘′犻（犻＝１，…，犿）序列暂作为真实航迹，寻找

犘′与犘序列之间的旋转犚（θ）和平移犜关系。首

先，确定犘′与犘两个序列的重心位置珟犘 与珟犘′：

珟犘＝
１

狑∑
犿

犻＝１

狑犻犘犻，珟犘′＝
１

狑′∑
犿

犻＝１

狑′犻犘′犻，

狑＝∑
犿

犻＝１

狑犻，狑′＝∑
犿

犻＝１

狑′犻 （２）

然后，计算旋转矩阵犚（θ）：

犚（θ）＝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ｓｉｎθ ｃｏｓ
［ ］

θ
（３）

犠 ＝

犛１１＋犛２２ ０ ０ 犛２１＋犛１２

０ 犛１１－犛２２ 犛１２＋犛２１ ０

０ 犛１２＋犛２１ 犛２２－犛１１ ０

犛１１＋犛２２ ０ ０ －犛１１－犛

熿

燀

燄

燅２２

犛＝∑
犿

犻＝１

狑犻（犘犻－珟犘犻）（犘′犻－珟犘′犻）

λ＝±［（犛１１＋犛２２）
２
＋（犛２１＋犛１２）

２］１／２，

　±［（犛１１－犛２２）
２
＋（犛１２＋犛２１）

２］１／２

（犛１１＋犛２２－λ犿）狇０＋（犛２１－犛１２）狇３ ＝０

狇０ ＝ｃｏｓ（θ／２），狇３ ＝ｓｉｎ（θ／２）

则旋转角θ为：

ｔｇ（θ／２）＝ （犛１１＋犛２２－λ犿）／（犛２１－犛１２）

其中，λ犿 是犠 矩阵４个特征值λ中的最大者。

利用犚（θ）对珟犘序列进行旋转变换，进而获得

平移量犜：

犜＝珟犘′－犚（θ）珟犘 （４）

　　４）用确定的旋转矩阵犚（θ）和平移量犜，对犘

序列进行旋转变换，得到一组序列犡：

犡＝犚（θ）犘－犜 （５）

将犡作为新的序列，重复步骤２）～４），直到相邻

两次得到的对应点的点位差满足一定的限差条

件，停止迭代，即迭代收敛。

５）此时犡序列中各点在背景场中的位置即

为实际航迹点的或然位置。

２　实验与分析

将地磁匹配导航思想应用于３０．１ｋｍ×１９．０

ｋｍ的实验水域，以说明基于ＩＣＣＰ的地磁匹配导

航过程。首先，在该水域实施了地磁测量，并对观

测数据进行了日变改正、拖鱼归位等处理［８，９］，然

后，借助多面函数构建了该水域的地磁场模型。

研究水域地磁总强度数据减去大数后，变化范围

在６２９～８３４ｎＴ；水域地磁数据分辨率为５０ｍ×

５０ｍ的格网。导航中，选定由１６个点组成的、匹

配长度为２．８ｋｍ的实际航迹点序列（图１中的

黑色点），并根据这些点对应的实测地磁总强度

值，结合地磁背景场，绘制了经过这些测点的地磁

总强度等值线。以实际航迹点序列为参考，设定

了１０°的ＩＮＳ积累误差，并根据起始点、实际航迹

点间的距离以及方位，推算得到了ＩＮＳ航迹（图１

中的浅灰色点线），ＩＮＳ航迹最末端点与实际偏差

３２８ｍ。根据ＩＮＳ偏差，设定了６ｋｍ×６ｋｍ的搜

索范围。

根据上述ＩＣＣＰ匹配导航定位过程，寻找

ＩＮＳ推算点在对应的地磁总强度等值线上的最近

点，得到一组点序列，并结合ＩＮＳ推算点序列，获

得这两个序列间的旋转和平移关系。对ＩＮＳ推

算点序列进行旋转和平移变换，得到一组点序列，

并将其作为新序列替代前面的ＩＮＳ推算点序列，

重复上述过程。设定０．５ｍ的收敛限差，经过１２

次迭代计算后，实现了收敛，最终航迹点序列如图

１中的黑线。将上述过程得到的点序列与真实航

迹点序列作比较，其在狓、狔方向的误差分布及距

离偏差ｄ狊分布如图２所示，统计结果如表１所

示。

图１　基于ＩＣＣＰ的地磁导航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ＣＣＰ

图２　ＩＣＣＰ地磁匹配导航的点位误差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ＩＣＣＰ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Ｍａｔｃｈ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本文分析了影响水下地磁匹配导航精度的几

个主要因素。

１）地磁背景场精度。地磁导航以所建立的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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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犐犆犆犘地磁匹配导航点位误差统计／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ｏｆ

ＩＣＣＰ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ａｔｃｈ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ｍ

最大偏差 最小偏差 平均偏差 均方根

ｄ狓 ３５．６ ３１．８ ３３．７ ３４．８

ｄ狔 ４１．６ ３４．９ ３８．３ ３９．７

ｄ狊 ５３．０ ４９．３ ５１．１ ５２．８

区域地磁场模型为背景进行导航，因此，模型的精

度直接影响匹配导航的精度［３，５］。地磁场模型的

精度主要受２个因素影响；① 建模数据的精度；

② 建模算法的精度
［８］。地磁背景场的精度影响

着地磁等值线的实际分布，ＩＣＣＰ通过寻找地磁等

值线最近点及刚性变化关系来实现匹配定位，因

此，在地磁变化密集地区，对匹配定位影响较小；

而在地磁变化平缓地区，影响较大。对实验区背

景场地磁数据分别附加１ｎＴ、２ｎＴ、３ｎＴ和５ｎＴ

的误差，在地磁等值线分布相对复杂和平缓两种

情况下实施匹配导航，匹配定位的精度如表２所

示。从表２中可以看出，背景场精度越低，匹配误

差越大，且在等值线分布稀疏地区尤其明显。因

此，要实现高精度的水下地磁导航，背景场的精度

需尽量高，这就要求地磁背景场测量采用高精度

的磁力仪、完善的野外施测方法、较大的测量比例

尺、完备的数据处理过程和最优的建模方法。

２）ＩＮＳ推算航迹线方位的影响。地磁导航

表２　背景场精度对匹配导航精度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Ｆｉｅｌｄ

ｔｏｔｈ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匹配区

背景场误差

等值线密度

／（ｍ／ｎＴ）
０ １ｎＴ２ｎＴ３ｎＴ５ｎＴ

地磁变化相对复杂

匹配精度／ｍ
约５０ ５２ ５２ １３２．６２６７ ４６７

地磁变化相对平缓

匹配精度／ｍ
约１００ ３８ １２７ ２３５ ２６５ ５１４

通过寻找ＩＮＳ推算点到实际航迹点的等值线之

间的最小距离来确定旋转和平移关系，但实践表

明，当ＩＮＳ航迹与地磁总强度等值线梯度方向存

在小夹角或者一致时，导航精度比较差。在实际

航迹一定的情况下，依次增大ＩＮＳ初始偏角（即

ＩＮＳ航迹与区域地磁等值线梯度方向夹角从小到

大），４种情况下的导航结果如图３（ａ）～３（ｄ）所

示。从图３可以看出，随着ＩＮＳ航迹线方位与地

磁等值线梯度方向夹角的增大，导航精度逐步得

到提高。对不同夹角下的导航精度进行统计，结

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导航精度与φ角的关系

Ｔａｂ．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Ａｎｇｌｅφ

φ ０ １５° ３０° ４５° ６０° ８０°

匹配精度／ｍ ２９３．５ ２５７．７ １１６．５ ９２．４ ５１．１ ０．７

图３　φ角对导航精度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φｆｏｒ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

　　当ＩＮＳ提供的航向与地磁总强度等值线变

化梯度方向基本一致（即角较小）时，ＩＮＳ航迹上

的推算点到对应等值线上的最短距离点的方向与

ＩＮＳ提供的航向基本一致。由于ＩＣＣＰ匹配导航

借助旋转和平移实现迭代逼近，上述情况导致平

移量和旋转量均非常小，变换后的轨迹与ＩＮＳ的

推算轨迹基本保持一致。尽管增加了迭代次数和

降低了收敛限差，但收效甚微，这种情况在φ为０

时最明显。随着φ角的增大，平移和旋转带来的

影响更显著，匹配精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当

ＩＮＳ航向与地磁总强度等值线近乎平行（φ较大）

时，匹配精度最高（如表４所示）。因此，在利用

ＩＣＣＰ实现地磁匹配导航中，需要根据ＩＮＳ系统

提供的参数，估计ＩＮＳ的积累误差，结合匹配区

背景场地磁总强度等值线的分布情况，合理地选

择匹配路径。

３）ＩＮＳ积累误差的影响。上文研究还表明，

ＩＮＳ提供的推算位置在导航中主要有两大作用：

①提供ＩＮＳ推算点到相应的地磁总强度等值线

上最近点的搜索范围；②通过平移和旋转迭代，实

现ＩＮＳ推算航迹到真实航迹的逼近，并获得真实

航迹点的或然位置。如果ＩＮＳ的前期积累误差

过大，则必然引起搜索范围增大，进而增加最近点

的搜索时间；同时，由于ＩＮＳ推算航迹与真实航

迹偏差过大，导致迭代次数增加，相应地也增加了

匹配时间。因此，在实际导航中，需要根据ＩＮＳ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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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累误差，适时地进行地磁匹配，获得真实点位

和航向，并修正ＩＮＳ，确保ＩＮＳ的积累误差在一

定的范围内，以提高导航的效率和精度。

３　结　语

１）基于地磁背景场，借助ＩＣＣＰ技术，通过选

择合适的航行路线，完全可以实现准确的地磁匹

配，并修正ＩＮＳ，实现水下载体的自主导航。

２）利用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地磁数据可建立

高精度的地磁场模型，高精度地磁场模型是高精

度地磁匹配导航的前提。在局域地磁场建模中，

利用多面函数可构建具有较高精度的地磁匹配背

景场模型。ＩＮＳ的积累误差需要控制在一定的范

围内，这对于缩小搜索区间，提高匹配效率非常关

键。此外，实际匹配导航中，合适的匹配路线应与

背景场地磁总强度等值线梯度方向存在一定的夹

角，避免小夹角或平行。

３）在航磁力值理论上可以利用水下载体携

带的抗干扰弱磁敏感器或拖曳的磁力仪实测的磁

力值，通过各项改正处理获得，而这些技术尚需进

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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