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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了一套二维深海勘探导航定位数据处理系统，主要内容包括ＤＧＰＳ数据和罗盘数据的粗差探测

和修复、历元化算法、曲线调整和积分计算检波点坐标。利用积分模型模拟电缆的形状来计算检波点坐标，在

不损失精度的前提下，简化了计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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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深海勘探是指由勘探船拖带枪阵和一条

拖缆等拖带体在测区航行。其中，枪阵不断地向

海底激发模拟地震波，拖缆上分布的检波器装置

则用于接收海底反射的地震波信息，实时探测海

底地质情况。勘探船在作业过程中处于不停地运

动状态，各检波点的位置也随之不断运动。为了

确定拖缆上各检波点的坐标，在勘探船和各拖带

体上安装了ＧＰＳ、电罗经、罗经鸟和测深仪器等

测量设备，用于导航定位和相关测量。深海勘探

导航定位数据处理就是将获得的原始观测数据用

一定的算法进行一系列处理，最终获得放炮时刻

炮点和检波点的投影坐标。深海勘探中，船上

ＤＧＰＳ点的大地坐标、电罗经和罗经鸟上的罗盘

方位是已知的；同时，检波点之间的距离以及检波

点、炮点和罗盘节点与ＤＧＰＳ的近似相对坐标也

已知。通过粗差探测与剔除［１］，可以获得可靠的

ＤＧＰＳ大地坐标和罗盘方位信息。通过一系列坐

标转换［２］和横轴墨卡托投影［３］，可以计算出炮点

和第一个检波点的坐标。最后通过曲线调整和积

分［４］等计算过程，即可得到所有检波点的坐标。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深海勘探导航

数据处理软件，国外的后处理软件独占市场的局

面严重制约了我国深海石油勘探开发的发展。本

文对二维深海勘探作业方式进行了研究，设计了

一套导航定位数据处理系统。

１　数据预处理

１．１　数据准备

对原始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勘探观测值中有

ＤＧＰＳ观测值、电罗经、罗盘观测值和深度传感器

观测值，炮点、罗经鸟和检波点与ＤＧＰＳ近似相

对坐标。不同的观测数据采样间隔不一样，数据

平滑程度及变化范围也不一样，在数据预处理和

数据处理过程中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和参数，因

此，在正式的预处理之前需要将观测值进行分类。

１．２　犇犌犘犛观测值粗差探测及修复

ＤＧＰＳ观测值是整个导航定位计算的起算数

据，以大地坐标（犅，犔，犎）的形式给出，其数据历元

化需要至少精确到小数点后５位，精度要求较高。

大多数情况下，ＤＧＰＳ采样间隔为１ｓ，由于数据通

讯阻塞和仪器故障，可能存在一定时间段内没有观

测数据。整个勘探过程中，船速较为平稳，变化很

小，即使ＤＧＰＳ在若干勘探发炮历元内没观测数据

（历元时间间隔一般为１２～１３ｓ），利用与历元时刻

最近的观测值和船速递推所得的观测值可满足精

度需求。本文首先计算ＤＧＰＳ观测值的速度，对其

进行平滑处理，利用与历元时刻最近的观测值及其

速度计算历元时刻ＤＧＰＳ观测值。

１．３　罗盘观测值粗差探测及修复

勘探作业的时候可能会由于罗盘节点坏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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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部分罗盘观测值的缺失，或者由于罗盘固定

不稳使罗盘观测角度发生跳变。罗盘观测值对检

波点坐标的计算非常关键，必须把这些粗差探测

出来并加以修复，才能保证后续的检波点坐标计

算。本文利用罗盘观测值变化一般较为平稳的特

性，以当前历元为中心计算前后各３个历元观测

值的变化速度，对于速度较大的值认定是粗差［１］，

并用前后历元相应罗盘观测值的平均值代替。

１．４　历元化算法

原始数据观测时刻一般与放炮时刻不相同，

而二维深海勘探导航定位的目的是要计算出放炮

时刻检波点的坐标，数据历元化工作就是将经过

粗差探测和滤波后的观测数据通过内插和外推的

方法历元化到放炮时刻，得到放炮时刻的观测值，

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的计算。历元化算法的实质

是利用已有观测序列内插获取所需数据，以时间

间隔为定权依据，对某一时刻的数据，用其相邻的

观测数据加权内插得到［５］。

２　检波点计算

２．１　坐标转换和投影

用ＧＰＳ接收机获得的ＤＧＰＳ点坐标是大地

坐标（犅，犔，犎），最终计算的检波点和炮点的坐标

都需要转换为平面坐标（狓，狔），故需要经过一系

列坐标转换和投影处理［２，３］。首先，通过将大地

坐标系（犅，犔，犎）转换为空间直角坐标系（犡，犢，

犣），求出ＤＧＰＳ点在地固系下的空间直角坐标：

犡

犢

熿

燀

燄

燅犣

＝

（犖＋犎）ｃｏｓ犅ｃｏｓ犔

（犖＋犎）ｃｏｓ犅ｓｉｎ犔

（犖（１－犲
２）＋犎）ｓｉｎ

熿

燀

燄

燅犅

（１）

　　接着，通过将站心坐标系（狓，狔，狕）转换为地

心坐标系（犡犙，犢犙，犣犙），求出炮点和电缆上第一

个检波点的空间直角坐标：

犡犙

犢犙

犣

熿

燀

燄

燅犙

＝

犡

犢

熿

燀

燄

燅犣

＋

－ｓｉｎ犅ｃｏｓ犔 －ｓｉｎ犔 ｃｏｓ犅ｃｏｓ犔

－ｓｉｎ犅ｓｉｎ犔 ｃｏｓ犔 ｃｏｓ犅ｓｉｎ犔

ｃｏｓ犅 ０ ｓｉｎ

熿

燀

燄

燅犅

熿

燀

燄

燅

狓

狔

狕 犘犙

（２）

　　然后，通过将空间直角坐标系（犡犙，犢犙，犣犙）

转换为大地坐标系，求出炮点和第一个检波点的

大地坐标：

ｔａｎ犅犙 ＝
犣＋犖犲

２ｓｉｎ犅

犡２
＋犢槡

２

犔犙 ＝ａｒｃｔａｎ
犢
犡

犎犙 ＝
犣
ｓｉｎ犅

－犖 １－犲（ ）２
（３）

２．２　电缆模型的选择

安装在电缆上的罗盘观测值反映了电缆的形

状，每个罗盘的观测值反映了其所在位置的电缆

切线的方位，因而罗盘观测值提供了强制约束的

节点位置。在计算检波点坐标时，电缆模型可以

选取多项式拟合模型或积分模型。

经过实际计算发现，不论采用多项式拟合模

型还是积分模型都可以保证计算出来的模型比较

接近电缆的真实形状。本文从计算速度、计算误

差和精度３个方面对两种电缆模型作了对比。

１）积分模型的计算时间小于多项式拟合模

型所用的时间。测试时采用的是７７３个历元的罗

盘数据，当采用曲线积分的方法时从读取原始文

件到计算出检波点坐标只需时间１０ｓ左右。当

采用多项式拟合模型时，需要时间４０ｓ左右
［６，７］。

２）多项式高阶项拟合有计算机取位截断误

差。由于电缆曲线是一条前面比较直、后面比较

弯的曲线，而该曲线的曲率很小、弯曲度不高，故

多项式拟合的高阶项的系数是很小的数。文件交

互时，存储的位数少时就会出现取位截断误差，而

且该误差的影响非常大。

３）模型精度。由于海上的环境比较恶劣，有

很大海风时，海浪的变化对电缆形状、船的位置及

浮筒位置的影响很大。测试的时候采用积分模型

和多项式拟合模型都可以满足精度的要求。当环

境变化较小时，多项式拟合模型和曲线积分的精

度相当，当环境变化较大时，曲线积分模型比多项

式拟合模型的精度高。

从两种模型比较可以看出，多项式拟合模型

虽然简单容易理解，但是计算速度较慢，且存在高

阶截断误差，故本文采用积分模型来计算检波点

坐标。

２．３　曲线调整

通过积分计算得到的检波点的坐标会由于误

差的积累而与实际位置发生偏差，离第一个检波

点越远，偏差越大，导致积分曲线和原始电缆的形

状会发生形变。电缆尾部浮筒上设有ＲＧＰＳ点，

该点与ＤＧＰＳ点的相对坐标是已知的，故平面坐

标可以通过ＤＧＰＳ点经过坐标转换和投影求得。

同时，在积分计算检波点坐标的时候也可以求出

该ＲＧＰＳ点的积分坐标。积分计算出的坐标

（狓狆，狔狆）和投影的坐标（狓犻，狔犻）会存在偏差，通过

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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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旋转和缩放［３］将积分坐标系调整到投影坐标

系。首先求出狓和狔方向的闭合差Δ狓和Δ狔，如

图１、图２，然后计算出缩放因子θ和旋转因子犿：

θ＝犪ｔａｎ（狓狆／狔狆）－犪ｔａｎ（狓犻－狔犻）

犿＝ 狓狆
２
＋狔狆槡

２／ 狓犻
２
＋狔犻槡

２

（４）

　　曲线调整后的闭合差Δ狓和Δ狔都变得很小

（小于０．０１ｍ），如图３、图４，故不需要再进行第

二次曲线调整，直接将闭合差Δ狓和Δ狔按距离加

权分配到每个检波点的坐标。

２．４　检波点深度计算

检波点的深度犺和投影坐标（狓，狔）组成了检

波点的立体方位。和罗经鸟一样，电缆上按一定

的距离装有深度传感器，用来记录电缆的深度。

通过距离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出所有检波点的

深度。

图１　曲线调整

前狓方向闭合差

Ｆｉｇ．１　Ｃｌｏｓ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ｏｆ

狓ａｘｉｓＢｅｆｏｒｅＣｕｒｖ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图２　曲线调整

前狔方向闭合差

Ｆｉｇ．２　Ｃｌｏｓ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ｏｆ

狔ａｘｉｓＢｅｆｏｒｅＣｕｒｖ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图３　曲线调整后

狓方向闭合差

Ｆｉｇ．３　Ｃｌｏｓ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ｏｆ

狓ａｘｉｓＡｆｔｅｒＣｕｒｖ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图４　曲线调整后

狔方向闭合差

Ｆｉｇ．４　Ｃｌｏｓ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ｏｆ

狔ａｘｉｓＡｆｔｅｒＣｕｒｖ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３　计算结果对比

进行二维深海勘探导航定位数据处理后最终

得到的是检波点的平面坐标，检波点坐标按一定

的格式存放在Ｐ１９０文件中。本文给出了３组数

据所有检波点坐标的比较结果，计算出了狓方向

和狔方向的标准差和平均偏差（见表１）。从表１

中可以看出，狓方向和狔 方向的平均偏差都优于

１０ｍ，标准差优于２ｍ，国外商业软件的精度优于

１０ｍ。从比较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算法和

国外商业软件的精度相当。

表１　数据比较结果／ｍ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ｍ

数据
标准差 平均偏差

狓 狔 狓 狔

１ ０．９９９９４６ １．５１７０７６ ５．５７９３６５ ８．５６５６２５

２ １．２０５１５９ １．４７２９２７ ７．２３５２５ ９．３９１９７９

３ １．０２５１１６ １．４０３４０８ ６．５８８８３１ ８．９６４４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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