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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重力异常最近等值线迭代匹配算法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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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费波纳奇数列调优的最近等值线迭代匹配算法；针对最近等值线迭代匹配只适用于真实

航迹位于惯导航迹附近的局限性，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算法，即先基于相关极值匹配将惯导航迹修正到真实航

迹附近，然后再进行最近等值线迭代匹配，以进一步提高修正精度。通过试验区在不同仿真条件下的计算分

析表明，惯导导航误差均得到了有效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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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辅助惯性导航为解决水下潜器长期、自

主、高精度、隐蔽航行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其系

统组成主要包括惯性导航系统、重力数据库、重力

传感器、匹配解算计算机等［１，２］。其基本工作原

理是：首先做好重力分布图，图上的各路线都有特

殊的重力分布；水下潜器在运动过程中，重力特征

传感器实时测得运动航迹上的重力特征数据［３］；

同时根据惯导输出的位置信息，在重力特征图上

读取重力数据；将这两类数据传送给匹配解算计

算机，利用匹配解算软件求得最佳匹配位置。

重力匹配算法是重力辅助惯性导航的核心技

术之一，该算法借鉴了目前较为成熟的地形匹配

技术，主要分为序列迭代和单点迭代两种算法。

单点迭代算法以桑迪亚惯性地形辅助导航（ｓａｎｄ

ｉａ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ｉｄｅ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ＡＮ）算

法［４７］为典型代表，借助于扩展卡尔曼滤波技术对

每一个采样点都进行匹配，以抑制惯导误差的增

长。序列相关匹配算法是当观测采样序列达到一

定长度之后才进行一次匹配，匹配完成后，将修正

信息提供给惯导，主要包括最近等值线迭代算法

（ｔｈｅｉｔｅｒａｔｅｄｃｌｏｓｅｓ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ｐｏｉｎｔ，ＩＣＣＰ）
［８１１］、

相关极值算法［１２］等。本文基于ＩＣＣＰ匹配算法的

基本原理，探讨了一种新的最优化求解方法，并针

对ＩＣＣＰ匹配算法适用的局限性提出了相应的改

进算法。

１　基于费波纳奇数列的调优求解方

法

　　由递推关系
［１３］：

犉狀＋２ ＝犉狀＋犉狀＋１

犉０ ＝１，犉１ ＝
｛ １

（１）

定义的费波纳奇数列 犉｛ ｝狀 产生分数序列１／２、

２／３、３／５、５／８、８／１３、１３／２１、…，如果要在函数狔＝

犳（狓）的定义区间［犪，犫］上做狀次试验找出最优

点，可以将［犪，犫］区间犉狀＋１等分，第一个试验点取

在犉狀／犉狀＋１（犫－犪）＋犪处，以后的试验点采用找对

称点（关于区间［犪，犫］的中点对称）的办法，共做狀

次试验，便可找到［犪，犫］中的（犉狀＋１－１）个等分点

中的最好点，其精密度（即最好点与实际极小点的

最大可能距离）为１／犉狀＋１（犫－犪），变量调优的原

理框图如图１所示。其中，［犪犽，犫犽］为第犽次搜索

区间（犪０＝犪，犫０＝犫），狀最小的上界可由下式估计：

（犫－犪）／犉狀＋１ ＜ε （２）

式中，ε为预先给定的允许误差。

２　试验计算

采用航位推算（ｄｅａｄｒｅｃｋｏｎｉｎｇ，ＤＲ）法推算

航迹［１４］，仿真条件犃如下：重力图分辨率为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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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费波纳奇数列调优的原理框图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ＯｐｔｉｍｕｍＦｉｎｄ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

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ＮｕｍｂｅｒＳｅｒｉｅｓ

×０．２′，水下潜器航速为１０节，沿方位角５２°方向

航行，潜深为１００ｍ，位置初始误差为０′，东向、北

向的常值漂移为０．０００００５°／ｓ，随机漂移为

槡０．０００００１°／采样间隔，重力加速度计的精度为

０．５×１０－５ ｍ／ｓ２，序列采样间隔取一个重力图网

格。图２是根据仿真条件犃在某重力异常（卫星

测高数据）变化试验区模拟的惯导航迹与真实航

迹，图３反映了惯导航迹与真实航迹（假定为观测

值）上重力异常的变化。采用费波纳奇数列的求

优方法对旋转角度θ进行调优，ε取０．０１′，直至

θ犽＋１－θ犽＜ε，迭代结束，匹配结果如图４（ａ）、图５

（ａ）与表１所示。仿真条件犅在仿真条件犃 的基

础上，常值漂移与随机漂移均增加１０倍，进行

ＩＣＣＰ求优试验计算，结果如图４（ｂ）、图５（ｂ）和表

１所示。

图２　试验区ＩＮＳ航迹与真实航迹仿真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ＴｒａｃｋａｎｄＲｅａｌＴｒａｃｋ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

　　图４、图５与表１说明，采用仿真条件犃 时，

由于真实航迹离惯导航迹不远，因此采用ＩＣＣＰ

算法能得到较为满意的结果。但当采用仿真条件

犅时，ＩＣＣＰ算法的匹配精度并不令人满意。究其

原因，是因为ＩＣＣＰ算法是一种全局意义下的求

图３　惯导航迹与真实航迹重力异常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Ｔｒａｃｋ

ａｎｄＲｅａｌＴｒａｃｋ

图４　基于费波纳奇数列调优的ＩＣＣＰ算法的

迭代与最优航迹（局部放大图）

Ｆｉｇ．４　Ｉｔｅｒａｔｅｄ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ＴｒａｃｋｓＵｓｉｎｇＩＣＣＰ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ＮｕｍｂｅｒＳｅｒｉｅｓ（Ｌｏｃａｌ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优算法，要求真实航迹位于惯导附近，且与惯导航

表１　基于费波纳奇数列调优的犐犆犆犘算法的匹配序

列经、纬向修正精度／（′）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ｏｆ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ｅｒｉｅｓＵｓｉｎｇＩＣＣＰ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

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ＮｕｍｂｅｒＳｅｒｉｅｓ／（′）

仿真

条件
位置

误差

最大值

误差

最小值

误差

平均值

均方

根误差

犃
纬度方向 ０．０７２５２９ －０．１９３２８－０．００２３５６７０．０８００９５

经度方向 ０．３０６１６ －０．１５４６ ０．０５３９８ ０．１４０９５

犅
纬度方向 １．６５０８　 －１．６７１　 ０．０７５８８２ １．０７３１　

经度方向 １．７８０１ －１．５７２８ ０．０２４４５５ １．０６４３

迹等长。但在实际航行中，这一条件不可能实时

满足，尤其是在经过重力匹配盲区时，惯导系统由

于长时间没有校正，导致位置误差很大，真实航迹

偏离惯导航迹较远，因此当水下潜器经过盲区重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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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基于费波纳奇数列调优的ＩＣＣＰ算法的匹配

序列纬度与经度的误差

Ｆｉｇ．５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ｅｒｉｅｓｕｓｉｎｇＩＣＣＰ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

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ＮｕｍｂｅｒＳｅｒｉｅｓ

新进入匹配区时，如果直接采用ＩＣＣＰ匹配算法，

则误差会出现发散而导致误匹配。基于序列相关

极值的匹配算法，不管位置误差如何，均能将惯导

指示航迹修正到真实航迹的附近［１２，１５］，因此，本

文考虑先以相关极值算法求得近似的最优航迹，

然后将其作为惯导航迹进行ＩＣＣＰ迭代，求得最

终匹配结果。记该匹配算法为改进的ＩＣＣＰ

算法。

３　改进的犐犆犆犘算法验证

在试验区采用仿真条件犅，先进行序列相关

极值匹配选出最优航迹，然后进行ＩＣＣＰ迭代匹

配，结果如图６（ａ）、７（ａ）与表２所示。

从图５（ｂ）和图７（ａ）可以直观地看出，当位置

精度不高时，采用改进的ＩＣＣＰ算法得到的匹配

序列精度较之于ＩＣＣＰ算法得到了显著改善，表１

和表２中的数据修正精度也对此结论给予了有力

的支撑。为了进一步验证改进算法的可靠性，在

仿真条件犅的基础上，东向与北向均先后分别加

入１′和５′的初始位置偏差进行改进的ＩＣＣＰ求优

试验计算。加入１′的初始位置偏差的结果如６

（ｂ）、７（ｂ）和表２所示，加入５′初始位置偏差的结

果如图６（ｃ）、图７（ｃ）和表２所示。

由图可知，当仿真条件发生变化，尤其是加入

５′初始位置误差后，惯导指示的航迹严重偏离了

真实航迹，但依据本文提出的改进ＩＣＣＰ算法，即

图６　改进ＩＣＣＰ算法迭代与最优匹配（局部放大图）

Ｆｉｇ．６　Ｉｔｅｒａｔｅｄ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ＴｒａｃｋｓＵｓ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ＣＣＰ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Ｌｏｃａｌ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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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改进的ＩＣＣＰ算法匹配序列纬度与经度的误差

Ｆｉｇ．７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ｅｒｉｅｓＵｓ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ＣＣＰ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使各方向初始位置误差高达５′（约１０ｋｍ），也能

将惯导水平位置修正均方差控制在０．５′左右的

水平（见表２），充分说明了改进的ＩＣＣＰ算法的可

靠性。

表２　改进犐犆犆犘算法匹配序列经、纬向修正精度／（′）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ｏｆ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ｅｒｉｅｓＵｓ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ＣＣＰ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仿真

条件
位置

误差

最大值

误差

最小值

误差

平均值

均方

根误差

犅
纬度方向 ０．４１１０４ －０．１４３６９ ０．１３０２８ ０．１８９９３

经度方向 ０．１４２８７ －０．３０６７５－０．０７４９５ ０．１６３９２

犅＋１′初

始位置

误差

纬度方向 ０．４６１１ ０．０６４４２５ ０．２５８４９ ０．２７６８４

经度方向 ０．１１４３３－０．２９２３９ －０．０６０６５５ ０．１４６１３

犅＋５′初

始位置

误差

纬度方向 ０．８４５４６ ０．１３３０１ ０．４５９７４ ０．５０４３２

经度方向 ０．１５６０２ －０．８６６２７ －０．１３７８９ ０．２７８０３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ＩＣＣＰ匹配算法仅适用于真实航迹

位于惯导航迹附近的局限性，提出了先基于序列

相关极值匹配算法将惯导航迹修正到真实航迹附

近，然后将得到的匹配航迹作为惯导航迹再进行

ＩＣＣＰ匹配，从而将获得的最优航迹作为最终匹配

结果的改进算法。试验区不同仿真条件下的计算

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改进算法能有效地修

正导航误差，特别适合于惯导系统初始校准精度

不高或当水下潜器经过重力匹配盲区后重新开始

基于重力的匹配辅助导航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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