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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狆犻狀犵的条带测深网拼接平差模型

李明叁１　孙　岚１　孙　强１　金绍华１

（１　大连舰艇学院海测工程系，大连市解放路６６７号，１１６０１８）

摘　要：根据条带拼接网的误差特点，构建了以ｐｉｎｇ为单位的条带网交叉点差值误差模型，导出了条带拼接

网的秩亏网平差模型，并分析了秩亏的原因。根据条带拼接网ｐｉｎｇ的相交情况，推导了基于ｐｉｎｇ的阶段平差

公式，给出了条带拼接网的系统误差改正模型。实例计算表明，条带拼接秩亏网平差模型可有效地探测

ｐｉｎｇ、条带以及整个测区的系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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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条带测深已经成为全覆盖海洋测深的

主要方式。如何探测和消除条带测深数据中的系

统误差一直是海道测量界的研究难点［１４］。在全

覆盖测量过程中，条带拼接是保证海底地形精度

的重要环节。相邻条带之间的重叠区域内深度不

符值往往用来检核和判定条带拼接质量。根据条

带误差特性，可以利用深度不符值来确定某些系

统误差（或某些系统误差的综合影响）。ｐｉｎｇ往

往是分析系统误差的最小单元，在ｐｉｎｇ扇区发射

接收的周期内，ｐｉｎｇ上各测深点受到的系统性影

响可认为基本一致，即ｐｉｎｇ扇区内的各个波束具

有相同的系统误差。本文根据条带测深中ｐｉｎｇ

的误差特点，构建了条带测深拼接网的秩亏网平

差模型，并讨论了其解法实现。

１　交叉点差值误差模型

设某测区有犿 条条带依次相邻，其中，第犽

条条带上有犿犽ｐｉｎｇ数据，根据条带测深误差及

归算关系［２］，可得某点测深值为：

犇犽，犻，犼 ＝犱犽，犻，犼＋犜犽＋犵犽，犻，犼ｃｏｓτ犽，犻，犼犡犪＋

犵犽，犻，犼ｓｉｎτ犽，犻，犼犢犪＋狏犽，犻犵犽，犻，犼ｃｏｓ（τ犽，犻，犼－

φ犽，犻）狋＋［犺犽，犻，犼犵犽，犻，犼ｓｉｎ（τ犽，犻，犼－φ犽，犻）－

狔犽，犻，犼］ρ犽，犻－犺犽，犻，犼犵犽，犻，犼ｃｏｓ（τ犽，犻，犼－φ犽，犻）λ犽，犻－

狔犽，犻，犼犵犽，犻，犼ｃｏｓ（τ犽，犻，犼－φ犽，犻）α犽，犻＋δ犽，犻，犼 （１）

式中，犽、犻、犼表示犽条带中第犻ｐｉｎｇ扇面与海底面

交线上某点犼的位置，且犽＝１，…，犿，犻＝１，…，

犿犽；犱犽，犻，犼为深度真值；犜犽 为条带犽上的测深系统

在深度方向上的深度改正；犵犽，犻，犼为海底地形梯度；

τ犽，犻，犼为梯度方向；犡犪、犢犪为定位系统误差；狏犽，犻为

第犻ｐｉｎｇ的速度；狋为定位和测深系统之间的时

延；犺犽，犻，犼为波束径向狉的垂直方向分量；狔犽，犻，犼为相

对ｐｉｎｇ中心的横向距离；φ犽，犻为第犻ｐｉｎｇ的方位

角，定义为该点航迹切线方向；ρ犽，犻、λ犽，犻、α犽，犻为第犻

ｐｉｎｇ的横摇、纵摇、航向误差；δ犽，犻，犼为偶然误差。

第犽条带第犻ｐｉｎｇ扇面与第犽＋１条带第犼

ｐｉｎｇ扇面在海底面交叉点处的深度差值为：

Δ犽，犻；犽＋１，犼 ＝犇犽，犻；犽＋１，犼－犇犽＋１，犼；犽，犻 （２）

　　由式（１）可知，各种系统误差对测深值的影响

与测点处的地形梯度、梯度方位、横向距离和深度

有关，对交叉点差值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在测区

范围内，（犡犪，犢犪）往往缺乏特有设备检核，一般认

为对整个测区影响一致，定位误差的影响与地形

梯度有关，在差值中被弱化略去。时间延迟的影

响与纵摇非常接近［５］，将时间延迟的影响并入纵

摇影响，则式（２）为：

Δ犽，犻；犽＋１，犼＝犜犽－犜犽＋１＋

［犺犽，犻；犽＋１，犼犵犽，犻；犽＋１，犼ｓｉｎ（τ犽，犻；犽＋１，犼－φ犽，犻）－

狔犽，犻；犽＋１，犼］ρ犽，犻－犺犽，犻；犽＋１，犼犵犽，犻；犽＋１，犼ｃｏｓ（τ犽，犻；犽＋１，犼－

φ犽，犻）λ犽，犻－狔犽，犻；犽＋１，犼犵犽，犻；犽＋１，犼ｃｏｓ（τ犽，犻；犽＋１，犼－

φ犽，犻）α犽，犻－［犺犽＋１，犼；犽，犻犵犽＋１，犼；犽，犻ｓｉｎ（τ犽，犻；犽＋１，犼－

φ犽＋１，犼）－狔犽＋１，犼；犽，犻］ρ犽＋１，犼＋犺犽＋１，犼；犽，犻犵犽，犻；犽＋１，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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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ｓ（τ犽，犻；犽＋１，犼－φ犽＋１，犼）λ犽＋１，犼＋

狔犽＋１，犼；犽，犻犵犽＋１，犼；犽，犻ｃｏｓ（犽，犻；犽＋１，犼－φ犽＋１，犼）α犽＋１，犼＋

δ犽，犻；犽＋１，犼－δ犽＋１，犼；犽，犻 （３）

式（３）简写为：

Δ犽，犻；犽＋１，犼 ＝犜犽－犜犽＋１＋犪１ρ犽，犻＋犪２λ犽，犻＋犪３α犽，犻＋

犫１ρ犽＋１，犼＋犫２λ犽＋１，犼＋犫３α犽＋１，犼＋ξ犽，犻；犽＋１，犼 （４）

式中，犪１、犪２、犪３、犫１、犫２、犫３为式（３）中的对应系数，

且ξ犽，犻；犽＋１，犼＝δ犽，犻；犽＋１，犼－δ犽＋１，犼；犽，犻。

如果单个条带上各ｐｉｎｇ的参数均相同，则得

到基于条带的交叉点差值模型：

Δ犽，犻；犽＋１，犼 ＝犜犽－犜犽＋１＋犪１ρ犽＋犪２λ犽＋犪３α犽＋

犫１ρ犽＋１＋犫２λ犽＋１＋犫３α犽＋１＋ξ犽，犻；犽＋１，犼 （５）

　　如果全部条带上各ｐｉｎｇ上参数均相同，得到

整个测区的交叉点差值模型：

Δ犽，犻；犽＋１，犼 ＝犜犽－犜犽＋１＋（犪１＋犫１）ρ＋（犪２＋犫２）λ

＋（犪３＋犫３）α＋ξ犽，犻；犽＋１，犼 （６）

　　特殊地形情况下，可将交叉点差值归为少量

因素所致，进而简化交叉点差值模型，常用的简化

模型有：

１）测深＋横摇模型

Δ犽，犻；犽＋１，犼 ＝犜犽－犜犽＋１＋犪１ρ犽，犻＋犫１ρ犽＋１，犼＋ξ犽，犻；犽＋１，犼

（７）

　　２）测深＋纵摇模型

Δ犽，犻；犽＋１，犼 ＝犜犽－犜犽＋１＋犪２λ犽，犻＋犫２λ犽＋１，犼＋ξ犽，犻；犽＋１，犼

（８）

　　３）测深＋航向模型

Δ犽，犻；犽＋１，犼 ＝犜犽－犜犽＋１＋犪３α犽，犻＋犫３α犽＋１，犼＋ξ犽，犻；犽＋１，犼

（９）

２　条带拼接网的秩亏网平差模型

由式（４）～（９），可建立以交叉点差值为观测

值的误差方程组：

犞＝犃０^犡０＋犃１^犡１－犔，Σ犔 ＝犘
－１
犔σ

２
０ （１０）

式 中，犞 为 交 点 差 值 残 差； 犡^０ ＝

［^犜１　^犜２　…　^犜犿］
Ｔ 为犿 条条带的深度改正估

值；^犡为横摇、纵摇等参数估值；犃０、犃１为系数阵。

事实上，犃０、犃１可能会秩亏。

导致犃０秩亏的原因是，深度改正缺乏“基准”

数据［６］。可证明犃０列秩亏１。根据秩亏网平差原

理［７］，需加入约束方程犌Ｔ犘犡
０
犡^０＝０，其中，犌为约

束矩阵，满足犃０犌＝０，得犌
Ｔ＝［１　１　…　１］１!犿；

犘犡
０
为条带基准权，为对角阵，对角线元素取０或

１，取１时对应条带为基准条带，犘犡
０
对角线上至少

有一个元素为１。

导致犃１秩亏的原因有：① 单个ｐｉｎｇ上交叉

点差值个数少于参数个数；② 特殊的海底地形导

致某些参数的系数为零而显得“多余”，即造成系

数阵病态甚至秩亏。因此，为避免犃１秩亏，应要

求参与平差的ｐｉｎｇ具有一定数量交叉点（至少不

得低于参数个数）。同时，还应根据海底地形走向

和条带航迹方向来选取合适的平差参数，构建合

理的平差模型。

综合上述分析，条带网拼接平差模型为：

犞＝犃０^犡０＋犃１^犡１－犔，Σ犔 ＝犘
－１
犔σ

２
０

犌Ｔ犘犡
０
犡^０ ＝０

犞Ｔ犘犔犞＝

烅

烄

烆 ｍｉｎ

（１１）

　　平差后，还需对参数估值进行系统性检验，采

用狋检验法，假设检验变量为：

狋＝ （^狓－０）／σ^狓 （１２）

式中，^狓为参数估值；σ^狓 为参数狓^中误差。

３　拼接模型的解算方法

据式（５）、（６）建立的平差模型参数较少，可直

接解算结果。下文讨论根据式（４）按ｐｉｎｇ构建的

平差模型的解算方法。

通常情况下，一个测区可能有几万到几十万

ｐｉｎｇ数据，同时纳入模型（１１）进行平差，其法矩

阵的阶数可达百万以上。因此，必须采用分解误

差方程。结合条带拼接网特点，本文采用阶段平

差法［７］按照ｐｉｎｇ来构建分解算法，即每阶段选取

各条带上的一定数量的ｐｉｎｇ（一般１０～４０ｐｉｎｇ，

符合单ｐｉｎｇ相交情况），根据这些ｐｉｎｇ的前后关

系和相邻关系构建各阶段误差方程，其法矩阵阶

数一般在几百阶。为便于解算，本文首先对式

（１１）进行满秩化处理，然后构建方程分解算法。

３．１　满秩化处理

因犃０秩亏１，消去其中一个参数即可保证法

方程满秩。据式（１），将 犡^０＝ ［^犜１　犜^２　…　

犜^犿］
Ｔ 变为 Δ^犡０＝［Δ^犜１，２　Δ^犜２，３　…　Δ^犜犽，犽＋１　

…Δ^犜犿－１，犿］
Ｔ，且 Δ^犜犽，犽＋１＝犜^犽－犜^犽＋１，犽＝１，…，

犿－１。又犌Ｔ犘犡
０
犡^０＝０，则 Δ^犡０ 与犡^０ 满足关系：

Δ^犡０［ ］
０

＝犅^犡０ （１３）

式中，犅 满 秩，有 犡^０ ＝犅
－１
Δ^犡０［ ］
０

，犙^犡
０
＝

犅－１犙
Δ^犡０［ ］
０

（犅－１）Ｔ，代 入 式 （１０），则 犃０^犡０ ＝

犃０犅
－１
Δ^犡０［ ］
０

＝犃′０Δ^犡０，即误差方程组为：

３５６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６月

犞＝犃′０Δ^犡０＋犃１^犡１－犔

＝犃^犡－犔 （１４）

式中，犃列满秩。

３．２　分解算法

据ｐｉｎｇ相交的情况，式（１４）可分解为：

犞１ ＝犃１，１^犡１－犔１，犘犔
１

犞２ ＝犃２，２^犢２＋犃２，３^犡２－犔２，犘犔
２

…

犞犻 ＝犃犻，犻^犢犻＋犃犻，犻＋１^犡犻－犔犻，犘犔犻

（１５）

式中，^犡犻为第犻阶段平差新增ｐｉｎｇ的参数估值；

犢^犻为参与第犻－１阶段和第犻阶段平差的联络参

数，取犢^犻＝犆
（犻）
犢^犻－１

犡^犻
［ ］

－１

，且犆
（犻）为因子阵，每行仅有

一个元素为１（对应所取参数），其余为０。根据阶

段平差原理［７］，可得参数估值递推解。

４　数据改正

参数估值经过式（１２）参数检验后，若系统性

显著，则需要进行改正，由式（１）得各种参数的综

合改正结果Δ犇犽，犻和Δ犇犽＋１，犼，则ｐｉｎｇ上改正后的

数据为：

珚犱犽，犻 ＝犇犽，犻－Δ犇犽，犻

珚犱犽＋１，犼 ＝犇犽＋１，犼－Δ犇犽＋１，犼
（１６）

　　对于交叉点上的数据，还应进行残差配平，取

珔δ犽，犻；犽＋１，犼＝狏犽，犻；犽＋１，犼／２，珔δ犽＋１，犼；犽，犻＝－狏犽，犻；犽＋１，犼／２，即

珚犱′犽，犻；犽＋１，犼＝珚犱犽，犻；犽＋１，犼＋珔δ犽，犻；犽＋１，犼

珚犱′犽＋１，犼；犽，犻＝珚犱犽＋１，犼；犽，犻＋珔δ犽＋１，犼；犽，犻
（１７）

式中，珚犱犽，犻；犽＋１，犼、珚犱犽＋１，犼；犽，犻为交叉点上经式（１６）改正

后的值。

５　算例分析

采用条带数据处理商业软件 Ｃａｒｉｓ中数据

Ｐｏｒｔｍｏｕｔｈ２００１下７条条带数据，其船姿文件表

明数据具有０．８"

的横摇偏量。为表述方便，航迹

由上至下依次排序为１～７号，相邻条带间有

１３５１６ｐｉｎｇ数据相交，１６８９４９个交叉点，差值最

大值为２．１５ｍ，最小值为－１．９８ｍ，均值为

－０．１４ｍ。航迹及交叉点分布见图１。为便于说

明问题，取图１斜框中数据作为比较的原数据，斜

框中数据后视如图２所示（黑色为右舷波束，灰色

为左舷波束，下同）。

图２表明，在水深２０ｍ的范围内，０．８ "

的横

摇将影响相邻带之间的拼接。

图１　航迹与交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

Ｎａｖｌｉｎｅｓ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图２　图１斜框中原数据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Ｓｏｕｒｃｅ

ＤａｔａｉｎＲｅｔａｎｇｌｅＡｒｅａ

ｉｎＦｉｇ．１

采用５种计算方案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

① 基于式（６）的测深＋横摇模型；② 基于式（６）

的横摇模型；③ 基于式（５）的测深＋横摇模型；

④ 据式（７）按ｐｉｎｇ阶段平差；⑤ 仅有深度改正的

平差模型。５种计算方案的基准权阵均取单位

阵。

根据方案①和方案②得整个测区横摇参数估

值均为０．７６"

，方案①算得深度改正参数估值为

０．０３ｍ、０．０４ｍ、０．０５ｍ、０．０３ｍ、－０．０４ｍ、０．０５

ｍ、－０．０６ｍ，系统检验均不显著，方案①和方案

②数据改正后见图３。

方案③ ７条条带的横摇参数估值分别为

０．５５"

、０．６８ "

、０．７７ "

、０．６９ "

、０．８４ "

、０．８８ "

、

０．９１"

，均值为０．７６"

，据式（１２）系统性检验均显

著，测深误差参数估值分别为－０．０７ｍ、０．００ｍ、

０．０６ｍ、０．０６ｍ、０．０３ｍ、－０．０１ｍ、－０．０７ｍ，其

系统性检验均不显著。这表明交叉点差值由横摇

引起。数据改正后如图４所示。

图３　方案①、②的改正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Ｐｒｏｇ．①ａｎｄ②

　　
图４　方案③的改正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Ｐｒｏｇ．③

方案④按ｐｉｎｇ进行阶段平差，由图１可知，

因相邻条带有交叉点稀疏区域（因ｐｉｎｇ几乎平行

不相交所致），为避免拼接平差过程中联络参数过

少，应在各阶段选择较多ｐｉｎｇ参与平差。每次增

加５０ｐｉｎｇ，在主频为２．６６ＧＨｚ、内存２ＧＢ的计

算机上耗时２７ｓ，得ｐｉｎｇ横摇分布值在－２．２６ "

～３．３４"

之间变化，横摇均值为０．７７"

，根据ｐｉｎｇ

的横摇估值数据改正后如图５所示。

方案⑤基于条带的深度改正估值为－０．４２

ｍ、－０．１０ｍ、０．０６ｍ、０．０４ｍ、０．０５ｍ、０．０６ｍ、

０．３７ｍ，假设检验表明１号和７号条带深度改正

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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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显著，数据改正后见图６。

图５　方案④的改正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Ｐｒｏｇ．④

　　
图６　方案⑤的改正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Ｐｒｏｇ．⑤

比较图３～５发现，仅根据整个测区横摇估值

进行拼接的吻合程度不如基于条带横摇估值的条

带拼接，基于ｐｉｎｇ的横摇估值的邻带拼接吻合程

度最好。这表明，整个测区的横摇估值反映整个

测区的横摇规律，基于条带的横摇估值能反映本

条带横摇规律，而基于ｐｉｎｇ的横摇估值更能反映

条带内部的横摇变化细节。同时也表明，模型

（１１）适用于探测测区、条带以及ｐｉｎｇ的系统误

差。图６表明，将横摇引起的差异归为深度改正

所致，仅能抬升或下降条带整体，不能很好地

拼接。

６　结　语

１）根据ｐｉｎｇ构建系统误差模型可较好地反

映条带测深过程中系统误差的影响规律。利用

ｐｉｎｇ之间的交叉点不符值组建条带拼接平差模

型，探测系统误差是可行的。

２）本质而言，整个测区系统参数估值是各条

带上系统参数估值的均值，条带上的参数估值是

条带内部各ｐｉｎｇ参数估值的均值。因此，平差模

型的选择取决于求解参数的目的和分析系统误差

的细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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