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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考虑水深点不确定度信息和距离对格网节点的影响，提出了利用不确定度和距离联合确定权函

数方法构建海底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利用不确定度信息传递模型和海底ＤＥＭ 格网分辨率选取标准，在

ＤＥＭ精度和数据容量之间保持平衡，为生成多种形式、满足多种需要的海洋数字产品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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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波束测深系统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海

底地形测量中。与以往的水深数据获取方式相

比，多波束测深系统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

率，测深数据具有高精度、高分辨率的特点，能够

满足大比例尺数字海底地形的建模需求。由于规

则格网对自然地形表示有良好的效果，因此利用

多波束数据构建海底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一般

使用格网形式。多波束数据的网格化处理目的不

同于一般数据的网格化插值，包含了一种数据压

缩的思想，构建ＤＥＭ的同时也压缩了数据量，需

要考虑使用适用于数据压缩且精度损失相对较小

的内插方法。

由于多波束测深数据结构复杂、数据量大，往

往在交付海图制作单位处理前，勘测单位按“取

浅”原则对数据进行了抽稀，使数据量处在一个可

以接受的范围内。一般是先对测区格网化，然后

在每一个网格内保留单一的水深值，一个网格称

之为１ｂｉｎ。保留测区每个ｂｉｎ内的浅点数据，水

深点的水深和位置保持不变，然后将ｂｉｎ中的数

据标绘到图上，形成清绘图。在大多数海道测量

机构中，清绘图都是存档测量数据的工具，由清绘

图上的水深点组成存储的水深数据库，每一次产

品综合都由次一级的综合产品上得到。这样处理

虽然在“取浅”后准确保留了所有的浅点数据，但

是这种模式下获取的海底ＤＥＭ 地形舍弃了很多

海底细节特征，难以与海洋地质、海洋考古和军事

运用等方面有效共享，并且这种模式对ＤＥＭ 模

型精度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在拥有海量多波束

测深数据的情况下，应着重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原

始数据，提高数据的使用率。本文基于水深点不

确定度信息，建立了规则格网形式的海底ＤＥＭ，

能够有效地保留水深点信息，作为制作多种海洋

数字产品的基础，提高通用性和效率。

１　基于不确定度的海底犇犈犕 构建

方法

１．１　多波束测深数据的特点

多波束系统进行测量时，换能器发射基阵以

扇形面向海底发射声波脉冲，接收基阵接收到条

带区域的反向散射信号后，经过空间处理形成了

一系列垂直航向分布的窄波束（每个波束的波束

角一般小于３°），然后经过深度归算，将发射波束

与接收波束重叠区域内（波束脚印）的深度分离出

来。这样，多波束测深系统在完成一个完整发射

接收过程后，形成一条由一系列窄波束测点组成

的、在船只正下方垂直航向排列的测深剖面。对

于等角发射多波束系统而言，由于多波束系统的

每个波束角度相等，从中央波束到边缘波束，随着

入射角的增加，波束脚印越来越大，并且由于换能

器姿态的变化，边缘波束得到的水深点的精度远

远低于中央波束。新型多波束换能器虽然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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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能够得到精度相当的水深点，但是在实际情况

下，考虑到声线折射和姿态因素等的影响，一般中

央波束的精度仍然高于边缘波束。对于同一波

束，随着水深的增加，得到的水深点的精度也会减

小。

在测深数据的后处理过程中，为了提高数据

的使用率，不能直接删除低精度的边缘波束数据。

而在勘测的成果数据中，条带和条带、主测线和检

查线、加密测线之间往往有着较多的重叠区域，如

图１所示。在这些重叠区域，有来自于中央波束

的高精度数据和来自于边缘波束的低精度数据，

在不同航次、不同测量载体所获取数据的精度相

差更大。在这种不等精度数据的离散分布情况

下，如果单纯地按照等精度来处理，势必会影响海

底ＤＥＭ构建的质量，传统的网格内插方法均未

考虑到这一点。因此，本文采用水深点不确定度

这一水深数据质量评估指标来解决这一问题。

１．２　水深点不确定度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ＩＨＯ）发布的国际海道测

量标准（Ｓ４４）２００８版第一次将不确定度概念引

入海道测量数据处理，要求使用不确定度来评估

水深测量数据质量。

不确定度是表征合理地赋予被测量值的分散

性，与测量结果相联的参数无正负号之分，用标准

差或其倍数或置信水平的区间半宽度表示，恒为

正值。它是一个容易定量、便于操作的质量指标，

有助于解决目前对单一水深值缺乏有效质量评估

指标的现状，将所有影响测深精度的因素归算到

统一的指标中。一般可以将不确定度分为总传播

不确定度（ｔｏｔａｌ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ｄ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ＴＰＵ）、

水平 不 确 定 度 （ｔｏｔａｌ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ＨＵ）和垂直不确定度（ｔｏｔ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ＴＶＵ）三类。ＴＰＵ的建立关键在于对策略误

差的概率分布、置信域及标准差等三个方面作出

何种规定。Ｓ４４假定策略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并

要求置信域为９５％。ＴＨＵ和ＴＶＵ的具体公式

如下：

犝ＴＨＵ ＝２．４５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犝ＴＶＵ ＝１．９６σｄｅｐｔｈ （１）

式中，σｄｅｐｔｈ为垂直方向的标准不确定度；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为

平面位置的标准不确定度。关于多波束水深点的

不确定度计算模型见文献［１］。

不确定度将影响水深点精度的各个因素归化

为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使得所有的水深点都有

了统一的精度量化指标。利用水深点不确定度，

可以在构建海底地形模型时，对于不确定度低的

水深点赋予较高的权重，不确定度高的水深点赋

予较低的权重，从而提高海底地形模型的精度。

１．３　利用不确定度和距离联合构建海底犇犈犕

格网对自然地形表示有良好的效果［２，３］。用

海量多波束测深数据进行海底ＤＥＭ 构建，比较

有效率和可信的形式是规则网格［４］。

１．３．１　权函数模型

距离反比权重法（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ｖ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ＤＷ）是常用的空间内插方法之一，它认为与待插

值点（格网节点）距离最近的若干个点（水深点）的

信息对待插值点的贡献最大，其贡献与距离成反

比，可用下式表示：

犣＝∑
狀

犻＝１

狑 犱（ ）犻狕犻／∑
狀

犻＝１

狑 犱（ ）犻 ＝

∑
狀

犻＝１

狕犻
犱（ ）犻 狆

／∑
狀

犻＝１

１

犱（ ）犻 狆
（２）

式中，犣是对节点的水深估计值；狕犻是插值半径内

第犻个（犻＝１，…，狀，狀是水深点的个数）水深点的

深度值； （）狑 犱 是距离权函数；犱犻 是水深点与节点

的距离；狆是距离的幂次，它显著影响内插的结果，

选择标准是最小平均绝对误差。研究结果表明，幂

次越高，内插结果越具有平滑的效果，一般取为２。

离散水深点与格网节点的距离越远，权重越小；距

离越近，权重越大。这种算法在使用等精度的离散

数据时能起到较好的效果，而数据精度存在较大差

异时，未能有效突出高精度数据的利用。

由于建模过程中使用的水深点具有不确定度

属性，包含水平不确定度和垂直不确定度，水平不

确定度对水深点与节点的实际距离会产生影响，

垂直不确定度对估计的节点水深精度有影响。因

此，为了提高ＤＥＭ的精度，应该使用评估水深点

质量的不确定度指标作为赋权的重要因素。对不

确定度低的水深点赋予较高的权重，不确定度高

的水深点赋予较低的权重。

利用不确定度和距离共同进行节点水深插

值，式（２）可以变化为：

犣＝∑
狀

犻＝１

狑（犱犻，狌犎，犻）狑（狌犞，犻）狕犻／

∑
狀

犻＝１

狑（犱犻，狌犎，犻）狑（狌犞，犻） （３）

式中，狑（狌）是不确定度权函数，可以根据网格节

点搜索半径内的多个水深的不确定度计算而得；

狑 狌犞，（ ）犻 ＝ （∑
狀

犻＝１

狌２犞，犻－狌
２
犞，犻）／∑

狀

犻＝１

狌２犞，犻 ＝

１－狌
２
犞，犻／∑

狀

犻＝１

狌２犞，犻 （４）

狑 犱犻，狌犎，（ ）犻 ＝１／（犱
２
犻 ＋狌

２
犎，犻） （５）

　　水平不确定度可以表示为以水深点为圆心、

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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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不确定度值为半径的不确定度圆，其在任意

方向上的几率是相等的，如图２所示。距离是表

示离散水深点和格网点的确定的远近关系，不确

定度是表示可能的远近关系，二者性质并不完全

相同，故在狑 犱犻，狌犎，（ ）犻 中，二者相对独立。当水

深点的水平不确定度为０时，式（５）的权重取决于

距离大小。通过对距离和不确定度联合加权处

理，能使得距离节点近、精度高的数据对格网节点

水深的影响更大；在同样距离的情况下，不确定度

小的水深数据能获得更大的权值。

１．３．２　搜索半径的选择

对于每个格网节点，可选取其邻近的狀个水

深点进行插值。选择邻近点一般考虑两个因素：

范围和点数。考虑到内插的精度，水深点的数目

一般选择为５～１０个。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动态

圆半径法，其思想是从数据点的平均密度出发，确

定圆内数据点（平均１０个），以求解圆的半径狉，

如图３所示。其公式为
［３］：

狉＝ １０×
犃
犖
／槡 π （６）

式中，犖 为测区总点数；犃为测区总面积。

若在此半径范围内的水深点数目多于１０个，

则缩小半径；若水深点数目少于５个，则扩展

半径。

　
图１　测区不同测线的水深点

Ｆｉｇ．１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

　　　
图２　不确定度对插值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ｏＧｒｉｄＮｏｄｅ

　　　　　
图３　动态圆半径法

Ｆｉｇ．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ａｄｉｕｓ

１．４　不确定度信息的传递

由于编辑后的每一个多波束水深点均带有其

相应的不确定度，因此需考虑如何合理地将离散

点的不确定度归算到格网节点上去。节点不确定

度估计就是用来计算这个节点水深点的不确定度

的平均数。在涉及不确定度的传递时，要同时考

虑到水平不确定度和垂直不确定度这２个参量的

影响，并要符合以下３个原则
［５］：① 为使节点与

水深值相符合，节点的不确定度是垂直不确定度；

② 不确定度应该是测量距离的函数；③ 不确定

度随海底粗糙程度的增长而快速增加。

由于格网节点的位置坐标是固定的，所以节

点上不存在水平方向的不确定度，只存在垂直方

向的不确定度，不确定度的传播如封三彩图５所

示。在考虑以上３个原则的基础上，考虑到权重

函数的形式，不确定度信息的传递模型如下：

狌＝狌犞 ＋犪犱＋犫犱
２ （７）

式中，狌是节点的不确定度；狌犞 是对节点贡献最

大（即权重最大）的水深点的垂直不确定度；犱是

该水深点与节点的距离；犫是根据经验设置的常

数，一般为０．０００４；犪为线性常数，是海底粗糙度

的函数，其形式如下［５］：

犪＝犮 ∑狕狕／狀－ ∑狕／（ ）狀槡
２

（８）

式中，犮是任意的系数，根据经验设置，一般为１／

１２０；狕是水深点的深度值；狀是搜索半径内的水深

点数目。

１．５　格网分辨率的选取

格网的分辨率即格网单元的长度和宽度，决

定了格网对地形表面所表示的精度。格网单元大

小取决于细节分析所要求的数据精度和用于产生

格网的输入数据的精度。

格网表面分辨率对于精确确定小物体的最小

水深具有重大意义。海道测量人员必须选择合适

的分辨率。如果分辨率过高，计算机的处理时间

将呈指数增加，而数据文件将大得难以管理。如

果分辨率过于粗糙，则导致小的物体难以精确地

描述。必要的人工操作来选择指定的水深点，以

保证最小水深点，海道测量人员必须在两个极端

之间保持平衡，选择合适的网格大小和分辨率。

文献［５］指出，海底数字高程模型以最高分辨

率保存水深数据，而最高分辨率的数据是由多波

束系统的波束脚印大小来确定的。目前，一般常

用的多波束测深仪发射的波束角都是等角发射接

收，对于平坦海底，中央波束比边缘波束发射的射

程短，入射角小，因此波束脚印具有从中央波束向

边缘波束加大、分辨率降低的规律，其大小相差可

以达到５～６倍
［６］，这样就给确定ＤＥＭ 的分辨率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以最小波束脚印作为分辨率

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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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致边缘波束处节点的精度显著降低，不利于

提高ＤＥＭ的精度；以最大波束脚印作为分辨率，

则会导致中央波束的测量信息丢失，不利于海洋

数字产品的开发。

《海道测量规范》对多波束测量的测线间距没

有专门的规定，只是依据定位中误差和系统误差

规定了重叠带宽度，相对于条带宽度很窄。文献

［７］中指出，须保证条带之间有１０％的重叠区。

根据国际海道测量组织的标准，复杂多变的海底

地形可以分为平坦、一般和复杂３类，具体的海底

地形分类标准见表１
［８］。其中，珔狕为平均水深，珔狕

＝∑
狀

犻＝１

狕犻／狀；Δ狕为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Δ狕＝狕ｍａｘ

－狕ｍｉｎ；σ为统计方差，表示各点水深值和平均值

之间的接近程度，σ＝ ∑
狀

犻＝１

狕犻－珔（ ）狕 ２／（狀－１槡
）。

根据表１，对照Ｓ４４测量等级标准，综合考

虑 海底地形的复杂程度、每ｐｉｎｇ中波束脚印大

表１　测区海底地形分类标准／ｍ

Ｔａｂ．１　Ｓｅａｆｌｏｏｒ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

珔狕
平坦海底 一般海底 复杂海底

σ Δ狕 σ Δ狕 σ Δ狕

（１０，２０］ ≤５ ＜２０ （５，１０］ ＜３０ ＞１０ ＞３０

（２０，５０］ ≤５ ＜２０ （５，１０］ ＜３０ ＞１０ ＞３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 ＜３０ （１０，２０］ ＜５０ ＞２０ ＞５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２０ ＜５０ （２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小的变化、测量环境因素的影响、全覆盖测量对相

邻测线重叠率的要求以及Ｓ４４对水平不确定度

和系统探测能力的要求，可以令格网间距为Ｓ４４

规定的各等测量最高水平不确定度的１／２，如表２

所示。

表２　格网分辨率标准

Ｔａｂ．２　Ｇｒｉ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测量等级 特等 １ａ等 １ｂ等 ２等

ＴＨＵ最大

限差
２ｍ

５ｍ＋５％

水深

５ｍ＋５％

水深

２０ｍ＋１０％

水深

最大水深 ４０ｍ １００ｍ １００ｍ ＞１００ｍ

平均水深 珔狕≤２０ ２０＜珔狕≤５０ ５０＜珔狕≤１００ 珔狕＞１００

最大测

线间距

全覆盖

测量

全覆盖

测量

３倍平均水深或

不论多深均为

２５ｍ或

保证水深点间距

为５ｍ×５ｍ

４倍平均

水深

特征探测

能力
１ｍ

２ｍ水深＜４０ｍ

１０％水深

水深＞４０ｍ

不要求 不要求

格网间距 １ｍ ２ｍ ５ｍ １０ｍ

２　仿真实验

为检验本文方法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利用计

算机进行多波束测量仿真实验，并用得到的测量

数据进行海底ＤＥＭ构建。仿真海底区域为平坦

海底，水深约１５ｍ，宽约２４０ｍ，长为１００ｍ，面积

２４０００ｍ２，在海底有３根直径４ｍ的输油管道，

相互之间的距离为３０ｍ，如封三彩图６所示。模

拟ＳｅａＢａｔ８１０１多波束测深仪，测距分辨率为１

ｃｍ，波束数为１０１个，波束宽度为１．５°×１．５°，采

样频率为１０Ｈｚ，测线间距为８０ｍ，测线分别布

设在狓＝－４０ｍ和４０ｍ处，相邻条带重叠率约

为２０％，测量时的船速为１０节（约为５ｍ／ｓ），测

量后的水深点分布如封三彩图７所示，数据处理

结果如封三彩图８和彩图９所示，不确定度的计

算参考文献［５，１１］。

从封三彩图７中可以看出，中间油管正处于

两个条带的重叠部分，即两个条带的边缘，导致水

深点的不确定度较大而精度较低，封三彩图９也

表明两侧油管处的不确定度要小于中间油管，证

明了利用不确定度和距离联合加权函数得到的海

底ＤＥＭ能够较好地反映测量原始水深点的信

息。在建立ＤＥＭ以后，采用以下公式评估ＤＥＭ

质量：

σＤＥＭ ＝ ∑
狀

犻＝１

ｄｅｐｔｈ犻－狕（ ）犻
２／

槡 狀 （９）

其中，ｄｅｐｔｈ是格网点位置的真实水深；狕是利用

水深点加权内插得到的水深值。利用式（９）可以

精确地显示内插值与真实值的偏离程度。计算得

到距离加权方法为σ１＝０．２５１ｍ，不确定度加权

方法为σ２＝０．１８９ｍ，显然，不确定度加权方法更

加接近真实值。

表３是分别利用距离反比权重法和不确定度

加权法得到的中间油管附近几个格网节点的水深

值，分别与真实水深相比，可以发现，不确定度加

权法得到的水深值比距离反比加权法得到的更加

准确，表明该方法更加有效，更能适应多波束水深

数据的处理。

　　按照格网分辨率标准，海底ＤＥＭ 采用１ｍ

的分辨率能够较好地在最大波束脚印和最小波束

脚印之间取得平衡，既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海底

信息，又不会导致数据冗余，能够满足各种海洋数

字产品的需要。

７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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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方法得到的部分格网点水深值比对／ｍ

Ｔａｂ．３　ＤｅｐｔｈｓｏｆＰａｒｔ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ｍ

点平面坐标 （１，－３） （１，－２） （１，－１）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真实水深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３．６２８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６２８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不确定度加权得到的水深 １４．７３８ １４．１８４ １３．２９４ １３．５７３ １３．４１７ １４．０１４ １４．８５４

水深差值 ０．２６２ ０．８１６ ０．２３４ －０．５７３ ０．２１１ ０．９８６ ０．１４６

距离加权得到的水深 １４．６２０ １４．１０７ １３．２２１ １３．６００ １３．３７５ １３．９４９ １４．５６０

水深差值 ０．３８０ ０．８８３ ０．４０７ －０．６００ ０．２１１ １．０５１ ０．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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