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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在具有统一解析式连续背景场基础上实现迭代最近等值线的匹配算法，建立了局部连续背景

场的最近点搜索模型，采用ＢＦＧＳ拟牛顿方法实现置信范围内最近等值点精确定位。分别对连续背景场的

ＩＣＣＰ匹配算法和离散背景场的ＩＣＣＰ匹配算法进行了两组对比仿真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连续背景场的ＩＣ

ＣＰ匹配算法在搜索最近等值点方面有了较大改进，匹配精度有了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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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匹配辅助惯性导航技术具有完全自主性

和高隐蔽性，能较好地满足潜艇长期隐蔽潜航的

要求。目前，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挪威等国

已经对该项技术展开了深入研究［１３］。Ｂｅｈｚａｄ于

１９９９年将图像对准算法中的迭代最近点（ｉｔｅｒａ

ｔｉｖｅｃｌｏｓｅｓｔｐｏｉｎｔ）算法应用到水下航行器的导航

中［４］，提出了迭代最近等值线算法，此后许多学者

对ＩＣＣＰ算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广泛应用于重

力匹配、地磁匹配等辅助导航领域［５１０］。传统ＩＣ

ＣＰ算法建立在标准格网化离散背景场基础上，对

最近等值点搜索存在一定弊端。本文考虑用局部

连续背景场逼近离散背景场［８］，提出利用局部连

续背景场实现ＩＣＣＰ算法的思想，建立了连续背

景场非线性约束条件下的非线性二维寻优模型，

并采用ＢＦＧＳ拟牛顿方法对模型进行了解算以获

取最近等值点，最后通过仿真实验验证了算法的

有效性。

１　连续背景场的犐犆犆犘算法设计

在离散背景场中搜寻重力异常实测值的对应

等值线时，一般采用背景场数据与测量值差值的

绝对值小于预设阈值的方法获取该等值线点集，

如何设置阈值是一个难点。阈值设置过大，相当

于加大了测量误差，从而加大了误匹配概率；阈值

设置过小，容易导致匹配发散。另外，即使等值线

搜索阈值设定合理，在离散等值线点集上获取的

最近等值点的定位精度还受限于格网分辨率。如

果用具有统一解析式的连续背景场逼近已知局部

格网离散背景场，然后在该连续场解析式的基础

上进行最近等值点搜索，则可以有效避免上述问

题，而且也会提高ＩＣＣＰ算法的稳定性及精度。

设ＩＮＳ指示航迹序列为犘犻（犻＝１，…，狀），ＩＮＳ

指示航迹序列点上的重力测量值为犵犻（犻＝１，…，

狀）。首先由ＩＮＳ指示航迹序列确定局部离散背

景场，然后通过高斯样条函数二维逼近局部离散

背景场获得连续背景场解析式，设该解析式为

犌（狓，狔）。对于每一ＩＮＳ指示航迹点及其对应重

力异常测量值，建立寻优模型以获取该ＩＮＳ航迹

点对应的最近等值点：

犐（狓，狔）＝ （犘犻狓 －狓）
２
＋（犘犻狔 －狔）

２

犌（狓，狔）＝犵犻

犘犻狓 －Δ狓≤狓≤犘犻狓 ＋Δ狓

犘犻狔 －Δ狔≤狔≤犘犻狔 ＋Δ狔

　犻＝１，…，

烅

烄

烆 狀

（１）

式中，犘犻狓、犘犻狔为ＩＮＳ指示航迹序列点坐标；狓∈

［犘犻狓－Δ狓，犘犻狓＋Δ狓］，狔∈［犘犻狔－Δ狔，犘犻狔＋Δ狔］为

置信区间，则局部连续重力异常场的最近等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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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过程转化为在非线性约束条件下的非线性二

维函数寻优过程。采用ＢＦＧＳ拟牛顿方法对该模

型进行解算，ＢＦＧＳ尺度矩阵迭代公式为：

犎（犽＋１）＝犎（犽）＋
犃（犽）

犅（犽）

犃（犽）＝β（犽）Δ犡（犽）（Δ犡（犽））
Ｔ
－犎（犽）

　Δ犵（犽）（Δ犡（犽））
Ｔ
－Δ犡（犽）（Δ犵（犽））

Ｔ犎（犽）

犅（犽）＝ （Δ犡（犽））
Ｔ
Δ犵（犽）

β（犽）＝１＋
（Δ犵（犽））

Ｔ犎（犽）Δ犵（犽）
（Δ犡（犽））

Ｔ
Δ犵（犽）

Δ犡（犽）＝犡（犽＋１）－犡（犽）

Δ犵（犽）＝犵（犽＋１）－犵（犽） （２

烅

烄

烆 ）

式中，犡（犽）为第犽次迭代点二维坐标值；犵（犽）为

第犽次迭代点处梯度矩阵；犎（犽）为第犽次迭代点

处尺度矩阵。

至此，局部连续背景场最近等值点搜索过程

完成，此后的算法流程与传统的ＩＣＣＰ算法相同，

连续背景场的ＩＣＣＰ算法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连续背景场的ＩＣＣＰ重力匹配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ＩＣＣＰｆｏ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Ｆｉｅｌｄ

　　Δ犐狊＝ 犐狊，犻－犐狊，犻－１ 表示前后两次迭代目标函

数均值变化量绝对值，当Δ犐狊 小于预先设定的一

接近零的正数δ时，说明ＩＣＣＰ已经接近收敛，此

时停止迭代。因为采用双终止准则，迭代次数可

以设置得稍大一些。

２　仿真分析实验一

局部连续解析重力异常场ＩＣＣＰ匹配算法仿

真实验在 ＭＡＴＬＡＢ平台实现。为方便仿真验

证，采用高斯组合曲面函数ｐｅａｋｓ组合成局部连

续重力异常场作为仿真用真实背景场，该连续重

力异常场解析式如式（３）所示，其３Ｄ图如图２所

示。在犡方向及犢 方向以０．１为间距，等距采样

获得标准格网化离散二维矩阵作为已知真实重力

异常场：

犌（狓，狔）＝１０［ｐｅａｋｓ（狓，狔）＋ｐｅａｋｓ（狓／３，狔／３）］

狓∈ ［－３，３］，狔∈ ［－３，３｛ ］

（３）

图２　局部连续重力异常场三维图

Ｆｉｇ．２　３ＤＭａｐｏｆＬｌｏｃ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ｉｅｌｄ

　　设定真实航迹序列点数为２１，航迹点距为

０．１４１，迭代次数设为３０，ＩＮＳ指示航迹误差设为

（０．２，０．２，狆犻／３６），重力异常真实值取真实航迹点

处插值，重力异常测量误差设为０。调用连续背

景场ＩＣＣＰ匹配算法和离散背景场ＩＣＣＰ匹配算

法进行仿真实验得到的仿真结果分别如图３和

图４所示。

从图３（ａ）中可以看出，采用ＢＦＧＳ拟牛顿方

法能在置信范围内实现对所有序列点最近等值

点的精确定位，而从图４（ａ）中基于离散背景场的

图３　连续背景场ＩＣＣＰ仿真实验一

Ｆｉｇ．３　Ｆｉｒｓ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ＣＣＰ

４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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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离散背景场ＩＣＣＰ仿真实验一

Ｆｉｇ．４　Ｆｉｒｓ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ＣＣＰ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ｒｉｄＦｉｅｌｄ

ＩＣＣＰ算法所获得的最近等值点与真实航迹点偏

差较大。图３（ｂ）、图４（ｂ）对序列最后几个航迹点

的匹配情况进行了放大，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采用ＢＦＧＳ拟牛顿方法在逼近连续背景场上获取

的最近等值点随迭代次数逐渐逼近真实航迹点，

但随着迭代次数增加，逼近速度降低；而离散背景

场获得的最近等值点都约束在少数几个格网点，

直接导致了ＩＣＣＰ算法过早迅速收敛到次精度位

置甚至由于等值线搜索阈值设置不当引起发散。

图３（ｃ）、图４（ｃ）对两种算法在仿真实验下的匹配

误差进行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连续背景场ＩＣＣＰ

算 法 匹 配 精 度 明 显 优 于 离 散 背 景 场

ＩＣＣＰ算法匹配精度，误差统计见表１。图３（ｄ）、

图４（ｄ）对两种算法的目标函数值进行分析，从图

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连续背景场ＩＣＣＰ算法仿真

实验中的目标函数值随迭代次数增加迅速减少，

最终收敛于一接近于零的正数，而离散背景场

ＩＣＣＰ算法仿真实验中得到的目标函数值随迭代

次数增加变化不大，甚至出现了小幅的增加，主要

由离散等值线阈值设置不当引起。

３　仿真分析实验二

将重力异常测量噪声设为均方差为９ｍＧａｌ２

的高斯白噪声，其余仿真条件不变，对两种算法进

行仿真实验二，仿真结果分别如图５和图６所示。

图５　连续背景场ＩＣＣＰ仿真实验二

Ｆｉｇ．５　Ｓｅｃｏ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ＣＣＰ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Ｆｉｅｌｄ

图６　离散背景场ＩＣＣＰ仿真实验二

Ｆｉｇ．６　Ｓｅｃｏ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ＣＣＰ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ｒｉｄＦｉｅｌｄ

　　从图５（ａ）、５（ｂ）中可以看出，由于存在测量

误差，由二维寻优方法获得的最近等值点不在真

实航迹点所处的等值线上，而是在其附近等值线

上逐渐逼近真实航迹点。而从图６（ａ）、图６（ｂ）中

可以看出，离散背景场的ＩＣＣＰ算法所获得的最

近等值点依然被约束在少数几个格网点上。

图５（ｃ）、图６（ｃ）对仿真实验二中两种算法的匹配

误差进行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连续背景场ＩＣＣＰ

算法匹配精度依然明显优于离散背景场ＩＣＣＰ算

法匹配精度，误差统计见表 １。从图 ５（ｄ）、

图６（ｄ）中可以明显看出，连续背景场ＩＣＣＰ算法

仿真实验的目标函数值随迭代次数增加迅速减

少，最终收敛于一接近于零的正数，但最终收敛值

大于无测量误差时的目标函数收敛值，而离散背

５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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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场ＩＣＣＰ算法仿真实验得到的目标函数值随迭

代次数增加依然变化不大，但其收敛值却小于无

测量误差时的目标函数收敛值，而匹配精度也较

前者有了提高，这也说明了离散背景场最近等值

点搜索的不可靠。

表１　仿真实验匹配误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１　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仿真

实验

ＩＮＳ指示航迹

绝对误差均值

连续背景场ＩＣＣＰ

匹配误差均值

离散背景场ＩＣＣＰ

匹配误差均值

犡方向 犢方向 犡方向 犢方向 犡方向 犢方向

实验一 ０．２ ０．２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２９４ ０．２１１３ ０．１８６５

实验二 ０．２ ０．２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４５２ ０．１８５３ ０．１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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