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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迭代算法用于雷电定位时依赖初始值和易于发散等问题，提出了三维网格搜索算法用于云闪空

间定位解算。通过对某雷电探测网的数据进行模拟计算和数值分析，结果表明，只要网格划分得合理和恰当，

多级搜索后，计算结果必定趋近于真实解，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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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电探测定位系统是防御雷灾的重要手段，

由多个雷电探测站组成的大区域雷电探测网可以

向气象、电力、航空航天、铁路交通、通信等部门提

供准实时的闪电信息，为雷电灾害预警和事故处

理提供重要依据［１］。同时，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雷

电预警技术也需要发展快速准确的定位方法。

雷电通常可以分为地闪和云闪，云闪包括云

内闪电、云际闪电（两块云之间的闪电）和云空闪

电（云与云外大气中的闪电）。目前，地闪探测已

形成了成熟的系统，而对云闪探测的研究相对较

少，随着航空航天和通讯信息系统的发展，云闪探

测在航天发射窗口的选择、航空器雷暴区的规避、

军事应用、信息通讯等领域有重大的实际价值［２］。

研究表明，云闪一般先于地闪５～１５ｍｉｎ发生，观

测云闪对地闪有预警作用；云闪发生在离地面一

定高度的对流层，其定位研究属于三维空间定

位［３４］。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三维网格搜索算法

的云闪定位方法，由于到达方向观测量存在较大

的误差，本文主要采用到达时间观测值进行讨论。

１　三维网格搜索算法

目前，国外的云闪探测主要采用干涉法［５］或

时差法的原理建立雷电探测系统，其中云闪三维

定位的基本原理是以地面探测站的空间坐标作为

已知值，观测雷电波到达各探测站的方向和时间

等元素，从而解算出雷电点的空间坐标［６］。当云

闪发生时，多个探测站可观测到雷电波到达该探

测站的时刻。由于各探测站的时钟是严格同步

的，因此可以得到雷电发生点到各探测站的时间

差序列以及距离差序列。

一般情况下，可将闪电发生的位置和时刻作

为未知数，组成空间球面方程组，该方程组为非线

性方程组，解之即可得到雷电点的空间坐标及其

发生时刻。非线性方程的求解一般需要设置初始

值，然后通过迭代算法来逼近真值。由于该方程

组存在多个数学解，迭代初值的选取就显得尤为

重要。为了避免初始值的选取，且由于迭代算法

存在计算量较大、容易发散等缺点，因此需寻求更

快速、更准确的定位算法。

网格搜索用于目标定位的关键在于根据已有

的先验条件划分合适的网格，构造恰当的适应函

数对每个格点计算适应值。网格搜索法是在实验

区间内以固定步长逐点进行计算的，可避免因代

价函数存在多个极值而导致的局部优化，因而能

找到最优解［７８］。

建立以探测网几何中心或某探测站所在的位

置为三维坐标系的原点，正东方向为犡 轴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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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北方向为犢 轴正向、天顶方向为犣轴正向的空

间直角坐标系。由于ＧＰＳ获得的是地理坐标，而

方程计算中采用的是直角坐标，必须进行转换，文

献［９］详细给出了两种坐标之间相互转换的计算

公式。在定位计算开始前，利用正算公式将地理

坐标转换为直角坐标；在计算结束之后，利用反算

公式将结果由直角坐标转换为地理坐标后再输

出，并在数字地图上实时显示，从而为雷电监测及

应用提供空间信息。

假设闪电发生位置的空间直角坐标为（犡０，

犢０，犣０），发生时间为狋，第犻个探测站的空间直角

坐标为犛犻（犡犻，犢犻，犣犻），犻＝１，２，３，…，犼，则它接收

到雷电信号的时间为：

狋犻＝狋＋犱犻／犮＋ε犻 （１）

式中，犱犻为闪电发生位置到探测站的空间直线距

离；犮为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一般取光在真空中的

传播速度；ε犻为时间测量误差，本文假设其服从正

态分布，即ε犻～犖（０，σ
２
犜）。

若已知探测网的总体分布区域，由经验条件

可定义云闪发生的空间范围为犡∈［犡ｍｉｎ，犡ｍａｘ］，

犢∈［犢ｍｉｎ，犢ｍａｘ］，犣∈［犣ｍｉｎ，犣ｍａｘ］，将该空间区域划

分成犓×犕×犖 个网格，则各点的空间坐标为：

犡犽犿狀 ＝犡ｍｉｎ＋（犽－１）（犡ｍａｘ－犡ｍｉｎ）／犓

犢犽犿狀 ＝犢ｍｉｎ＋（犿－１）（犢ｍａｘ－犢ｍｉｎ）／犕

犣犽犿狀 ＝犣ｍｉｎ＋（狀－１）（犣ｍａｘ－犣ｍｉｎ）／

烅

烄

烆 犖

（２）

式中，犽＝１，２，３，…，犓；犿＝１，２，３，…，犕；狀＝１，２，

３，…，犖。

一般情况下，云闪定位采用甚高频信号，电磁

波在空气中沿直线传播，已知各探测站的坐标为

犛犻（犡犻，犢犻，犣犻），则各网格点到各探测站之间的距

离为：

犱犻（犡犽犿狀，犢犽犿狀，犣犽犿狀）＝

（犡犻－犡犽犿狀）
２
＋（犢犻－犢犽犿狀）

２
＋（犣犻－犣犽犿狀）槡

２

（３）

　　三维网格搜索法即在全局空间范围内寻找一

个最优网格点（犡犽犿狀，犢犽犿狀，犣犽犿狀），在该网格点位置

上代价函数达到最小值。这里针对每个网格点构

造一个代价函数：

χ
２
＝
１

σ
２
犜
∑
犼

犻＝１

（狋犻－犱犻（犡犽犿狀，犢犽犿狀，犣犽犿狀）／犮）
２（４）

　　若初始网格划分过密，随着犓、犕、犖 值的增

大，计算量将按３次幂增长，搜索最优目标点的时

间也相应增加。采用多级搜索的策略可以大大减

小搜索的计算量［１０１１］，即先将较大的搜索区域划

分为较稀疏的网格，分别计算每个格点的代价函

数值，再以代价函数值最小的格点为中心选择一

小片区域作为搜索范围，重新划分网格，依此类

推。第一级搜索到的最小代价函数值对应的网格

点为（犡ｏｐｔ１，犢ｏｐｔ１，犣ｏｐｔ１），以该点为中心，定义第二

级搜索范围为：

犡ｏｐｔ１－Δ犡≤犡≤犡ｏｐｔ１＋Δ犡

犢ｏｐｔ１－Δ犢 ≤犢 ≤犢ｏｐｔ１＋Δ犢

犣ｏｐｔ１－Δ犣≤犣≤犣ｏｐｔ１＋Δ

烅

烄

烆 犣

（５）

式中，Δ犡＝（犡ｍａｘ－犡ｍｉｎ）／犓；Δ犢＝（犢ｍａｘ－犢ｍｉｎ）／

犕；Δ犣＝（犣ｍａｘ－犣ｍｉｎ）／犖。

只要网格划分足够小，利用网格搜索算法的

最终结果必定趋近于真实闪电位置的最大似然估

计值［１２］。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计算各网格点的

代价函数值，如果在该位置发生闪电，则闪电电磁

波到达各观测站的实际观测到时与理论计算走时

的残差平方和最小，则可认为该位置就是雷击

点［１３１４］。实际计算时，通常将σ
２
犜 设为一常数，最

终计算出的代价函数最小值对应的格点位置

（犡ｏｐｔ，犢ｏｐｔ，犣ｏｐｔ）即为所求的闪电位置。通过采用

多级搜索策略，大大减小了计算量，且使网格分辨

率显著提高。

２　计算实例与分析

由于云闪这种特定的探测对象主要分布在对

流层，具有一定的高度，多站式定位系统观测云闪

时，可能有多个探测站收到闪电信号，在探测网中

选择有利的探测站组网方式进行计算，可以提高

定位精度［１５］。

以湖北省某区域雷电探测示范网为例，假设

该雷电探测网探测到一次云闪闪电，该次云闪的

雷击点坐标为（８．５８２，１７．９６３，９．６７５）ｋｍ，共有７

个探测站接收到闪电信号。以中心站为原点建立

三维空间直角坐标系，各探测站的原始数据见

表１，平面位置分布见图１。

表１　探测站坐标与信号到达时间

Ｔａｂ．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ｒｒｉｖａｌ

ＴｉｍｅｏｆＳｉｇｎａｌ

编

号

探测站直角坐标／ｋｍ

犡 犢 犣

信号到达

时间／μｓ

１ ０ ０ ０．０４５ ７３．７６８

２ ３６．９８１ ３６．７６９ ０．０３７ １１８．１５７

３ －３．８５５ ４１．６７３ ０．０３５ ９４．９０３

４ －２６．７２５ １２．２９３ ０．０３２ １２３．５３４

５ －１０．０８５ －１８．０４８ ０．０３０ １３９．２２５

６ ４４．５１４ －８．３４３ ０．０４３ １５２．１２９

７ －４１．５０１ ４６．７０４ ０．０４７ １４１．３７５

注：根据保密法相关规定，本文对实例中的坐标进行了技术处理。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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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计算量，快速准确地实现定位，采用多

级搜索策略。由于７号探测站距离雷电点较远，

测时误差最大，考虑图形因素的影响，将７号站的

粗差剔除掉，用其他６个站的数据进行定位解算。

首先定义搜索级数为３级，选取中心站为第一级

搜索网格的中心。将第一级搜索区域划分为２０

×２０×２０的网格，根据该探测示范网的布局情

况，选定初始搜索区域为犡∈（－１００，２００），犢∈

（－１００，２００），犣∈（０，２５）。然后以第一级搜索结

果中代价函数值最小的格点（犡ｏｐｔ１，犢ｏｐｔ１，犣ｏｐｔ１）为

中心，将第二级搜索范围划分为２０×２０×２０的网

格，通过相同的搜索方法可求算出第二次搜索的

代价函数最小值对应的网格点，再以之为中心进

行下一级搜索。第三级搜索区域划分为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的网格，最终计算出的代价函数最小值

对应的格点位置为（８．５７３，１７．９９１，９．７０５）ｋｍ，即

为所求的闪电位置。它与真实雷击点的距离为

４２ｍ，满足云闪雷电定位的精度要求。可见，通

过多级网格搜索计算得到的结果比较合理。

图２绘出了多级搜索后代价函数的对数值分

布图形。理论上，当各探测站接收到的到达时间

观测量不含误差时，代价函数在云闪发生的准确

位置上取值为０，但由于大气折射和仪器测量误

差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时间观测量存在一定的误

差，在云闪发生的准确位置上，代价函数值服从卡

方分布。由图２知，代价函数值在云闪雷击点位

上迅速收敛至最小；在远离云闪雷击点的位置上，

代价函数值迅速增大。

采用蒙特卡罗法进行１００次重复计算，取测

时误差的标准差σ犜＝１００ｎｓ，各次网格搜索结果

与真实闪电位置的三维散点图见图３。由图３可

见，所有计算结果都散布在真实闪电位置的周围，

且离真实位置越近，密度越大。由于网格分辨率

的大小对结果点位的分布有一定影响，因而明显

可见各点位不规则地分布在真实雷电点的周围。

由于云闪甚高频信号在空气中沿直线传播，时间

观测误差主要受探测站本身时钟误差的影响，通

过增加搜索级数，可提高网格分辨率，因此可忽略

由算法本身带来的误差。蒙特卡罗法分析表明，

利用网格搜索算法可在短时间内进行多次闪电定

位计算，可见，利用三维网格搜索法解算云闪雷击

点的坐标是一种有效而稳健的方法。

　 　

图１　各探测站的位

置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

Ｅａｃｈ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２　代价函数值

（取对数）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ｇａｒ

ｉｔｈｍｉｃＣｏｓ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图３　采用蒙特卡罗法进行

多次重复搜索的散点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ａｔｔ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ｂｙＵｓｉｎｇ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Ｍｅｔｈｏｄ

３　结　语

本文针对迭代算法用于雷电定位时依赖初始

值和易于发散等问题，提出了三维网格搜索算法

用于云闪空间定位解算，计算与分析验证了该方

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采用多级搜索策略，合理

地选择级数和划分网格数，全局搜索并寻找代价

函数最小值对应的网格点，即为闪电发生的真实

位置。该方法无需初始值，且计算量小，克服了迭

代算法易于发散的缺点。随着计算机运算速度的

不断提升，可准实时地实现云闪闪电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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