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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甲雷达 4 月份 B1:乙雷达 4 月份 

C1:甲雷达 8 月份 D1:乙雷达 8 月份 

图 6  某海域甲、乙两部雷达不同月份距离测量 

Fig.6  Distance measurement of different radars of A and B 

radars in a certain sea area 

 
A2:甲雷达 4 月份 B2:乙雷达 4 月份 

C2:甲雷达 8 月份 D2:乙雷达 8 月份 

图 7  某海域甲、乙两部雷达不同月份方位测量 

Fig.7  Azimuth measurement of different radars of A and B 

radars in a certain sea area 

在确定非均匀分布假设以及非均匀分布趋势

假设的合理性后，我们利用单变量拟合对探测海域

进行分区处理。距离系统误差在不同量测距离下的

分布即如图 6 中 B1 所示，明显看出距离系统误差

随量测距离增大而增大，并且误差分布呈现出分区

聚集的现象。直接对此误差分布进行拟合达不到要

求的拟合优度，因此在对距离方面进行分段处理时，

我们将分开的两部分误差分布分别进行拟合处理。

拟合结果如图 8 所示，应用本文提出的分区方法，

综合两部分处理结果之后，可将量测距离以 7 km 为

界分成两段。对于距离系统误差在方位量测上的分

段，应用拟合分区方法，亦将此探测海域分为两部

分，结果如图 9 所示。 

 
图 8  距离系统误差分别拟合处理 

Fig.8  Distance system error fitting process 

 
图 9  距离系统误差-方位量测拟合处理 

Fig.9  Distance system error-azimuth measurement  

fitting processing 

在对方位系统误差分布进行分区处理时，发现

方位系统误差受方位量测影响较大，由图 10 可以

看出其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因此对量测方位进行

分区处理非常必要。另外，由拟合结果图 11 可以

看出，量测距离变化对方位系统误差影响较小，因

此不再对量测距离进行分段处理。 

 
图 10  方位系统误差-方位量测拟合处理 

Fig.10  Azimuth system error-azimuth measurement  

fitting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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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方位系统误差-距离量测拟合处理 

Fig.11  Azimuth system error-distance measurement               

根据拟合分区方法得到的分区线，对系统误差

非均匀分布海域进行分区处理，分区结果与海域误

差等高线图如图 12、13 所示，本次试验利用所提

方法对于距离、方位系统误差均可分成 4 部分。 

 
图 12  距离系统误差海域划分及等高线示意图 

Fig.12  Distance system error sea area division and contour 

map 

 
图 13  方位系统误差海域划分及等高线示意图 

Fig.13  Azimuth systematic error sea area division and 

contour map 

如表 1、2 即拟合分区处理下的各区域误差校

后值，采用拟合分区方法之后，各区误差估计值均

在该型雷达距离、方位分辨率之内，雷达系统误差

得到预期的校准效果，雷达精度得到显著地改善。 

将本文所提方法与系统误差均匀分布下校准

方法与非均匀分布下均匀分区处理方法进行比较。

为提高对比的合理性，对于距离系统误差，我们将

量测距离与量测方位分别等分为 2 段、3 段，将海

域分为 4 区域与 9 区域。对于方位系统误差，由上

文分析，只对量测方位均分为 4 段、8 段。采用校

准评价值%来衡量校准效果，由结果图 14、15 不

难看出，本文所提方法解决了传统方法存在的问题。 

表 1  距离系统误差校准前后误差估计值 

Tab.1  Distance error estimate before and after systematic 

error calibration 

区域 样本数 校准前误差/m 分区校准后/m 

a1 2175 143.1912 8.7562 

a2 1023 218.5733 15.5753 

a3 1619 -298.0791 17.6501 
a4 926 -587.2173 21.9187 

表 2  方位系统误差校准前后误差估计值 

Tab.2  Azimuth error estimate before and after system error 

calibration 

区域 样本数 校准前误差/° 分区校准后/° 

b1 2376 0.2513 0.0285 

b2 1557 -0.2060 -0.0181 
b3 981 0.2231 0.02571 

b4 829 -0.1891 -0.0233 

 
图 14  距离系统误差不同校准方法对比 

Fig.14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alibration methods for  

distance system error 

 
图 15  方位系统误差不同校准方法对比 

Fig.15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alibration methods for 

azimuth system error 

对于两种传统方法进行校准精度不高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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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域内系统误差分布不均匀，且得到的系统误

差有正有负，在均值计算时相互抵消，导致获得的

误差偏移值很小甚至在精度范围之内，造成无需校

准的假象。 

（2）海域均匀分区处理时，分区大小难以精准选择。

分区过大，则无法划分开误差的不同聚集区域，致

使结果与均匀分布下全区就均值结果接近；分区过

小，则区域内采样数据不足，统计计算的误差校准

值可信度较低，若雷达探测海域内目标较少，样本

数量不足，则得到的系统误差校准值不可信。 

对于之后的校准工作，可以利用 AIS 与雷达量

测得到的误差序列得到拟合曲线，在非均匀分布趋

势假设下，求出新得到拟合曲线与先前拟合曲线的

整体偏移值，将处理中心已存系统偏差分别与此整

体偏移值相加，得到新的雷达系统校准值，无需再

次进行分区计算。 

4  结束语 

本文对对海雷达量测信息与 AIS 真值信息进

行了时空对准与相关处理得到误差序列，并给出了

系统误差非均匀分布下两种假设模型，在此基础上

提出一种系统误差扇形拟合分区校准方法。该方法

主要解决了传统误差校准存在的两方面问题，一是

均匀分布假设下进行误差校准得到的误差估计值

可信度较低；二是非均匀分布假设下对探测海域进

行均匀分区处理难以解决合理分区以及各区域数

据置信度问题。经实测数据验证表明，新方法对于

海上误差非均匀分布下的校准工作具有明显的合

理性，能够显著提升对海雷达的探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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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based radar fitting partition calibration method 

HUANG Gao-dong，DONG Yun-long 

（Naval Avaiation University，Yantai Shangdong 264001，China） 

Abstracts: A fitting partition calibration method based on AIS for non-uniform distribution of systematic errors is 

proposed. Firstly  the error sequence is obtained by time-space alignment and correlation processing of radar multi-target 

information and AIS-provided truth data. Furthermore  the assumptions of system error distribution under two non-uniform 

distributions are given. On the basis of the rationality of the hypothesis  the radar detection coverage area is divided by the 

fitting process  and the system error calibration value is obtained. Finally  the measured data 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Key words: Non-uniform distribution; error calibration; fitting par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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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全连接残差网络敌方空中目标 

作战意图分析 

翟翔宇，杨风暴，吉琳娜，吕红亮，白永强 

（中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 

摘 要：针对复杂战场环境下传统空中目标作战意图识别方法存在缺乏自学习能力、依赖专家经验和面对大样本

数据集的推理能力不足的问题，提出了利用深度学习的基于标准化全连接残差网络的空中目标作战意图分析的

方法。将空中战场态势的属性因素作为输入，采用全连接网络将输入数据映射到高维空间，最终映射到样本标记

空间，实现意图分析，利用批量归一化算法（Batch Normalization）使网络着重学习非线性，加快网络收敛速度，

添加残差网络（ResNet）使得在原有网络接近饱和时，继续提升网络的自学习能力。实验对模型训练和测试过程

中准确率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快速准确识别目标的作战意图。 

关键字：标准化全连接残差网络，作战意图，大样本，全连接网络，批量标准化，残差网络 

中图分类号：TP183              文献标识码：ADOI 

 

0 引言 

战场信息存在着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及时把

握空战战场的变化，并对敌方目标的作战企图进

行准确评估具有重要意义[1]。在信息化条件下，战

场信息剧增，敌对我对抗复杂，单纯依靠专家经验

人工方式很难从多源战场数据中快速、准确地识

别敌方目标的意图[2]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快速准确实现

对敌方空中目标作战意图分析为我方实现主导空

战态势、达到快速制胜奠定重要基础，是我方作战

指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目前用于复杂战场环境下解决敌方目标作战

意图分析的方法有：证据推理、模板匹配、专家系

统和贝叶斯网络[3]-[6]。文献[1]提出一种基于模糊

动态贝叶斯网空战敌方作战企图识别方法；文献[4]

提出了一种基于 D-S 证据理论的意图识别模板匹

配方法；文献[5]构建了一种以专家系统为特征的

目标意图推理决策支持系统。然而，上述的这些方

法没有自学习能力，智能化水平不足，依赖人的经

验，缺少对数据的深入挖掘处理，面对大样本数据

集难以有效推理。 

针对上述方法的不足，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深度

学习的标准化全连接残差网络敌方空中目标作战意

图分析方法。多层全连接网络具有很强的自学习能

力和非线性处理能力，可以深入挖掘出隐藏在数据

中的规律，批量归一化算法能够提高网络收敛速度，

残差网络也可以增强网络学习能力。网络中神经元

的权值是通过训练学习到的，训练过程中不存在专

家赋权值的情况，专家经验可以运用到样本的标记

中，进而融入网络的计算中。本文研究并构建了基

于标准化全连接残差网络的空中目标作战意图分析

模型，利用 Tensorflow 仿真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1 算法基础 

1.1 多层全连接网络 

多层全连接网络由三个部分组成：输入层、输

出层和隐含层。多层全连接网络相邻两层之间的节

点全连接，同一层的节点之间无连接，网络包含多

个隐含层。相邻的两层之间，上一层的输出即为下

一层的输入。图 1 是一个四层的全连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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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层全连接网络 

1.1 批量标准化算法 

传统的深度神经网络在训练时，随着参数的

不算更新，中间每一层输入的数据分布往往会和

参数更新之前有较大的差异，产生内部协变量偏

移的问题，导致网络需要去不断的适应新的数据

分布，使得训练变得异常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Ioffe S 和 Szegedy C 提出批量标准化算法[7]，该算

法不仅仅对输入层做标准化处理，还要对每一中

间层的输入(激活函数前)做标准化处理，使得输出

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1 的正态分布，从而避免内

部协变量偏移的问题。 

该算法具有以下优点： 

算法减少了内部神经元分布的改变，降低了

不同样本间值域的差异性，使得大部分的数据都

其处在非饱和区域，从而保证了梯度能够很好的

回传，避免了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 

减少梯度对参数或其初始值尺度的依赖性，

可以使用较大的学习速率对网络进行训练，加速网

络的收敛； 

该算法减轻了神经元之间的依赖性，也是一种

正则化手段，提高了网络的泛化能力，可以减少或

者取消 Dropout，优化了网络结构。 

1.2 残差网络 

随着网络层数的不断增加，模型精度不断得到

提升，但当网络层数增加到一定的数目后，网络达

到饱和，训练精度和测试精度会迅速下降，说明当

网络变得很深以后，深度网络就变得更加难以训练

了。He K 等人提出了残差网络[8]，残差网络容易优

化，能够通过增加相当的深度来提高准确率，其内

部的残差块使用了跳跃连接，可以缓解在深度神经

网络中增加深度带来的梯度消失问题。残差网络模

型可以在原有网络接近饱和时，继续提升网络的训

练精度和测试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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