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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抗差自校正犓犪犾犿犪狀滤波的犌犘犛导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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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减弱异常观测值对自校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精度的影响，引入抗差犕 估计的等价权函数，建立了抗差自

校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算法，并用实例进行了验证。计算表明，该自适应滤波算法在完全未知噪声统计的情况下，

不仅能够自适应地求解状态参数，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抵制观测异常对导航解的影响。

关键词：ＡＲＭＡ（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ｏｖ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新息模型；参数辨识器；抗差犕 估计；自校正滤波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７；Ｐ２２８．４１

　　目前，解决最优滤波问题的方法有Ｗｉｅｎｅｒ滤

波、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和现代时间序列分析法三种。

由于Ｗｉｅｎｅｒ滤波是一种频域方法，故在应用上具

有局限性；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是一种时域方法，它基于

状态空间模型来解决最优滤波问题［１］，且具有递

推形式，计算方便［２］，但最优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要求已

知系统精确的数学模型和噪声统计。然而在大多

数实际应用问题中，关于模型结构、参数和噪声统

计的信息是完全未知或部分未知的。未知噪声统

计情况下的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已有多种解决途径，如

Ｓａｇｅ滤波
［３］；在此基础上，文献［４］利用不符值法

构造了自适应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以此平衡模型噪声

协方差矩阵和观测噪声协方差矩阵；文献［５］利用

方差分量估计再次调整和估计模型噪声矩阵。为

解决未知噪声统计问题，本文介绍了一种抗差自

校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１　将状态空间模型转化为 犃犚犕犃

新息模型

１．１　向量犃犚犕犃模型

设系统的随机输入犪（狋）∈犚
犿为犿 维白噪声：

犈（犪（狋））＝０，犈［犪（狋）犪
Ｔ（犼）］＝Σ犪δ狋犼 （１）

式中，δ狋犼是狄拉克（Ｄｉｒａｃ）函数，满足δ狋狋＝１，δ狋犼＝０

（狋≠犼），且输出犔（狋）∈犚
犿有模型［６］：

犔（狋）＋Ψ１犔（狋－１）＋…＋Ψ狆犔（狋－狆）＝

Θ０犪（狋）＋Θ１犪（狋－１）＋…＋Θ狇犪（狋－狇）（２）

式中，Ψ犻（犻＝１，…，狆）和Θ犼（犼＝０，…，狇）为犿×犿

维模型参数，狆、狇为模型阶次。

式（２）称为向量 ＡＲＭＡ 模型，简称 ＡＲＭＡ

模型，记为 ＡＲＭＡ（狆，狇）。引入一步延迟算子

犅－１，它作用在犔（狋）上得犔（狋－１），记犅－１犔（狋）＝

犔（狋－１），并引入犅－１的多项式矩阵：

Ψ（犅－
１）＝犐犿 ＋Ψ１犅

－１
＋…＋Ψ狆犅

－狆

Θ（犅－
１）＝Θ０＋Θ１犅

－１
＋…＋Θ狇犅

－狇 （３）

式（２）可简写为：

Ψ（犅－
１）犔（狋）＝Θ（犅－

１）犪（狋） （４）

１．２　状态空间模型

设时不变（定常）线性离散随机系统的状态空

间模型为［１，７］：

犡（狋）＝Φ（狋）犡（狋－１）＋Γ（狋）狑（狋－１）

犔（狋）＝犃（狋）犡（狋）＋犲（狋 ｝）
（５）

式中，狋为离散时间；状态犡（狋）∈犚
狀；观测犔（狋）∈

犚犿。输入噪声狑（狋）∈犚
狉和观测噪声犲（狋）∈犚

犿是

带零均值的独立白噪声：

犈
狑（狋）

犲（狋
［ ］） ［狑Ｔ（犼）　犲

Ｔ（犼｛ ｝）］＝ Σ狑 ０

０ Σ
［ ］

犲

δ狋犼

（６）

式中，Σ狑和Σ犲分别为狑（狋）和犲（狋）的方差协方差

阵；Φ（狋）为状态转移阵；犃（狋）为观测设计矩阵；

Γ（狋）为系统噪声过程输入矩阵。

式（５）所对应系统的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状态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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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狋）和预报器公式犡^（狋／狋－１）为
［１，７］：

犡^（狋）＝犡^（狋／狋－１）＋犓（狋）犞（狋） （７）

犡^（狋／狋－１）＝Φ（狋）^犡（狋－１） （８）

式中，犓（狋）为狀×犿 的滤波增益矩阵；犞（狋）为新

息序列，即

犞（狋）＝犔（狋）－犃（狋）^犡（狋／狋－１） （９）

１．３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犃犚犕犃新息模型

利用矩阵求逆公式将状态空间模型化为

ＡＲＭＡ新息模型是现代时间序列分析法的关键

技术［２］。基于式（５）描述的状态空间，由式（７）、式

（８）可得：

犡^（狋／狋－１）＝犅－
１
Φ（狋）^犡（狋／狋－１）＋

Φ（狋）犓（狋）犞（狋－１） （１０）

将式（１０）化简可得：

犡^（狋／狋－１）＝ （犐狀－犅
－１
Φ（狋））－

１犓１（狋）犞（狋－１）

（１１）

式中，犓１为预报增益矩阵，且有：

犓１（狋）＝Φ（狋）犓（狋） （１２）

将式（１１）代入式（９）可得：

犞（狋）＝犔（狋）－犃（狋）（犐狀－犅
－１
Φ（狋））－

１·

犓１（狋）犞（狋－１） （１３）

式中，（犐狀－犅
－１
Φ（狋））

－１可用著名的Ｆａｄｅｅｖａ矩

阵求逆公式进行求逆［２］，即

（犐狀－犅
－１
Φ（狋））－

１
＝犉（犅－

１）／犮（犅－１） （１４）

将式（１４）代入式（１３）并化简可得：

犮（犅－１）犔（狋）＝［犮（犅－
１）犐犿 ＋犃（狋）犉（犅

－１）·

犓１（狋）犅
－１］犞（狋） （１５）

　　因新息序列犞（狋）与观测序列是含有同样统

计信息的正交序列，故可用一个等价 ＭＡ模型来

代替式（１５）右端的两个 ＭＡ过程之和
［５］，即

犇（犅－１）＝犮（犅－
１）犐犿 ＋犃（狋）犉（犅

－１）犓１（狋）犅
－１

＝犐犿 ＋犇１犅
－１
＋…＋犇狀犅

－狀 （１６）

犇犻 ＝
犃犉犻－１犓１（狋）＋犮犻犐犿，犻＝１，２，…，狀

０，　　 　　　　　犻＞
｛ 狀

　 （１７）

则可建立用式（５）描述的离散系统的 ＡＲＭＡ新

息模型为：

犮（犅－１）犔（狋）＝犇（犅－
１）犞（狋） （１８）

式中，犮（犅－１）可以根据状态转移阵Φ（狋）由Ｆａｄｅｅ

ｖａ公式
［２］求得，对式（１８）引入伪观测值犣（狋）＝

犮（犅－１）犔（狋），则由式（１８）可得 ＭＡ新息模型为：

犣（狋）＝犇（犅－
１）犞（狋） （１９）

式中，犇（犅－１）的模型参数 犇^犻可以应用最小二乘

辨识算法［９］在线辨识出来。

在ＧＰＳ实时导航过程中，通常构造低阶的

ＭＡ（１）或 ＭＡ（２）模型，而且在确保接收机至少

有４颗星的情况下，均可实时地在线辨识出模型

参数犇^犻
［８］。

２　抗差自校正犓犪犾犿犪狀滤波

２．１　自校正犓犪犾犿犪狀滤波

自校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１０］是在完全未知Σ狑（狋）

和Σ犲（狋）的情况下，考虑到Σ狑（狋）和Σ犲（狋）对滤波

结果的影响是通过增益矩阵犓（狋）反映出来的，为

此，可基于观测数据利用最小二乘辨识算法直接

对犓（狋）进行求解，进而自适应地求解状态参数估

值。在满足式（６）的条件下，用式（５）描述的离散

系统的预报滤波增益阵犓１（狋）可按下式求解
［９］：

犓１（狋）＝

犃犉０

犃犉１



犃犉狀－

熿

燀

燄

燅１

－ 犇^１－犪１犐犿

犇^２－犪２犐犿

　　

犇^狀－犪狀犐

熿

燀

燄

燅犿

（２０）

　　令 犕＝［（犃犉０）
Ｔ （犃犉１）

Ｔ … （犃犉狀－１）
Ｔ］Ｔ，则

犕－代表矩阵 犕 的广义逆，即 犕－ ＝（犕Ｔ 犕）－１

犕Ｔ；如果犕 是满秩，有犕－ ＝犕－１。犪犻和犉犻可以

根据Φ（狋）、犃（狋）、Γ（狋）由Ｆａｄｅｅｖａ公式
［２］求出；

犇（犅－１）中的模型参数 犇^犻可由式（１９）利用最小二

乘辨识算法在线估计出来。求出预报增益阵

犓１（狋）后，增益矩阵犓（狋）可由式（１２）计算得到，进

而利用式（７）求解出最优滤波估值 犡^（狋）；滤波误

差方差阵估值Σ^犡（狋）可由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方程
［８］求得。

２．２　抗差自校正犓犪犾犿犪狀滤波

自校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关键是滤波过程中模

型参数犇^犻的求解，利用最小二乘算法根据获得的

观测值由式（１９）可在线求得模型参数犇^犻；但当观测

值中含有扰动异常时，由式（１９）估计出的模型参数

犇^犻必然有偏，势必歪曲动态导航结果，甚至使自校

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发散。为了有效抵制观测异常对

滤波解的影响，在选择辨识算法时，可采用具有抵

抗粗差能力的抗差最小二乘法，根据抗差犕 估计

的等价权原理［１１］来求解稳定可靠的模型参数犇^犻。

本文采用三段法的ＩＧＧⅢ方案等价权函数，即

犘犻 ＝

犘犻， 珋狏犻 ＝
狏犻

σ狏犻
≤犽０

犘犻
犽０

珋狏犻

犽１－ 珋狏犻
犽１－犽（ ）

０

２

， 犽０ ≤ 珋狏犻 ≤犽１

０， 珋狏犻 ＞犽

烅

烄

烆 １

（２１）

式中，狏为式（１９）中伪观测量犣（狋）所对应的残差

向量；σ狏犻为狏犻的均方差，实际应用中，σ狏犻＝σ０／

狇狏槡犻
，其中，狇狏犻为狏犻的权倒数，方差因子σ０可根据

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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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０＝ｍｅｄ｛｜ 狇狏槡犻
，狏犻｜｝／０．６７４５求得。若观测等

精度，则可简单取σ０＝ｍｅｄ｛｜狏犻｜｝／０．６７４５。犽０和

犽１为两个常量，且取其经验值为犽０∈（１．５，２．５），

犽１∈（３．０，８．５）。利用残差狏犻和方差因子σ０可获

得等价权犘犻
［１２］，利用抗差最小二乘辨识器通过迭

代解算便可获得可靠的抗差解犇^犻。

设式（１９）中模型参数犇（犅－１）的阶数为狀犱，

为了获取多余观测数，取抗差最小二乘辨识器的

步长为犿（犿＞狀犱），改写式（１９）为误差方程的矩

阵形式：

狏＝ 犎^犇－犣 （２２）

式中，犎 为新的设计矩阵；犣为虚拟观测向量；狏

为犣的残差向量。其中，

犎
犿×狀犱

＝

犞（狋－１） 犞（狋－２） … 犞（狋－狀犱）

犞（狋） 犞（狋－１） 犞（狋－狀犱＋１）

 

犞（狋＋犿－２）犞（狋＋犿－３） … 犞（狋＋犿－狀犱－１

熿

燀

燄

燅）

，犣
犿×１
＝

犣（狋）－犞（狋）

犣（狋＋１）－犞（狋＋１）



犣（狋＋犿－１）－犞（狋＋犿－１

熿

燀

燄

燅）

　　由最小二乘法获得参数初始值和残差向量

狏，利用残差狏和相应的方差因子σ０ 通过式（２１）

获得残差的等价权，再通过迭代估计算法便可获

得模型参数犇^（犅－１）的抗差估值。

３　算例比较与分析

实测导航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采集

于阿尔卑斯山脉的一次冰川测量，由德国斯图加

特大学导航研究所和瑞士有关单位共同完成。基

准站设置Ｔｒｉｍｂｌｅ４０００ＳＳＩＧＰＳ接收机，运动载

体飞机上设置 ＮｏｖＡｔｅｌＭｉｌｌｅｎｉｕｍＧＰＳ接收机。

解算中，利用高精度的载波相位双差解作为参考

值，而用双差Ｃ／Ａ码进行各种滤波解算，其结果

与参考值作差进行比较。滤波模型采用常速度模

型。位置、速度和Ｃ／Ａ码的初始方差分别取为

０．２ｍ２、９．０×１０－５ｍ２·ｓ－２和１．０ｍ２，而速度的

谱密度取为０．２ｍ２·ｓ－２，状态模型方差协方差

阵采用文献［５］中的模型。

为验证抗差自校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算法的有效

性，首先根据上述噪声统计的先验值利用经典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对动态数据进行滤波；然后假设在

噪声方差Σ狑（狋）和Σ犲（狋）未知的前提下，利用前面

的公式将动态模型转化为 ＡＲＭＡ新息模型，利

用自校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器进行处理；最后利用抗

差自校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器对动态数据进行处理。

处理该算例共采用３种估计方案：方案１，经典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见图１）；方案２，自校正Ｋａｌｍａｎ滤

波（见图２）；方案３，抗差自校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见

图３）。图中横轴为观测历元，纵轴为误差量级

（滤波输出与参考值之差），图中仅绘出犡 分量的

坐标差，犢 和犣方向的坐标差与犡 分量相似。各

输出量的统计结果列于表１。

由图１可知，当噪声统计的经验值偏离真值，

且观测数据中含有异常扰动时，滤波残差较大，说

明噪声统计取值的大小以及观测异常扰动直接影

响到经典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精度。因此，利用经典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必须考虑噪声统计特性和观测异常

表１　各种滤波输出的误差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ｒｒ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方案 误差均值／ｍ 均方误差／ｍ

方案１ ３．２３１ ２．２３７

方案２ ２．７５３ １．８４６

方案３ ２．１７２ １．５４２

图１　经典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Ｆｉｇ．１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Ｋａｌｍ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图２　自校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Ｆｉｇ．２　ＳｅｌｆｔｕｎｉｎｇＫａｌｍ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图３　抗差自校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Ｆｉｇ．３　ＲｏｂｕｓｔＳｅｌｆｔｕｎｉｎｇ

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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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导航解的影响。

由图１和图２可以看出，在噪声统计完全未

知的情况下，采用方案２得到的滤波解在一定程

度上优于方案１的滤波解，且方案２不受噪声统

计取值大小的影响。但当观测数据中含有异常扰

动时，方案２却不能有效地抵制观测异常扰动对

导航解的影响。

结合表１及图１至图３发现，在完全未知噪

声统计的情况下，方案３的滤波结果明显优于方

案１和方案２的滤波结果。自校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器的关键技术是未知参数的辨识，而受异常扰动

影响的观测值必然降低噪声统计辨识的可靠性；

采用抗差辨识器后，模型参数 犇^（犅－１）的估计比

一般最小二乘法更加可靠，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

异常观测对未知参数辨识的影响，进而改善了自

校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精度。

致谢：感谢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导航研究所和

江西南昌大学郭杭教授提供的数据资料和技术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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