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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低成本微小型惯性测量组件（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ｔ，ＩＭＵ）和双天线ＧＰＳ构成的组合

定位定向系统。为确保组合系统的实时性和滤波稳定性，提出了一种基于 ＵＤ分解的快速卡尔曼滤波算法，

给出了ＩＭＵ／ＧＰＳ组合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和实验结果。该组合系统应用于炮兵测地车，具有成本低、精度高

等优点，能够提高炮兵测地保障的精度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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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兵的测地保障受测地车、测地器材等条件的

限制，需要在战前提前建立测区控制网，然后在控

制网的基础上联测，这种“先控制后联测”的保障模

式既不能适应未来战争的突发性，也不能适应炮兵

作战的机动性。另一方面，由于未来高科技条件下

作战全天候、全天时的特点，作战行动将不分昼夜

连续实施。但目前的炮兵测地保障由于受测地车

的限制，夜间实施难度较大。ＧＰＳ作为一种全天

候、高精度的定位系统可以用来解决上述问题，但

在战争发生的情况下，利用ＧＰＳ卫星定位受到限

制，并且ＧＰＳ信号容易受到干扰。因而，炮兵测地

车不能单纯采用ＧＰＳ定位。惯性导航系统（ＩＮＳ）

是一种完全自主式的导航系统，不受外界环境的影

响，但是ＩＮＳ的导航误差随时间积累增长。此外，

ＩＮＳ高昂的价格一直制约着它的推广应用。

本文研究基于低成本微小型惯性测量组件

（ＩＭＵ）的捷联惯性导航系统（ＳＩＮＳ），将其与ＧＰＳ

组合，利用 ＧＰＳ和ＳＩＮＳ的互补性，设计炮兵测

地车ＩＭＵ／ＧＰＳ组合定位定向系统。当短时间内

接收不到ＧＰＳ卫星信号时，ＳＩＮＳ系统单独提供

导航定位信息；当ＧＰＳ信号重新获得后，ＧＰＳ的

原始数据作为外部测量信息不断校正ＳＩＮＳ系

统，从而有效地减小ＳＩＮＳ系统的积累误差
［１，２］。

本文设计的ＩＭＵ／ＧＰＳ组合系统着眼于提高炮兵

测地车的定位定向精度和可靠性，其特点是采用

低成本微小型固态的ＩＭＵ和ＧＰＳ接收机组合，

具有成本低、精度高、应用范围广等优点。该组合

系统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性，能适应平原、丘陵、

山地、高原等地理环境，可以全天候作业。

１　测地车组成及工作原理

测地车系统是一种高精度的地面测量系统，

主要仪器是定位定向仪。与其配套的有控制显示

器、打印机、绘图仪、经纬仪等辅助仪器。测地车

可以快速、准确、实时地定位定向，并具有绘图和

打印功能。图１显示了测地车的工作原理。

图１　测地车工作原理框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２　犐犕犝／犌犘犛组合定位定向系统设计

２．１　犐犕犝／犌犘犛组合系统总体设计

ＩＭＵ／ＧＰＳ组合系统的组成如图２所示。低成

本惯性传感器组件采用的是美国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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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ＩＭＵ／ＧＰＳ组合定位定向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ＭＵ／ＧＰＳｆｏ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ｅｍｅ

产的微惯性测量组件ＩＭＵ４００ＣＣ，其内部分别安装

了三个微型压电陀螺和三个加速度计，能测量沿正

交轴方向的三个加速度和角速度。ＩＭＵ４００ＣＣ通

过标准的ＲＳ２３２串口输出６个惯性测量值，具有

体积小、重量轻、耗电少等特点，其尺寸为７．６ｃｍ×

９．５ｃｍ×８．１ｃｍ，重量为０．６４ｋｇ，耗电量为６Ｗ。

这些特性是传统的机械惯性测量组件所无法实现

的。

组合系统中，ＧＰＳ接收机采用Ｎｏｖａｔｅｌ公司的

ＲＴ２０ＯＥＭ接收机。这种ＧＰＳ接收机不仅具有

体积小、功耗低等特点，而且具有高速率数据输出、

低速率延迟、快速信号重捕等优点，能输出犔１／犔２

双频载波相位观测值，其位置和速度的输出频率可

以达到５Ｈｚ。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接收机不仅输

出１ＰＰＳ（ｐｕｌｓｅｐｅｒｓｅｃｏｎｄ）的秒脉冲，而且还输出与

１ＰＰＳ同步的１０ｋＨｚ的同步信号，这为 ＧＰＳ与

ＩＭＵ组合的时间同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２．２　犐犕犝／犌犘犛组合系统卡尔曼滤波器设计

设计滤波器是ＩＭＵ／ＧＰＳ组合系统的关键，基

本的思路是将惯导的导航误差和ＩＭＵ的陀螺漂

移、加速度计的零偏等作为状态变量，建立描述系

统的统计数学模型，用状态方程和测量方程来描述

ＩＭＵ／ＧＰＳ组合系统的动态特性。利用卡尔曼滤波

器估计出组合系统状态量的最优值，反馈控制器根

据这些误差的最优估值对导航误差进行校正，使组

合系统的导航误差最小。

２．２．１　组合系统状态方程建立

对于低成本的ＩＭＵ／ＧＰＳ组合定位定向系统，

选取的状态量为：

犡＝

［狓狔狕δ狏狓δ狏狔δ狏狕δφδλδ犺ε狓ε狔ε狕 狓 狔 狕］
Ｔ

（１）

其中，（狓，狔，狕）是姿态误差角；（δ狏狓，δ狏狔，δ狏狕）是速

度误差三个分量；（δφ，δλ，δ犺）分别为纬度、经度和

高度误差分量；（ε狓，ε狔，ε狕）是陀螺随机漂移三个分

量；（狓，狔，狕）是加速度零偏三个分量。状态

方程可表示为：

犡（狋）＝犉（狋）犡（狋）＋犌（狋）犠（狋） （２）

式中，犉＝
犉犖 犉犛

０ 犉
［ ］

犕 １５×１５

；犌＝

犆狀犫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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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３×３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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熿

燀

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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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

［狑犵狓狑犵狏狑犵狕狑犪狓狑犪狔狑犪狕］
Ｔ。其中犉犖 为对应９个

基本导航参数的系统阵，犉犛 和犉犕 分别为：

犉犛 ＝
犆狀犫 ０３×３

０３×３ 犆狀
［ ］

犫

犉犕 ＝

ｄｉａｇ
１

犜狉狓
－
１

犜狉狔
－
１

犜狉狔
－
１

犜狉狕
－
１

犜犪狓
－
１

犜犪狔
－
１

犜［ ］
犪狕

式中，犆狀犫 为姿态阵；（犜狉狓，犜狉狔，犜狉狕）为陀螺随机漂移

一阶马尔柯夫过程相关时间常数；（犜犪狓，犜犪狔，犜犪狕）是

加速度计零偏一阶马尔柯夫过程相关时间常数。

２．２．２　组合系统测量方程建立

本文采用位置和速度组合模式。位置、速度信

息同时使用时组合系统量测方程可表示为：

犣（狋）＝

犣狆（狋）



犣狏（狋

熿

燀

燄

燅）

＝

犎狆（狋）



犎狏（狋

熿

燀

燄

燅）

犡（狋）＋

犞狆（狋）



犞狏（狋

熿

燀

燄

燅）

＝犎（狋）犡（１）＋犞（狋） （３）

犎狆 ＝ ［０３×６ｄｉａｇ［犚犿犚狀ｃｏｓφ－１］０３×６］

犎狏 ＝ ［０３×３ｄｉａｇ［１１１］０３×９］

式（２）和式（３）的离散化形式可表示为：

犡（犽＋１）＝Ф（犽＋１，犽）·犡（犽）＋

Γ（犽＋１，犽）·犠（犽） （４）

犣（犽＋１）＝犎（犽＋１）犡（犽＋１）＋犞（犽＋１）（５）

２．２．３　基于ＵＤ分解的快速卡尔曼滤波算法

利用卡尔曼滤波器可以估计出组合系统各个

状态误差的最优值，但在工程实现中，由于组合系

统模型误差或计算过程中的舍入误差等，使得卡尔

曼滤波器误差协方差阵因失去正定性或对称性而

造成滤波发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了平

方根卡尔曼滤波算法，但这种算法的计算量远大于

常规的卡尔曼滤波算法，给实时导航带来了困难。

为此，Ｂｉｅｒｍａｎ
［３］在平方根滤波算法的基础上提出

了ＵＤ协方差因式分解的卡尔曼滤波算法。Ｂｉｅｒ

ｍａｎ的ＵＤ分解滤波算法是将协方差阵犘分解为

犝犇犝Ｔ 形式，即

犘（犽＋１／犽＋１）＝犝（犽＋１／犽＋１）·

犇（犽＋１／犽＋１）·犝
Ｔ（犽＋１／犽＋１） （６）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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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犝为单位上三角阵；犇为对角阵；犘（犽＋１／犽＋

１）为协方差阵。ＵＤ分解卡尔曼滤波算法是通过

递推计算犝和犇阵代替犘阵的递推计算。

从计算量的角度来考虑，ＵＤ分解滤波算法和

常规卡尔曼滤波算法相当，这种滤波算法既保证了

滤波的收敛，又不改变滤波的精度，因而是一种理

想的滤波算法。但是，卡尔曼滤波的计算量与系统

阶次的三次方成正比，对于高阶系统，采用卡尔曼

滤波其计算量相当大，难以满足动态用户的导航要

求。由于本文的ＩＭＵ／ＧＰＳ组合系统的状态阵Φ

是一个稀疏矩阵，其中仅１５％的元素为非零，其余

８５％的元素为零
［４］，如直接采用 ＵＤ分解滤波算

法，则大量的计算均浪费在零元素相乘上，因此，本

文在ＵＤ分解滤波算法的程序设计中，仅考虑状态

阵中的非零元素项。对于估计协方差阵犘（犽＋１／

犽），有：

犘（犽＋１／犽）＝Φ（犽＋１，犽）犘（犽／犽）Φ
Ｔ（犽＋１，犽）＋

Γ（犽＋１，犽）犙（犽）Γ
Ｔ（犽＋１，犽） （７）

假设

犛＝Φ（犽＋１，犽）犘（犽／犽）Φ
Ｔ（犽＋１，犽） （８）

则有：

犛犽犾 ＝∑
狀

犻＝１
∑
狀

犼＝１

狆犻犼犽犻犾犼 （９）

式（９）中，犛犽犾是犛矩阵中第犽行第犾列元素；犘犻犼是协

方差阵犘（犽／犽）中第犻行第犼列元素；犽犻是Φ（犽＋１，

犽）矩阵中第犽行第犻列元素；犻犼是Φ（犽＋１，犽）矩阵

中第犻行第犼列元素。由于Φ（犽＋１，犽）中８５％的

元素均为零，因而在式（９）计算中仅非零元素项相

乘被考虑，这样可大大提高运算速度。

３　双天线犌犘犛确定方位

上述提及的微惯性测量组件ＩＭＵ４００ＣＣ是一

种低成本、低精度的惯性测量组件，由这种低精度

ＩＭＵ构成的捷联惯导系统只能提供俯仰角和横滚

角信息，而不能够提供方位角信息。本文采用双天

线ＧＰＳ系统（见图２中ＧＰＳ１和ＧＰＳ２）来确定测地

车的方位角。利用ＧＰＳ载波原始信息计算测地车

的方位角，包括ＧＰＳ卫星位置计算、载体位置计

算、坐标系的转换和整周模糊度的计算等，其中整

周模糊度的计算是关键［５，６］。本文采用了基于固定

基线长度的最小二乘快速搜索法求解整周模糊度，

可以大大缩短模糊度解算时间。双天线ＧＰＳ系统

确定测地车方位角的程序框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ＧＰＳ求解方位角框图

Ｆｉｇ．３　ＧＰ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ｃｈｅｍｅ

４　实验结果

将微惯性测量组件ＩＭＵ４００ＣＣ和ＧＰＳ天线置

于小型三轴转台上，采集了２ｈ的ＩＭＵ／ＧＰＳ数据，

实验结果如图４～图６和表１所示。

由图４～图６和表１可以看出，ＧＰＳ／ＩＭＵ组

合系统能够实时提供载体姿态、方位、速度和位置

导航信息，既保证了导航信息的连续性，又达到了

较高的导航精度。

表１　ＧＰＳ／ＩＭＵ组合系统导航误差

Ｔａｂ．１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ＭＵ／ＧＰＳ

误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方位角误差／（°） ０．６８３ －０．７７７ ０．２５３

俯仰角误差／（°） ０．３１２ －０．２７ ０．０７５

横滚角误差／（°） ０．２３４ －０．３２２ ０．０６９

北向速度误差／（ｍ·ｓ－１） ０．０９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９

东向速度误差／（ｍ·ｓ－１） ０．０９１ －０．１２４ ０．０２１

垂直方向速度误差／（ｍ·ｓ－１） ０．１２４ －０．０９９ ０．０２３

经度误差／ｍ １４．２９８ －１．１８ １．８０３

纬度误差／ｍ －１．４１ －１１．３３３ １．３３２

高度误差／ｍ ７．２８ －８．９９８ １．３２２

图４　ＩＭＵ／ＧＰＳ组合系统姿态角和方位角误差曲线

Ｆｉｇ．４　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ＭＵ／ＧＰＳ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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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ＩＭＵ／ＧＰＳ组合系统速度误差曲线

Ｆｉｇ．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ＭＵ／ＧＰＳ
　　　

图６　ＩＭＵ／ＧＰＳ组合系统位置误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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