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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互多模型的水下目标跟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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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水下目标机动的特点，给出了基于模糊逻辑推理的交互多模型方法。在仿真试验中，利用常速度

模型、Ｓｉｎｇｅｒ模型和常速度转弯模型集合来覆盖水下目标的机动模式。仿真处理的结果表明，基于模糊逻辑

的交互多模型算法能够提高水下机动目标跟踪的可靠性和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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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下机器人、水下声纳、潜艇等载体要完成科

学考察、防险救生、旅游探险、沉船打捞等任务，必

须要对载体本身进行精密的跟踪定位。目前，用

于目标运动状态跟踪定位的方法有 Ｋａｌｍａｎ滤

波［１，２］、αβγ 滤波
［２］、粒子滤波（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ｉｌｔｅｒ，

ＰＦ）
［３］等技术，在一定的跟踪精度和算法复杂度

下，这些技术可以满足运动目标的跟踪定位要求。

但是，上述水下目标运动具有速度慢、机动性能

弱、受海流、涌浪影响大的特点，它们有别于航天

器、浮空器、航空器以及地面、水面等运动目标，同

时考虑到跟踪算法的可靠性和实时性要求，本文

将交互多模型算法（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ｏｄｅｌ，

ＩＭＭ）
［４］引入到水下目标的跟踪定位中，并通过

模糊推理完成系统在各个分模型间的调整，从而

适应水下目标机动模式。

１　基于模糊逻辑的交互多模型算法

在ＩＭＭ方法
［４６］中，假定有有限个目标模型

存在，每个模型对应于不同的机动输入水平，认为

在某一时刻只有一个模型与目标的实际运动状态

相匹配。

设ＩＭＭ模型转移矩阵为π＝｛π犻犼｝，模型犻的

初始概率为μ犻（犽－１／犽－１），则ＩＭＭ 算法的一个

采样周期记为ＩＭＭ［犕犽，犕犽－１］，其中，犕犽 为犽时

刻的模型集。

ＩＭＭ算法在所有的跟踪时刻都使用固定的

模型集合。以水下目标为例，可以采用有限个模

型来描述它的机动模式。通常，水下大型运载目

标的运动速度慢、机动性能弱，不妨用常见的常速

度模型（ＣＶ）、Ｓｉｎｇｅｒ模型及水平常速度转弯模型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ｔｕｒｎ，ＨＴ）
［５］来表示这一运动模式。

由于目标的机动是连续的，因而很难用上述

运动模型来表示目标具体的运动模式，通常使用

很大数目的模型来覆盖目标所有可能的运动。在

滤波器中增加模型的个数将导致覆盖可能性的增

加，当然也会使计算量增加，而且由于同一时刻模

型之间的不一致，会导致模型之间不必要的竟争，

从而使跟踪的实时性下降。为此，本文将ＩＭＭ

滤波算法与模糊推理机制相结合，自动调整模型

集合内的某些参数来达到与模式自适应的目的，

降低跟踪模型与运动模式失配的误差，而不需要

再引入新的运动模型。

本文应用的模糊跟踪定位算法主要基于以下

几个步骤：① 确定误差和误差变化率；② 将误差与

误差变化率模糊量化；③ 由Ｆｕｚｚｙ控制规则计算出

Ｆｕｚｚｙ量；④ 将Ｆｕｚｚｙ控制量转化为确切的值，即

去模糊化［７］；⑤自适应地调整系统变量的带宽
［８］；

⑥ 利用ＩＭＭ方法完成水下目标的状态跟踪定位。

下面将根据这６个步骤进行具体的推演。

１）确定模糊推理系统的两个输入变量和一

个输出变量。根据预测误差定义输入变量如下：

犲（犽）＝
１

狀 ∑
狀

犻＝１

犲２犻（犽槡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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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犲（犽）＝
１

狀 ∑
狀

犻＝１

Δ犲
２
犻（犽槡
） （２）

式中，犽为第犽步滤波过程；狀为误差向量的坐标

维数；犲犻为犽时刻目标的观测值与预测值之差，且

Δ犲犻＝犲犻（犽）－犲犻（犽－１）。

由于水下目标的机动速度是不断变化的，犲ｍａｘ

（犽）和Δ犲ｍａｘ（犽）值就会随着机动速度的变化而改

变，为防止输入量范围超限（如大于１的情况），通

过归一化处理［９］后，使模糊推理系统的输入量

犲′（犽）和Δ犲′（犽）落在论域犡内，并设为［０，１］。

２）将上述论域分级，完成输入变量的模糊量

化。分级数越多，越能精细地表述变量的不确定

度，但会导致模糊控制规则复杂化。鉴于水下目

标的机动情形，将犲′（犽）和Δ犲′（犽）分为４个级，即

正大（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ｂｉｇ，ＰＢ）、正中（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ｍｉｄｄｌｅ，

ＭＰ）、正小（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ｍａｌｌ，ＰＳ）、零（ｚｅｒｏ，ＺＯ）。

隶属度函数可根据水下目标机动的特性确

定。由于水下大型载体在流体中的机动是连续

的，很难出现空中高动态目标状态突变的运动模

式，因此，可以采用中间型的Ｆｕｚｚｙ分布函数，如

矩阵分布、正态分布、梯形分布、岭形分布、

Ｃａｕｃｈｙ分布等
［７］作为隶属度函数。为研究问题

方便，文中暂采用梯形函数，其分布如图１所示。

图１　输入变量的隶属度函数

Ｆｉｇ．１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ｐｕ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输出变量是一个自调整的系统噪声方差

犙（犽），其量值变化范围较大，为了降低模糊分级

数，进而降低Ｆｕｚｚｙ控制规则的复杂性，亦即提高

算法的实时性，将输出变量犙（犽）除以１００，从而

将输出变量的论域定义为［０，３］。然后将犙（犽）

的论域分为６个级，即正极大（ＥＰ）、正非常大

（ＶＰ）、正大（ＬＰ）、正中（ＭＰ）、正小（ＳＰ）、零

（ＺＥ），并使用图２所示的三角形Ｆｕｚｚｙ数定义输

出变量的隶属度函数。

边界的模糊集合设置为向左（或向右）的开

集，以确保对于所有的犙（犽）值至少有一个模型在

起作用。定义好了输入和输出变量后，就可以确

定出模糊规则。模糊规则可以通过实测数据仿

真、专家经验打分［８］或现代随机逼近理论如遗传

算法［１０］获得。本文采用文献［８］中的根据国防专

图２　输出函数的隶属度函数

Ｆｉｇ．２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ｕｔｐｕ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家经验给出的模糊规则，见表１。

表１　模糊推理系统规则

Ｔａｂ．１　ＲｕｌｅｓｏｆＦｕｚｚｙＬｏｇｉｃ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Δ犲′ ＺＯ ＰＳ ＰＭ ＰＢ

ＺＯ ＶＰ ＳＰ ＥＰ ＥＰ

ＰＳ ＬＰ ＬＰ ＶＰ ＶＰ

ＰＭ ＥＰ ＶＰ ＭＰ ＭＰ

ＰＢ ＶＰ ＺＥ ＭＰ ＥＰ

　　图３所示为模糊交互多模型算法（ＦＩＭＭ）的

核心部分。其中，ＳＡＶＢ（ｓｅｌｆ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为机动目标自适应变量的带宽，亦即

系统噪声方差的幅度。这样，对任意的犲′（犽）和

Δ犲′（犽），根据Ｆｕｚｚｙ规则调整系统噪声的带宽，即

通过输入变量犲′（犽）和Δ犲′（犽）直接调整系统的噪

声方差犙（犽），进而间接地调整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增

益。

图３　ＦＩＭＭ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ＦｕｚｚｙＩＭ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通过上述模糊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系统可以获得

水下目标机动加速度的估值犪（犽），并以此值作为

ＩＭＭ滤波系统的输入，从而最终完成水下目标的

精密跟踪定位。

２　仿真计算与分析

　　对水下机动目标进行跟踪定位的主要手段之

一是采用声呐定位系统，根据任务的不同分为有

源主动定位系统和无源侦察定位系统。声呐通过

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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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到运动目标的方位角、俯仰角、距离、Ｄｏｐｐｌｅｒ

频移以及径向和法向速度来确定目标的三维位

置［１１］。由于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移测量的精度比较低，频

移的误差会造成较大的定位误差，很难满足精密

定位的要求，所以下面的仿真中重点讨论利用方

位角（或俯仰角）和距离进行水下无源定位的方

法。仿真的场景为水下声呐站对水中运动目标的

跟踪定位。

水下目标大部分时间以常速度和恒定的航向

角，距水面一定深度沿着直线航行，仅在少数情况

下以较小的加速度转向或其他机动。如前所述，

为了提高水下目标跟踪的实时性，选取少量模型，

同时通过模糊推理来自适应地调整各个子滤波器

的系统噪声协方差，达到增大对目标运动模式覆

盖的目的，而不采用选取大量的模型增加对目标

运动模式覆盖的方法，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水下目

标跟踪的实时性。本文将水下目标的运动模式划

分为３类
［５］：第１类是非机动模式，即匀速运动模

式，这种运动可以用已有的匀速运动模型（ＣＡ）精

确地描述，不需要进行任何调整，其状态矢量为

犡犆＝（狓，狏狓，狔，狏狔）。第２类是时间相关的Ｓｉｎｇｅｒ

模型，其状态矢量为犡犛＝（狓，狏狓，犪狓，狔，狏狔，犪狔）。

第３类模型考虑到水下大型运载工具一般保持在

一个深度面上转向，为此，采用水平常速度转弯模

型（ＨＴ）来描述目标的机动模式，其状态矢量为

犡犜＝（狓，狔，犺，ω，狊），犺为航向角，ω为转速，狊为目

标的速率。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３种状态模型是定义在不

同的坐标系上的（直角坐标系与极坐标系），为此，

在数据混合仿真过程中，需要把状态向量、协方差

矩阵统一到直角坐标系中，以方便数据运算。其

中，时间相关的Ｓｉｎｇｅｒ模型的状态变为犡ＴＣ＝（狓，

狏狓犮，犪狓犮，狔，狏狔犮，犪狔犮），而 ＨＴ模型的协方差矩阵犘犜

变为犘ＴＣ＝犃ＴＣ犘犜犃′ＴＣ，且转换矩阵为
［５］：

犃ＴＣ ＝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狏狔 ０ ｃｏｓ犺

０ ０ －犪狔 －狏狔 －ωｓｉｎ犺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狏狓 ０ ｓｉｎ犺

０ ０ 犪狓 狏狓 ωｃｏｓ

熿

燀

燄

燅犺

（３）

　　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假设水下运动目标与

被动声呐站位于同一深度面内，即目标与声呐站

位于同一个二维平面内。首先，以声呐站为坐标

原点建立二维地固坐标系，如图４所示。被动声

呐系统的观测方程为：

犢（犽）＝犆犡（犽）＋犞（犽） （４）

式中，犢（犽）＝［犚（犽），β（犽）］
Ｔ，且犚＝ 狓２＋狔槡

２，β

＝ｔａｎ－１（狔／狓）。

图４　声呐站与目标的相对坐标系

Ｆｉｇ．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Ｓｏｎａ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

然后，采用５００次的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计算机仿

真再分别对一般的ＩＭＭ方法和本文的ＦＩＭＭ算

法进行比较。仿真目标采取如下的机动：扫描

１５０次，采样时间间隔为１ｓ，其中，在１～７９ｓ、９０

～１０９ｓ、１２１～１５０ｓ目标作匀速直线运动；在８０

～８９ｓ、１１０～１２０ｓ目标分别转了两个弯，转速分

别为５．６°／ｓ、－２．８°／ｓ，它的初始位置为狓０＝１０

ｋｍ，狔０＝５ｋｍ；初始速度为狏狓
０
＝－１８ｍ／ｓ，狏狔０＝

－５ｍ／ｓ。

假设状态中的坐标分量、速度及加速度的过

程噪声相互独立，且均方差分别为５０ｍ、５ｍ／ｓ、

２．５ｍ／ｓ２；模型概率μ为［１００］。由于ＩＭＭ 对

转移概率的选择具有较强的鲁棒性，概率介于

［０．８０，０．９５］之间，对运算结果影响不大
［４］，所以

转移概率矩阵π选为：

π犻犼 ＝
０．９，犻＝犼

０．１／（犖－１），犻≠｛ 犼
（５）

其中，犖 为模型的数目。

传感器的距离和方位角的量测噪声方差分别

为σ犚＝２５ｍ、σβ＝０．０１ｒａｄ。滤波器的初始状态

估计珡犡（３）和初始协方差珚犘（３）采用三点启动法确

定［６］。

图５显示了一般的ＩＭＭ 算法与本文采用的

ＦＩＭＭ算法的部分仿真结果，其中图５（ａ）为狓方

向位置跟踪误差的ＲＭＳ曲线，图５（ｂ）为狓方向

速度跟踪误差的ＲＭＳ曲线。

图５　部分仿真结果

Ｆｉｇ．５　Ｐａｒｔ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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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可以看出，这两种算法在目标匀速运

动阶段均可以跟上目标的机动，但是ＦＩＭＭ 的精

度要优于ＩＭＭ算法，这在位置跟踪曲线图５（ａ）

上比较明显。当水下目标发生转弯机动时（狋＞９０

ｓ），ＦＩＭＭ 的跟踪精度相比于ＩＭＭ 提高了近

５０％的性能，而ＩＭＭ 要达到这一精度，很显然必

须要增加机动模型的数目，或者修改跟踪模型的

系统统计参数，这样就增加了计算的复杂度，其跟

踪实时性要低于ＦＩＭＭ的实时跟踪能力，很有可

能造成目标的丢失。

３　结　语

本文的仿真结果表明，ＦＩＭＭ 算法只需要较

少的模型就能很好地覆盖水下目标的运动模式，

减小了模型与目标运动模式不匹配造成的跟踪误

差。与一般的ＩＭＭ 算法相比，只需要在线进行

有限的Ｆｕｚｚｙ控制就可以跟踪上目标的机动模

式，而不需要引入过多的分模型。因此，ＦＩＭＭ

的计算量相对降低，而且精度有所提高，从而能满

足水下目标跟踪的实时性和可靠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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