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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犘犛／犐犖犛组合导航系统数据同步处理方法研究

肖进丽１　潘正风１　黄声享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论述了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中的数据同步问题，提出了一种完全利用软件编程的数据实时同步的

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方法不需借助硬件电路，能较好地消除由ＧＰＳ接收机和ＩＮＳ（惯性导航系统）之间

数据不同步所引起的误差对组合系统导航精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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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目前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航海和地面载体的导航系统多种多样，但

是它们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如果能以适当的方法

将两种或几种导航系统组合起来使其优势互补，成

为一个组合系统，必定可以提高系统的整体导航精

度及导航性能。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就是一种

既保持了ＩＮＳ（惯性导航系统）的自主性、隐蔽性及

信息全面、频带宽等特有优点，又克服了其导航误

差随时间累积等缺点的理想组合系统［１，２］。

在对多传感器组成的系统进行数据融合处理

时，要求在融合中心进行处理的数据信息必须是

同一时刻的，这样才能计算出目标的正确状态。

但是，在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的实际应用中，

两个子系统送往融合中心（卡尔曼滤波器）处理的

数据往往并不来自于同一时刻，如果对这两路导

航数据不进行同步处理就直接进行融合运算，则

会由于不同步误差的存在而使组合系统导航精度

下降。所以，要使 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的设

计具有实际意义，必须解决其两个子系统之间的

实时数据同步问题［３，４］。

１　数据同步问题描述

若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采用位置、速度

组合模式，其状态方程和量测方程为［１，５］：

犡（狋）＝犉（狋）犡（狋）＋犌（狋）犠（狋） （１）

犣（狋）＝犢ＩＮＳ（狋）－犢ＧＰＳ（狋）＝犎（狋）犡（狋）＋犞（狋）

（２）

　　当ＧＰＳ接收机和ＩＮＳ各自采用独立的时钟

频率标准时，由于其频标的稳定性以及温度特性

存在一定的差异，即使ＧＰＳ和ＩＮＳ同时启动，其

数据之间也会存在时标差并且随系统工作时间的

递增而累积。另外，ＧＰＳ和ＩＮＳ通常都具有不同

的数据更新频率（一般情况下，ＧＰＳ接收机的数

据更新频率为１Ｈｚ，ＩＮＳ的数据更新频率则可达

到１００Ｈｚ以上），并且各自存在不同的通信延迟

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卡尔曼滤波器在融合时间

点上所处理 ＧＰＳ和ＩＮＳ的数据不同步。假设

ＧＰＳ与ＩＮＳ之间的数据时间同步差为Δ狋，则受时

间同步差Δ狋影响的量测方程为：

犣（狋）＝犢ＩＮＳ（狋＋Δ狋）－犢ＧＰＳ（狋） （３）

在狋时刻作一阶泰勒展开，量测方程为：

犣（狋）＝犎（狋）犡（狋）＋犞（狋）＋ξ（狋） （４）

式中，ξ（狋）≈
犢ＩＮＳ（狋）Δ狋，可视为数据时间同步差Δｔ

对系统引入的量测噪声。卡尔曼滤波要求系统的

驱动噪声和量测噪声都必须是白噪声，但当ξ（狋）

不满足白噪声的条件时，就会给系统引入额外的

估计误差，从而影响系统的导航精度。因而，

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要消除数据时间同步差

Δ狋对整个系统精度的影响，必须将两路数据在同

一时刻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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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组合导航系统的数据同步方法

当ＧＰＳ／ＩＮＳ采用软件模式进行组合时，ＧＰＳ

接收机和ＩＮＳ一般通过ＲＳ２３２或ＲＳ４２２接口

输出各自的ＮＭＥＡ０１８３格式导航数据包。ＧＰＳ

的导航数据包不仅包含有纬度、经度、海拔高度等

当前位置信息，还包含当前位置所对应的 ＵＴＣ

时间信息。ＩＮＳ的导航数据包也包含有姿态角速

率和位置加速度等导航信息，但所包含的时间信

息并非 ＵＴＣ这一国际标准时间，这是因为ＩＮＳ

没有统一的时间参照系，每种ＩＮＳ产品内部的时

钟频率标准都是生产厂家自定的。所以，针对

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的两个子系统各自使用

不同的时钟频率标准的问题，若要将它们的数据

在同一时刻配准，必须先将其统一到一个公共的

时间参照系中［６］。由于卡尔曼滤波一般都是通过

计算机来完成，所以不妨以计算机所使用的当地

时间作为两个子系统处理数据的公共时间参照

系。另外，两个子系统在完成测量并更新数据后

要通过串口把数据传输到计算机，计算机在接收

到数据后，还要先对其进行预处理（如对ＩＮＳ输

出的姿态角速率进行积分才能得到载体姿态角的

信息）才会开始滤波运算；由于数据传输和预处理

都要花费时间，ＧＰＳ／ＩＮＳ组合系统在作数据同步

时［７，８］，需要同步的数据所对应的时刻是其更新

时刻，而不是计算机对其进行滤波的时刻。

２．１　获取两路数据的更新同步时间差Δ狋

设ＧＰＳ接收机的数据更新周期为犜ＧＰＳ，ＩＮＳ

的数据更新周期为犜ＩＮＳ，卡尔曼滤波的滤波周期

为犜，并且 犜ＧＰＳ和 犜ＩＮＳ满足比例关系：犜ＧＰＳ＝

犖犜ＩＮＳ（犖 为正整数）。在第犽 个融合时间段

（狋犽－１，狋犽］内，ＧＰＳ接收机数据更新一次，更新时刻

为狋犽犌；ＩＮＳ数据更新犖 次，更新时刻为狋
犽
犐（犻）（犻＝

１，２，…，犖）；计算机接收到ＧＰＳ接收机和ＩＮＳ数

据包首字节的时刻分别为珋狋犼犌和珋狋
犼
犐（犻）（犻＝１，２，…，

犖），开始滤波的时刻为狋犽。

另设ＧＰＳ接收机和ＩＮＳ的数据传输到计算

机的通信延迟分别为Δ狋
犽
犌和Δ狋

犽
犐，则有：

狋犽犌＋Δ狋
犽
犌 ＝珋狋

犽
犌 （５）

狋犽犐＋Δ狋
犽
犐 ＝珋狋

犽
犐 （６）

　　由前述可知，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在作数

据同步时，需要同步的数据所对应的时刻是数据

更新时刻，而不是加上通信延迟的计算机接收时

刻。由于在通常情况下，Δ狋
犽
犌和Δｔ

犽
犐大致相等，所

以若把ＧＰＳ接收机数据更新的时刻作为同步的

标准时刻，则在融合时间段（狋犽－１，狋犽］内，ＧＰＳ接收

机和ＩＮＳ的数据同步时间差Δ狋
犽为：

Δ狋
犽
＝狋

犽
犐（犖）－狋

犽
犌 ≈珋狋

犽
犐（犖）－珋狋

犽
犌 ＝Δτ

犽（犖）

（７）

另有：

犜＝犜ＧＰＳ （８）

　　在某个融合时间段，只要得到计算机接收两

路导航数据的时间差Δτ（犻）（犻＝１，２，…，犖），就可

以近似得到数据更新同步时间差Δ狋。

显然，要得到某个融合时间段的Δτ（犻）（犻＝１，

２，…，犖），则只需要分别获得计算机在此时间段内

接收到ＧＰＳ接收机和ＩＮＳ数据包首字节的时刻 珋狋犌

和 珋狋犐（犻）（犻＝１，２，…，犖），即给计算机接收到的两路

导航数据打上到达时的时间戳。对于一个实际的

ＧＰＳ／ＩＮＳ车载导航系统而言，假定要求其满足的

导航定位精度为１０ｃｍ，又若车辆以１２０ｋｍ／ｈ的

速度行驶，则系统的时间同步误差必须小于３ｍｓ，

也即要求得到的计算机系统时间达到 ｍｓ级。在

ＶｉｓｕａｌＣ＋＋中，可通过使用Ｇｅ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ｉｍｅ（）这个

ＡＰＩ函数来得到系统精确到ｍｓ的时间
［９］。

２．２　插值运算

若已经得到了ＧＰＳ接收机和ＩＮＳ在某个融

合时间段内的数据同步时间差Δ狋，那么根据Δ狋，

经过插值运算即可获得ＩＮＳ在相应同步时刻

（ＧＰＳ数据更新时刻）的值，这样就获得了组合系

统在相应同步时刻的虚拟量测数据［１０１３］。插值的

方法有多种，最为典型是拉格朗日三点插值法，其

原理如下。

假设在某个融合时间段内，ＩＮＳ数据更新时

刻狋犐（犖－２）、狋犐（犖－１）、狋犐（犖）的测量值分别为

犢ＩＮＳ［狋犐（犖－２）］、犢ＩＮＳ［狋犐（犖－１）］、犢ＩＮＳ［狋犐（犖）］，

由于插值点时间为ＧＰＳ接收机数据更新时刻狋犌，

则运用拉格朗日三点插值法计算出ＩＮＳ在狋犌时

刻的虚拟测量值为：

犢ＩＮＳ（狋犌）＝犢ＩＮＳ［狋犐（犖－２）］犔２＋犢ＩＮＳ［狋犐（犖－１）］

犔１＋犢ＩＮＳ［狋犐（犖）］犔０ （９）

其中，

犔０＝
［狋犌－狋犐（犖－２）］［狋犌－狋犐（犖－１）］

［狋犐（犖）－狋犐（犖－２）］［狋犐（犖）－狋犐（犖－１）］
，

犔１＝
［狋犌－狋犐（犖－２）］［狋犌－狋犐（犖）］

［狋犐（犖－１）－狋犐（犖－２）］［狋犐（犖－１）－狋犐（犖）］
，

犔２＝
［狋犌－狋犐（犖－１）］［狋犌－狋犐（犖）］

［狋犐（犖－２）－狋犐（犖－１）］［狋犐（犖－２）－狋犐（犖）］
。

３　仿真实验与分析

为验证以上方法的可行性，本文设计了一个

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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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便的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在实验中，ＧＰＳ

接收机和ＩＮＳ采用集中卡尔曼滤波进行组合，各

自的数据更新频率分别为１Ｈｚ和２０Ｈｚ，图１为

两个子系统在未进行数据同步处理和已进行数据

同步处理两种情况下的惯导滤波估计误差（δ
槇
犔、

δ
槇
λ、δ犞
槇

犈、δ犞
槇

犖）的比较。图中，虚线表示两个子系

统导航数据未进行同步时的惯导滤波估计误差，

实线则表示两个子系统导航数据已进行同步时的

惯导滤波估计误差。可以看出，与两个子系统未

进行数据同步处理的融合精度相比较，经同步处

理后，融合精度有比较明显的提高，惯导的纬度滤

波估计误差δ
槇
Ｌ大致降低了约０．００６″～０．００２″；惯

导的经度滤波估计误差δ
槇
λ大致降低了约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５″，而其东向速度滤波估计误差δ犞
槇

犈则大

致降低了约０．０２ｍ／ｓ～０．０７ｍ／ｓ，北向速度滤波

估计误差δ犞
槇

犖 则大致降低了约 ０．０２ ｍ／ｓ～

０．０６ｍ／ｓ。

图１　惯导滤波估计误差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Ｓ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Ｅｒｒ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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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犐犃犗犑犻狀犾犻１　犘犃犖犣犺犲狀犵犳犲狀犵
１
　犎犝犃犖犌犛犺犲狀犵狓犻犪狀犵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ｎｄａｎｅｗｄａｔａｓｙ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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