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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运载体重力辅助惯性导航系统仿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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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力辅助惯性导航系统（ＧＡＩＮＳ）是未来水下无源导航的重要形式之一。为了调试和验证这种新的

水下导航系统，开发了水下运载体导航系统仿真平台。提出了仿真平台总体结构；描述了仿真平台中运动载

体模块、惯导模块以及重力测量模块的数学模型和仿真算法；对重力匹配算法也作了相应介绍；最后对仿真平

台进行了仿真联调。结果表明，该仿真平台的结构合理可靠，各子系统采用的数学模型和仿真算法正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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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３９１．９；Ｐ２２９．２

　　水下运载体主要包括自主式水下运载体（ａｕ

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ＡＵＶ）、有缆式水

下运载体（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ｖｅｈｉｃｌｅ，

ＲＯＶ）以及载人水下运载体（如潜艇、深潜救生

艇）等。目前，水下运载体技术得到广泛重视。导

航定位技术是各类水下运载体完成任务的根本保

证之一。惯性导航系统（ＩＮＳ）是运载体水下航行

时的主要导航手段，但惯导系统的累积误差会影

响导航的精度［１］。重力辅助惯性导航（ＧＡＩＮＳ）

是用数字地图辅助惯性导航的一种方法，与ＩＮＳ

的结合程度深，而且有无源性特点，特别适应于载

体在水下长期航行的要求。尽管目前重力导航水

平不高，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重力在ＩＮＳ

中的作用一直受到重视［２］。

１　仿真平台的组成及功能

依据仿真实验的要求，该系统主要由仿真管

理模块、ＩＮＳ模块、重力测量模块、重力匹配算法、

运动载体模块和海图数据库模块组成，分为数据

层、应用层和输出层３个层次。其结构如图１。

１）仿真管理模块。便于人机交互，可通过该

模块装订初始仿真参数，仿真实验的数据也可以

通过该模块进行在线显示、存储和事后评估。

２）ＩＮＳ模块。该模块通过运载体的加速度

和姿态测量值进行导航解算。

图１　平台功能模块结构关系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ｕｌｅｓ

３）重力测量模块。此模块建立重力仪模型

用来提供重力异常值实测数据。

４）重力匹配算法。完成重力匹配的计算。

５）运动载体模块。提供运载体水下航行运

动状态数据，根据实验要求产生不同的运动轨迹

和航行方式，为ＩＮＳ提供加速度和姿态等数据。

６）海图数据库模块。提供完整的海洋地理

环境数据，包括水动力参数、洋流、海底高程和重

力等数据库。本文主要涉及海底重力数据，海图

数据均为实测获得，海图分辨率为３０ｍ。

平台内各模块之间的信息流关系是仿真管理

模块设定水下运载体初始状态、ＩＮＳ加速度计和

陀螺仪初始误差、环境信息以及运载体操纵序列

等，然后广播发送给平台内各模块初始化整个仿

真平台。仿真管理模块发送仿真开始命令启动一

次仿真。每个仿真节拍运动载体模块解算运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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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状态。ＩＮＳ模块利用从运动载体模块传来的

运载体状态计算导航参数。ＩＮＳ模块和运动载体

模块的计算结果被同时传给仿真管理模块进行显

示和存储。仿真管理模块在电子海图上分别用不

同颜色的线条绘制运载体实际运行的航迹和导航

推算的航迹。重力测量模块根据运载体的实际位

置在海图数据库中求出实测的重力异常值。当运

载体进入重力匹配区域时，重力匹配模块将运行

重力匹配算法，其结果（最佳匹配位置）将用来校

正惯导。仿真结束后，仿真管理模块可对存储的

仿真数据进行分析评估。

２　运动载体模块建模

本文选取大地坐标系犈ξηξ作为惯性参考

系。大地坐标系的原点犈可以取为地面、海面的

任意一定点。犈ξ轴的正向指向地心，犈ξ轴与犈η
轴在水平面内相互垂直。犈ξηξ构成一个右手直

角坐标系。这里采用北东深度坐标系，并定义

了随艇坐标系犗犡犢犣。随艇坐标系是非惯性坐

标系。纵轴犗犡 平行于艇体基线指向艇艏，横轴

犗犢平行于基面指向右舷，垂轴犗犣指向艇底。两

个坐标系的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坐标系

Ｆｉｇ．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可通过受力分析对运载体进行六自由度建

模［３］。根据动量定理和动量矩定理，得到运载体

六自由度动力学方程如下：

犿［狌－狏狉＋狑狇－狓犌（狇
２
＋狉

２）＋狔犌（狆狇－狉）＋

　狕犌（狆狉＋狇）］＝∑犉犡

犿［狏＋狌狉－狑狆＋狓犌（狆狇＋狉）－狔犌（狆
２
＋狉

２）＋

　狕犌（狇狉－狆）］＝∑犉犢
犿［狑－狌狇＋狏狆＋狓犌（狆狉－狇）＋狔犌（狇狉＋狆）－

　狕犌（狆
２
＋狇

２）］＝∑犉犣

犐犡狆＋（犐犣－犐犢）狇狉＋犐犡犢（狆狉－狇）－犐犡犣（狇
２
－狉

２）－

　犐犡犣（狆狇＋狉）＋犿［狔犌（狑－狌狇＋狏狆）－

　狕犌（狏＋狌狉－狑狆）］＝∑犕犡

犐犢狇＋（犐犡 －犐犣）狆狉＋犐犡犢（狇狉－狆）－犐犢犣（狆狇－狉）－

　犐犡犣（狆
２
＋狉

２）＋犿［狓犌（狑－狌狇＋狏狆）－

　狕犌（狌－狏狉＋狑狇）］＝∑犕犢

犐犣狉＋（犐犢－犐犡）狆狇－犐犡犢（狆
２
－狇

２）－犐犢犣（狆狉＋狇）＋

　犐犡犣（狇狉－狆）＋犿［狓犌（狏＋狌狉－狑狆）－

　狔犌（狌－狏狉＋狑狇）］＝∑犕犣
式中，狌、狏、狑和狆、狇、狉分别表示犡、犢、犣方向的

速度和角速度。

运载体的横倾角、纵倾角θ、航向角ψ由辅

助方程确定：

＝狆＋狇ｔａｎθｓｉｎψ＋狉ｔａｎθｃｏｓψ
θ＝狇ｃｏｓ－狉ｓｉｎ


ψ＝ （狇ｓｉｎ＋狉ｃｏｓ）／ｃｏｓθ

运载体实际位置经度λ（狋）、纬度φ（狋）及深度犎（狋）

的计算采用如下公式：

λ（狋）＝∫
狋

０

犞犈（狋）

犚犖
ｄ狋＋λ０

φ（狋）＝∫
狋

０

犞犖（狋）

犚犕
ｄ狋＋φ０

犎（狋）＝∫
狋

０

（－狌ｓｉｎθ＋狏ｃｏｓθｓｉｎ＋

　　　狑ｃｏｓθｃｏｓ）ｄ狋＋犎０

３　犐犖犛模块建模

从动力学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组控制方程

组［４］。方程组包括速度、位置、平台以及平台运动

等４个基本方程组。速度基本方程组和位置基本

方程组联立可求得运载体的位置和运动速度；平

台控制基本方程组可求得加给陀螺的控制信息；

平台运动基本方程组可求得惯导平台运动误差

角。从整个控制方程组看，惯导系统输入量是加

速度计测得的比力犃狓、犃狔和地理坐标系旋转角

速度ω狓、ω狔、ω狕，而输出量是载体的经纬度φ犮、λ犮，

惯导平台误差角α、β、γ以及运载体计算速度犞犮狓、

犞犮狔。方程组的表达式归结如下：

犞犮狓 ＝犃狓＋（２Ωｓｉｎφ犮＋犞犮狓ｔａｎφ犮／犚犖）犞犮狔 －

　　β犵＋Δ犃狓

犞犮狔 ＝犃狔－（２Ωｓｉｎφ犮＋犞犮狓ｔａｎφ犮／犚犖）犞犮狓 ＋

　　α犵＋Δ犃

烅

烄

烆 狔


φ犮 ＝犞犮狔／犚犕

λ犮 ＝犞犮狓ｓｅｃφ犮／犚
｛

犖

ω犮狓 ＝－犞犮狔／犚犕

ω犮狔 ＝Ωｃｏｓφ犮＋犞犮狓／犚犖

ω犮狕 ＝Ωｓｉｎφ犮＋犞犮狓ｔａｎφ犮／犚

烅

烄

烆 犖

α＝ω犮狓 －ω狓－γω狔＋βω狕＋ε狓


β＝ω犮狔 －ω狔－αω狕＋γω狓＋ε狔

γ＝ω犮狕－ω狕－βω狓＋αω狔＋ε

烅

烄

烆 狕

６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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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犚犕、犚犖为地球主曲率半径。

４　重力测量模块建模

重力测量模块接收来自运动载体模块的实际

位置并在海图数据库模块中查找重力异常数据信

息，在其基础上加上高斯噪声来模拟重力仪的漂

移。重力测量模块的原理如图３所示。

图３　重力测量模块原理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ｕｌｅ

５　重力匹配算法设计

重力匹配算法是整个 ＧＡＩＮＳ仿真的核心，

它的输出用来修正ＩＮＳ。本文采用的重力匹配算

法基于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ＳＩＴＡＮ算法，其基本思路

是不断用当前量测值和上一个状态得出当前状态

的估计［５７］。

由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原理可知，重力地图匹配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器的关键是确定动态系统方程。

重力地图匹配的观测值是重力每个仿真节拍

测量得到的重力异常犵狊 与由ＩＮＳ提供的基准位

置在重力地图上查询得到的重力异常犵犿 之差

Δ犵，通过这个可观测的差异估计ＩＮＳ的基准位置

误差（δλ，δ）。

显然，由位置误差引起的差异Δ犵狆 是Δ犵的

主体之一，此外，还包括重力测量误差Δ犵狊 和重

力地图误差Δ犵犿 以及由深度误差δ犺引起的误差

Δ犵犺：

Δ犵＝Δ犵狆＋Δ犵狊＋Δ犵犿＋Δ犵犺

当位置误差比较小时，Δ犵狆 近似为：

Δ犵狆 ＝
犵
φ
δφ＋

犵
λ
δλ＋ε犵犾

式中，ε犵犾是重力地图线性化误差。

考虑到海底常规重力垂直分量的斜率变化范

围是（－０．３７３９３～－０．３７３８８）ｍＧａｌ／ｍ，因此，

假设Δ犵犺＝０．３７３９×δ犺，则有：

犢 ＝
犵
φ
δφ＋

犵
λ
δλ＋０．３７３９×δ犺＋Δ犵狊＋

Δ犵犿＋ε犵犾

令狏＝Δ犵狊＋Δ犵犿＋ε犵犾，有以下先验信息：

狏～犖（０，σ
２
狏）；σ

２
狏 ＝σ

２
犵犾＋σ

２
狊 ＋σ

２
犿

式中，σ
２
犵犾、σ

２
狊、σ

２
犿分别是ε犵犾、Δ犵狊和Δ犵犿 的方差。

犢 ＝
犵
φ
，犵
λ
，０．［ ］３７３９

φ

λ



熿

燀

燄

燅犺

＋狏

状态方程即为ＩＮＳ的误差方程。

基于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重力地图匹配方法的优

势在于它能连续地实时估计ＩＮＳ的误差，对ＩＮＳ

可以进行实时修正。重力地图匹配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器与其他Ｋａｌｍａｎ滤波一样，其实现需要对系统

噪声和量测噪声有先验信息。在没有实际的误差

模型的情况下可以按白噪声方式给定。

６　系统仿真

在我 国 南 海 海 域 进 行 了 组 合 导 航 系 统

（ＧＡＩＮＳ）联调仿真。水下运载体的速度为４节，

ＩＮＳ加速度计东向和北向零偏误差为１０－５ｇ，陀

螺仪东向及北向漂移为０．００１°／ｈ，重力仪漂移为

０．００５ｍＧａｌ／ｈ，考虑海流影响，航程共穿越了４

块重力异常梯度变化小的匹配区域。仿真实验持

续１５ｈ左右，图４显示了结果，图５显示了其中

匹配区域一段时间内ＧＡＩＮＳ经度和纬度误差。

图４　ＧＡＩＮＳ仿真实验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ｆｏｒＧＡＩＮＳ

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经匹配后导航误差没

有随时间发散，而是在进入匹配区的初始误差附

近振荡，说明了重力辅助导航系统的合理性和适

应性。匹配算法对地图的重力等值线形态比较敏

感，当运载体航迹沿等值线切线方向航行时，匹配

误差大，此时，主要依赖ＩＮＳ提供的速度估计进

行航迹推算。所以沿切线方向航行时间越长，算

法匹配效果越差。通过对仿真记录数据的事后分

析表明，所建立的水下运载体、导航设备和重力测

７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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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匹配过程ＧＡＩＮＳ经纬度误差

Ｆｉｇ．５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ＧＡＩ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量数学模型真实合理，仿真平台中所建立的各子

系统的数学模型现已通过了定性与定量可信度评

估［８］。此外，仿真平台具有良好的人机交互能力

以及强大的事后分析能力。

将来，该系统可进行扩展，用来验证其他先进

的组合导航算法，如地形匹配辅助ＩＮＳ或地磁辅

助ＩＮＳ等。仿真平台可为水下运载体先进的导

航技术实验室调试、演示验证和评估提供有效的

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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