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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ＧＰＳ／ＩＮＳ松散组合滤波中，首先利用新息辨别异常的观测量，然后根据选权滤波的思想，通过调

节滤波器中观测噪声方差阵改变系统对相应观测信息的信赖度。实验结果表明，改进的滤波算法不仅提高了

滤波精度，而且较好地控制了异常点的误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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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最优估计需要准确地知

道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的函数模型及随机模型，

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了多种自适应滤波方法。

Ｓａｇｅ滤波
［１，２］运用新息或残差向量估计噪声协方

差阵，但因为其算法同时要考虑窗口长度对解算

的影响，因此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适应。近

年来，通过自适应因子削弱状态异常，并引入抗差

估计控制观测异常影响的抗差自适应滤波［３］在实

际应用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在 ＧＰＳ／

ＩＮＳ组合中，现有的自适应滤波方法主要集中于

预报状态协方差阵的自适应估计上［４，５］，即认为

观测值是准确的。实际上，由于在 ＧＰＳ／ＩＮＳ组

合导航中，观测向量维数小于状态向量维数，难以

准确地检测所有的状态参数；而且ＧＰＳ动态解算

中，观测比较少，模糊度动态解算非常困难，搜索

时有失败，导致定位精度降低。本文借鉴选权滤

波［６］区分参数之间差异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基于

新息构造观测噪声协方差阵的自适应估计新

算法。

１　犌犘犛／犐犖犛组合导航中的基本滤波

模型

　　ＧＰＳ／ＩＮＳ组合中的滤波模型为
［７］：

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犠犽 （１）

犔犽 ＝
狉ｉｎｓ－狉ＧＰＳ

犞ｉｎｓ－犞
（ ）

ＧＰＳ

＝ （犐６×６０６×９）犡犽＋犞犽 ＝

犎犡犽＋犞犽 （２）

式中，犔犽为６维观测向量；犡犽为第犽历元的状态向

量，其协方差阵记为犘犽；Φ犽－１，犽为离散化状态转移

矩阵，可由惯导状态方程按定常加速度模型导

出［７］；犠犽为系统噪声，其协方差记为犙犽；犎犽为观

测方程的系数阵；犞犽为观测噪声，其协方差阵记为

犚犽；犠犽和犞犽不相关。经典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中，增益

阵犓犽和新息向量狏犽的表达式分别为：

犓犽 ＝犘
－
犽犎

Ｔ
犽（犎犽犘

－
犽犎

Ｔ
犽 ＋犚犽）

－１ （３）

狏犽 ＝犔犽－犎犽^犡
－
犽 （４）

狏犽统计上应该满足：

狏犽 ～犖（０，犎犽犘
－
犽犎

Ｔ
犽 ＋犚犽） （５）

式中，上标“－”表示是预报值。由式（５）可知，新

息向量中包含预报误差及观测误差，当排除预报

误差的影响后，可以用来检验是否有异常存在于

观测值中［８］。

零假设与备选假设可选为：犎０：观测量中不

存在观测异常；犎１：观测量中存在观测异常。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模型的理论中假设观测噪声为

高斯白噪声［７］，同时，为了防止出现类似Ｓａｇｅ滤

波［１］中由于不适当地设置参数间的相互关系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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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滤波发散（即式（３）出现奇异），在本文中，根据

犚犽的意义、参考文献［９］，将犚犽设为如下对角阵：

犚犽 ＝ｄｉａｇ（σ
２
犡　σ

２
犢　σ

２
犣　σ

２
狏
犡
　σ

２
狏
犢
　σ

２
狏
犣

）（６）

其中，σ为位置和速度分量的中误差
［８］。

２　一种基于新息调节观测噪声协方

差阵的自适应滤波方法

　　如果前一时刻对ＩＮＳ误差进行了比较好的校

正，ＩＮＳ在短时间段内的导航精度就会相对比较

高。基于此，如果设置犽时刻用于检验先验信息是

否含有较大误差或异常扰动的阈值犪犽，根据第犽时

刻的新息狏犽，犻，可以将观测值分为两类：当第犻个观

测量对应的新息狏犽，犻的绝对值小于犪犽，犻，就认为没有

较大误差；否则，认为该观测值含有较大误差或异

常。相应地，根据新息狏犽，犻的值构造方差膨胀因

子μ犽，犻：

μ犽，犻 ＝
１，狘狏犽，犻狘≤犪犽，犻

狘狏犽，犻狘／犪犽，犻，狘狏犽，犻狘＞犪犽，
｛

犻

（７）

　　由于犪犽，犻反映了观测量的先验精度，所以犪犽，犻

的选取很关键。在 ＧＰＳ／ＩＮＳ组合的动态环境

中，由于观测量有限以及ＩＮＳ震荡的影响，狏犽，犻不

是理想的正态分布，狏犽，犻 常常出现超出先验中

误差２～３倍范围的情况。这些较大的误差在观

测量少的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动态环境中不认为是粗

差。这种情况下，犪犽，犻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

的值［３，５，８，１０］。在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中，犪犽，犻选取

中误差的３～５倍（如果仅按理论选取中误差的２

～３倍，会使自适应调节过于敏感而无法得到较

好的结果）。在相同的仪器和观测条件下，犪犽，犻可

以选取为常数。进一步地，将μ犽，犻（犻＝１～６）构成

如下的６×６阶对角矩阵：

Ν犽 ＝ｄｉａｇ（μ１，μ２，…，μ６） （８）

　　将犖犽作用于观测噪声协方差阵的两边，则增

益阵（３）可调整为：

犓犽 ＝犘
－
犽犎

Ｔ
犽（犎犽犘

－
犽犎

Ｔ
犽 ＋犖犽犚犽犖

Ｔ
犽）

－１ （９）

　　这种调整仅在检验出有异常时针对性地调节

对应的观测噪声协方差，其算式简单，对运算速度

无明显影响，且容易实现。

３　算例分析

本文基于松散组合模式设计了两种实验方案

处理同一组实测数据，并将数据的处理结果作比

较，分析对比新方法的使用性能和效果。所用数

据是于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０日在武汉沌口开发区一次

车载实验所采集的。陀螺仪精度１°／ｈ，加速度计

精度为１ｍＧａｌ，数据输出率为１００Ｈｚ，ＧＰＳ数据

输出率为１Ｈｚ。ＧＰＳ数据的起始时间是 ＵＴＣ６

ｈ４ｍｉｎ０．００ｓ，首先静止８ｍｉｎ左右，然后开始

启动；在１５ｍｉｎ２３ｓ到１５ｍｉｎ２７ｓ（历元６８３～

６８７），处于一个急转弯，并且ＧＰＳ于１５ｍｉｎ２５ｓ

（历元６８５）因观测条件不好而失锁，造成ＧＰＳ数

据缺失。为重点验证新方法处理这一异常干扰造

成影响的效果，本文设计了如下两种方案：① 采

用经典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ＣＫＦ）；② 采用本文方法，

即应用新息向量调节犚犽 阵。当利用新息向量判

断出观测值有异常时，构造对角阵犖犽 来调节犚犽，

其中，犪犽，犻对位置取０．３ｍ，对速度取０．１５ｍ／ｓ。

考虑到组合导航中犡、犢、犣三轴方向上的处

理结果有相似的特征，这里仅列出处理结果在犣

轴上的值。图１、图２分别列出了在发生观测异

常邻近时段的观测向量犔犽 的位置、速度值，以显

示这一时段的误差积累。滤波结果显示在图３～

图６中，其中，图３、图４为方案①的滤波结果，图

５、图６为方案②的滤波结果。

由图１、图２可以看出，在ＧＰＳ发生异常的时

段，新方法１ｓ内的积累误差明显小于经典滤波，

说明新方法中的滤波值显得更平稳。

从图３～图６可以看出，经典滤波在第６８５

历元观测值出现了异常（ＧＰＳ数据缺失），这一观

测异常导致第６８６历元的位置滤波值高达０．５

ｍ，速度滤波值高达０．２５ｍ／ｓ，明显大于一般情况

下位置值０．３ｍ内和速度值０．１５ｍ／ｓ内的范围。

图１　部分犣轴位置误差积累

Ｆｉｇ．１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Ｅｒｒｏｒ

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犣Ａｘｉｓ

　　　
图２　部分犣轴速度误差积累

Ｆｉｇ．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Ｅｒｒｏｒ

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ｎ犣Ａｘｉｓ

　　　
图３　经典滤波的犣轴位置滤波值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犣ＡｘｉｓｉｎＣＫＦ

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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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经典滤波的犣轴速度滤波值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犣ＡｘｉｓｉｎＣＫＦ

　　　
图５　新方法的犣轴位置滤波值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

犣Ａｘｉ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６　新方法的犣轴速度滤波值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ｎ

犣Ａｘｉ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而本文方法通过对观测值协方差阵进行自适应估

计，比较好地抑制了这一历元的观测异常给位置

和速度滤波值所造成的影响。

两种方案滤波结果的均方根以及绝对值最大

值的比较列于表１。

表１　两种方案的统计性质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ｎＢｏｔｈＳｃｈｅｍｅｓ

方案① 方案②

犡 犢 犣 犡 犢 犣

均方根
位置／ｍ ０．０４８６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３７５ ０．０３９４

速度／ｍ·ｓ－１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６１

绝对值 位置／ｍ ０．３０９５ ０．３９７８ ０．４０１４ ０．２４１５ ０．１９８９ ０．１８４３

最大值 速度／ｍ·ｓ－１ ０．１８０１ ０．２１２６ ０．２３１９ ０．１４３９ ０．０９５７ ０．１６５９

　　从表１可以看出，较之经典滤波，本文方法计

算的位置、速度滤波值的均方根减小近１／５，绝对

值最大值减小约１／２。可见，新方法不仅对滤波

的整体精度有所提高，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抗差性。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在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

航中自适应估计观测噪声协方差阵的新方法，它

顾及了观测噪声阵对导航解的影响。该方法简

单，且行之有效。由于新方法只对发现有异常的

观测噪声的协方差进行调整，而不会整体改变观

测噪声协方差阵，也不会造成滤波发散，因此，这

种方法使导航参数改正数的估计更准确，从而能

够整体上提高滤波精度。特别是在发生异常时，

也能获得较为理想的滤波结果，并且具有较强的

抗差性，可望用于ＧＰＳ／ＩＮＳ数据融合的实践中。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方法与现有自适应方法

的侧重不同，其比较分析将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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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何典，硕士。主要从事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方面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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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楼益栋，博士。现从事卫星实时精密定轨及定位

技术理论与应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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