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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偏振光、地磁、犌犘犛进行多信息源
融合导航方法的研究与实现

范之国１　高　隽１　潘登凯１　崔　帅１

（１　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合肥市屯溪路１９３号，２３０００９）

摘　要：根据沙蚁复眼中的偏振敏感神经结构，设计了一种大气偏振信息检测与导航传感器，实现了从大气偏

振信息中提取二维罗盘信息。针对偏振光导航的特点，设计了一种嵌入式多信息源融合导航试验平台，实现

了偏振光、三维地磁和ＧＰＳ导航的有机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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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以ＧＰＳ为代表的卫星导航技术的应用

最为广泛，我国正在建造自己的卫星导航与定位

系统———北斗卫星导航与定位系统。但是在特殊

情况下，卫星导航与定位系统容易遭受攻击和破

坏，因此，研究弱／无卫星导航信号环境下的自主

导航与定位方法和技术就显得格外重要。

基于自然偏振特性的仿生偏振光导航是一种

适合于弱／无卫星导航信号环境下的自主导航方

法。仿生偏振光导航是通过大气偏振模式的检测

和演算实现对载体姿态信息的判断。大气偏振模

式主要由太阳位置和观测位置确定，其中蕴涵着

重要的方向信息［１４］。本文在研究偏振光导航的

基础上提出了由仿生偏振光导航、地磁罗盘和

ＧＰＳ构成的多信息源融合导航的策略和方法。

１　偏振检测与导航传感器设计

１．１　传感器的仿生设计原理

本文提出的大气偏振信息检测与导航传感器

的设计原理模仿了沙蚁（ｃａｔａｇｌｙｐｈｉｓ）复眼中特殊

的偏 振 神 经 感 光 结 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ｎｓ，ＰＯＬ神经元）对偏振光敏感的生物机

理［１３，５８］。沙蚁的ＰＯＬ神经元的结构模型及其

偏振信息处理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ａ）是沙蚁复眼中对偏振光感光部分的

图１　ＰＯＬ神经元的结构以及信息处理过程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ＯＬｎｅｕｒｏｎｓ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小眼（ｏｍｍａｔｉｄｉｕｍ）的横截面结构模型图，其中２、

４、６、８共同组成了感受偏振光的水平通道，而１、５

构成了感受偏振光的垂直通道。两个通道对偏振

光的响应曲线如图１（ｂ）所示，ＰＯＬ神经元对两

个相互正交的光感受通道的信号进行类对数处

理。理想情况下，ＰＯＬ神经元在半周期（０°到

１８０°）偏振光信号下的归一化响应曲线为正弦信

号［１，２，７］。沙蚁正是通过大量的调谐于不同偏振

角度的偏振敏感神经元感受天空中的偏振光来保

证罗盘信息的准确获取［２，７］。

１．２　传感器的结构与电路

按照ＰＯＬ神经元的结构模型，大气偏振信

息检测与导航传感器采用光电模型，按照模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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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法，将构成传感器的各个模块集成于一个

柱形黑色筒体内，其结构如图２所示。传感器自

上而下依次设置了圆形滤光器、四路检偏器件、四

路偏振光感知通道和传感电路模块。其中四路检

偏器件中每路由一个偏振片和带有刻度的偏振片

架组成，且每两路为一组，每组检偏器件中的偏振

片的起始偏振化方向相互垂直，而两组检偏器件

中的偏振片的起始偏振化方向有固定角度差，该

角度差是０°到９０°之间的任意角度。四路检偏器

件与四路偏振光感知通道一一对应，通过传感电

路模块中的光电转换装置接收四路检偏器件检测

到的大气偏振光信息［４，９］。

图２　大气偏振检测与导航传感器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ｏｌａｒｉｚ

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偏振检测与导航传感器的电路框图如图３所

示，偏振光感知通道中设置的四只光二极管接收

来自天空中的太阳偏振光，并转换成蕴含大气偏

振信息的四路电流信号，进而仿效沙蚁ＰＯＬ神

经元的信号处理方法，在接收了这四路电流信号

后，通过一系列的对数放大、运算放大和 ＡＤ转

换，最终将天空中的太阳偏振光信息转变成数字

电压信号，进而演算出大气偏振信息，完成对大气

偏振信息的检测与信号处理。

１．３　光偏振信息处理方法

光偏振信息处理方法是对所获取的大气偏振

图３　大气偏振检测与导航传感器的电路框图

Ｆｉｇ．３　Ｃｉｒｃｕｉｔ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ｏｆＡｔｍｏ

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光信息进行信号处理，进而可以演算出当前时刻

传感器所对应的天空中某区域的大气偏振信息。

四只光电转换装置输出四路电流信号，每路

电流信号可表示为：

犐狀（α）＝犓犐（１＋犱ｃｏｓ２（α－α狀）） （１）

式中，犓 为常系数；犐为归一化光强系数；犱为大

气偏振模式中的偏振度信息；α为大气偏振模式

中犈 矢量方向的信息，即检测时刻的太阳方位

角；α狀 为初始相位，且０＜α狀＜π／２。

经两组对数放大和运算放大后的信号可表示

为：

犘１（α）＝ｌｇ
１＋犱ｃｏｓ２α
１－犱ｃｏｓ２（ ）α （２）

犘２（α）＝ｌｇ
１＋犱ｃｏｓ（２α－２α狀）

１－犱ｃｏｓ（２α－２α狀（ ）） （３）

　　由式（２）和式（３）可以获得大气偏振模式的偏

振度信息犱和犈 矢量方向的信息α，即

犱＝ （１－２珚犘１（α））
２
＋（（１－２珚犘２（α））－（１－２珚犘１（α））ｃｏｓ（２α狀））

２／ｓｉｎ２（２α狀槡 ） （４）

α＝
１

２
ａｒｃｔａｎ

（１－２珚犘２（α））－（１－２珚犘１（α））ｃｏｓ（２α狀）
（１－２珚犘１（α））ｓｉｎ（２α狀（ ））

（５）

式中，珚犘１（α）和珚犘２（α）是犘１（α）和犘２（α）由Ｓ型函

数珚犘（α）＝１／（１０
犘（α）＋１）进行去对数处理后而得

到的［９］。

２　偏振光／地磁／犌犘犛导航系统设计

２．１　组合导航系统融合策略

组合导航的实质是以核心信号处理与控制平

台为中心，将各个导航传感器送来的信息加以综

合和最优化处理，然后对导航参数进行综合输出。

偏振光导航传感器可以通过检查大气偏振模式提

供二维罗盘信息。地磁传感器利用地球磁场通过

自身的磁强计测量载体所在位置的地磁场矢量，

这样就可根据载体所在位置的地磁场矢量来计算

出相应载体的三维姿态［１０］。ＧＰＳ是目前应用最

广泛的卫星导航系统，可以提供全球范围的导航

定位数据，用户通过实时接收卫星发出的星历，可

以解算出用户当前的位置、速度和时间等定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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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而基于多天线的ＧＰＳ接收设备还可以给予

载体较高精度的三维姿态信息［１１］。

基于上述三种不同导航系统的特点，本文的

组合导航系统采用联邦卡尔曼滤波的融合方法对

三信息源进行误差与姿态估计。联邦卡尔曼滤波

器是一种两级滤波结构，各子滤波器利用相应子

系统和公共参考系统的量测输出，得到局部状态

的最优估计，而后将局部估计输入到主滤波器进

行信息融合，得到针对全局的最优估计［１２］。本系

统选取偏振光导航系统作为公共参考系统，它的输

出一方面直接给主滤波器，另一方面输出给各子滤

波器作为量测值。各子滤波器的局部估计值犡^犻及

其协方差阵犘犻送入主滤波器和主滤波器的估计值

一起进行融合，以得到全局最优估计。系统首先将

偏振光导航系统与地磁导航系统进行姿态角度的

误差组合，经子滤波器估计出载体的姿态误差，对

偏振光导航系统进行校正，偏振光导航系统再与

ＧＰＳ进行姿态误差组合，经子滤波器估计误差，

进行反馈，同时，ＧＰＳ为偏振光导航系统输入相

应的位置与速度参数。然后将两个子滤波器的局

部估计输入到主滤波器与主滤波器的估计值一起

进行融合，得到载体姿态角度的全局最优估计。

２．２　系统平台的设计方法

本系统采用嵌入式Ｌｉｎｕｘ技术，以便于扩展

和控制ＡＲＭ９硬件平台为核心，将主要的偏振光

采集模块、三维地磁罗盘模块和ＧＰＳ定位模块通

过ＡＲＭ 最小系统可靠方便的外设接口进行集

成。图 ４ 是 组 合 导 航 系 统 的 结 构 框 图，以

ＡＴ９１ＲＭ９２００为控制核心，构建 ＡＲＭ９相应的

最小系统平台，并与四通道大气偏振信息检测与

导航传感器组成偏振信息数据采集系统，用以实

时采集传感器的模拟输出，并通过高效的串行数

据传输通道和地磁罗盘模块与ＧＰＳ定位模块建

立数据通信。此外，系统还搭建了基于ＬｉｎｕｘＱｔ

人机控制平台，可以简单方便地对实时多任务下

的导航信息进行实时获取操作与控制。

图４　组合导航系统硬件平台框图

Ｆｉｇ．４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导航系统的软件平台基于Ｌｉｎｕｘ＋Ｑｔ／Ｅｍ

ｂｅｄｄｅｄ，充分发挥了以３２位 ＡＲＭ９高速微处理

器为核心的硬件平台的性能。嵌入式Ｌｉｎｕｘ的引

入降低了系统的开发难度，增强了系统的稳定性，

同时建立了友好的图形用户界面。图５是系统工

作的总体软件流程图，系统启动后，经初始化，并

加载ＡＤ等一系列相关驱动，同时启动人机交互

界面，等待用户进行相关参数的设定和启动。对

各导航模块的数据进行采集与存储，遵循时间的

同步性，依次对三维地磁罗盘、偏振光传感器、

ＧＰＳ模块进行启动及导航数据和相关环境参数

的接收与存储，同时在人机交互界面上给予图形

或参数显示。

图５　组合导航系统软件总体流程

Ｆｉｇ．５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３　结　语

本文在详细介绍偏振光检测与导航传感器设

计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偏振光／地磁／

ＧＰＳ的多信息源融合的导航方法和实现平台，将偏

振光导航、三维地磁罗盘导航和ＧＰＳ导航有机地

集成于一体。本系统是地球的固有特性中的自然

偏振模式与地球磁场和非自然特征的卫星导航方

法的一次结合与尝试，可用于偏振光导航及其组

合导航方法研究，对未来多源信息融合下的组合

导航方法与策略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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