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０１５。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５０１０６０，４０７７１１７６）。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３９０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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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双差载波相位ＧＰＳ／ＩＮＳ紧密组合的新形式，分析了紧密组合和松散组合的计算形式和特

点，进而统一了紧密组合和松散组合的估计状态，并将此紧密组合和松散组合相结合，实现了一个复合滤波

器。此滤波器可以根据ＧＰＳ的实际观测情况动态选择合适的滤波方式，可兼顾滤波器的精度和可靠性。通

过处理实测数据，验证了此滤波器在精度和可靠性上都优于任一种单一的组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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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ＰＳ／ＩＮＳ组合系统是一种性能较好的导航

定位系统，它结合了 ＧＰＳ的高精度定位、误差无

积累及ＩＮＳ的自主性等优点，可使定位系统的可

靠性增加、精度提高，同时，ＩＮＳ能够以较高的精

度提供所有动态姿态角。从数学模型的角度讲，

ＧＰＳ／ＩＮＳ组合通常认为有两种组合模式
［１３］：①

松散组合，即使用ＧＰＳ独立解算出载体的位置与

速度，并以此作为ＩＮＳ滤波方程的部分输入量，

将ＩＮＳ的滤波结果作为最终的解算结果；②紧密

组合，即将 ＧＰＳ的观测量和ＩＮＳ的观测量一并

输入到一个统一的滤波方程，将此统一滤波方程

的滤波结果作为最终的解算结果。两种方法各有

优劣，但一般认为松散组合可靠性高，精度低，特

别是 ＧＰＳ观测卫星少于４颗时，完全依靠ＩＮＳ

导航的精度将更低；紧密组合精度高，可靠性

差［４６］。本文在分析两种组合模式的基础上，结合

了两种模式的优点，并在ＧＰＳ差分条件下，使用

新的紧密组合状态向量，建立了一个复合滤波器。

该滤波器使用动态组合的集成方式，即在ＧＰＳ观

测量较多、定位精度较高的情况下，采用松散组

合；当ＧＰＳ观测信息太少，不足以独立定位时，采

用紧密组合，以提高系统的精度，同时顾及系统的

稳定性。实验证明，使用这种实时确定组合模式

的滤波器，虽然数据处理上比较复杂，但处理结果

比采用任何一种单独组合的结果都要好，可以在

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如在城区和树林中实现高

精度的定位定姿。

１　松散组合

在差分 ＧＰＳ／ＩＮＳ的松散组合中，使用差分

ＧＰＳ独立解算出载体的位置与速度，同时使用

ＩＮＳ在一定坐标系内进行导航，得到载体的位置、

速度和姿态，然后通过摄动法建立ＩＮＳ的误差方

程作为滤波方程，以ＧＰＳ和ＩＮＳ分别算得的位置

和速度之差作为滤波方程的输入量，将滤波结果

中的ＩＮＳ传感器误差进行反馈校正，以ＩＮＳ的导

航结果作为最终的解算结果。

在松散组合的状态方程中常采用１８维状态

向量，包括坐标误差、速度误差、平台误差角、陀螺

常值漂移、陀螺一阶马尔柯夫过程漂移、加速度计

一阶马尔柯夫过程漂移［７，８］。经过离散化，可得

离散线性状态方程：

狓犽＋１ ＝Φ犽＋１，犽狓犽＋Γ犽犠犽 （１）

　　对于卡尔曼滤波器的量测方程，不同的组合

模式对应的方程有所不同。在松散组合模式中，

量测方程为线性方程：

犣犽＋１ ＝犎狓犽＋１＋犞犽＋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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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犣犽＋１＝［Δ狉Δ犞］
Ｔ 为观测量；Δ狉＝狉ＩＮＳ－狉ＧＰＳ

为ＩＮＳ导航位置计算结果和ＧＰＳ差分定位结果

之差；Δ犞＝犞ＩＮＳ－犞ＧＰＳ为ＩＮＳ导航速度结果和

ＧＰＳ测速结果之差，其中ＧＰＳ的速度既可以用位

置求差算得，也可以使用多普勒观测差分求得，但

后者精度较高；犎＝［犐６×６　０６×１２］为系数矩阵；

犞犽＋１为量测噪声。

可以看到，如果ＧＰＳ的定位和测速采用卡尔

曼滤波，则位置速度结果在时间序列上是相关的，

如果采用最小二乘估计，则ＧＰＳ位置速度结果在

时间序列上是不相关的，但ＩＮＳ的速度位置结果

在时间序列上总是相关的，所以式（２）中的量测噪

声将不是零均值白噪声，即式（１）、（２）组成的滤波

器实际上并不是最优滤波器，这是松散组合精度

不高的主要原因。

本文中，ＧＰＳ的定位采用载波相位双差模

式，模糊度采用单历元实时解算，在观测卫星数大

于４的情况下，实时解得每一个历元的模糊度，定

位精度达到ｃｍ级；测速采用犔１ 载波多普勒差分

解算，精度达到ｃｍ／ｓ级。

２　基于载波双差的紧密组合

在紧密组合模式中，使用ＧＰＳ单点观测量或

差分观测量作为滤波器的输入。在使用单点观测

量时，必须考虑ＧＰＳ时钟偏差和时钟偏差率
［１，９］，

但是在双差模式下，这两个状态参数可以省略。

在双差模式下，ＧＰＳ的观测量有双差伪距、双差

载波相位和双差多普勒频移。在这种情况下，采

用不同的观测量仍有不同的组合形式，常用的有

伪距结合多普勒频移和载波相位结合多普勒频移

两种方式，分别称为伪距双差／ＩＮＳ组合和载波相

位双差／ＩＮＳ组合。本文使用的紧密组合采用载

波相位双差／ＩＮＳ组合，在卫星数不足时，采用

ＩＮＳ辅助ＧＰＳ进行周跳检测和修复，使得系统状

态和伪距双差／ＩＮＳ组合的状态一致，仍为１８维

向量，这样在提高量测精度的情况下，并不增加滤

波器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紧密

组合同松散组合的状态方程完全相同，为复合滤

波器的实现提供了基础。

在紧密组合模式中，滤波器的量测方程和松

散组合中的量测方程不同。如果ＧＰＳ模糊度解

算成功，载波相位双差／ＩＮＳ组合和伪距双差／

ＩＮＳ组合的量测方程相同，为非线性方程：

犣犽＋１ ＝犺（犡犽＋１）＋犞犽＋１ （３）

式中，犣犽＋１＝［Δρ Δρ］
Ｔ 为 ＧＰＳ双差载波相

位等效伪距和多普勒观测量；犺为ＧＰＳ双差定位

测速函数；犡犽＋１为流动站接收机的空间位置和速

度。将式（３）在ＩＮＳ导航计算得到的结果处线性

化，即可得到线性观测方程：

δ犣犽＋１ ＝－犎狓犽＋１＋犞犽＋１ （４）

式中，犎＝［犎Ｔ狉犎
Ｔ
狏］

Ｔ 为系数矩阵；犎狉＝［犎
狉０
犿×３　

０犿×１５］，犎
狉０
犿×３为ＧＰＳ双差定位系数矩阵；犎狏＝［０犿×３

　犎
狏０
犿×３　０犿×１２］，犎

狏０
犿×３为ＧＰＳ双差测速系数矩阵，

犿为观测卫星数减１；由于狓犽＋１在状态方程中为位

置速度误差，而在ＧＰＳ定位测速方程中为改正数，

故设计矩阵应取负号；犞犽＋１为量测噪声。

可以得知，式（１）、（４）可以形成状态方程与松

散组合完全相同的卡尔曼滤波器，并且量测方程

也很类似。由于使用原始量测值，紧密组合在观

测卫星数小于４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建立观测方

程，修正ＩＮＳ误差，而且ＧＰＳ的原始观测值在时

间序列上不相关，式（４）中的量测噪声为零均值白

噪声，这些都使紧密组合的精度比松散组合高。

分析式（２）、（４）中的系数矩阵可以得知，式

（２）中的犎阵为直接观测阵，其可观测性稳定，而

且整个系统的滤波器为分散滤波，而式（４）中的犎

阵为ＧＰＳ定位测速阵，系统使用集中滤波方式，

其可观测性会根据ＧＰＳ卫星的空中分布而有所

不同，因而紧密组合的稳定性并不如松散组合，滤

波器容易发散。

３　复合滤波器实现动态组合

松散组合和紧密组合各有优劣，本文在实时

解得ＧＰＳ模糊度的基础上，将载波双差观测值归

算成高精度的双差伪距观测值，使得两种组合方

式的计算方法近似，因而可以设计一个复合滤波

器，它使用同一个状态估计器，但在观测信息的处

理上，则根据实际情况动态确定。在观测卫星数

较多，ＧＰＳ可以独立地解算出高精度的位置和速

度时，滤波器就采用式（２）的观测方程；在观测卫

星数较少，不足以独立定位，即式（２）的观测方程

不存在时，滤波器就采用式（４）的观测方程，用以

修正ＩＮＳ误差。这样，此滤波器就能结合两者的

优点，既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又具有较

高的精度，特别是在观测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这种

滤波器是有意义的。

该复合滤波器采用闭环广义卡尔曼滤波器：

犘犽＋１／犽 ＝Φ犽＋１，犽犘犽／犽Φ
Ｔ
犽＋１，犽＋Γ犽犙犽Γ

Ｔ
犽 （５）

犓犽＋１ ＝犘犽＋１／犽犎
Ｔ
犽＋１（犎犽＋１犘犽＋１／犽犎犽＋１＋犚犽＋１）

－１（６）

狓^犽＋１／犽＋１ ＝犓犽＋１犣犽＋１ （７）

１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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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犽＋１／犽＋１ ＝犓犽＋１δ犣犽＋１ （８）

犘犽＋１／犽＋１ ＝ （犐－犓犽＋１犎犽＋１）犘犽＋１／犽（犐－犓犽＋１犎犽＋１）
Ｔ

　＋犓犽＋１犚犽＋１犓
Ｔ
犽＋１ （９）

其中，式（７）为松散组合对应的滤波方程；式（８）为

紧密组合对应的滤波方程；犘犽＋１／犽为本时刻预报方

差阵；犙犽 为动态噪声方差阵；犚犽＋１为观测值先验

方差阵；^狓犽＋１／犽＋１为本时刻估计值，即本时刻ＩＮＳ

导航结果以及惯性设备误差的改正数；犘犽＋１／犽＋１为

本时刻方差阵。在实际计算时，可以使用ＵＤ分

解方法来增加滤波器的稳定性并减少运算量。

４　实验与分析

利用两台Ｔｒｉｍｂｌｅ４７００Ｔｏ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ＧＰＳ接

收机和一套ｉＭａｒｉＮＡＶＦＭＳＩＭＵ安装在一辆面

包车上，在实现时间和空间同步后，组成差分ＧＰＳ／

ＩＮＳ组合系统。两台ＧＰＳ接收机一台为准站，一

台为流动站。ＧＰＳ和ＩＭＵ的技术指标分别为：①

ＧＰＳ。双频载波相位、多普勒观测值，动态定位水

平误差为±１ｃｍ＋１０－６×犇，动态定位垂直误差为

±２ｃｍ＋１０－６×犇，数据采样率为１Ｈｚ；②ＩＭＵ。

陀螺漂移１°／ｈ，陀螺随机游走０．３°／槡ｈ，加速度计

偏置１ｍｇ，输出率为１００Ｈｚ。

使用该系统采集了５０ｍｉｎ数据，在整个采集

过程中，ＧＰＳ跟踪情况较好，所有历元的同步观

测卫星均在６颗以上。这样，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人工３次删除部分卫星，使数据出现３次短时间

不足４颗的情况。分别使用松散组合、紧密组合

和复合滤波器的动态组合方式３个滤波器处理加

工过的数据，再使用ＧＰＳ单独处理原始数据，进

行比较分析，得到的结果见图１～７。

图１　松散组合的点位误差

Ｆｉｇ．１　ＰｏｉｎｔＥｒｒｏｒｓｏｆ

Ｌｏｏｓ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图２　紧密组合的点位误差

Ｆｉｇ．２　ＰｏｉｎｔＥｒｒｏｒｓｏｆ

Ｔｉｇｈｔ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图３　动态组合的点位误差

Ｆｉｇ．３　ＰｏｉｎｔＥｒｒｏｒｓ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图４　３种组合模式中航向

误差的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Ｈ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Ｔｉｇｈｔ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图５　松散组合的点位和ＧＰＳ单独

解算点位的空间距离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ｉｎｔ

ｆｒｏｍＬｏｏｓ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ｎｄｆｒｏｍ

ＧＰ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ｌｏｎｅ

图６　紧密组合的点位和ＧＰＳ单独

解算点位的空间距离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ｉｎｔ

ｆｒｏｍＴｉｇｈｔ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ｎｄｆｒｏｍ

ＧＰ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ｌｏｎｅ

图７　动态组合的点位和ＧＰＳ单独

解算点位的空间距离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ｉｎｔ

ｆｒｏ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ｎｄｆｒｏｍ

ＧＰ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ｌｏｎｅ

　　从实验结果可见，松散组合在３处卫星失锁

处，由于没有ＧＰＳ数据校正惯性元件误差，点位

误差迅速增大，１０ｓ就达到１．２ｍ；紧密组合和动

态组合的点位误差基本相同，都在０．１ｍ以下。

３组航向误差基本相同，这一方面是由于本实验

中的ＩＭＵ精度较低，另一方面也由于在组合系

统中航向的可观测性弱这一事实。图５～７是利

用３种组合定位结果和ＧＰＳ单独定位结果的点

位较差，由于篇幅的关系，图中显示的是两点间空

间距离。由于 ＧＰＳ的定位精度很高，可以假定

ＧＰＳ单独定位的结果为真值。在这种情况下，在

３个卫星不足处，松散组合的精度指标不但迅速

降低，而且实际滤波结果与真值相差也愈来愈大。

紧密组合出现４处小的波动，但并不在删除卫星

处，而且整个滤波器并没有发散，这主要是由于本

文的紧密滤波器与常规紧密滤波器相比，不存在

２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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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度状态向量，滤波器的状态有所减少的缘故。

动态组合的位置估计结果比前两种组合都好，误

差不大于０．２ｍ。由于姿态没有已知量，只能提

供统计意义上的精度指标，无法比较姿态结果的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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