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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抗差自适应滤波及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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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现有的抗差滤波方法作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观测模型和动力学模型同时存在误差的情况，

提出了一种新的抗差滤波———分步抗差自适应滤波。该方法在滤波之前，利用抗差岭估计等抗差有偏估计得

到参数估计值，并修正观测向量，把观测向量中的粗差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然后在滤波中利用自适应因子

消除动力学模型误差的影响，这样分两步分别对观测模型误差和动力学模型误差进行控制。大量的ＧＰＳ动

态导航定位试验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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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具有很高的计算效率，并

可进行实时估计［１］，因而在ＧＰＳ动态导航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然而在建模和实践中，由于数学模

型描述物理问题的局限性以及观测卫星失锁、载

体状态突变等原因，使得观测模型和动力学模型

均可能存在误差，此时若仍利用标准 Ｋａｌｍａｎ滤

波进行动态导航，则状态滤波解将极不可靠［２４］。

因此，如何减弱和消除模型误差对状态估计的影

响成为提高导航精度的关键之一。针对这一问

题，许多学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目前已

形成了多种改进的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算法，主要分为

两类。一类是附加参数法。为消除模型误差对滤

波值的影响，可在观测方程和状态方程中附加一

定的模型参数，使得模型更加准确，进而减弱或消

除模型误差对滤波值的影响［５７］。对于增加附加

参数后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模型，关键在于如何求解

附加参数。另一类是调节增益矩阵法。在 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中，滤波值实际上是状态预报值和当前

历元观测向量的加权平均，其权重由增益矩阵控

制。此外，增益矩阵与动力学模型噪声向量的协

方差矩阵成正比，与观测噪声向量的协方差矩阵

成反比，且与状态预报值的协方差矩阵成正比。

很多学者利用增益矩阵在Ｋａｌｍａｎ滤波中的这一

作用，采用直接或间接调整增益矩阵的方法（如利

用抗差估计思想提出的各种抗差滤波［８１１］）抵制

模型误差对滤波值的影响［４，５，８１４］。本文在对各种

抗差滤波作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

的抗差滤波———分步抗差自适应滤波法。鉴于观

测向量不受动力学模型误差的影响，在进行滤波

计算之前，首先利用抗差岭估计等抗差有偏估

计［１５，１６］得到参数估计值，并修正观测向量，把观

测向量中的粗差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然后在

滤波中利用自适应因子［４，１１，１７，１８］消除动力学模型

误差的影响，这样分两步分别对观测模型误差和

动力学模型误差进行控制。

１　抗差滤波及其分析

假设在第犽个历元线性化的状态方程和相应

的观测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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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狑犽 （１）

犔犽 ＝犃犽犡犽＋犲犽 （２）

式中，犡犽是系统的犿 维状态向量；Φ犽，犽－１是犿×犿

维状态转移矩阵；犔犽是狀维观测向量；犃犽是狀×犿

维观测系数矩阵；狑犽和犲犽分别是犿 维动力学模型

噪声向量和狀维观测噪声向量，其统计特性假设

如下：

犈［狑犽］＝０，　犈［犲犽］＝０

犈［狑犽狑
Ｔ
犼］＝Σ狑犽δ犽犼，　犈［犲犽犲

Ｔ
犼］＝Σ犽δ犽犼

犈［狑犽犲
Ｔ
犼］＝０，犈［狑犽犡

Ｔ
０］＝０，犈［犲犽犡

Ｔ
０］＝

烅

烄

烆 ０

（３）

其中，Σ狑犽是狑犽的犿×犿 维非负定协方差矩阵；Σ犽

是犲犽的狀×狀维正定协方差矩阵；而δ犽犼是Ｋｒｏｎｅ

ｃｋｅｒδ函数，满足δ犽犽＝１，δ犽犼＝０（犽≠犼）。

根据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基本原理
［１］，可得 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的基本方程为：

珚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

犡^犽 ＝珚犡犽＋犓犽（犔犽－犃犽珚犡犽）

犓犽 ＝Σ珚犡犽犃
Ｔ
犽（犃犽Σ珚犡犽犃

Ｔ
犽 ＋Σ犽）

－１

Σ珚犡犽 ＝Φ犽，犽－１Σ^犡犽－１Φ
Ｔ
犽，犽－１＋Σ狑犽

Σ^犡犽 ＝ （犐－犓犽犃犽）Σ珚犡犽（犐－犓犽犃犽）
Ｔ
＋

　　　犓犽Σ犽犓
Ｔ

烅

烄

烆 犽

（４）

式中，第二个表达式还可以表示为：

犡^犽 ＝ （犐－犓犽犃犽）珚犡犽＋犓犽犔犽

由这个表达式可知，滤波值实际上是状态预报值

和观测向量的加权平均，因此可以通过调节增益

矩阵的方式克服模型误差对滤波值的影响。当观

测模型含有粗差时，可以通过减小增益矩阵来限

制观测粗差对滤波值的影响；当观测模型含有动

力学扰动时，可以通过增大增益矩阵来消除动力

学扰动对滤波值的影响。目前，常见的抗差滤波

算法有 ＭＬＳ滤波
［４，８，１０］、ＬＳＭ 滤波

［４，８１０］、ＭＭ

滤波［４，８，１０］和抗差自适应滤波［４，１１］四类。它们都

是基于抗差估计思想提出的抗差滤波算法，而且

都是通过调节增益矩阵来控制模型误差对滤波值

的影响。下面对这四种抗差滤波作进一步的分

析。

假设在第犽个历元模型含有误差，则 ＭＬＳ

滤波、ＬＳＭ 滤波、ＭＭ 滤波和抗差自适应滤波

的极值条件分别为：

ΩＭＬＳ＝犞
Ｔ
犽
珚犘犽犞犽＋犞

Ｔ
珚犡犽
犘珚犡犽犞珚犡犽 ＝ｍｉｎ （５）

ΩＬＳＭ ＝犞
Ｔ
犽犘犽犞犽＋犞

Ｔ
珚犡犽
珚犘珚犡犽犞珚犡犽 ＝ｍｉｎ （６）

ΩＭＭ ＝犞
Ｔ
犽
珚犘犽犞犽＋犞

Ｔ
珚犡犽
珚犘珚犡犽犞珚犡犽 ＝ｍｉｎ （７）

ΩＭＡ ＝犞
Ｔ
犽
珚犘犽犞犽＋α犽犞

Ｔ
珚犡犽
犘珚犡犽犞珚犡犽 ＝ｍｉｎ （８）

式中，犘犽＝Σ
－１
犽 为观测向量犔犽的权矩阵；犘珚犡犽＝Σ

－１
珚犡犽

为状态预报值向量珚犡犽的权矩阵；Σ犽为犔犽的协方

差矩阵；Σ珚犡犽为
珚犡犽的协方差矩阵；珚犘犽为犘犽对应的等

价权矩阵；珚犘珚犡犽为犘珚犡犽对应的等价权矩阵；０＜α犽≤１

为自适应因子。

状态参数向量的 ＭＬＳ滤波、ＬＳＭ 滤波、Ｍ

Ｍ滤波和抗差自适应滤波的递推解分别为：

犡^犽（犻）＝珚犡犽＋犓犽（犻）（犔犽－犃犽珚犡犽） （９）

式中，犻分别代表 ＭＬＳ、ＬＳＭ、ＭＭ、ＭＡ。其中，

犓犽（ＭＬＳ）＝Σ珚犡犽犃
Ｔ
犽（犃

Ｔ
犽Σ珚犡犽犃犽＋

珚犘－１犽 ）
－１ （１０）

犓犽（ＬＳＭ）＝ （犃
Ｔ
犽犘犽犃犽＋珚犘珚犡犽）

－１犃Ｔ犽犘犽 （１１）

犓犽（ＭＭ）＝珚犘
－１
珚犡犽
犃Ｔ
犽（犃

Ｔ
犽
珚犘－１
珚犡犽
犃犽＋珚犘

－１
犽 ）

－１ （１２）

犓犽（ＭＡ）＝
１

α犽
犘－１珚犡犽犃

Ｔ
犽（
１

α犽
犃犽犘

－１
珚犡犽
犃Ｔ
犽 ＋珚犘

－１
犽 ）

－１（１３）

　　由极值条件式（５）可知，ＭＬＳ滤波通过减小

观测向量的权矩阵来抵制观测粗差的影响。由式

（１０）可以发现，观测向量权矩阵减小，将导致

犓犽（ＭＬＳ）中元素的绝对值变小。ＭＬＳ滤波正是通

过减小增益矩阵来限制观测粗差对滤波值的影

响。这在直观上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如果观测

粗差较大，那么增益矩阵就应取小一些，以减弱当

前观测向量对滤波结果的影响。类似地，由式（６）

和式（１４）可知，ＬＳＭ 滤波是通过减小状态预报

值的权矩阵，进而导致犓犽（ＬＳＭ）中元素的绝对值变

大，即ＬＳＭ滤波是通过增大增益矩阵来抵制动

力学模型误差对滤波值的影响的。

当观测模型和动力学模型同时存在误差时，

由极值条件式（７）可知，ＭＭ 滤波同时对观测模

型和动力学模型采用等价权矩阵来控制模型误差

对状态估计的影响。由以上分析可知，ＭＬＳ滤

波通过减小增益矩阵来限制观测粗差对滤波值的

影响，而ＬＳＭ滤波则通过增大增益矩阵来抵制

动力学模型误差对滤波值的影响，于是，ＭＭ 滤

波必然会遇到为消除观测粗差而减小增益矩阵，

但又为消除动力学模型误差而需增大增益矩阵的

矛盾。在 ＭＭ 滤波的实际应用中，增益矩阵的

减小或增大的程度均不好把握，无法找到一个可

靠的判定标准。因此，ＭＭ滤波算法很难直接应

用。抗差自适应滤波利用等价权矩阵来消除观测

粗差对滤波值的影响，同时采用自适应因子抵制

动力学模型误差。因为自适应因子是一个数，而

ＭＭ滤波中状态预报值珚犡犽 的等价权矩阵一般不

是对角矩阵，相对而言，确定自适应因子要容易得

多。但是抗差自适应滤波同样存在需同时增大减

小增益矩阵的矛盾。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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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分步抗差自适应滤波法

　　该方法首先在滤波前利用抗差岭估计消除观

测粗差，因为 ＧＰＳ动态实时定位时观测数据很

少，不容易用粗差探测法确定粗差的具体位置，所

以采用抗差岭估计［１５，１６］求得参数估计值，并对观

测向量进行修正，这样可以把观测粗差控制在可

接受范围之内；然后在滤波过程中利用自适应因

子压缩状态预报值的权矩阵，进而增大增益矩阵，

达到控制动力学模型误差对滤波值的影响的目

的，由此可以避免同时增大减小增益矩阵的矛盾。

新的抗差滤波法的具体实施过程分为两步。

１）在第犽个历元滤波计算前，利用抗差岭估

计消去观测粗差。

假设观测值相互独立，则相应的权矩阵为对

角阵犘犽＝ｄｉａｇ（狆犽１，…，狆犽狀），由于每个历元的观测

信息很少，法矩阵容易出现病态性，为此，采用抗

差岭估计求得状态参数的估计值，

犡^
（Ｒｉｄｇｅ）
犽 ＝ （犃

Ｔ
犽
珚犘犽犃犽＋狉犽犐犿）

－１犃Ｔ犽珚犘犽犔犽 （１４）

其中，狉犽＞０为岭参数；对角矩阵珚犘犽为观测向量犔犽

的等价权矩阵。在此，狉犽采用 ＨｏｅｒｌＫｅｎｎａｒｄ公

式［１９］狉犽＝珋σ
２
犽０／ｍａｘ

１≤犻≤犿
犢^２犽犻进行计算；权阵珚犘犽采用ＩＧＧ

Ⅲ等价权
［４］计算，即

珚狆犽犻 ＝

狆犽犻，狘珘狏犽犻狘≤犮０

狆犽犻
犮０

狘珘狏犽犻狘

犮１－狘珘狏犽犻狘
犮１－犮｛ ｝

０

２

，犮０ ＜狘珘狏犽犻狘≤犮１

δ，狘珘狏犽犻狘＞犮

烅

烄

烆 １

（１５）

其中，^犢
（ＬＳ）
犽 ＝（^犢犽１，…，^犢犽犿）

Ｔ＝犙
Ｔ
犽^犡

（ＬＳ）
犽 ；犙

Ｔ犃Ｔ犽犘犽犃犽

犙犽＝Λ犽＝ｄｉａｇ（λ犽１，…，λ犽犿）为法矩阵犃
Ｔ
犽犘犽犃犽的谱

分解式，λ犽１≤…≤λ犽犿为犃
Ｔ
犽犘犽犃犽的特征值；^犡

（ＬＳ）
犽 ＝

（犃Ｔ犽犘犽犃犽）
－１犃Ｔ犽犘犽犔犽；珟犞犽＝ （珟犞犽１，…，珟犞犽狀）

Ｔ ＝

犃犽^犡
（ＬＳ）
犽 －犔犽，珋σ犽０＝ｍｅｄ｜珟犞犽犻｜／０．６７４５；珘狏犽犻＝珟犞犽犻／

珋σ犽０，犻＝１，…，狀；犮０和犮１为常数，通常取犮０＝１．０～

１．５，犮１＝２．５～３．０。另外，当 珘狏犽犻 ＞犮１时，珚狆犽犻取δ

（δ往往是非常小的正数，如１０
－１０等）而不取０，是

为了防止滤波计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奇异情况。

利用犡犽的抗差岭估计值犡^
（Ｒｉｄｇｅ）
犽 可得到观测

向量犔犽的平差（拟合）值为犔^
（Ｒｉｄｇｅ）
犽 ＝犃犽^犡

（Ｒｉｄｇｅ）
犽 。

２）在第犽个历元滤波过程中，利用自适应因

子消除动力学模型误差。

因为第一步已经在滤波计算之前把观测粗差

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所以在进行滤波计算时，

只需要抵制动力学模型误差的影响即可。可以利

用自适应因子减小状态预报值的权矩阵，进而增

大增益矩阵犓犽，即在滤波过程中用介于０和１之

间的自适应因子乘上状态预报值权矩阵，从而减

小状态预报值的权矩阵，降低历史信息对当前滤

波值的影响，最终达到抵制动力学模型误差影响

的目的。此时，状态参数向量的滤波递推解为：

犡^犽 ＝珚犡犽＋珟犓犽（^犔
（Ｒｉｄｇｅ）
犽 －犃犽珚犡犽） （１６）

新的增益矩阵取为：

珟犓犽 ＝
１

α犽
Σ珚犡犽犃

Ｔ
犽（
１

α犽
犃犽Σ珚犡犽犃

Ｔ
犽 ＋Σ犽）

－１ （１７）

其中，自适应因子α犽
［４，１１，１７，１８］的取值为：

α犽 ＝

１，狘Δ珟犡犽狘≤犱０

犱０

狘Δ珟犡犽狘

犱１－狘Δ珟犡犽狘
犱１－犱｛ ｝

０

２

，犱０ ＜狘Δ珟犡犽狘≤犱１

０，狘Δ珟犡犽狘＞犱

烅

烄

烆 １

（１８）

式中，犱０取１．０～１．５；犱１取３．０～８．０；

Δ珟犡犽 ＝ 犡^
（Ｒｉｄｇｅ）
犽 －珚犡犽 ／ ｔｒ（Σ珚犡犽槡 ） （１９）

　　由于观测粗差已经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此处

犡^
（Ｒｉｄｇｅ）
犽 ＝（犃Ｔ犽犘犽犃犽＋狉′犽犐犿）

－１犃Ｔ犽犘犽犔
（Ｒｉｄｇｅ）
犽 ，岭参数狉′犽

可由 ＨｏｅｒｌＫｅｎｎａｒｄ公式确定。为了避免α犽＝０

导致求解时可能出现的奇异情况，可取：

α犽 ＝
１，狘Δ珟犡犽狘≤犱

犱／狘Δ珟犡犽狘，狘Δ珟犡犽狘＞
｛ 犱

（２０）

式中，犱通常取为２．５。

这样就分两步消除了观测模型误差和动力学

模型误差的影响，故称这种新的抗差滤波为分步

抗差自适应滤波法，其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分步抗差自适应滤波法的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Ｒｏｂｕｓｔ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３　算例与分析

本算例数据观测于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８日凌晨

３：３３到３：５６，共２３ｍｉｎ，采样率为２ｓ，共得到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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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２个历元，天线高和东北向偏差分别为２．１７、０

和０，观测到的卫星是 ＰＲＮ９、１５、１８、２１。用

ＮＡＶＧＰＳ软件对这段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了运动

物体的三维坐标值，将此坐标值视为运动物体在

运动过程中的三维坐标真值。利用观测值和运动

物体的坐标真值，产生服从犖（０，０．９）２ 的随机数

作为模型噪声，模拟出常速度动力学模型，由此模

拟４颗观测卫星进行伪距定位的情况。

为了体现分步抗差自适应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法的

优越性，在第３００个历元的观测向量上加上粗差

［１００ｍ，０，０，０］，在第２９０个历元到第３１０个历元

加上动力学扰动。采用以下５种方案进行计算：

① 没有加模型误差的数据，直接用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计算；② 添加了模型误差的数据，直接用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计算；③ 添加了模型误差的数据，用 ＭＭ滤

波计算；④ 添加了模型误差的数据，用抗差自适

应滤波计算；⑤ 添加了模型误差的数据，用分步

抗差自适应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计算。

以滤波值和运动物体坐标真值的坐标差刻画

滤波误差，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给出了坐标分量

犡对应于５种方案的滤波误差的变化情况（见图２）。

图２　不同方案的犡分量的滤波误差

Ｆｉｇ．２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ｏｆ犡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ｓ

１）比较图２（ａ）、２（ｂ）可知，当动力学模型和

观测模型同时存在误差时，运动载体三个分量的

滤波误差明显增大，并且严重偏离状态真值。由

此可以看出，在动力学模型误差和观测模型误差

的双重影响下，状态参数估计将严重失真，并且标

准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无法抵制模型误差的影响。

２）由图２（ｃ）可以看出，ＭＭ 滤波估计效果

并不好，这和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因此，在滤波过

程中，通过调节增益矩阵很难同时抵制动力学模

型误差和观测模型误差的影响。

３）比较图２（ｃ）与图２（ｄ）可以看出，抗差自

适应滤波的滤波效果明显比 ＭＭ 滤波好。这说

明抗差自适应滤波采用自适应因子抵制动力学模

型误差，相对于 ＭＭ滤波中状态预报值珚犡犽 的等

价权矩阵而言，自适应因子的选取更简单、更好控

制一些。

４）由图２（ｅ）可以看出，分步抗差自适应滤波

法的估计效果比较好，可以同时对观测误差和动

力学模型误差进行控制。这说明在滤波前将观测

误差限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在滤波过程中又用

自适应因子抵制动力学模型误差的影响是十分有

效的。

５）因为每个历元的观测数据比较少，所以法

矩阵求逆时容易出现矩阵接近奇异的情况。接近

奇异的情况严重时，甚至无法求出滤波值。本文

采用的抗差岭估计相对于抗差估计而言，可以有

效地消除法矩阵接近于奇异的情况。

综上所述，在滤波过程中，采用调解增益矩阵

的方法，要么只能消除动力学模型误差，要么只能

消除观测粗差，很难同时既消除动力学模型误差

又消除观测粗差。当观测模型和动力学模型均存

在误差时，分步抗差自适应滤波法在滤波之前，利

用观测向量不受动力学模型误差影响的特点，首

先用抗差有偏估计消除观测粗差，然后在滤波过

程中，通过自适应因子调解增益矩阵来消除动力

学模型误差。这样避免了同时增大、减小增益矩

阵的矛盾，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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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ＧＵＩＱｉｎｇｍ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ｅ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ｇｕｉｑｍ＠ｐｕｂｌｉｃ．ｚｚ．ｈａ．ｃｎ

３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