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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犅样条最小二乘法的基本原理，利用３阶犅样条最小二乘法给出了包含拟合、数值微分、平滑

等功能的计算方案。利用该计算方案对航空重力测量的ＧＰＳ速度数据以及构造的模拟速度数据进行处理得

到平滑后的加速度值。经分析，该计算方案能够简捷地去除高频噪声影响，有着良好的平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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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重力测量关键问题即如何从重力传感器

的观测数据中去除载体的扰动加速度。随着

ＧＰＳ的发展，利用差分ＧＰＳ可精确确定载体加速

度，极大地促进了航空重力测量的发展。目前，国

外航空重力测量的精度为２～５ｍＧａｌ。航空重力

测量根据重力传感器的不同，分为标量、矢量以及

梯度重力测量［１４］。

航空矢量重力测量是利用惯性测量单元

（ＩＭＵ）作为重力传感器。ＩＭＵ由加速度计和陀

螺仪组成。利用差分ＧＰＳ确定载体加速度的方

法有位置微分法、速度微分法以及直接解算法（相

位微分）［４７］。利用位置微分、速度微分求加速度，

需要用数值微分方法。同时，在航空矢量重力测

量中，ＩＭＵ的累积误差对结果影响非常大，所以

可以利用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对 ＧＰＳ加速度与加速度

计的输出联合处理，估计ＩＭＵ的累积误差。但

是观测时受飞机发动机抖动、气流变化等影响，原

始加速度数据带有高频噪声。所以需要在 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之前，对求得的加速度在一定时间间隔

内平滑，去除高频噪声影响以提高精度。

由于犅样条函数最小二乘法方法通用、逼近

性能好且具有平滑功能等优点，所以在数据处理

中被广泛采用［８］。在数值微分计算中，可以利用

犅样条函数拟合求导来代替中心差商。文献［１］

首先将犅样条函数平滑用于航空矢量重力测量

中，对 ＧＰＳ相位差分直接计算的加速度进行了

６０ｓ平滑处理，精度可以达到５ｍＧａｌ。

１　非均匀犅样条函数最小二乘拟合

本文处理的数据是速度的时间序列（狋犻，狔犻）（犻

＝１，２，…，狀）。首先，对历元狋犻分划，其中犪＝ｍｉｎ

（狋犻），犫＝ｍａｘ（狋犻），则分划犪＝狋０＜狋１＜…＜狋犖＝犫。

加入新节点将分划扩展为：

狋－犿 ＜狋－犿＋１ ＜ … ＜狋０ ＜狋１ ＜ …

＜狋犖 ＜狋犖＋１ ＜ … ＜狋犖＋犿

一般犿 次犅 样条函数能够由以下递推公式求

得［８，９］：

犅犻，０（狋）＝
１，狋∈ （狋犻，狋犻＋１）

０，｛ 其他
（１）

犅犻，犽（狋）＝
狋－狋犻
狋犻＋犽－狋犻

犅犻，犽－１（狋）＋
狋犻＋犽＋１－狋

狋犻＋犽＋１－狋犻＋１

　犅犻＋１，犽－１（狋），（犽＝１，２，…，犿） （２）

任意犿次样条函数犛 可以利用犅 样条基函数表

示为：

犛（狋）＝∑
犖－１

犼＝－犿

犪犼犅犼，犿（狋） （３）

它包含有｛犖＋犿｝个待定系数犪－犿，犪－犿＋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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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犖－１。

选择犿次样条函数犛（狓）作为拟合函数，根

据最小二乘原理，可以利用下式求解待定系数。

∑
狀

犻＝１

狔犻－∑
犖－１

犼＝－犿

犪犼犅犼，犿（狋犻［ ］）
２

＝ｍｉｎ

犪＝狋１ ＜狋２ ＜ … ＜狋狀 ＝犫 （４）

使式（４）成立的条件即求上式的极小值点犪^－犿，

犪^－犿＋１，…，^犪犖－１。在解算此最小二乘方程组时，当

系数矩阵较大时，方程组往往是病态的，可以利用

正交函数系求解。其具体算法参见文献［８］。

求出式（３）中的犖＋犿 个系数，则可得到拟

合多项式：

犛（狋）＝∑
犖－１

犼＝－犿

犪犼犅犼，犿（狋）

其中，犅犼，犿（狋）利用式（２）求得。

犅样条函数的阶次犿多采用３或者４，本文采

用犿＝３。在函数拟合的过程中，根据速度数据的

长度以及需要平滑的时间长度计算得到分划长度

犖，不同的分划长度可以产生不同的平滑效果。

２　计算方案及分析

　　本次计算采用的数据来自某次飞行试验的实

测犌犘犛数据，数据采样率为１狊。实测数据包含

静止状态以及飞行状态。飞机在停机坪静止时间

段的数据长度为２０犿犻狀，动态飞行部分数据选择

了一条东西航线。

２．１　计算方案

１）输入速度数据。

２）利用３阶犅样条最小二乘拟合求得速度

多项式。

３）对分段速度多项式求导数，得到载体加速

度。

４）根据数据平滑长度，利用３阶犅样条函数

拟合得到平滑后的加速度。

２．２　模拟数据合成及计算分析

２．２．１　模拟数据的合成

１）将原始速度数据经高通滤波（滤波长度为

５０ｓ）处理滤除低频部分的信号，则剩余信号作为

噪声。信号频谱见图１。

２）将犡狀＝０．０１× ｓｉｎ
２π
２００（ ）狋 ＋ｓｉｎ ２π１００（ ）（ ）狋

［１０］

作为已知低频信号。２π
２００
、２π
１００

分别对应于频率

０．００５Ｈｚ与０．０１Ｈｚ。信号频谱见图２（ａ）。

３）将上述信号合成得到速度模拟数据。信

号频谱见图２（ｂ）。

图１　速度的幅度谱

Ｆｉｇ．１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图２　合成速度的幅度谱

Ｆｉｇ．２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２．２．２　计算分析

对上文中速度模拟信号的低频部分犡狀 求一阶

导数得到犢狀，即为低频的加速度信号，其形式如下：

犢狀 ＝０．０１×

２π
２００

×ｃｏｓ
２π
２００（ ）狋＋２π１００×ｃｏｓ

２π
１００（ ）（ ）狋

　　图３显示了采用本文的计算方案（犅样条平

滑）计算得到的加速度的频谱与已知加速度频谱。

图４显示了采用本文的计算方案（犅样条平滑）计

算后的加速度与已知加速度的图形。通过此图可

以看出，选择与所提取的低频信号相适应的平滑

图３　已知加速度信号的幅度谱及经犅样

条平滑后的加速度的幅度谱

Ｆｉｇ．３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ｔｈｅＫｎｏｗ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ｙｉｎｇ犅ｓｐｌｉｎｅ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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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利用本文的计算方案（犅样条平滑）得到的

加速度值能够较好地符合于已知加速度值。

图４　已知加速度与平滑后的加速度

Ｆｉｇ．４　Ｋｎｏｗ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ｍｏｏｔｈｅ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通过模拟数据测试表明，在给定平滑长度后，

利用本文的计算方案（犅样条平滑）可以有效提取

对应频段内的信号。

２．３　静止状态

飞机在停机坪静止状态时，观测的ＧＰＳ数据

长度为２０ｍｉｎ左右。利用本文的计算方案分别

计算对应于平滑长度为３０ｓ、６０ｓ、９０ｓ、１２０ｓ的

加速度值。与真值比较，分析其精度。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滤波长度的选择对最后的

结果影响非常大。在表１中采用本文给出的计算

方案，经１２０ｓ、９０ｓ平滑后的加速度比６０ｓ以及３０

ｓ的平滑结果精度有了大幅度提高。１２０ｓ平滑与

９０ｓ平滑结果相比，水平的东、北方向精度基本一

致，精度优于０．１ｍＧａｌ垂直方向精度，１２０ｓ平滑

结果优于９０ｓ的结果，精度可达０．２ｍＧａｌ。

图５显示了经不同平滑长度处理后的加速度

值的图形，可以看出较长时间长度平滑效果更好，

与以上结论一致。

以上分析表明，利用本文提出的计算方案（犅

样条函数拟合，平滑）计算得到的三个方向的加速

度精度可以达到０．２ｍＧａｌ。

表１　犅样条平滑计算的静态加速度标准差／ｍＧａｌ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ｃ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ｙｉｎｇ犅ｓｐｌｉｎｅ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方向
平滑长度

３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犈 ０．３００１ ０．１５７１ ０．０９７６ ０．０９０４

犖 ０．４４０２ ０．１８４９ ０．０８２６ ０．０６９３

犝 ０．９９８７ ０．４２２９ ０．２９９７ ０．１１２７

图５　不同滤波间隔下输出的垂直方向加速度

Ｆｉｇ．５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２．４　动态部分

动态部分选择东西向的一条航线，利用本文

的计算方案对速度进行计算，得到原始加速度序

列以及平滑后的加速度序列。

图６～图８分别显示了水平东方向、水平北

方向、垂直方向的原始加速度以及平滑后的加速

度序列。通过这３个图可以看出，原始加速度数

据本身由于受飞机发动机抖动、气流变化等噪声

影响，会表现出高频的影响。利用本文的计算方

案，采用９０ｓ平滑间隔，计算出的加速度序列取

得了较好的平滑效果，有效去除了高频部分的影

响。飞机飞行状态下的加速度真值是未知的，精

度需利用同一航线的同时刻的多组数据进行评

估。由于只有一组动态部分的实测数据，所以本

文仅给出滤波后的平滑图形，动态部分的精度估

计有待下一步工作中进行。

图６　水平东方向加速度序列

Ｆｉｇ．６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ｓｔ
　　　

图７　水平北方向加速度序列

Ｆｉｇ．７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
　　　

图８　垂直方向加速度序列

Ｆｉｇ．８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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