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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通过部分状态不符值来构造自适应因子的方法。实测算例结果表明，当观测无异常时，由

预测残差构造的自适应因子和由部分状态不符值构造的自适应因子都能够较好地抑制动态模型误差的影

响，相比于标准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精度都有所提高，并且这两种自适应滤波的精度相当；但是当观测存在异常时，

由预测残差构造的自适应因子不能分辨模型误差和观测误差，而由部分状态不符值构造的自适应因子能够

抵制观测异常的影响，因此，滤波结果优于由预测残差构造的自适应因子的滤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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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不仅能够提供载体

的位置、速度和姿态信息，而且能够实现长时间的

高精度导航，并具有高数据采样率以及抗差性［１］，

其组合方式可以分为松组合、紧组合以及深组

合［１，２］。本文主要对紧组合方式进行讨论。除各

种组合方式外，将不同传感器数据通过一定的算

法融合形成最优解也是组合导航的关键。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是最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但是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需要给定合适的状态模型、状态噪声协差阵

和观测噪声协方差阵，一旦这些给得不准确，就会

影响滤波解，导致估值次优，甚至滤波分散。为了

克服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这种缺点，在载体动态导航

中，一般利用自适应滤波［３，４］来削弱动态模型误

差以及随机误差的影响。另外，在 ＧＰＳ／ＩＮＳ紧

组合导航系统中，因观测个数小于状态参数的个

数，可以采用预测残差法构造自适应因子［４６］，但

前提是要保证ＧＰＳ观测量可靠，这在应用中是很

难完全达到的，因为多路径效应、低的信噪比等因

素都会引起观测粗差，导致基于预测残差的自适

应滤波很难发挥作用。针对这个问题，利用部分

状态不符值构造自适应因子，因为当卫星个数大

于４时，紧组合导航中状态模型的部分参数可以

由ＧＰＳ单独解算得到。在单独解算中，可以利用

抗差估计削弱观测粗差的影响，提高自适应因子

的利用效率。

１　犌犘犛／犐犖犛紧组合导航

以地固坐标系为导航坐标系，ＩＮＳ系统状态

参数为１５维，分别为位置、速度、姿态误差以及陀

螺仪和加速度计在三轴上的漂移，则系统的状态

方程为：

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狑犽 （１）

式中，犡犽、犡犽－１分别为犽和犽－１历元的状态向

量；狑犽为动力学模型噪声向量，其协方差阵为

Σ狑犽；Φ犽，犽－１为离散后的状态转移矩阵。

由ＩＮＳ力学编排可以得到载体的位置、速

度，进一步可以推算得到相应于ＩＮＳ位置的伪距

ρ犐和伪距率

ρ犐犼

［１，７］。同时，ＧＰＳ接收机观测得到

的伪距、伪距率去除了电离层误差、对流层误差、

卫星钟差等改正之后为ρ犌犼、

ρ犌犼。若可以观测到狀

颗卫星，则组合导航的观测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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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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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立状态方程（１）和观测方程（２）进行 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则导航解为：

犡^犽 ＝珚犡犽＋犓犽（犔犽－犃犽
珚犡犽） （３）

式中，犓犽称为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增益矩阵，

犓犽 ＝Σ珡犡犽犃
Ｔ
犽（犃犽Σ珡犡犽犃

Ｔ
犽 ＋Σ犽）

－１

珚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Σ珡犡犽 ＝Φ犽，犽－１Σ^犡犽－１Φ
Ｔ
犽－１＋Σ狑犽

Σ犡^犽 ＝ （犐－犓犽犃犽）Σ珡犡犽

２　紧组合导航自适应因子的构造

为控制动态模型误差以及随机误差的影

响［３，４］，引入自适应因子α犽（０＜α犽≤１），这样基于

式（３），可得离散的自适应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解
［６］为：

犡^犽 ＝珚犡犽＋犓犽（犔犽－犃犽珚犡犽）

犓犽 ＝
１

α犽
Σ珡犡犽犃

Ｔ
犽（
１

α犽
犃犽Σ珡犡犽犃

Ｔ
犽 ＋Σ犽）

－１

Σ^犡犽 ＝ （犐－犓犽犃犽）Σ珡犡

烅

烄

烆
犽

（４）

式中，自适应因子α犽起着调节动力学模型信息与

观测信息的功能；珚犡犽为犽时刻状态参数预测向量。

以Δ珦犕犽作为误差判别的统计量，则自适应因子可由

下面两段函数表示，也可由三段函数表示［５］：

α犽 ＝
１，狘Δ珮犕犽狘≤犮

犮／狘Δ珮犕犽狘，狘Δ珮犕犽狘＞
｛ 犮

（５）

其中，犮为常量，可以取犮＝０．８５～１．０；Δ珮犕犽可以

根据不同的统计量取不同的向量，下面主要讨论

Δ珮犕犽的构造。

２．１　由预测残差构造自适应因子

在该组合导航系统中，观测个数小于状态参

数的个数，选择利用预测残差作为判别统计

量［５，６］：

珚犞犽 ＝犃犽珚犡犽－犔犽 （６）

　　若观测信息犔犽可靠，则预测残差珚犞犽的大小主

要反映珚犡犽的可靠性。如果珚犡犽与当前观测信息具

有良好的一致性，则珚犞犽的数值一般较小；反之，珚犞犽

的数值一般较大，甚至显著异常。由于珚犡犽是动力

学模型预测的状态信息，因此珚犞犽的量级反映了动

力学模型的误差。利用预报残差珚犞犽构造统计量：

Δ珮犕犽 ＝Δ珟犞犽 ＝珚犞
Τ
犽
珚犞犽／ｔｒ（Σ珚犞犽） （７）

其中，Σ珚犞犽＝犃犽Σ珡犡犽犃
Ｔ
犽＋Σ犽。

若观测信息犔犽不可靠，则预测残差珚犞犽的大小

就可能包含模型误差和观测误差，这样由此构造

的自适应因子就不能反映动力学模型的误差了。

２．２　由部分状态不符值构造自适应因子

在ＧＰＳ／ＩＮＳ紧组合导航系统中，即使 ＧＰＳ

观测量的个数大于状态参数的个数，载体的姿态、

陀螺仪、加速度计的漂移也无法通过ＧＰＳ观测量

计算得到［８］。因此当观测卫星大于４颗时，可以

考虑用部分状态不符值来构造自适应因子。

由ＧＰＳ伪距和多普勒观测值平差计算可以

得到载体的位置和速度以及接收机钟差和钟频率

误差的初步估计值：

珟犢犽 ＝ （犃
Ｔ
犽犘犽犃犽）

－１犃Ｔ犽犘犽犔犽 （８）

　　为抵制异常观测的影响，引入抗差等价权，则

抗差估计［８］解为：

珟犢犽 ＝ （犃
Ｔ
犽
珚犘犽犃犽）

－１犃Ｔ犽珚犘犽犔犽 （９）

其中，珚犘犽为等价权矩阵
［９，１０］。

基于 珟犢犽和ＩＮＳ推算的载体的位置和速度可

得部分状态不符值，包括载体的位置、速度、接收

机钟差和钟频率误差：

珟犡犽 ＝ 珟犢犽ＧＰＳ－珟犢犽ＩＮＳ （１０）

　　基于动力学模型的预报值珚犡′犽，这里状态预测

值是８维，而不是１７维：

珚犡′犽＝Φ′犽，犽－１^犡犽－１ ＝ ［１
３×１７
　２

３×１７
　３

２×１７

］Ｔ^犡犽－１　（１１）

其中，１
３×１７

、２
３×１７

、３
２×１７

分别是状态转移矩阵Φ犽，犽－１的

前１～３行、前４～６行、前１６～１７行。由此构造

模型误差判别统计量为：

Δ珟犡犽 ＝ ‖珟犡犽－珚犡′犽‖／ ｔｒ（Σ珡犡′犽槡 ） （１２）

式中，

Σ珡犡′犽 ＝Φ′犽，犽－１Σ^犡犽－１Φ
′Ｔ
犽，犽－１＋Σ狑犽

‖珟犡犽－珚犡′犽‖ ＝ （Δ珟犡
２
犽
１
＋Δ珟犡

２
犽
２
＋…＋Δ珟犡

２
犽
８
）１／２

　　需要注意的是，当 ＧＰＳ卫星的个数小于４

时，不能进行ＧＰＳ单独解算，此时进行标准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

分析这两种自适应因子的构造方法，可以发

现：① 由部分状态不符值构造的自适应因子能够

抵制观测异常的影响，而由预测残差构造的自适

应因子并不能抵制观测异常的影响，不能保证预

测残差统计量超限是由于状态异常引起的。

② 从本质上讲，当卫星多于４颗且观测没有异常

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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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两种自适应因子是一致的，这可以从式（６）

中的设计矩阵犃犽的元素可以看出，姿态角误差、

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漂移参数都是０，也就是说，

预测残差的大小与姿态角误差、陀螺仪和加速度

计的漂移无关，仅与位置、速度和ＧＰＳ接收机钟

差和钟差的变化率有关。③ 部分状态不符值构

造的自适应因子需要实时进行ＧＰＳ单独解算，增

大了计算量；而利用预测残差构造的自适应因子

不需要进行ＧＰＳ单独解算，节约了计算时间。

３　计算和分析

取一组 ＧＰＳ／ＩＮＳ车载导航数据进行试验。

ＩＭＵ采样频率为１００Ｈｚ，ＧＰＳ数据采样周期为

０．１ｓ，组合周期为０．１ｓ。算例中，下列参数由经

验确定：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相关时间均为６００

ｓ，其初始方差分别取１．０°／ｈ和５０μＧａｌ；初始位

置误差分别为５ｍ、５ｍ、７ｍ；初始速度误差为

０．１ｍ／ｓ；初始平台失准角误差分别为１００．０ｓ、

１００．０ｓ和５００．０ｓ；采用ＧＰＳ伪距和多普勒观测值

进行导航解算，初始方差取２５ｍ２ 和０．０１ｍ２／ｓ２。

图１为行车轨迹，图２为可用卫星的ＰＤＯＰ值。

为了比较两种自适应因子的有效性，采用如

图１　行车轨迹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图２　ＰＤＯＰ值

Ｆｉｇ．２　ＰＤＯＰＶａｌｕｅ

下３种方案进行组合导航解算：① 标准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② 基于预测残差自适应因子的 Ｋａｌｍａｎ滤

波；③ 基于部分状态不符值自适应因子的 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并将其结果与高精度的载波相位双差

参考值进行比较。

将数据进行预处理，剔除其中的粗差，以保证

观测无异常。三种算法的导航误差见图３，由于

犡、犢、犣方向的误差相似，在此只给出了犡 方向

的误差图。表１是三种算法的误差比较。

表１　三种方案误差比较／ｍ

Ｔａｂ．１　ＲＭ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ｃｈｅｍｅｓ／ｍ

方案 犡 误差 犢 误差 犣误差 位置误差

① ２．２９９ ４．７８５ ４．６４１ ７．０５１

② ２．１６４ ４．４３３ ４．４８０ ６．６６４

③ ２．１５６ ４．４２８ ４．４８０ ６．６５８

图３　三种方案的犡方向误差

Ｆｉｇ．３　犡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ｃｈｅｍｅｓ

　　为了比较两种自适应因子在观测不可靠的情

况下对滤波结果的影响，分别在图１中的三处拐

点连续１８个历元的２号、２９号、１５号卫星伪距观

测值上加上３０ｍ、－３０ｍ、２０ｍ的粗差。图４是

方案②和方案③犡方向的误差图。

分析上面的结果可以得出：① 当观测无异常

时，由预测残差构造的自适应因子和由部分状态

不符值构造的自适应因子的滤波结果相当，这也

证实了两者一致性的推理。② 相比于标准 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两种自适应因子都能够较好地控制动

态模型误差的影响，滤波精度都有所提高，但是提

高的幅度不是很大。这是因为组合导航中状态方

图４　加入粗差后的犡方向误差

Ｆｉｇ．４　犡Ｅｒｒｏｒ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Ｏｕｔｌｉｅｒｓ

程是误差小量，即使在拐点处，误差小量也不会有

很大的抖动。③ 当观测中存在粗差时，预测残差

不能分辨出模型误差和观测误差，由此构造的自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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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因子不合理地调整了观测协方差阵与状态协

方差阵之间的权重，使滤波结果错误地偏向于

ＧＰＳ的结果，降低了滤波的精度。④ 当观测中存

在粗差时，在计算部分状态不符值的过程中，通过

抗差估计辨别出观测值中的粗差，合理降权，并把

信息反馈到组合导航滤波中，因此，基于部分状态

不符值自适应因子的滤波结果优于预测残差自适

应滤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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