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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绕月卫星自主导航方法，提出了由星敏感器、紫外月球敏感器和测高仪组成的多源信息组合导

航方案。将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ＵＫＦ）应用于非线性导航系统，采用信息融合技术设计了相关的联邦滤

波算法，实现了系统的信息互补，完成了卫星轨道的最优估计。利用数学仿真对这种导航系统的有效性进行

了验证，并与基于扩展Ｋａｌｍａｎ滤波（ＥＫＦ）的信息融合算法进行了比较。仿真结果表明，所提出的 ＵＫＦ融合

算法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可进一步提高导航系统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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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１

　　现阶段深空探测器的导航主要依靠地面测控

系统来完成，这类导航方式可以提供精确的导航

信息，但对于远距离的深空探测器存在较长的时

间延迟，月球卫星又存在月球背面不可见弧度等

不利因素的影响［１］，完全依靠地面系统很难实现

导航的实时性。基于姿态敏感器的天文导航是一

种完全自主的导航方法，目前以其较好的自主性

在深空探测领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２４］。但仅利

用单一的敏感器导航系统很难准确描述复杂的空

间环境，难以满足探测器高精度的要求，故有必要

利用不同敏感器的多源数据实现信息融合处理。

目前，不同导航系统的信息融合常采用联邦滤波，

其利用了测量信息冗余的特点，可较为有效地解

决不同传感器间的信息融合问题。但传统的联邦

滤波中各子滤波器大部分由ＥＫＦ实现，对于非线

性系统而言滤波精度将受到影响。ＵＫＦ是一种

基于 ＵＴ变换的新的状态估计方法，可获得比

ＥＫＦ更高的估计精度
［５］，将 ＵＫＦ应用于联邦滤

波可以改善滤波器的性能。

本文研究了月球卫星自主导航方法，提出了

由星敏感器、紫外月球敏感器和测高仪构成的组

合导航方案，并结合ＵＫＦ滤波和信息融合技术，

设计了基于 ＵＫＦ的多源数据融合算法，最后通

过数值仿真验证了该算法的有效性。

１　自主导航方案

假设月球卫星配备星敏感器、紫外月球敏感

器和测高仪。星敏感器是空间探测常用的一种敏

感器，可达到角秒级精度［６］。它通过采集某一时

刻一定视场范围内所观测到的若干个恒星在

ＣＣＤ面阵的映射获取卫星姿态及星光信息。紫

外月球敏感器可感知非点光源和点光源的紫外图

像，具有中心视场和周边环形视场的组合视场，是

新一代敏感器发展的方向。通过对月球图像的处

理可获取卫星姿态及月心方向矢量［１］。根据上述

导航器件，采用两种不同的导航方案：① 星敏感

器＋紫外月球敏感器；② 测高仪＋紫外月球敏感

器。其中，方案１利用星光角距模式实现卫星自

主导航；方案２利用月心方向矢量和月心距信息

实现卫星自主导航。

本文将两种不同的方案相融合并采用联邦滤

波理论实现组合导航。构成的联邦滤波方案如图

１所示。

在此结构中，包含两个独立的子滤波器，^狓１、

狓^２为子滤波器输出的状态值；犘１、犘２为相应的方差

协方差阵；β１、β２为信息分配系数，^狓
犵、犘ｇ为最优估

计输出。其中，子滤波器独立进行时间更新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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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导航系统联邦滤波方案

Ｆｉｇ．１　ＦｅｄｅｒａｔｅｄＦｉｌｔｅｒ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测更新，并采用ＵＫＦ滤波进行并行处理，主滤波

器融合和处理所有的局部输出，得到全局状态估

计，融合后的结果再反馈到各子滤波器进行下一

周期的处理。此方案实现了各导航系统间的信息

互补，可获得较高的全局最优估计精度。

２　导航系统数学模型

２．１　状态模型

选取Ｊ２０００．０月心惯性坐标系，在此坐标系

下建立的卫星动力学方程为［７］：

ｄ犡
ｄ狋
＝

狏

－
狌

狘狉狘
３狉＋犉ε（狉，狋，ε

熿

燀

燄

燅
）
＋狑 （１）

式中，状态向量犡＝［狓狔狕狏狓狏狏狏狕］；狉＝［狓狔狕］，

狏＝［狏狓狏狏狏狕］，分别为卫星的位置和速度矢量；狌

为月球引力常数；犉ε（狉，狋，ε）为摄动力，包含月球

非球形引力摄动、地球和太阳引力摄动等；狑为系

统状态噪声。

２．２　观测模型

子系统１由星敏感器和紫外月球敏感器组

成，即根据星敏感器识别恒星，通过姿态转移矩阵

获得星光在卫星本体坐标系中的方向，星光与紫

外月球敏感器测量的月心方向的夹角即为星光角

距［４，８］。取两颗导航星的星光角距信息作为观测

量，其观测方程为：

β犼 ＝ａｒｃｃｏｓ
狓狊狓犼＋狔狊狔犼＋狕狊狕犼

狘狉（ ）狘
＋狏η犼，犼＝１，２

（２）

式中，狊狓犼、狊狔犼、狊狕犼为导航星星光方向矢量；狏η犼为测

量噪声。

子系统２由测高仪和紫外月球敏感器组成，

即根据紫外敏感器获得卫星姿态及月心方向矢

量，用测高仪测出卫星到月球表面的距离，结合月

球的形状模型及卫星姿态信息即可得到月心惯性

坐标系下的月心距和月心方向信息。其观测方程

为：

犣＝
狉／狘狉狘

狘狉
［ ］

狘
＋
狏犽

狏
［ ］
犺

（３）

式中，狏犽和狏犺为测量噪声。

３　犝犓犉信息融合算法

式（１）、（２）及式（１）、（３）分别构成两个子滤波

器，其状态估计向量分别为 狓^犻犽（犻＝１，２），最优估

计在主滤波器中完成。针对状态方程（１）以及测

量方程（２）、（３）为非线性这一问题，子滤波器采用

ＵＫＦ予以实现。ＵＫＦ是Ｊｕｌｉｅｒ和 Ｕｈｌｍａｎｎ于

１９９５年提出的一种新型非线性滤波方法，即通过

一组离散采样点（Ｓｉｇｍａ点）来近似状态变量的分

布、实现系统变量均值和协方差的逼近［９］。

３．１　信息分配

将系统噪声犙和全局方差阵犘
犵通过信息分

配因子β犼在主滤波器与子滤波器之间进行分配：

犙犽
犼 ＝β犼

－１
犙犽 （４）

犘犼犽 ＝β犼
－１犘犵犽 （５）

狓^犼犽 ＝狓^
犵
犽 （６）

式中，犼＝１，２；信息分配因子β犼满足信息守恒原理

β１＋β２＝１。为了能够实时反映子滤波器估计精

度的变化，信息分配因子采用基于矩阵范数的动

态分配方式，即

β＝
（‖犘犼犽‖犉）

－１

∑
２

犻＝１

（‖犘犼犽‖犉）
－１

（７）

式中，‖·‖犉为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范数。

３．２　基于犝犓犉的局部滤波

时间和量测更新在子滤波器中完成。设状态

向量维数为犔×１，则可选择２犔＋１个对称分布的

采样点进行ＵＴ变换。

１）初始化：

狓^０ ＝犈 狓［ ］０ ，犘０ ＝犈［（狓０ －^狓０）（狓０ －^狓０）
Ｔ］

（８）

　　２）计算Ｓｉｇｍａ点：

χ犽－１ ＝ ［^狓犽－１^狓犽－１＋ 犔＋（ ）λ犘犽－槡（ ）１ 犻狓^犽－１－

犔＋（ ）λ犘犽－槡（ ）１ 犻
］，犻＝１，…，２犔 （９）

　　３）时间更新：

χ犻，犽狘犽－１ ＝犳（χ犽－１，犽－１），^狓犽狘犽－１ ＝∑
２犔

犻＝０

狑犿犻χ犻，犽狘犽－１

（１０）

犘犽狘犽－１ ＝∑
２犔

犻＝０

狑犮犻［χ犻，犽狘犽－１ －^狓犽狘犽－１］［χ犻，犽狘犽－１－

狓^犽狘犽－１］
Ｔ
＋犙犽 （１１）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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狕犻，犽狘犽－１ ＝犺χ犻，犽狘犽－（ ）１ ，^狕犽狘犽－１ ＝∑
２犔

犻＝０

狑犿犻狕犻，犽狘犽－１

（１２）

式中，尺度参数λ，权系数狑
犿
犻、狑

犮
犻见参考文献［９］。

４）量测更新：

犘^狕犽狕^犽 ＝∑
２犔

犻＝０

狑犮犻［狕犻，犽狘犽－１ －^狕犽狘犽－１］［狕犻，犽狘犽－１－

狕^犽狘犽－１］
Ｔ
＋犚犽 （１３）

犘^狓犽狕^犽 ＝∑
２犔

犻＝０

狑犮犻［χ犻，犽狘犽－１ －^狓犽狘犽－１］［狕犻，犽狘犽－１ －^狕犽狘犽－１］
Ｔ

（１４）

犓犽 ＝犘^狓犽狕^犽犘^狕犽狕^犽
－１ （１５）

狓^犽 ＝狓^犽狘犽－１＋犓犽（犣犽 －^狕犽狘犽－１） （１６）

犘犽 ＝犘犽狘犽－１－犓犽犘^狕犽狕^犽犓
Ｔ
犽 （１７）

３．３　主滤波器中信息融合

设狓^１犽、犘
１
犽和狓^

２
犽、犘

２
犽分别为子滤波器中基于星

光角距信息和月心距、月心方向信息的状态估计

参数和误差方差协方差阵。主滤波器中的最优估

计为［１０］：

狓^犵犽 ＝ （犘１犽）
－１
＋（犘

２
犽）
－［ ］１ －１

×

（犘１犽）
－１狓^１犽＋（犘

２
犽）
－１狓^２［ ］犽 （１８）

犘犽
犵 ＝ （犘１犽）

－１
＋（犘

２
犽）
－［ ］１ －１ （１９）

４　数值仿真

４．１　仿真条件

１）选取的轨道参数为：轨道半长轴犪＝

１９３８．５６ｋｍ，偏心率犲＝１．８０９×１０－５，轨道倾角

犻＝９０°，升交点赤经Ω＝０．００°，近月点角距ω＝

０．００°。轨道模拟使用ＬＰ１６５月球引力场模型，并

考虑了月球非球形引力摄动、地球引力摄动和太

阳引力摄动。假定在整个仿真弧段各敏感器均能

获取观测数据。

２）测量仪器精度：星敏感器的视场取２５°×

２５°，星敏感器精度为１″，紫外月球敏感器精度为

０．０５°，月心距测量精度为４ｋｍ。测量噪声取为

零均值高斯白噪声。

３）滤波中使用的参数：状态变量初始偏差取

Δ犡＝［６００ｍ　６００ｍ　６００ｍ　２ｍ／ｓ　３ｍ／ｓ　

２ｍ／ｓ］Ｔ，犘０ 取相应的方差协方差阵。

４．２　仿真结果

取采样周期为３ｓ，则组合导航仿真结果如图

２、３所示。组合导航与子系统单独工作时的估计

结果（ＲＭＳ）见表１。可以看出，组合导航系统滤

波结果具有良好的收敛性和稳定性，由于各子导

航系统间的信息互补，保证了主滤波器高精度的

估计结果。相对于子系统而言，位置和速度估计

精度明显提高，使整个组合导航系统具有更高的

可靠性。

表１　不同导航系统精度比较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导航方式 位置精度／ｍ 速度精度／（ｍ·ｓ－１）

导航方案１ ４７２．７６ ０．５８

导航方案２ ４２６．０４ ０．５６

ＵＫＦ信息融合 ２１３．４０ ０．２６

　　将采样周期增大为３０ｓ，则基于 ＥＫＦ和

ＵＫＦ信息融合的仿真结果如图４、５所示。仿真

结果表明，ＥＫＦ算法对步长比较敏感，当系统采

样周期较大时，基于ＥＫＦ的信息融合算法收敛时

间长于 ＵＫＦ 融合，估计精度也明显下降；而

ＵＫＦ通过一组离散采样点来近似状态变量的分

布，避免了线性化截断误差的影响，仍能保持较高

的估计精度和较强的稳定性。

５　结　语

本文研究了月球卫星的自主导航方法，设计

了基于不同敏感器多源信息的卫星组合导航方案

和 基于ＵＫＦ滤波的信息融合算法。仿真结果表

图２　基于ＵＫＦ信息融合

的位置估计误差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ＫＦ

　

图３　基于ＵＫＦ信息融合

的速度估计误差

Ｆｉｇ．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ＫＦ

　

图４　基于ＵＫＦ、ＥＫＦ信息

融合的位置估计误差

Ｆｉｇ．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ＫＦｖｓ．ＥＫＦ

　

图５　基于ＵＫＦ、ＥＫＦ信息

融合的速度估计误差

Ｆｉｇ．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ＫＦｖｓ．ＥＫＦ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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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基于融合重置结构的组合导航方法保证了系

统的实时性和可靠性，增强了导航系统的可用性，

可获得比单个子系统更高的估计精度。将 ＵＫＦ

方法应用到信息融合处理中，比ＥＫＦ方法具有更

好的稳定性和更强的适用性。实际导航结果受敏

感器精度、轨道力学模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

得到的估计精度仅适用于本文采用的轨道参数和

仿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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