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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犅犘神经网络的动态精密单点
定位故障诊断算法

聂建亮１　高为广２　张双成１

（１　长安大学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西安市雁塔路１２６号，７１００５４）

（２　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北京市５１３１信箱，１０００９４）

摘　要：针对动态精密单点定位中可能出现的观测信息故障，提出了基于两级神经网络的故障诊断算法。该

算法首先采用一级神经网络在线修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动力学模型信息，然后基于二级神经网络自动对观测信

息进行故障检测、定位和剔除。利用机载实测数据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正确地诊断观测信息中

存在的故障，提高了诊断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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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ＧＰＳ动态定位中，无论是动力学模型故障

还是观测故障，都会影响定位的精度。因此，有必

要研究动态定位中的故障诊断问题。迄今为止，

动态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故障诊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

研究成果［１３］，但这些方法要求精确的函数模型，

在实际应用中常常不能被满足。由于ＢＰ神经网

络具有无限逼近、高容错和模式分类等能力，许多

学者采用神经网络进行故障诊断［４６］。

本文根据文献［２］提出的以可靠动力学模型

为基础的观测异常检验思想，首先采用一级ＢＰ

神经网络在线修正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动力学模型，

以提高动力学模型的可靠性，降低故障的虚警率；

然后，利用二级ＢＰ神经网络在线训练标准化的

预测残差，对观测值进行模式分类，提高故障诊断

算法的效率；最后，采用抗差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抑制含

有故障信息的观测数据对结果的影响，提高动态

定位的精度。

１　犓犪犾犿犪狀滤波的异常检验

１．１　整体检验

整体检验主要是检验观测模型和动力学模型

的整体误差是否超限，其检验统计量由观测残差

和状态预测残差的二次型表示［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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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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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检验构造统计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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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狀犽为多余观测数。

在显著性水平α下，检验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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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犽）＝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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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３）

　　整体误差检验只能对观测模型和动力学模型

进行总体评价，但是不能准确地确定误差的类型。

若接受犎０，说明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没有故障；若拒绝

犎０，误差检验就非常复杂，首先判断是观测故障

还是动力学模型故障，然后再确定故障位置。

１．２　以模型为准的观测故障检验

若动力学模型可靠，即状态预测向量珚犡犽可

靠，则预测残差向量珚犞犽主要反映观测量犔犽的误差

信息，构造统计量［２，３］：

犠犽 ＝
珚犞犽犻
σ珚犞犽

犻

～犖（０，１） （４）

式中，σ珚犞犽
犻

为Σ珚犞犽对角线第犻个元素的平方根，若在

置信水平（１－α）上，犠犽未超限，则犔犽的第犻个观

测量没有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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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犅犘神经网络

设神经网络的输入向量为 犡＝［犡１　…　

犡狀］
Ｔ，期望输出为犱＝［犱１　…　犱犿］

Ｔ；输入层与

隐含层的权为犠，维数为狀×狊；阈值为θ１，维数为

狊×１；隐含层与输出层的权为犠′，维数为狊×犿；

阈值为θ２，维数为犿×１。其中，狀、狊和犿 分别为

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的神经元节点数。神经

网络正向传输的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隐含层的输出计算公式为：

犐１ ＝犠
Ｔ犡＋θ１ （５）

狔１ ＝犳１（犐１） （６）

输出层的输出计算公式为：

犐２ ＝ （犠′）
Ｔ
狔１＋θ２ （７）

狔２ ＝犳２（犐２） （８）

式中，犳１（·）、犳２（·）为隐含层与输出层的传递函

数。犳１（·）通常为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犳２（·）可以为

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或者Ｐｕｒｅｌｉｎ函数
［７］。

传统ＢＰ神经网络通常采用ＢＰ算法调整连

接权。设神经网络的目标函数为：

犈＝
１

２∑
犖

狆＝１
∑
犿

犾＝１

（犱犾－（狔２）犾）
２ （９）

其中，犱犾表示期望输出。

隐含层与输出层的连接权调整公式为：

犠′犼犾（狋＋１）＝犠′犼犾（狋）－
犈

犠′犼犾
（１０）

输入层与隐含层的连接权调整公式为：

犠犻犼（狋＋１）＝犠犻犼（狋）－
犈

犠犻犼

（１１）

关于权调整公式的具体推导可参见文献［７］。

３　利用犅犘神经网络的故障诊断模

型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是一种容易在计算机上实时实

现的最优递推滤波算法，但该方法要求观测噪声

和动态系统噪声都是零均值且统计特性已知的独

立白噪声［８，９］。

设第犽历元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状态参数预测值

珚犡犽及对应的协方差矩阵Σ珚犡犽分别为：

珚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 （１２）

Σ珚犡犽 ＝Φ犽，犽－１Σ^犡犽－１Φ
Ｔ
犽，犽－１＋Σ犠犽 （１３）

式中，Φ犽，犽－１为状态转移矩阵；^犡犽－１为狋犽－１时刻状

态估值向量；Σ犠犽为模型误差附加协方差矩阵。

则第犽历元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解为：

犡^犽 ＝珚犡犽＋珚犓犽（犔犽－犃珚犡犽） （１４）

Σ^犡犽 ＝ （犐－犓犽犃犽）Σ珚犡犽 （１５）

其中，

珚犓犽 ＝Σ珚犡犽犃
Ｔ
犽（犃犽Σ珚犡犽犃

Ｔ
犽 ＋Σ犽）

－１ （１６）

　　无论是观测值还是动力学模型存在故障，当

前历元滤波解精度都将大大降低。因此，在ＧＰＳ

数据处理中，应首先对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进行整体检

验，判断当前历元是否存在故障。

在动态精密单点定位中，首先构造一级ＢＰ

神经网络，其中，将相邻无故障历元的Ｋａｌｍａｎ滤

波状态参数的预测值珚犡犽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向

量，高精度的“真值”与状态参数预测值之差Δ犡犽

作为期望输出；神经网络通过训练犖 个历元的数

据，构造合理的神经网络结构预报故障发生历元

的Δ犡犽，进一步修正状态参数的预报值。

设Δ珚犡犽为神经网络的实际输出，则
［３］：

珛犡犽 ＝珚犡犽＋Δ珚犡犽 （１７）

由珛犡犽得到预测残差珛犞犽：

珛犞犽 ＝犔犽－犃珛犡犽 （１８）

　　采用 犖 个历元的标准化预测残差 珛犞＝

［珛犞１犽－犖－１　珛犞
１
犽－犖　…　珛犞

１
犽－１］

Ｔ作为二级ＢＰ神经

网络的网络输入向量，珛犞１犽－犖表示第犽－犖 历元的

标准化预测残差向量，０或１作为各个预测残差

元素对应的期望输出，其中，０表示该观测值正

常，１表示观测值有故障。

分析当前历元珛犞１犽所对应的网络输出，采用抗

差估计对故障数据进行降权处理，控制故障对定

位精度的影响。

４　算例分析

数据采集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２日，共使用两台

ＧＰＳ接收机，一台固定于参考站，一台安置于飞

机上。飞机由某点出发，最后返回出发点。飞机

数据已经进行了周跳探测与修复。

为了比较动态精密单点定位的精度，采用高

精度的双差载波相位解作为真值，各方案定位结

果与真值作差进行比较。为了说明神经网络故障

诊断的效果，在第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历元的第１个观测值中加入２．５ｍ的粗差。

算例采用３种方案：①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其中，

观测值中存在故障。② 利用ＢＰ神经网络故障诊

断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其中，观测值中存在故

障。在一级ＢＰ神经网络中，选相邻２０个历元的

无故障预测状态参数中的位置参数作为网络输入

向量，预测状态中的位置参数与双差载波解之差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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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望输出。在二级ＢＰ神经网络中，采用相邻

１０个历元的标准化预测残差为网络输入，０或１

为对应的期望输出。③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其中，

观测值中不存在故障。

各方案犡、犢、犣坐标误差曲线绘于图１～３，

误差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图１　 方案１坐标分量误差

Ｆｉｇ．１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１

　　　　
图２　方案２坐标分量误差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２

　　　　
图３　方案３坐标分量误差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３

表１　各方案误差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ｒｒｏｒ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方案
ＲＭＳ／ｍ

犡 犢 犣

１ ０．４０５７ ０．１４０７ ０．１８３４

２ ０．４０５１ ０．１４０４ ０．１８２９

３ ０．４０５３ ０．１３９２ ０．１８０７

　　由图２可以看出，当观测发生故障时，定位精

度大大降低，这说明了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没有故障诊

断及故障处理的能力。当观测故障发生时，在方

案２中，采用ＢＰ神经网络修正动力学模型，提高

状态参数的精度，同时也为进行以模型为准的观

测故障诊断提供了前提条件。为了对故障定位，

构造以预测残差标准化为网络输入的二级ＢＰ神

经网络，该网络对大量学习样本进行训练，判断当

前历元故障发生的位置。根据故障信息，采用抗

差估计对故障观测数据进行降权处理，有效地控

制故障对定位结果的影响。由于ＢＰ神经网络的

输入、输出样本、连接权、网络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ＢＰ神经网络的泛化能力差，不能完全准确地对故

障进行定位。与方案１相比，方案２具有一定的

故障诊断与处理能力。因为ＢＰ神经网络具有很

强的自学习能力，可以根据前面多个历元的信息

对当前历元的动力学模型修正与异常判断，提高

滤波性能。

５　结　语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没有故障诊断的能力，若动态

精密单点定位中出现故障，定位的精度会大大降

低。ＢＰ神经网络具有很强的函数逼近和模式识

别能力，因此，ＢＰ神经网络能够通过训练大量的

学习样本，修正动力学模型和进行故障诊断。虽

然ＢＰ神经网络具有强大的功能，但训练大量的

样本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不利于实时性定位。另

外，由于ＢＰ神经网络具有容易陷入局部极小、泛

化能力差（推广能力）等缺点，可能造成故障的误

判和漏判。因此，研究改进的ＢＰ神经网络在精

密单点定位中的应用是下一步要进行的工作。

参　考　文　献

［１］　陶本藻．卡尔曼滤波模型误差的识别［Ｊ］．地壳形变

与地震，１９９９，１９：１５２０

［２］　杨元喜．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异常检验［Ｊ］．测绘科学与工

程，２００５，２５（４）：１４

［３］　高为广．ＧＰＳ／ＩＮＳ自适应组合导航算法研究［Ｄ］．郑

州：信息工程大学，２００８

［４］　苏福，王小念，皮军明．基于ＢＰ神经网络的某型火

控雷达角跟踪系统故障诊断［Ｊ］．指挥控制与仿真，

２００７，２９（４）：１１１１１３

［５］　孟宪尧，韩新洁，孟松．优化的ＢＰ神经网络在船舶

故障诊断中的应用［Ｊ］．中国航海，２００７，７１（２）：８５

８８

［６］　ＨｏｒｎｉｋＫ，Ｓｔｉｎｃｈｃｏｍｂｅ Ｍ，ＷｈｉｔｅＨ．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Ｆｅ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

ｔｏｒｓ［Ｊ］．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１９９０（１）：２９０２９５

［７］　杨建刚．人工神经网络使用教程［Ｍ］．杭州：浙江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８］　崔先强，杨元喜，高为广．多种有色噪声自适应滤波

算法的比较［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６，

３１（８）：７３１７３５

［９］　张双成，杨元喜，张勤．一种基于抗差自校准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的ＧＰＳ导航算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

学版，２００５，３０（１０）：８８１８８４

第一作者简介：聂建亮，博士生，从事测量数据处理研究。

Ｅｍａｉｌ：ｎｉｅｊｉａｎｌｉａ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下转第３２７页）

５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