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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别讨论当标准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动力学模型的状态参数协方差阵、状态噪声的协方差阵及观测噪声的

协方差阵含有误差时，对滤波结果的影响并导出相应的解式。利用ＧＰＳ／ＩＮＳ紧组合导航系统的实测数据对

上述分析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动力学模型信息的协方差阵和观测信息的协方差阵在滤波中具有一个理想

的平衡点，该平衡点能够合理分配动力学模型信息和观测信息对滤波解的贡献，从而可以得到可靠的滤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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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被提出以来，已在工程变形和

地壳形变、动态数据处理与ＧＰＳ定位定轨等方面

得到广泛应用［１］。但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要求已知系统精

确的数学模型和噪声统计，并在特定的假设（如观

测值服从正态分布、参数验前值服从正态分布、观

测值互相独立）前提下，能够得到最优的滤波解。

若这些假设前提不能满足，则由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提供

的状态参数解将被扭曲［２］。然而，在大多数实际应

用中，模型结构、参数和噪声统计的信息是完全未

知或部分未知的。关于未知噪声统计的 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已有多种解决途径，如Ｓａｇｅ滤波
［３］、基于方

差分量估计的自适应滤波［４５］、抗差自校正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６］等。另外，对于控制异常误差影响的研究也

较多，如抗差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２］、自适应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和抗差自适应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７１３］及拟准检定法＋

Ｓａｇｅ自适应ＵＤ滤波
［１４］等。对于先验统计信息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噪声协方差阵调整上［１５１７］，而协方

差阵的误差影响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主要讨论先

验协方差阵误差对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解的影响。

１　先验统计信息误差对当前滤波解

的影响

　　先验协方差阵与其理想值一般情况存在一定

的偏差，假设系统模型正确，则先验协方差阵的可

靠值可以表示为：

Σ
狉
犡^犽 ＝Σ^犡犽 ±ΔΣ^犡犽 （１）

Σ
狉
犠犽 ＝Σ犠犽 ±ΔΣ犠犽 （２）

Σ
狉
犽 ＝Σ犽±ΔΣ犽 （３）

式中，上标狉表示理想值；Σ
狉
犡^犽
、Σ
狉
犠犽
、Σ
狉
犽 分别为系

统当前历元状态估计值的理想协方差阵、状态噪

声协方差阵和观测噪声的协方差阵；Σ^犡犽、Σ犠犽、Σ犽

分别为实际中相应的协方差阵；ΔΣ^犡犽、ΔΣ犠犽、Δ

Σ犽分别为相应协方差阵的误差改正项。由 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原理可得递推方程为：

珚犡狉犽 ＝Φ犽，犽－１犡^
狉
犽－１ （４）

Σ
狉
珚犡犽 ＝Φ犽，犽－１Σ

狉
犡^犽－１
Φ
Ｔ
犽，犽－１＋Σ

狉
犠犽

（５）

犓狉犽 ＝Σ
狉
珚犡犽
犃Ｔ
犽 （犃犽Σ

狉

珚犡犽
犃Ｔ
犽 ＋Σ

狉
犽）－１ （６）

犡^狉犽 ＝珚犡
狉
犽＋犓

狉
犽（犔犽－犃犽珚犡

狉
犽） （７）

Σ
狉
犡^犽 ＝ （犐－犓

狉
犽犃犽）Σ

狉
珚犡犽
（犐－犓

狉
犽犃犽）

Ｔ
＋

　　　犓
狉
犽Σ

狉
犽犓

狉
犽
Ｔ （８）

式中，珚犡狉犽 为狋犽 时刻系统的狀 维理想状态预报向

量；Φ犽，犽－１为系统的狀×狀维状态转移矩阵；Σ
狉

珚犡犽
为

理想状态预报向量的协方差矩阵；犓狉犽 为理想滤波

增益矩阵；^犡狉犽 为状态的理想估计值；Σ
狉

犡^犽
为理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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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向量估值的协方差阵；犔犽 为犿 维观测向量；犃犽

为犿×狀维设计矩阵。

将式（１）～式（３）代入式（５）～式（８）中可得状

态预报值的协方差矩阵为：

Σ
狉

犡－犽
＝ （Φ犽，犽－１Σ^犡犽－１Φ

Ｔ
犽，犽－１＋Σ犠犽）±

（Φ犽，犽－１ΔΣ^犡
κ－１
Φ
Ｔ
犽，犽－１＋ΔΣ犠犽）＝

Σ珚犡犽 ±ΔΣ珚犡犽 （９）

式中，ΔΣ珚犡犽
为先验协方差阵误差对状态预报向量

协方差阵的影响。在当前历元，导致状态预报值

协方差阵存在误差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即前一历

元状态估计值协方差阵的误差项ΔΣ^犡
κ－１
和本历

元先验状态噪声协方差阵的误差项 ΔΣ犠犽。其

中，ΔΣ^犡
κ－１
又包含了ΔΣ犠犽－１的影响。在实际计

算中，为简化问题分析，一般更多地考虑综合影响

ΔΣ珚犡犽而不单独讨论ΔΣ犠犽和ΔΣ^犡κ－１的影响。滤

波增益矩阵为：

犓狉犽 ＝ （Σ珚犡犽 ±ΔΣ珚犡犽）犃
Ｔ
犽

　 ［犃犽（Σ珚犡犽 ±ΔΣ珚犡犽）犃
Ｔ
犽 ＋（Σ犽±ΔΣ犽）］

－１
＝

　 （Σ珚犡犽 ±ΔΣ珚犡犽）犃
Ｔ
犽

　［（犃犽Σ珚犡犽犃
Ｔ
犽 ＋Σ犽）±（犃犽ΔΣ珚犡犽犃

Ｔ
犽 ＋ΔΣ犽）］

－１

（１０）

　　１）一般情况下方括号［（犃犽Σ珚犡犽犃
Ｔ
犽＋Σ犽）±

（犃犽ΔΣ珚犡犽犃
Ｔ
犽＋ΔΣ犽）］

－１中的第二项比第一项小，

在收敛的条件下可用幂级数的形式表示［１８］。设

犖＝犃犽Σ珚犡犽犃
Ｔ
犽＋Σ犽，Δ犖＝犃犽ΔΣ珚犡犽犃

Ｔ
犽＋ΔΣ犽，则

有：

（犖±Δ犖）－
１
＝犖

－１

μ犖
－１

Δ犖犖
－１
＋犖

－１
Δ犖犖

－１
Δ犖犖

－１

μ… （１１）

忽略Δ犖二次以上的项，从而可得滤波增益阵的

简化形式：

犓狉犽 ＝犓犽＋Δ犓犽 （１２）

式中，犓犽 为实际计算的滤波增益阵；Δ犓犽 为其误

差项。

Δ犓犽 ＝μ犓犽Δ犖犖
－１（犐μΔ犖犖

－１）±ΔΣ珚犡犽

犃Ｔ犽犖
－１［犐μΔ犖犖

－１ 犐μΔ犖犖
－１） （１３）

　　２）若上述求逆过程的第二项不比第一项小，

此时，可设：

（犖＋Δ犖）－
１
＝犖

－１
－犕 （１４）

对式（１４）左右两边同时左乘（或右乘）犖＋Δ犖，则

可得待求参数犕 的表达式：

犕 ＝ （犖＋Δ犖）－
１
Δ犖犖

－１
　（左乘） （１５）

犕 ＝犖
－１
Δ犖（犖＋Δ犖）－

１
　（右乘） （１６）

从而可得滤波增益矩阵的简化形式与式（１２）相

同，此时，

Δ犓犽 ＝－Σ珚犡犽犃
Ｔ
犽 （犖＋Δ犖）

－１
Δ犖犖

－１
＋

ΔΣ珚犡犽犃
Ｔ
犽 （犖＋Δ犖）

－１ （１７）

或

Δ犓犽 ＝－犓犽Δ犖（犖＋Δ犖）
－１
＋

ΔΣ珚犡犽犃
Ｔ
犽 （犖＋Δ犖）

－１ （１８）

其中式（１７）由式（１５）计算，式（１８）由式（１６）计算。

则滤波解为：

犡^狉犽 ＝珚犡犽＋犓犽（犔犽－犃犽珚犡犽）＋Δ犓犽（犔犽－犃犽珚犡犽）

（１９）

显然，先验协方差阵误差对当前滤波解的影响为：

Δ犡^犽 ＝Δ犓犽（犔犽－犃犽珚犡犽） （２０）

滤波解的协方差阵为：

Σ
狉
犡^犽 ＝ ［犐－（犓犽＋Δ犓犽）犃犽］（Σ珚犡犽 ±ΔΣ珚犡犽）

犐－犃
Ｔ
犽（犓

Ｔ
犽 ＋Δ犓

Ｔ
犽） ＋

（犓犽＋Δ犓犽）（Σ犽±ΔΣ犽）（犓
Ｔ
犽 ＋Δ犓

Ｔ
犽）（２１）

同样，可简化为：

Σ
狉
犡^犽 ＝Σ^犡犽 ＋ΔΣ^犡犽 （２２）

式中，

ΔΣ^犡犽 ＝±（犐－犓犽犃犽）

ΔΣ珚犡犽（犐－犃
Ｔ
犽犓

Ｔ
犽）μ（Σ珚犡犽 ±ΔΣ珚犡犽）犃

Ｔ
犽Δ犓

Ｔ
犽 －

Δ犓犽犃犽（Σ珚犡犽 ±ΔΣ珚犡犽）［犐－犃
Ｔ
犽（犓

Ｔ
犽 ＋Δ犓

Ｔ
犽）］＋

犓犽Σ犽Δ犓
Ｔ
犽 ＋［Δ犓

Ｔ
犽（Σ珚犡犽 ±ΔΣ珚犡犽）±

犓犽ΔΣ犽］（犓
Ｔ
犽 ＋Δ犓

Ｔ
犽） （２３）

　　通过上面的推导，很容易得出先验协方差阵

的误差对滤波解的影响：

１）当先验协方差阵没有误差时，即ΔΣ^犡
κ－１
＝

０，ΔΣ犠犽＝０，ΔΣ犽＝０，式（４）～式（８）即为标准的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递推公式。

２）仅当先验状态噪声协方差阵有误差，即Δ

Σ犠犽≠０，其他项没有误差时，由先验状态噪声误

差引起的当前滤波估值误差表达式即为式（２０）所

示，其中Δ犓犽 由式（１３）、式（１７）或式（１８）计算，此

时Δ犖＝犃犽ΔΣ珚犡犽犃
Ｔ
犽，ΔΣ珚犡犽＝ΔΣ犠犽。

３）仅当先验观测噪声有误差时，即ΔΣ犽≠０，

其对当前滤波解的影响仍由式（２０）计算，此时

Δ犓犽 中的Δ犖＝ΔΣ犽，ΔΣ珚犡犽＝０。

４）仅当先验状态参数协方差阵存在误差时，

即有ΔΣ^犡
κ－１
≠０，其对当前滤波解的影响表达式

与上同，不同的是计算Δ犓犽 时Δ犖＝犃犽ΔΣ珚犡犽犃
Ｔ
犽，

ΔΣ珚犡犽＝Φ犽，犽－１ΔΣ^犡κ－１Φ
Ｔ
犽，犽－１。

５）若先验状态噪声、观测噪声以及状态参数

协方差阵都有误差，它们对滤波估值的综合影响

即为式（２０）所示，Δ犓犽 由式（１３）、式（１７）或式（１８）

计算。

２　算例与分析

采取一组 ＧＰＳ／ＩＮＳ车载导航数据进行实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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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ＧＰＳ数据采样频率为０．１ｓ，ＩＭＵ采样频率

为１００Ｈｚ，组合周期为０．１ｓ。采用ＧＰＳ伪距与

伪距率进行导航解算。采用高精度的载波相位双

差解作为参考值。算例中初始给定的先验协方差

阵是经过多次试算得出的相对比较合理的协方差

阵。由于 ＧＰＳ卫星信号在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２２００

３２００和６６００７８００历元处较差，因此，滤波曲线

在这些历元处跳变较大，但并不影响结果分析。

图１为协方差阵初始给定时滤波结果的误差曲

线。在此协方差阵基础上，分别对状态噪声协方

差阵和观测噪声协方差阵加入均匀分布的随机误

差，通过位置误差的均方根误差（ＲＭＳ）来比较协

方差阵误差大小对滤波解的影响。

图１　先验协方差阵初始给定滤波结果的误差曲线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ｅｄＰｒｉｏｒ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

２．１　仅先验状态噪声协方差阵存在误差情形

考虑误差有正有负，则必然存在使先验状态

噪声协方差阵增大或减小两种情形。假设协方差

阵的误差ΔΣ犠犽＝犆×Σ犠犽，其中犆为主对角元素

服从均匀分布的随机对称阵。通过上面的分析可

知，在仅考虑先验状态噪声协方差阵误差的情况

下，ΔΣ珚犡犽＝ΔΣ犠犽，在后面计算中由状态预报值的

协方差阵误差ΔΣ珚犡犽代替先验状态噪声协方差阵

误差ΔΣ犠犽。取如下几种情形：１）犆（犻，犻）～犝（－

１，－０．５）；２）犆（犻，犻）～犝（－０．５，０）；３）犆（犻，犻）～犝

（０，１）；４）犆（犻，犻）～犝（１，３）；５）犆（犻，犻）～犝（１０，

５０）。限于篇幅，只取变化比较明显的第１和第５

种情况对应的误差曲线，如图２所示。

表１　状态预报值协方差阵各种误差情形下位

置误差的犚犕犛比较

Ｔａｂ．１　ＲＭＳＣｏｍｐａｒｓ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Ａｂｏｕ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ｓ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Ｅｒｒｏｒｓ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方案 １ ２ 初始　 ３ ４ ５

ＲＭＳ／ｍ ８．２１２ ５．５１３ ５．５０７ ５．５０８ ５．５２９ ５．７３１

　　分析上面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假设观测和动

力学模型正常，只考虑先验协方差阵情况，若初始

给定的先验状态预报值协方差阵较合理，则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能得到精确的滤波解；若初始先验

图２　误差曲线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状态预报值协方差阵给的不合理，即存在误差，则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将不能得到较可靠的滤波结果。具

体原因分析如下：当误差较小时，即此时的先验状

态协方差阵与其理想值相差不大，则先验状态预

报值协方差阵的误差对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结果影响甚

微，因此先验状态预报值协方差阵的误差是可以

忽略的；当误差较大时，考虑以下两种极端的情

况：① 误差使得先验状态预报值协方差阵远小于

理想值；② 误差使得先验状态预报值协方差阵远

大于理想值。对于第一种情形，较小的状态预报

协方差阵，意味着滤波过程中赋予状态预报值较

大的权，滤波估计值更多地依赖于状态方程信息

而忽略了当前观测信息。若动力学模型非常可

靠，即使较小的状态预报值协方差阵也能得到高

精度的状态估计。然而，一般情况下，动力学模型

并不是非常精确，存在模型误差，若完全依赖于状

态预报值而忽略当前观测信息易导致滤波发散，

如图２所示。对于第二种情形，较大的状态预报

协方差阵使得滤波过程中给状态预报值赋予较小

的权，极端情况就是赋予状态预报值零权，此时状

态预报完全不起作用，滤波仅依赖于观测方程，相

当于最小二乘平差，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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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误差曲线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Ｃｏｒｒｄｉｎ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一般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考虑模型误差并充

分利用当前观测信息，可以适当将状态预报协方

差阵调大些。

２．２　先验观测噪声协方差阵存在误差情况

类似状态噪声协方差阵误差，假设观测噪声

协方差阵误差为ΔΣ犽＝犆′×Σ犽，其中犆′为主对角

元素服从均匀分布的随机对称阵。我们同样选取

如下情形：①犆′（犻，犻）～犝（－１，－０．５）；②犆′（犻，

犻）～犝（－０．５，０）；③犆′（犻，犻）～犝（０，１）；④犆′（犻，

犻）～犝（１，３）；⑤犆′（犻，犻）～犝（１０，５０）。变化较大

的误差曲线１）和５）情形如下所示。

表２　观测噪声协方差阵各种误差情形下位

置误差的犚犕犛比较

Ｔａｂ．２　

方案 １ ２ 初始　 ３ ４ ５

ＲＭＳ／ｍ ５．６４０ ５．５２４ ５．５０７ ５．５１１ ５．５４４ ５．９２２

　　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在仅考虑观测噪声协方差

阵情形下，若精确给定初始观测噪声协方差阵，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能够合理平衡状态信息和观测信息对

滤波解的贡献，从而得到最优状态估计；若存在误

差，则不能得到状态估计的最优解。由于状态估计

值是当前状态预测值加上当前观测值对于当前预

测值的一个修正，而这个修正的大小是通过增益矩

阵来调节。当先验观测噪声协方差阵误差增大，导

致观测噪声协方差阵整体增大，从而增益矩阵变

小，即由增益矩阵调节的当前观测对于当前预测值

的修正变小。意味着对当前观测值的利用率降低，

相当于滤波估计更多地依赖于模型预报值，这与上

述减小状态噪声协方差阵结果一致。反之，当先验

观测噪声协方差阵误差的增大导致观测噪声协方

差阵整体变小，与上述增大状态噪声协方差阵结果

一致，实质就是加大对当前观测信息的利用。

２．３　先验噪声协方差阵某元素存在误差情形

先验噪声（状态或观测）协方差阵中个别元素

存在误差有以下几种情况：① 协方差阵主对角元

素存在误差；② 非主对角元素存在误差；③ 两者

都存在误差。对于第一种情况，误差对滤波的影

响与上述先验噪声协方差整体误差对滤波的影响

具有相似性，不同的是，噪声协方差阵某个主对角

元素存在误差，其主要影响这个存在误差的元素

所对应的状态参数，而对其他不相关的状态参数

的影响很小，前提是噪声协方差阵是对角阵，如图

所示。对于后两种情况，由于需要考虑噪声的相

关性，需要进一步探讨。

３　结　语

１）先验状态噪声协方差阵与先验观测噪声

协方差阵在滤波过程中有一个平衡点，只要在这

个平衡点或是平衡点附近，无论是动力学模型还

是观测方程，对滤波解的贡献都能达到或是接近

理想水平，从而得到可靠的滤波解；否则，滤波解

仍然有进一步提高精度的可能。

２）由于条件限制，在实践中这样的平衡点只

能通过对噪声协方差阵反复地进行调整，使其无

限接近理想的平衡点而无法真正达到。因此，当

观测精度较高时，希望观测协方差矩阵较小，或观

测向量的协方差矩阵能反映实际精度即可；否则，

适当增大观测噪声协方差阵，降低观测精度较低

的观测信息对滤波解的贡献。

３）若函数模型可靠，增大噪声协方差阵误差

使得噪声协方差阵整体增大，则会降低可靠的动

态模型信息的利用效率；同理，若观测信息可靠，

则增大观测向量的协方差矩阵，也会降低观测信

息的使用效率，进而降低导航解的精度。

４）若动力学模型本身精度较差，则增大相应

预测状态协方差矩阵，能够提高参数估计值的精

度，类似于自适应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思想。当增大

到一定的程度后，滤波精度不会再提高。

５）无论动力学模型信息，还是观测信息的先

验协方差矩阵，都应反映各自的不确定度，否则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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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响导航解的估值效率或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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