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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尺度预处理的犌犘犛／犛犐犖犛组合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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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多尺度分析的思想，以离散小波变换为工具，利用小波对惯性元件输出的信息进行并行阈值消噪

以削弱惯性元件误差对ＳＩＮＳ及组合系统性能的影响；然后，对ＧＰＳ输出的信息进行并行多尺度预处理，并结

合传统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对系统进行综合滤波；将上述方法引入到ＧＰＳ／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中，利用实测

数据进行验证，并给出了基于不同方法的大量实验曲线。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削弱惯性元件以及

ＧＰＳ误差对系统的影响，提高了ＧＰＳ／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的精度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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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ＰＳ／ＳＩＮＳ（捷联惯性导航系统）组合导航系

统被一致认为是理想的组合导航系统。为了进一

步提高该组合导航系统的精度和可靠性，许多学

者开展了对组合系统滤波方法的研究，并提出了

许多改进方法［１］。而ＧＰＳ接收机失锁时，就需要

依靠ＳＩＮＳ单独进行导航。但是，ＳＩＮＳ导航参数

的误差随时间而积累，不适宜长时间导航。因此

如何在不改变硬件的前提下，来提高ＩＮＳ导航精

度，对于组合导航有很重要的意义。

基于小波变换理论的多尺度分析理论在应用

中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在组合导航领域

得到应用。加拿大的Ｓａｍｅｈ等人提出了将小波

变换用于组合导航系统的思想，其基本思想是：在

ＧＰＳ与ＳＩＮＳ组合期间，利用小波建立ＳＩＮＳ的

误差模型，当ＧＰＳ信号丢失时利用上述模型修正

ＳＩＮＳ各导航参数
［２］。Ｎａｓｓｅｒ等人提出了将小波

变换理论用于ＳＩＮＳ初始对准的思想
［３］。国内也

有学者提出了把量测信息经过小波变换预处理后

引入ＧＰＳ／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中的思想，但仅仅

停留在计算机理论仿真的阶段［４］；也有的学者把

惯性元件的输出信号进行小波消噪处理，然后进

行组合导航解算［５］。

鉴于多尺度预处理技术是提高滤波精度的有

效途径［６］，本文将基于多尺度预处理技术综合地

应用于 ＧＰＳ／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中以削弱惯性

元器件及ＧＰＳ的影响。基于实测数据，本文最后

给出了大量的实验结果曲线，结果表明基于多尺

度预处理能有效地提高系统的精度。

１　多尺度分析

根据多分辨率理论，对于犳（狋）∈犔
２（犚）进行

多尺度二进小波分解，等价于将信号投影到 Ｈｉｌ

ｂｅｒｔ空间犔２（犚）中具有不同的时间和频率分辨率

的相互直交（正交）的闭子空间犠犼和犞犼中
［７］：

犳犼＋１（狋）＝犳犼（狋）＋犱犼（狋）＝犳犼－１（狋）＋犱犼－１（狋）＋犱犼（狋）

＝ … ＝犳０（狋）＋犱０（狋）＋犱１（狋）＋…＋犱犼（狋）

（１）

式中，犳犼＝∑
犽

（犳，珘φ犼，犽）φ犼，犽∈犞犼；犱犼＝∑
犽

（犳，珘φ犼，犽）φ犼，犽

∈犠犼；犼∈犣。φ犼，犽（狓）＝２
－犼／２
φ（２

－犼狓－犽）代表二进

尺度函数。珘φ犼，犽和珘φ犼，犽分别是φ犼，犽和φ犼，犽的对偶函

数。犠犼代表小波子空间，犞犼 代表尺度子空间，且

犞犼＋１＝犞犼＋犠犼。可见犠犼 对应犞犼＋１中的高频部

分，犞犼对应犞犼＋１中的低频部分。

上述算法可通过 Ｍａｌｌａｔ算法进行分解，其逆

过程可通过 Ｍａｌｌａｔ算法进行重构
［７］。

２　量测多尺度预处理方法

量测多尺度预处理方法的基本思路：对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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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进行离散小波变换，根据系统的先验信息和

细节信号的统计特性分析，对细节信号作阈值处

理，再由离散小波逆变换重构量测，作为后续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量测值。

对在原始尺度犖 上获得的一随机信号序列：

犣犞（犖）＝ ［…，狕犞（犖，－１），狕犞（犖，０），

狕犞（犖，１），狕犞（犖，２），…］ （２）

利用离散小波变换，从原始尺度 犖 开始分解犼

（１≤犼≤犖）次，得到尺度犖－１，犖－２，…犖－犼上

的平滑信号犣犞（犖－１），犣犞（犖－２），…犣犞（犖－犼）

和细节信号犣犇（犖－１），犣犇（犖－２），…犣犇（犖－犼），

其元素可表示为：

狕犞（犻－１，狀）＝∑
犽

犺（２狀－犽）狕犞（犻，犽）＝

∑
犽

犺（犽）狕犞（犻，２狀－犽） （３）

犻＝犖，犖－１，…，犖－犼＋１；犼＝１，２，…，犖－１

狕犇（犻－１，狀）＝∑
犽

犵（２狀－犽）狕犞（犻，犽）＝

∑
犽

犵（犽）狕犞（犻，２狀－犽） （４）

犻＝犖，犖－１，…，犖－犼＋１；犼＝１，２，…，犖－１

相应地：

犣犇（犻）＝ ［…，狕犇（犻，－１），狕犇（犻，０），

狕犇（犻，１），狕犇（犻，２），…］

可得，尺度犻上的量测犣犞（犻）可由尺度犻－１上的

信号犣犞（犻－１）和犣犇（犻－１）重构，而利用尺度犖－

犿（１≤犿≤犼）上的平滑信号犣犞（犖－犿）和尺度犖

－１，犖－２，…，犖－犿 上的细节信号犣犇（犖－１），

犣犇（犖－２），…，犣犇（犖－犿）可重构各尺度犖－犿

＋１，犖－犿＋２，…，犖 上的量测犣犿犞（犖－犻＋１），犣
犿
犞

（犖－犻＋２），…，犣犿犞（犖）：

狕犿犞（犻＋１，狀）＝∑
犽

犺（２狀－犽）狕
犿
犞（犻，犽）＋

∑
犽

犺（２犽－狀）狕犇（犻，犽） （５）

犻＝犖－犿，犖－犿＋１，…，犖－１；

犿＝犖－１，犖－２，…，犖－犼

式中，上标犿表示从尺度犿 开始重构而得的各尺

度上的平滑信号。因此，分解犼次后再分别从尺

度犖－１，犖－２，…，犖－犼重构到原始尺度犖，可

得到原始尺度犖 上的犼个预处理后的量测：犣
犖－１
犞

（犖），犣犖－２犞 （犖），…，犣犖－犼犞 （犖）。

根据系统的先验信息，当细节信号特别大时，

则说明其对应时刻上的量测是野值的概率较大；

剔除野值的方法是用左右相邻值的加权平均代替

它，而后重构量测。

以犣犿犞（犖）（犿＝犖－１，犖－２，…，犖－犼）为量

测，用传统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方法对系统的状态进

行最优估计。

３　基于小波降噪误差方差模型的

犌犘犛／犛犐犖犛组合导航模型

３．１　组合导航模型

所选取的组合导航系统状态方程为ＳＩＮＳ误

差方程，在忽略高度通道的情况下，系统方程写成

如下形式［８］：

犡（狋）＝犉（狋）犡（狋）＋犠（狋） （６）

取状态向量为１０阶：犡＝［φ犖，φ犈，φ犇，δ犞犖，

δ犞犈，δ犔，δλ，ε狉狓，ε狉狔，ε狉狕］
Ｔ，其中下标犖、犈、犇代

表北向、东向、地向，φ代表姿态角误差，δ犞 代表

速度误差，δ犔、δλ分别代表纬度误差、经度误差，

ε狉狓、ε狉狔、ε狉狕代表三个方向陀螺误差的一阶马尔可

夫过程，犉（狋）、犠（狋）分别为系统状态转移矩阵、系

统噪声矩阵，其定义可参照文献［８］。而量测方程

采用ＧＰＳ输出的经度、纬度和水平速度作为外部

观测值：

犣（狋）＝犎犡（狋）＋犞（狋） （７）

式中，犎为４×１０的矩阵，不为零的元素为犎（１，

６）＝１、犎（２，７）＝１、犎（３，４）＝１、犎（４，５）＝１，犞（狋）

为量测噪声矩阵。

将多尺度预处理技术综合应用于ＳＩＮＳ／ＧＰＳ

组合导航系统中，其原理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多尺度预处理的组合导航系统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由于小波变换是一种全域变换，在多尺度预

处理过程中不能用到传感器以前所有的信号，因

此，在实际应用中，选取当前信息之前的犿 个值

作为参考，并进行小波变换，提高信号处理的实时

性［７］。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窗口思想。

３．２　惯性器件的降噪处理

采用小波分析法消噪，其过程大致分为如下

三步：① 信号小波分解，选定一种小波基并确定

小波分解的层次犖，然后对信号进行犖 层分解，

② 信号去噪，把第１层到第犖 层的每一层高频

系数采用某种规则进行处理，选用不同的规则，形

成不同的去噪方式。③ 信号重构，根据小波分解

７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１月

的第犖 层低频系数和经过处理后的第１层到第

犖 层的高频系数进行逆小波变换，重构信号。

理论上，随着尺度的增大，滤波效果会更好，

但这势必增大计算量，而且，计算舍入误差增大，

因此，实际应用中应根据精度和计算量综合考虑

选择所需的小波变换尺度。小波分析用于降噪的

过程中，核心的步骤就是在系数上作用阈值，因为

阈值的选取直接影响降噪的质量［９］。

４　实　验

为了验证上述所提出的组合导航系统算法的

有效性，对ＳＩＮＳ和ＧＰＳ进行了约１ｈ的静态实

验。实验所采用的 ＳＩＮＳ为低精度的，型号为

ＹＨ５０００，其中加速度的精度为５×１０－３犵（１σ），陀

螺的精度为０．３ !

／ｓ（１σ）；ＧＰＳ接收机的型号为

Ｇａｒｍｉｎ２５，其位置测量精度为２０ｍ（１σ），选取

ＧＰＳ当前信息之前的１６个值作为参考并进行对

称延拓后进行小波预处理，并利用本文第三部分

提出的方案进行多尺度预处理。考虑到惯性测量

器件的采样周期为０．０２ｓ，选取惯性器件当前信

息之前的８个值作为参考并对称延拓后进行小波

预处理。因此，为了方便比较起见，首先对组合导

航系统进行常规的卡尔曼滤波并对ＳＩＮＳ进行校

正，得到一组导航误差数据曲线；然后对ＧＰＳ输

出的位置与速度信息单独进行在线小波多尺度并

行预处理［１０］，进行系统滤波，并对ＳＩＮＳ进行校

正，又得到了第二组导航误差曲线；最后，采用图

１所示方案，对惯性测量器件以及ＧＰＳ同时进行

并行小波预处理，得到第三组导航误差曲线，如图

２～７所示。在图４～７中，没有加标注的黑实线

为采用图１所示方案进行处理后的结果。

在组合系统的ＧＰＳ在线小波多尺度预处理

时，采用的小波为ｄｂ４，分解层数为４，各高频系数

的处理方法采用本文第三部分所述，这样处理的

优点是既消除了量测信号的野值又保留了量测系

统的动态特性。惯性器件在线消噪，采用的小波

为ｄｂ４，分解层数为４。由于状态方程中航向信息

的可观测性较弱（静态条件下和地球自转角速率

的北向分量耦合），所以经卡尔曼滤波修正后，航

向角误差虽有所改善，但仍然有发散的趋势，这一

趋势的缓急与方位轴向陀螺的漂移大小有关，因

此在下面的实验结果误差曲线中并没有列出航向

角误差曲线［８，１１］。

这里之所以只进行了静态实验而没有进行动

态实验，是因为动态实验不像静态实验那样有位

置、速度、姿态参考基准，因此没有办法估算动态

实验中各项导航参数的误差。

在组合导航系统进行卡尔曼滤波时，取初始

姿态角误差为１００″、初始速度误差为０．１ｍ／ｓ、初

始位置误差为２０ｍ，经过小波预处理后相关的导

航参数的选取可参见文献［１２］。

图２　俯仰角误差曲线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ｉｔｃｈＡｎｇｌｅ

图３　横滚角误差曲线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ｏｆＲｏｌｌＡｎｇｌｅ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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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经度误差曲线

Ｆｉｇ．４　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

ｏｆ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图５　纬度误差曲线

Ｆｉｇ．５　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

ｏｆ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图６　北向速度误差曲线

Ｆｉｇ．６　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

ｏｆＮｏｒｔ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图７　东向速度误差曲线

Ｆｉｇ．７　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

ｏｆＥａｓ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方法对各导

航参数精度改善很大。为了进一步比较组合导航

各导航参数误差的改善程度，计算各导航参数误差

的均方根，如表１所示。其中量测预处理方法仅代

表对ＧＰＳ信息进行数据预处理，而常规卡尔曼滤

波代表没有对ＳＩＮＳ及ＧＰＳ进行预处理，全预处理

代表对ＳＩＮＳ及ＧＰＳ同时进行了预处理，ＳＩＮＳ预

处理代表仅对ＳＩＮＳ的原始信息进行预处理。

表１　实验结果误差均方根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ｆｏｒＲＭ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Ｅｒｒｏｒ

俯仰角／（
!

） 横滚角／（
!

） 经度误差／ｍ 纬度误差／ｍ 北向速度误差／（ｍ／ｓ） 东向速度误差／（ｍ／ｓ）

全预处理算法 ０．１７９８ ０．１２６３ ２．２３２１ ２．１２７５ ０．０１１７８ ０．００９８

量测预处理 ０．１９１９ ０．１４９５ ２．５５７５ ２．３６８０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１１１

ＳＩＮＳ预处理 ０．２３５４ ０．２０１８ ４．６５３ ３．２２１ ０．０５４２ ０．５５６２

常规滤波算法 ０．３３５４ ０．２９２７ ５．０９２ ３．５５５７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６３５

５　结　语

本文在不增加计算量的数量级的情况下，在

ＧＰＳ／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中引入了多尺度预处理

算法。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够显著地提高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精度，达到了预处理的目的。分

析实验结果可以看出：① 采用了小波预处理可有

效地降低高频干扰，提高了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稳态

输出精度；② 采用了小波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惯性器件的误差；③ 仅对ＳＩＮＳ的元器件输

出数据进行预处理的效果相对于量测预处理以及

全预处理的效果较差，因此在实际中应用全预处

理的效果要好些。

同时本文以上述实验为基础，加大小波分解

的层数，然后重新实验，会发现上述各导航参数的

误差将会进一步降低，但这势必增加系统的复杂

性。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该综合考虑系统精度

与系统复杂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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