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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抗差犈犓犉的犌犖犛犛／犐犖犛紧组合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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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ＧＮＳＳ／ＩＮＳ紧组合导航的抗差ＥＫＦ算法，采用２１状态ＧＮＳＳ／ＩＮＳ紧组合状态方程，根据多

余观测分量及预测残差统计构造抗差等价增益矩阵，建立抗差ＥＫＦ算法，通过迭代给出ＧＮＳＳ／ＩＮＳ组合导

航的抗差解，并开发ＧＮＳＳ／ＩＮＳ紧组合导航模拟平台，通过对观测值加入单粗差、多粗差及缓慢增长三类误

差，测试本文算法对不同粗差的抑制能力。分析表明，抗差ＥＫＦ可以将三类粗差抑制在相应观测值的残差

中，达到削弱其对状态参数估计的影响。本文算例证明，抗差ＥＫＦ算法可将导航解的误差精度从ｄｍ级提高

为ｃｍ级甚至ｍｍ级，导航精度及可靠性得到明显提高。

关键词：ＧＮＳＳ／ＩＮＳ；导航；抗差估计；扩展卡尔曼滤波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７；Ｐ２２８．４１

　　随着卫星定位技术的发展，多卫星导航系统

（ＧＮＳＳ）已成为研究的热点，但在卫星信号缺失

或几何结构强度弱的情况下，将不能有效导航。

融合惯性导航系统（ＩＮＳ）是提高卫星导航定位可

得性的有效途径，但仍不能避免异常值信息对定

位结果的影响。组合导航系统异常值干扰主要包

括单粗差、多粗差及缓慢增长误差三类，目前主要

采用自主完备性监测算法监测系统的可靠

性［１，２］。对于ＧＮＳ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缓慢增长误

差既可能存在于ＧＰＳ钟差，也可能存在于ＩＮＳ系

统提供的导航解中［３，４］。将粗差归入函数模型，

可发展抗差ＥＫＦ算法，有效抑制动态系统粗差的

影响，并顾及随机模型，给出正确的导航解［５］。本

文提出了基于抗差ＥＫＦ的ＧＮＳＳ／ＩＮＳ组合导航

算法。

１　抗差犈犓犉算法

１．１　犈犓犉滤波算法

标准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算法一般假定系统方程与

观测方程均为线性。然而，针对ＧＮＳＳ／ＩＮＳ紧组

合导航系统，通常不能满足这一假定。ＥＫＦ算法

可实现非线性系统的线性近似，进一步提高求解

精度。假定非线性系统表示为：

狓犽 ＝犳犽－１（狓犽－１）＋狑犽，狑犽 ～犖（０，犙犽） （１）

狕犽 ＝犺犽（狓犽）＋狏犽，狏犽 ～犖（０，犚犽） （２）

其中，狓犽 和狓犽－１分别是犽时刻和犽－１时刻的状

态向量；狑犽 和狏犽 为随机噪声；犳犽－１（）是状态转

移函数；犺犽（）为状态向量与观测向量之间的传

递函数；系统动态噪声方差阵犙犽 和观测噪声方差

阵犚犽 可预先设定。离散化的扩展卡尔曼滤波一

步预测为：

狓^犽（－）＝犳犽－１（^狓犽－１（＋）） （３）

狕^犽 ＝犺犽（^狓犽（－）） （４）

滤波估值及其对应的协方差阵为：

狓^犽（＋）＝狓^犽（－）＋珚犓犽（狕犽 －^狕犽）＝狓^犽（－）＋珚犓犽犞犽

（５）

犘犽（＋）＝ ［犐－珚犓犽犎
［１］
犽 ］犘犽（－） （６）

其中，预测协方差矩阵为：

犘犽（－）＝Φ
［１］
犽－１犘犽－１（＋）Φ

［１］
犽－１

Ｔ
＋犙犽－１ （７）

ＥＫＦ增益矩阵为：

珚犓犽 ＝犘犽（－）犎
［１］Ｔ
犽 ［犎

［１］
犽 犘犽（－）犎

［１］犜
犽 ＋犚犽］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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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残差为犞犽＝狕犽－^狕犽，线性化状态转移矩阵和

观测矩阵为 Φ
［１］
犽－１≈（犳犽／狓）狓＝^狓犽－１

（－），犎
［１］
犽 ≈

（犺犽／狓）狓＝^狓犽
（－）。ＧＮＳＳ／ＩＮＳ导航系统可以认

为是接近线性但并非绝对线性，采用ＥＫＦ能有效

地解决非线性问题，给出较优的状态估计。另外，

由于泰勒级数展开时只取了一阶近似值，因此，预

测残差并不代表真正的观测估计残差，但也足以

描述动态特征［５，６］。

１．２　抗差犈犓犉算法

构造等价ＥＫＦ增益矩阵，其形式类似ＩＧＧ

Ⅲ权函数表达式
［５］：

珦犓犻犼 ＝

珡犓犻犼，狊犼≤犽０

珡犓犻犼×
犽０
狊犼
×
犽１－狊犼
犽１－犽［ ］

０

２

，犽０ ＜狊犼≤犽１

０，狊犼＞犽

烅

烄

烆 １

（９）

其中，犽０ 和犽１ 为阈值参数，犽０ 取２．５～３．５，犽１ 取

３．５～４．５；狊犼＝ 犞犽，犼 ／ 狉犼σ槡 犼，犻、犼分别为状态向

量和观测向量的维数；犞犽，犼、狉犼和σ犼 分别为观测向

量的预测残差、多余观测分量和量测标准差。每

次更新后进行迭代计算。给定迭代次数狋，则状

态预报值和预测残差如下：

狓犽，狋（－）＝狓犽，狋－１（＋） （１０）

犞犽，狋 ＝狕犽－犎犽狓犽，狋（－） （１１）

其中，第狋次迭代后的状态预报值狓犽，狋（－）由第

狋－１次迭代后的状态滤波值及其预测残差确定。

根据式（９）计算等价增益矩阵，则抗差滤波值为：

狓犽，狋（＋）＝狓犽，狋－１（－）＋珟犓犞犽，狋 （１２）

　　若狓犽，狋（＋）和狓犽，狋（－）之间的差值小于给定

的限差，则迭代结束。如果狋＝１，则狓犽，０（＋）为犽

时刻标准ＥＫＦ的估值。其后验协方差阵为：

犘犽（＋）＝ ［犐－珟犓犽，狋犎
［１］
犽 ］犘犽（－） （１３）

这里，珟犓犽，狋是迭代结束时的最终等价卡尔曼滤波

增益矩阵［７，８］。

２　犌犖犛犛／犐犖犛紧组合算法

２．１　观测方程

ＧＮＳＳ／ＩＮＳ紧组合观测模型可表示为：

狕犽 ＝犺犽（狓犽）＋狏犽 （１４）

式中，狏犽～犖（０，犚犽），

狕犽 ＝［ρ１　ρ２　…　ρ狀　δ１　δ２　…　δ狀］
Ｔ
－

［^ρ１　^ρ２　…　^ρ狀　^δ１　^δ２　…　^δ狀］
Ｔ

狓犽 ＝［狓狉　狓狏　狓ψ　狓!　狓ε　狓犫　狓犳］
Ｔ

狏犽 ＝［狏ρ１　狏ρ２　…　狏ρ狀　狏δ１　狏δ２　…　狏δ狀］
Ｔ

其中，ρ犻、δ犻 和ρ^犻、^δ犻 分别为ＩＮＳ推算和ＧＮＳＳ卫

星观测的伪距和伪距变化率。假设相关的ＧＮＳＳ

所有卫星的观测值误差是独立且等精度的，观测

方程的观测值协方差阵可通过已知观测值方差阵

的主对角线元素来确定，并采用闭环操作将导航

误差反馈给ＩＮＳ系统进行导航解算，利用ＧＮＳＳ

观测值更新来控制ＩＮＳ导航解算的误差增长
［９］。

２．２　系统模型

ＧＮＳＳ／ＩＮＳ紧组合的非线性系统状态方程

如式（１）所示，其中，狓（狋）为位置、速度、姿态方位

角误差、加速度零偏、陀螺常值漂移、系统钟差及

钟差漂移向量；ω（狋）＝［０　０　０　ω!　ωε　ω犫　

ω犳］
Ｔ 为对应的系统随机噪声向量。本文模拟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Ｇａｌｌｉｅｏ三套卫星导航系统，由

于系统时间基准存在误差，系统钟差及钟差漂移

向量为：

狓犫 ＝ ［δ犫ＧＰＳ　δ犫Ｇｌｏｎａｓｓ　δ犫Ｇａｌｉｌｅｏ］

狓犳 ＝ ［δ犳ＧＰＳ　δ犳Ｇｌｏｎａｓｓ　δ犳Ｇａｌｉｌｅｏ］

采用抗差ＥＫＦ算法可提供稳健的ＧＮＳＳ／ＩＮＳ紧

组合导航解［４，９］。

３　紧组合平台构建和实验分析

由于ＧＮＳＳ信号目前还不能完全获取，本文

开发了模拟软件平台测试算法。首先模拟飞行器

飞行的轨迹，在此基础上，模拟 ＧＮＳＳ卫星星座

及信号，获得ＧＮＳＳ原始观测数据，同时模拟ＩＮＳ

误差生成ＩＮＳ原始观测数据。采用紧组合算法，

通过闭环操作求解系统的导航解［１０１２］，如图１

所示。

图１　系统模拟及算法测试路线图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ｅｓｔＤｉａｇｒａｍ

模拟 ＧＰＳ／Ｇａｌｌｉｅｏ／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星座与

ＩＮＳ的原始观测数据，其中 ＰＲＮ０～ＰＲＮ２５ 为

ＧＰＳ星座，ＰＲＮ５０～ＰＲＮ７５为ＧＬＯＮＡＳＳ星座，

ＰＲＮ２０１ＰＲＮ２３０为 Ｇａｌｌｉｅｏ星座。ＧＮＳＳ观测

值更新频率为１Ｈｚ，ＩＮＳ采样间隔为１００Ｈｚ。模

拟北京地区地面某飞行器的三维轨迹（图２），速

７９５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５月

度输出如图３所示，对应模拟的ＩＮＳ原始输出值

参数分别为：初始速度误差（犈，犖，犝）为０．０２ｍ／

ｓ，初始配准误差（犡，犢，犣）为０．０５ｍｉｌｌｉｒａｄｉａｎｓ，

加速度偏差（犡，犢，犣）为（４０，３０，０）μＧａｌ，陀螺偏

差（犡，犢，犣）为（０．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４）°／ｈｒ。

图２　飞行器的三维轨迹（北京）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３Ｄ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图３　模拟接收机速度变化（犈，犖，犝）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ｖｉｎｇ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为研究本文算法针对单粗差、多粗差及缓慢

增长误差的抑制效果，ＧＮＳＳ观测值的误差为σ＝

１０ｍ，分别对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７００、８００及９００历元

处模拟３σ＝３０ｍ的异常误差值，１０００ｓ之后，对

ＰＲＮ１１卫星加入０．１ｍ／ｓ的接收机钟差，模拟缓

慢增长的误差。对比飞行过程中ＰＲＮ１１的残差

（见图４）可以看出，加入粗差后，对于ＥＫＦ估计

结果，由于受参数估计偏离真值的影响，导致

６００、７００、８００、９００历元处存在明显突变，缓慢增

长误差也有一部分残余。而对于抗差ＥＫＦ，由于

参数估计是精确的，导致ＰＲＮ１１观测值对应的

残差仅体现缓慢增长误差，精确地反映了ＰＲＮ１１

卫星的真正误差。即加入的缓慢增长没有影响到

参数估计，全部残留在ＰＲＮ１１的观测值残差中。

按照表１对各观测历元加入单粗差与多粗

差，对比加入粗差前及加入粗差后ＥＫＦ及抗差

ＥＫＦ估计的观测值残差可以看出，对于单粗差及

多粗差情况，抗差估计将粗差的影响限制在函数

模型的残差中，从而减少了粗差对状态参数估计

的影响。而对ＥＫＦ算法，对应观测值粗差的一部

图４　ＰＲＮ１１观测值残差对比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Ｎ１１

表１　不同算法对应含粗差观测值的残差对比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ｕｔｌｉｅｒ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历元／ｓ 粗差卫星
ＥＫＦ

不存在粗差 存在粗差

抗差ＥＫＦ
（存在粗差）

４００ ＰＲＮ１５ －０．５８８５ ２５．９１６２ ２８．９１８５

５００ ＰＲＮ１６ －０．０５６５ ２６．３６８４ ２９．５６１６

６００
ＰＲＮ１６ ０．５３３０ ２３．９６９４ ３０．８０６９

ＰＲＮ１８ ０．４４６６ ２４．２３４３ ３０．７３１４

ＰＲＮ１６ －０．９２７５ １９．３７３５ ２８．８３４２

７００ ＰＲＮ１８ ０．１８７２ ２０．７９３７ ２９．９７１２

ＰＲＮ１９ ０．１１６４ ２０．４６３４ ２９．９０３１

ＰＲＮ１６ －０．１７７８ １６．９６５７ ３０．３６０２

８００
ＰＲＮ１８ ０．１９８２ １７．６３７８ ３０．７４５４

ＰＲＮ１９ ０．４３５１ １７．６６８６ ３０．９９３４

ＰＲＮ２１ １．２９８８ １８．６７３０ ３１．８３１９

ＰＲＮ１６ －２．３５８２ １４．３６０２ ２７．１５９４

ＰＲＮ１８ －０．３７５８ １７．２３９４ ２９．２１６９

９００ ＰＲＮ１９ １．０３１５ １８．３５７５ ３０．６２９９

ＰＲＮ２１ ０．４５１７ １７．７０１７ ２９．９９２６

ＰＲＮ２１５ ２．２２６６ ２８．７０７１ ３１．７１６８

分转嫁给了其他观测值，并通过观测矩阵影响参

数的估计值，导致参数估计出现偏差。ＥＫＦ的残

差最小为１４．３６０２ｍ，最大为２８．７０７１ｍ，而抗

差ＥＫＦ的残差非常接近加入的３０ｍ粗差，不符

值是由于统计量允许误差导致的，这表明ＥＫＦ的

参数估计值明显受到加入粗差的影响，并受到卫

星分布结构的影响。

　　对比图５（ａ）与图５（ｂ）中（犈，犖，犝）的导航解

误差可以看出，单粗差及多粗差对标准ＥＫＦ导航

解存在明显的影响。图６中，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７００、

８００、９００历元处均出现位置异常，１０００ｓ之后，由

于受到ＰＲＮ１１卫星钟差的影响，导航解已经明

显偏离真值。

对比图５（ｂ）、图６可以看出，抗差ＥＫＦ算法

能够控制单粗差及多粗差对导航解的影响，对于

单粗差及多粗差的消除效果令人满意。可以看

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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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本文算法对缓慢误差的抑制同样取得了好的

效果。进一步对比图５（ａ）还可以看出，由于飞行

器速度突变导致估计位置的似异常值，本文算法

能够有效地识别并给予保留（图６标注处）。

图５　ＥＫＦ定位误差（犈，犖，犝）

Ｆｉｇ．５　ＥＫ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犈，犖，犝）

图６　抗差ＥＫＦ定位误差（加入粗差）

Ｆｉｇ．６　ＲｏｂｕｓｔＥＫ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

表２给出了加入粗差后ＥＫＦ与抗差ＥＫＦ的

位置估计结果与加入粗差前ＥＫＦ估计结果的差

值。可以看出，采用抗差ＥＫＦ算法，导航解的精

度从ｄｍ级变为ｃｍ级甚至ｍｍ级，导航精度及可

靠性得到明显提高。

表２　定位结果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ｓ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历元

／ｓ

ＥＫＦ／ｍ 抗差ＥＫＦ／ｍ

犈 犖 犝 犈 犖 犝

４００ －０．２７５ ０．２１１ －０．２０２－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７ －０．１７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１

６００ ０．２９５ －０．１９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７００ ０．４７６ －０．０８７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８００ ０．５２０ －０．２２６ ０．３３７－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７

９００ ０．５５４ －０．７２３ ０．１９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５

４　结　语

本文在分析ＥＫＦ算法的基础上，采用类似

ＩＧＧⅢ权函数的形式，构造了ＥＫＦ的抗差增益矩

阵，给出了抗差ＥＫＦ的计算步骤。模拟 ＧＮＳＳ／

ＩＮＳ导航平台及观测数据，并加入单粗差、多粗差

及缓慢增长误差，对比算法导航参数的求解精度

及可靠性。本文算法将定位及导航完备性监测集

中在同一算法中完成，为组合导航提供了一种快

速可靠的求解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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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征稿简则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是由武汉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测绘专业学术期刊，ＥＩ、ＣＳＡ、ＳＡ、

РЖ等国际著名检索系统均收录本刊发表的论文。为进一步提高刊登论文的代表性，发挥本刊在国内外的学

术辐射优势，特面向国内外公开征稿。

１．稿件内容：本刊主要刊登有关数字摄影测量、遥感技术与应用、地图学与ＧＩＳ、卫星大地测量、物理大地

测量与地球动力学、测绘工程图形图像学相关学科的学术论文，稿件要求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或重大应用价

值。所有来稿文责自负。来稿一般不退。

２．稿件要求：来稿应符合科技论文著作要求，论点明确，论证严谨，内容创新，数据可靠，方法科学，文字通

达、简洁，字数一般在８０００字以内。来稿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有关出版标准，附３００字以内的中

文摘要和相对应的英文摘要，并附有中英文关键词。摘要要有自含性，要能反映论文的核心内容。作者署名

应符合著作权法规定，基金资助论文应注明基金名称、项目编号。

３．投稿要求：本刊接受电子投稿（Ｅｍａｉ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ｗ＠ｗｈｕ．ｅｄｕ．ｃｎ，（０２７）６８７７８４６５），但投稿后请务必打电

话进行确认。投稿时请附上第一作者简介（中英文）、Ｅｍａｉｌ、通讯方式及所有作者详细的通信地址。所投稿

件的图表、公式应清楚，易混淆的字符应注明；所附照片应符合制版要求；参考文献著录内容齐全，格式符合有

关标准，并按引用的先后顺序于文中标出；不准一稿两投。一经投稿，视为作者授权编辑部可作不影响作者论

点的必要文字加工。

４．鉴于本刊已整体加入“中国知网”等数据库，若无特别声明，所有投稿视为作者同意在本刊出版印刷版

的同时授权出版光盘版及进入因特网。本刊所付稿酬包含此项收益。

５．来稿经本刊组织的同行专家评议、审查同意刊登后，将酌收版面费。一经刊用，即付稿酬。一般情况

下，投稿３个月左右会通过Ｅ－ｍａｉｌ进行答复，对于３个月后无答复的稿件，作者可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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