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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分步式滤波的多传感器
组合导航系统算法研究

林雪原１　衣　晓１

（１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烟台市二马路８８号，２６４００１）

摘　要：提出了一种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的分步滤波算法。当所有传感器的观测值到来时，首先对该时刻

的系统状态进行预测，然后利用常规卡尔曼滤波器和各导航传感器的观测值依次对该时刻的状态向量估计

值进行更新，进而得到该时刻状态向量基于全局信息的最优融合估计。最后利用 ＧＰＳ／ＳＳＴ／高度表／ＳＩＮＳ

多组合导航系统对上述算法进行验证。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与集中式卡尔曼滤波算法的估计精度相同，但

计算量得到降低。

关键词：卡尔曼滤波；多传感器组合导航；滤波精度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Ｐ２０７

　　对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进行最优组合有两

种途径：集中式卡尔曼滤波和分散化卡尔曼滤

波［１］。在众多的分散化滤波方法中，Ｃａｒｌｓｏｎ提出

的联邦滤波器由于设计灵活、计算量小、容错性能

好而受到重视［２］。而集中式卡尔曼滤波是利用一

个卡尔曼滤波器来集中地处理所有导航子系统的

信息，虽说集中式卡尔曼在理论上可以给出误差

状态的最优估计，但它有以下两个缺点：① 计算

负担重，不利于滤波的实时运行；② 容错性能差，

不利于故障诊断［１］。

１　犌犘犛／犛犛犜／高度表／犛犐犖犛多组合导

航系统数学模型

　　本文以输出速度、位置信息的 ＧＰＳ，输出三

维姿态信息的捷联星光跟踪仪（ＳＳＴ），输出高度

信息的高度表和捷联惯导系统ＳＩＮＳ为组合对象

进行多传感器组合研究。

１．１　犌犘犛／犛犛犜／高度表／犛犐犖犛状态方程

采用ＳＩＮＳ的误差方程作为系统的状态方

程，导航坐标系选用东北天坐标系，通过对ＳＩＮＳ

的性能及误差源的分析，可以获得滤波器的误差

方程为［３］：

犡（狋）＝犉（狋）犡（狋）＋犌（狋）犠（狋） （１）

对上述方程进行离散化，可得［４］：

犡（犽＋１）＝Φ（犽＋１，犽）犡（犽）＋Γ（犽＋１，犽）犙（犽）

（２）

２．２　犌犘犛／犛犛犜／高度表／犛犐犖犛量测方程

组合导航系统共有３组观测值。

１）ＧＰＳ给出的速度、位置与ＳＩＮＳ给出的速

度、位置之间的差值［４］。则有：

犣１（狋）＝

犞犐犈 －犞犌犈

犞犐犖 －犞犌犖

犞犐犝 －犞犌犝

（犔犐－犔犌）犚犖

（λ犐－λ犌）犚犕ｃｏｓ犔

犺犐－犺

熿

燀

燄

燅犌

＝

δ犞犈

δ犞犖

δ犞犝

犚犖δ犔

犚犕ｃｏｓ犔·δ犔

δ

熿

燀

燄

燅犺

＋

犞犈

犞犖

犞犝

犖犈

犖犖

犖

熿

燀

燄

燅犝

＝

犎犌（狋）犡（狋）＋犞犌（狋） （３）

犎犌（狋）＝
０３×３ ｄｉａｇ（１　１　１） ０３×３ ０３×９

０３×３ ０３×３ ｄｉａｇ（犚犖　犚犕ｃｏｓ犔　１） ０３×
［ ］

９

式中，犞犈、犞犖、犞犝 为ＧＰＳ接收机沿东、北、天方向 的速度误差；犖犈、犖犖、犖犝 为 ＧＰＳ接收机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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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天方向的位置误差；犚犖、犚犕 分别为地球子午

圈和卯酉圈的曲率半径。

２）由ＳＳＴ提供的载体姿态与ＳＩＮＳ给出的

姿态之间的差值［５６］。

由ＳＳＴ获得载体导航姿态，实质上是进行了

一系列坐标变换。ＳＳＴ直接输出载体在惯性空

间的姿态———赤经α、赤纬δ和旋角κ，由此可以

获得机体系对天球坐标系的变换矩阵犆犻犫；由格林

尼治恒星时角ＧＡＳＴ获得天球坐标系到地球坐

标系的变换矩阵犆犲犻；利用星光ＣＮＳＳ提供的经纬

度，又可以获得地球坐标系到导航坐标系的变换

矩阵犆狀犲。由此可以得到载体对导航坐标系的变

换矩阵犆狀犫：

犆狀犫 ＝犆
狀
犲·犆

犲
犻·犆

犻
犫 （４）

　　又由载体在导航坐标系定义的横滚角γ、俯

仰角θ和航向角ψ，可以直接获得载体对导航系

的变换矩阵犆狀犫。由以上分析可知，只要知道某个

时刻ＳＳＴ的输出和该时刻载体在地球坐标系的

经纬度和当前格林尼治恒星时角，就可以获得载

体在导航坐标系中的姿态。

由于系统状态变量没有姿态误差这一项，因

此这里需要将姿态角误差转化为捷联导航数学平

台误差角，其转换关系为：

犣２（狋）＝

δγ

δθ

δ

熿

燀

燄

燅ψ

＝
－１

ｃｏｓθ
·

ｃｏｓψ ｓｉｎψ ０

－ｓｉｎψｃｏｓθ ｃｏｓψｃｏｓθ ０

ｃｏｓψｓｉｎθ ｓｉｎψｓｉｎθ ｃｏｓ

熿

燀

燄

燅θ

φ犖

φ犈

φ

熿

燀

燄

燅犇

＋

犗γ

犗θ

犗

熿

燀

燄

燅
ψ

＝

犃３×３

φ犖

φ犈

φ

熿

燀

燄

燅犇

＋

犗γ

犗θ

犗

熿

燀

燄

燅
ψ

（５）

式中，犗γ、犗θ、犗ψ 为ＳＳＴ的姿态误差。因此，姿态

量测方程的观察矩阵为：

犎犪 （狋）３×１８ ＝ 犃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 ］９

　　３）高度表给出的高度与ＳＩＮＳ给出的高度差

值为［７］：

犣３（狋）＝ ［犺犐－犺犪］＝δ犺＋狏３ （６）

２　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的分步滤

波算法

　　鉴于集中式卡尔曼滤波器具有计算负担重以

及容错性差的特点，本文引入了分步滤波的思想。

假设犣犽１（）犻 代表第犻个（犻＝１，２，…，犖）导航子传

感器在时刻１，２，…，犽上的测量序列集合，而犣犽１

表示所有犖 个导航子传感器在时刻１，２，…，犽上

的测量序列集合，并且可以写为：

犣犽１（）犻 ＝ 狕Ｔ犻（１），狕
Ｔ
犻（２），…，狕

Ｔ
犻（犽［ ］）Ｔ （７）

犣犽１ ＝ 犣犽１（１），犣
犽
１（２），…，犣

犽
１（犖［ ］） （８）

　　分步式滤波的思想为
［８，９］：假设已经获得犽时

刻状态犡（）犽 基于全局的最优估计值犡^（ ）犽犽 ＝

犈 犡（）犽 犣犽｛ ｝１ 及相应的估计误差协方差矩阵

犘（ ）犽犽 ；当犽＋１时刻到来时，利用常规卡尔曼滤

波器和犽＋１时刻各局部观测信息依次对状态

犡 犽（ ）＋１ 进行估计，最后得到基于全局信息的最

优估计值犡^ 犽＋１犽（ ）＋１ 和相应的误差协方差矩

阵犘犽＋１犽（ ）＋１ ，具体步骤如下。

１）用犡^（ ）犽犽 和犘（ ）犽犽 计算出一步预测值

犡^ 犽＋１（ ）犽 和预测误差协方差犘 犽＋１（ ）犽 ：

犡^ 犽＋１（ ）犽 ＝Φ 犽＋１，（ ）犽 犡^（ ）犽犽 （９）

犘犽＋１（ ）犽 ＝Φ 犽＋１，（ ）犽犘（ ）犽犽

Φ
Ｔ 犽＋１，（ ）犽 ＋Γ（犽＋１，犽）犙（）犽Γ

Ｔ（犽＋１，犽）

（１０）

　 　２） 若 记 犡^１ 犽＋１（ ）犽 ＝ 犡^ 犽＋１（ ）犽 ，

犘１ 犽＋１（ ）犽 ＝犘 犽＋１（ ）犽 ，用 狕１ （犽＋１）对

犡^ 犽＋１（ ）犽 进行更新，得到状态犡 犽（ ）＋１ 基于犣犽１

和观测信息狕１（犽＋１）的估计值及其估计误差协

方差阵：

犡^１ 犽＋１犽＋（ ）１ ＝犈 犡 犽＋（ ）１ 犣犽１，狕１（犽＋１）＝

犡^１ 犽＋１（ ）犽 ＋犓１ 犽＋（ ）１

狕１ 犽＋（ ）１ －犎１ 犽＋（ ）１ 犡^１ 犽＋１（ ）犽 （１１）

犘１ 犽＋１犽＋（ ）１ ＝

犈 珟犡１ 犽＋１犽＋（ ）１珟犡Ｔ１ 犽＋１犽＋（ ）［ ］１ ＝

犐－犓１ 犽＋（ ）１犎１ 犽＋（ ）［ ］１ 犘１ 犽＋１（ ）犽 （１２）

式中，犓１ 犽（ ）＋１ ＝犘１ 犽＋１（ ）犽犎Ｔ
１（犽＋１）［犎１（犽

＋１）犘１（犽＋１｜犽）犎
Ｔ
１（犽＋１）＋犚１（犽＋１）］

Ｔ。

３）若 记 犡^２ 犽＋１（ ）犽 ＝犡^１ 犽＋１犽（ ）＋１ ，

犘２ 犽＋１（ ）犽 ＝犘１ 犽＋１犽（ ）＋１ ，用狕２（犽＋１）对

犡^１ 犽＋１犽（ ）＋１ 进行更新，得到状态犡 犽（ ）＋１ 基

于犣犽１ 和观测信息狕１（犽＋１）、狕２（犽＋１）的估计值和

相应的估计误差协方差阵：

犡^２ 犽＋１犽＋（ ）１ ＝犈 犡 犽＋（ ）１ 犣犽１，狕１（犽＋１），

狕２（犽＋１） ＝犡^１ 犽＋１（ ）犽 ＋∑
２

犻＝１

犓犻 犽＋（ ）１

狕犻 犽＋（ ）１ －犎犻 犽＋（ ）１ 犡^犻 犽＋１（ ）［ ］犽 　

（１３）

犘２ 犽＋１犽＋（ ）１ ＝犈 珟犡２ 犽＋１犽＋（ ）１珟犡Ｔ２

犽＋１犽＋（ ）１ ＝∏
２

犻＝１

犐－犓２＋１－犻 犽＋（ ）１犎２＋１－［ 犻

犽＋（ ）］１ 犘１ 犽＋１（ ）犽 （１４）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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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犓２（犽＋１）＝犘２（犽＋１｜犽）犎
Ｔ
２ （犽＋１）·

［犎２（犽＋１）犘２（犽＋１｜犽）犎
Ｔ
２（犽＋１）＋犚２（犽＋１）］

Ｔ。

４）若已得到状态犡（犽＋１）基于犣犽１ 和观测信

息狕１（犽＋１）、狕２（犽＋１）、"、狕犼－１（犽＋１）的估计值

犡^犼－１（犽＋１｜犽＋１），若记^犡犼（犽＋１｜犽）＝^犡犼－１（犽＋１

犽＋１），犘犼（犽＋１｜犽）＝犘犼－１（犽＋１｜犽＋１），用狕犼（犽

＋１）（３≤犼≤犖）对^犡犼－１（犽＋１｜犽＋１）进行更新，得

到状态犡（犽＋１）基于犣犽１ 和观测信息狕１（犽＋１）、狕２

（犽＋１）、"、狕犼（犽＋１）的估计值和相应的估计误差

协方差阵：

犡^犼（犽＋１狘犽＋１）＝犈 犡（犽＋１）狘犣
犽
１，狕１（犽＋

１），狕２（犽＋１），…，狕犼（犽＋１） ＝犡^１（犽＋１狘犽）＋

∑
犼

犻＝１

犓犻（犽＋１）［狕犻（犽＋１）－犎犻（犽＋１）

犡^犻（犽＋１狘犽）］ （１５）

犘犼（犽＋１犽＋１）＝犈［珟犡犼（犽＋１狘犽＋１）珟犡
Ｔ
犼

（犽＋１狘犽＋１）］＝∏
犼

犻＝１

［犐－犓犼＋１－犻（犽＋１）犎犼＋１－犻

（犽＋１）］犘１（犽＋１狘犽） （１６）

式中，犓犼（犽＋１）＝犘犼（犽＋１｜犽）犎
Ｔ
犼 （犽＋１）·

［犎犼（犽＋１）犘犼（犽＋１｜犽）犎
Ｔ
犼（犽＋１）＋犚犼（犽＋１）］

Ｔ。

在式（１２）～式（１６）中有：

珟犡犼（犽＋１狘犽＋１）＝犡（犽＋１）－

犡^犼（犽＋１狘犽＋１）　（３≤犼≤犖） （１７）

　　根据以上算法，可以得到状态犡（犽＋１）基于

全局信息的最优融合估计值 犡^（犽＋１｜犽＋１）和相

应的估计误差协方差矩阵犘（犽＋１｜犽＋１）：

犡^（犽＋１犽＋１）＝犡^犖（犽＋１犽＋１）＝犡^１

（犽＋１狘犽）＋∑
犖

犻＝１

犓犻（犽＋１）［狕犻（犽＋１）－

犎犻（犽＋１）^犡犻（犽＋１狘犽）］ （１８）

犘（犽＋１狘犽＋１）＝犘犖（犽＋１狘犽＋１）＝∏
犖

犻＝１

［犐－犓犖＋１－犻（犽＋１）犎犖＋１－犻（犽＋１）］犘１（犽＋１狘犽）

（１９）

　　上述分步式滤波过程如图１所示，其中虚线

框内的分步更新过程由图１（ｂ）给出
［８］。

图１　分步式滤波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ＳｔｅｐｂｙＳｔｅｐ

３　仿真实验及分析

仿真系统采用飞行动态仿真和真实导航传感

器误差数据生成动态数据的方式。飞行航迹按微

小型飞行器的飞行特性及应用需求设定，包括爬

升、直飞、转弯、下滑等过程。飞行器的初始姿态

设为载体水平，航向９０#

，初始位置（１１８°，２９°，５０

ｍ），滤波器的初始参数主要包括惯性传感器的噪

声参数、系统状态的初值和方差阵的初值，其仿真

结构图如图２所示。依据目前可用的 ＭＥＭＳ惯

性传感器的性能指标，给定其方差值：ＭＥＭＳ陀

螺噪声均方根设为０．１°／ｈ，ＭＥＭＳ加速度计噪

声均方根设为１０－３犵，采样周期为０．０２ｓ，微型

ＧＰＳ的测速误差０．５ｍ／ｓ、定位误差８ｍ（１σ），

ＳＳＴ姿态误差为２００″，高度表误差为５ｍ，采样周

期为１ｓ。

仿真环境：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２ＤｕｏＰ７３５０２．０Ｇ４５

ｎｍ处理器，２Ｇ内存，软件为 Ｍａｔｌａｂ７．０４。对相

同的ＳＩＮＳ、ＧＰＳ、ＳＳＴ以及高度表仿真数据，同时

进行集中式卡尔曼滤波与分步式滤波以比较两者

的滤波精度，图３～图５分别代表了分步式滤波

后的位置、速度与姿态误差曲线。

图２　组合导航系统仿真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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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位置误差曲线

Ｆｉｇ．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

图４　速度误差曲线

Ｆｉｇ．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

图５　姿态误差曲线

Ｆｉｇ．５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

　　为了比较集中式卡尔曼滤波器与分步滤波器

的滤波精度，将分步滤波器得到的导航误差与对

应时刻的集中式卡尔曼滤波器得到的导航误差相

减，可得到图６～图８所示的两种算法的位置、速

度、姿态比较图。由此可以看出两种算法的计算

精度完全相同。

仿真时也对两种算法的滤波时间进行了比

较，如图９所示。滤波的平均时间：集中式卡尔曼

滤波为０．０８１２ｓ，分步式卡尔曼滤波为０．０５８８

ｓ，滤波速度提高了２７．６％。

图６　位置比较／ｍ

Ｆｉｇ．６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图７　速度比较／（ｍ·ｓ－１）

Ｆｉｇ．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图８　姿态比较

Ｆｉｇ．８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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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计算量比较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ｄｏｎ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分步式卡尔曼滤波

器与集中式卡尔曼滤波器具有相同的滤波精度，

但分步式卡尔曼滤波器具有较低的计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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