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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探测噪声相关性的图解法，直观地确定噪声的相关程度；基于统计检验的思想设计零假设，并

构造检验统计量，给出了探测相关性的假设检验法。结果表明，图解法和假设检验法均能有效地判断噪声的

相关性，实用中可将两种方法相结合，以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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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导航定位参数估计主要采用序贯最小二

乘和Ｋａｌｍａｎ滤波，两者均基于高斯白噪声假设，

在观测噪声具有时间相关性的情况下，两种方法

均不能保证估计结果的实际可靠性［１］。白噪声是

一种理想的噪声，实际系统中的观测噪声可能不

属于白噪声序列，具有有色噪声的性质。在这种

情况下，多种处理相关性噪声的方法相继被提

出［１１０］，这些方法可以统称为去相关方法。然而，

这些研究都立足于减弱噪声相关性所带来的影

响，对相关性探测方法的研究还很少，文献［１１，

１２］提出根据自相关函数的分布进行逐个检验来

探测噪声相关性的方法，但是该方法需对不同时

延的自相关函数进行多次检验，效率低下。

在噪声具有较强相关性的情况下，必须对其

进行去相关处理。然而，若在某段时间内的噪声

是白噪声，仍使用去相关的方法往往会增加解算

负担，影响数据处理的效率，降低整个滤波解算的

精度［１２］。在导航定位实践中，往往无法预先判断

出噪声是白噪声还是有色噪声，如果对可能存在

的相关性不加考虑，精度和可靠性得不到保证；如

果数据处理的整个过程都使用去相关的方法，就

会降低效率甚至精度。因此，对噪声相关性的探

测方法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正确的探测方法

可以准确判断出观测噪声的特性，以便自适应地

采取相应的处理方法。本文研究了图解法和假设

检验法两种探测噪声时间相关性的方法。

１　相关性信息量的选取

要实现对噪声相关性的探测，首先需要找到

能够反映这种相关性的信息量，该信息量要能最

大限度地保留相关性信息，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序贯最小二乘和Ｋａｌｍａｎ滤波都会受到观测噪声

相关性的影响，不失一般性，下面以Ｋａｌａｍｎ滤波

为例进行讨论。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新息和观测残差分别为：

珚犞犽 ＝犃犽珚犡犽－犔犽 （１）

犞犽 ＝犃犽^犡犽－犔犽 （２）

其中，犃犽 为观测系数阵；犔犽（犔犽＝犃犽犡犽＋犲犽）为观

测向量；珚犞犽 为新息；珚犡犽 为状态预测值；犞犽 为残差；

犡^犽 为状态估计值。

设观测噪声为犲犽，若其为有色噪声，导致观测

值犔犽 具有时间相关性，则新息珚犞犽 和残差犞犽 将反

映这种相关性，因此可以考虑将新息或残差作为

相关性信息量。如果不存在动力学模型误差，使

用新息或残差都可行，但是如果动力学模型具有

系统漂移或异常误差，将会对新息珚犞犽 的值造成影

响［４］。相对而言，残差犞犽 能较完整地反映噪声的

相关性，更适合作为信息量。将犞犽 作为噪声犲犽

的虚拟观测值，对犞犽 进行研究。

通常，相关性噪声可以使用一个 ＡＲ模型来

逼近［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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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犽 ＝β１犲犽－１＋β２犲犽－２＋…＋β狇犲犽－狇＋η犽 （３）

用相关信息量犞犽 代替犲犽 有：

犞犽 ＝β１犞犽－１＋β２犞犽－２＋…＋β狇犞犽－狇＋η犽 （４）

这样就把对噪声相关性的研究转化为对残差犞犽

的研究。

２　图解法探测相关性

设噪声模型为式（３），这里先讨论一种简单情

况：观测噪声为一阶ＡＲ模型犲犽＝β犲犽－１＋η犽，且β

＞０，此时犲犽 和犲犽－１之间是正的相关。如果不存

在白噪声η犽，犲犽 和犲犽－１之间的关系将变得非常简

单，即犲犽＝β犲犽－１，若将犲犽－１作为横坐标，犲犽 作为纵

坐标，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图１所示。这种表示

犲犽 和犲犽－１关系的图可以称之噪声相关图。若考虑

到η犽 的影响，两者的严格线性关系遭到破坏，噪

声相关图的形式如图２所示。

图２和图１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犲犽 不仅受

到犲犽－１的倾向性影响，还受到η犽 的扰动影响。如

果将图２中的点作为一个整体，整体的分布仍然具

有明显的线性倾向性，点基本都聚集在东北西南

方向。同理，如果β＜０，则噪声将呈现负的相关，

犲犽－１对犲犽 产生负的倾向性影响，此时的相关图中的

点将沿着西北东南方向分布。由此可得，如果噪

声相关，其相关图中点的分布具有线性倾向性。

如果噪声序列 犲｛ ｝犽 不相关，即犲犽 为白噪声，

此时的相关图具有如图３所示的形式。显然，白

噪声相关图的点位分布没有线性倾向性，表现为

一系列杂乱无章分散分布的点。

图１　犲犽＝β犲犽－１

Ｆｉｇ．１　犲犽＝β犲犽－１
　
图２　犲犽＝β犲犽－１＋η犽

Ｆｉｇ．２　犲犽＝β犲犽－１＋η犽
　
图３　犲犽＝η犽

Ｆｉｇ．３　犲犽＝η犽

白噪声与有色噪声的相关图分布特征不同，

提供了直观判断噪声时相关特性的方法。为了清

楚地说明问题，前面在噪声为一阶ＡＲ模型犲犽＝

β犲犽－１＋η犽 的情况下进行分析，实际上，对于任何

模型表示的有色噪声（如式（３）），只要犲犽 和犲犽－１

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犲犽－１就会对犲犽 产生趋势性

的影响，这种趋势性表现为噪声相关图上的线性

倾向性。

实际应用中，用残差犞犽 作为犲犽 的虚拟观测

值来代替犲犽，作残差相关图，通过图形中点的分布

规律来判断噪声是否具有相关性，这种检验噪声

相关性的方法称为噪声相关性探测的图解法。如

果残差相关图的各个点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倾向

性，可判断噪声相关，倾向程度反映了相关程度。

如果图中的各个点呈现分散无规律的分布，则判

断噪声没有相关性或相关性弱。

图解法探测噪声相关性的优点是直观，但是

这种方法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不能完全依赖，

因此，图解法只能作为探测相关性的辅助方法。

３　假设检验法探测相关性

对于一个平稳随机序列 狕｛ ｝狋 ，其自协方差函

数狉犼、方差狉０、标准相关函数ρ犼 的定义可见文献

［１３］，若有 狕｛ ｝狋 的长度为犖 的样本（狕１，狕２，…，

狕犖），有如下定义
［１３］：

　　采样自协方差函数

狉^犼 ＝
１

犖∑
犖－犼

狋＝１

（狕狋－珔狕）（狕狋＋犼－珔狕），犼＝０，１，２，…

（５）

　　采样方差

狉^０ ＝
１

犖∑
犖

狋＝１

（狕狋－珔狕）
２ （６）

　　采样标准相关函数：

＾
ρ犼 ＝狉^犼／^狉０，犼＝０，１，２，… （７）

　　对于长度为犖 的残差序列 犞｛ ｝犽 ，用犞犽 替换

上面各式中的狕狋，便可得到序列 犞｛ ｝犽 的采样标准

相关函数＾ρ犼。由随机过程和随机序列的理论可

知，采样标准相关函数反映随机过程或随机序列

在两个时刻之间的相关程度，因此求得的＾ρ犼 能反

映序列 犞｛ ｝犽 的时间相关性。式（５）～式（７）中的

狕狋为标量，因此先探讨犞犽 为一维向量的情况，然

后扩展至多维向量的情况。

设已获得样本数为 犖 的残差序列 犞｛ ｝犽 ，计

算序列的采样标准相关函数＾ρ犼（犼＝１，２，３，…），以

＾
ρ犼为基础，并根据假设检验的思想进行噪声相关

性检验。若 犞｛ ｝犽 为白噪声序列，则其标准相关函

数ρ犼应满足ρ１＝ρ２＝…ρ!

＝０，即假设检验的零假

设为：

犎０：ρ１ ＝ρ２ ＝ …ρ∞ ＝０ （８）

　　实际上，不需要在犼∈（１，∞）的情况下检验

ρ犼＝０，因为随着延迟量的增大，噪声相关性逐渐

减小。只需选择适当的延迟长度犿，检验犼∈（１，

犿）情况下ρ犼＝０是否都成立，此时的零假设简化

为：

犎０：ρ１ ＝ρ２ ＝ …ρ犿 ＝０ （９）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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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假设确定后，需根据零假设来构造相应的检验

统计量，恰当的统计量是有效检验噪声相关性的

关键。

序列样本数为 犖 时，采样标准相关函数＾ρ犼

的方差为［１４］：

ｖａｒ（^ρ犼）＝ （犖－犼）／犖（犖＋２） （１０）

在零假设犎０ 下，^ρ犼的期望为０，即

犈（^ρ犼）＝０ （１１）

　　由式（１０）、式（１１）可得＾ρ犼 近似服从高斯正态

分布［１１］，即＾ρ犼（犼＝１，２，３，…）服从零均值、方差为

（犖－犼）／犖（犖＋２）的正态分布。

基于＾ρ犼的分布，得出一种直观的检验方法是

以＾ρ犼为检验统计量，分别计算
＾
ρ１，^ρ２，…，^ρ犿，然后

对＾ρ１，^ρ２，…，^ρ犿分别检验来判断相关性是否存

在［１１，１２］。但是这种方法的检验次数为 犿，效率

低，而且不能从整体上反映序列的相关程度，并非

良好的检验方案。

为了提高效率、增强检验的有效性，需要构造

高效且简单实用的统计量。借鉴统计学中的思

想，本文构造如下的检验统计量：

ＣＯ＝犖（犖＋２）∑
犿

犼＝１

＾
ρ
２
犼

犖 －犼
（１２）

其中，犿为延迟长度；ＣＯ称为相关性统计量。

本文构造这样一个ＣＯ统计量，是因为它具

有独特的统计性质，对其分析如下：

ＣＯ＝ （ 犖（犖＋２槡 ）^ρ犼／ 犖－槡 犼）
２
＋…＋

（ 犖（犖＋２槡 ）^ρ犿／ 犖－槡 犿）２ （１３）

ＣＯ的主要成分就是 犖（犖＋２槡 ）^ρ犼／ 犖－槡 犼，^ρ犼 服

从零均值、方差为（犖－犼）／犖（犖＋２）的正态分布，

即

犖（犖＋２槡 ）^ρ犼／ 犖－槡 犼～犖（０，１） （１４）

　　由于＾ρ１，^ρ２，…，^ρ狀 相互独立，且ＣＯ为犿个独

立且均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的平方和，

由χ
２ 分布的定义知：

ＣＯ～χ
２（犿） （１５）

因此，构造的统计量ＣＯ服从自由度为犿的χ
２ 分

布。

由原假设 犎０ 及统计量ＣＯ的分布，可以确

定拒绝域为：

　｛（^ρ１，^ρ２，…，^ρ犿）：ＣＯ≥χ
２
α（犿）｝ （１６）

其中，α为显著性水平，本文取０．０５；χ
２
α（犿）即为

χ
２（犿）分布上的α分位点。由此得到在历元犽用

假设检验方法探测噪声相关性的步骤为：① 取出

历元犽之前的犖 个残差（犞犽－犖，…，犞犽－１，犞犽）作为

样本，构成长度为 犖 的样本序列 犞｛ ｝犽 ，计算

犞｛ ｝犽 序列的采样标准相关函数＾ρ犼（犼＝１，２，…，

犿）。② 由＾ρ犼（犼＝１，２，…，犿）计算检验统计量

ＣＯ。③ 判断ＣＯ是否落入拒绝域［χ
２
α（犿），＋

∞）内，若在拒绝域内，则拒绝原假设 犎０，认为噪

声具有时间相关性；若不在拒绝域内，则接受原假

设，认为噪声不相关。

若犞犽 为狀维向量，无法直接用式（５）～式（７）

求得向量的相关函数，需作相应的处理。设犞犽＝

［犞１，犽，犞２，犽，…，犞狀，犽］
Ｔ，其中任意元素犞犻，犽的样本

序列 犞犻，｛ ｝犽 满足式（４）所示的模型，犞犻，犽的相关信

息与犞犽 相同，因此对向量犞犽 采取如下的检验方

法：取犞犽 的第犻个元素犞犻，犽的残差序列 犞犻，｛ ｝犽 ，按

照假设检验法的三个步骤探测相关性；或者选取

两个残差序列 犞犻，｛ ｝犽 和 犞犼，｛ ｝犽 ，综合两个序列进行

检验，这样可以消除犞犻，犽中可能存在的异常误差

的影响。

与图解法不同，假设检验法基于严密的概率

统计理论，避免了图解法主观性的弊端。统计量

ＣＯ服从χ
２ 分布，计算公式简单，算法的实现非

常容易。

４　算例与分析

４．１　模拟算例

为验证两种探测相关性方法的有效性，采用

文献［１５］中的算例进行模拟计算。设目标做匀速

直线运动，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分别为：

犡犽 ＝
１ 犜［ ］
０ １

犡犽－１＋
犜２／２［ ］
犜

狑犽 （１７）

犔犽 ＝ ［ ］１ ０犡犽＋犲犽 （１８）

采样间隔犜＝１ｓ；犲犽 为观测噪声；状态噪声狑犽 是方

差为１的高斯白噪声，且与观测噪声不相关；初始

状态为犡（０）＝［９ １１］Ｔ。采用如下４种方案验证

本文两种探测方法的有效性：① 所有历元的观测

噪声为高斯白噪声序列，模拟计算５０次；② 所有

历元噪声模型为犲犽＝０．７犲犽－１＋η犽，噪声正向相关，

模拟计算５０次；③ 所有历元噪声模型为犲犽＝

－０．７犲犽－１＋η犽，噪声负向相关，模拟计算５０次；

④ 历元４００～１０００ｓ间的观测噪声模型为犲犽＝

０．７犲犽－１＋η犽，其余历元为白噪声，模拟计算５０次。

模拟计算过程中，在历元３００ｓ处使用图解

法和假设检验法对前３个方案的噪声特性进行探

测；对于第４个方案，在历元３００ｓ和６００ｓ处均

进行探测，以验证探测方法应对噪声特性变化的

能力。探测过程抽取的残差样本数犖 为２００，假

设检验法计算采样标准自相关函数所选择的延迟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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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犿为１５，即要计算＾ρ犼（犼＝１，２，…，１５）。

前３种方案的图解法效果图４（ａ）、４（ｃ）、４（ｅ）

分别显示了方案中某次模拟计算的图形，其他４９

次的结果类似。前３个方案各５０次假设检验法的

结果如图４（ｂ）、４（ｄ）、４（ｆ）所示，横坐标对应于各方

案的模拟次数，纵坐标为每次模拟计算的统计量

ＣＯ值。假设检验的拒绝域为［χ
２
０．０５（１５），＋∞），其

中χ
２
０．０５（１５）＝２４．９９６，其位置用横线标示于图中，

横线上方的区域即为拒绝域范围。将方案④在两

个历元处的５０次假设检验法结果显示于图５中，

历元３００ｓ处的结果用“圆点”表示，６００ｓ处的结

果用“星号”表示。

图４　方案①、②、③的图解法和假设检验法

Ｆｉｇ．４　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ｓ①，②ａｎｄ③

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１）图４（ａ）、４（ｃ）、４（ｅ）反映了图解法探测的

有效性。方案①的观测噪声为白噪声，其残差相

关图中的点均匀分散分布，没有呈现出线性倾向

性；方案②的噪声存在正的相关性，相关图中的点

沿东北西南方向分布；方案③的噪声存在负的相

关性，相关图中的点沿西北东南方向分布。因

此，利用图解法能较为直观地判断出噪声的特性。

２）图４（ｂ）、４（ｄ）、４（ｆ）反映了假设检验法探

测的有效性。方案①的噪声不相关，５０次模拟计

算出的检验统计量ＣＯ均不在拒绝域内，接受观

测噪声为白噪声的零假设，达到了准确判断白噪

声的效果；方案②和方案③的观测噪声都是有色

噪声，５０个ＣＯ值基本上都落入了拒绝域内，拒

绝观测噪声为白噪声的零假设，达到正确探测噪

声相关性的效果。

３）对比图４（ｄ）和图４（ｆ）发现，噪声正相关，

ＣＯ值主要落在区间（２５，９０）内；噪声负相关，ＣＯ

的取值落在区间（６０，３５０）内。显然，统计量ＣＯ

对于负的相关性更为灵敏。

４）图５表明，假设检验法能够根据噪声特性

的变化作出正确探测。３００ｓ处的观测噪声为白

噪声，统计量ＣＯ基本都在拒绝域外，认为噪声不

相关；６００ｓ处的观测噪声受到有色噪声的干扰，

统计量ＣＯ几乎都落入拒绝域内，检验结果为相

关。

４．２　实测算例

本文对采集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的实测

ＧＰＳ伪距数据进行了处理，接收机受到一定多路

径效应的影响；解算过程中使用广播星历，在第

２００、５００、８００个历元分别用图解法和假设检验法

探测其观测噪声的时相关性，各历元的图解法结

果如图６所示。假设检验法中，延迟长度犿 取

１５，残差样本数取１００，其ＣＯ值分别为８７．４９５、

７６．９５１、７４．５４２，阈值为２４．９９６。

图５　方案④的假设检验法

Ｆｉｇ．５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ｃｈｅｍｅ④

　　
图６　实测数据图解法

Ｆｉｇ．６　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ＦｉｅｌｄＤａｔａ

由于广播星历存在着较大的星历误差，加上

多路径效应的影响，ＧＰＳ观测噪声依时间相关。

图６的残差相关图表现出线性倾向性，３个历元

计算的ＣＯ值均落入拒绝域内，证明了图解法和

假设检验法的有效性。

５　结　语

１）探测相关性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内容，即探

测白噪声的非相关性和探测有色噪声的相关性。

本文探测相关性的方法能够针对观测噪声的不同

特性作出准确判断，以便采用最优的方法作相应

处理。探测方法的优点尤其体现为其自适应性，

如果观测过程中噪声的统计性质发生变化，利用

探测方法可以准确地作出判断，以采取相应的数

据处理方法，在白噪声条件下保证效率，在有色噪

声条件下保证精度。

２）本文提出的图解法和假设检验法各有特

点，图解法直观，但不能定量地表现噪声的相关性

程度；假设检验法理论严密，便于实时处理，但可

能会受到异常观测误差的影响。实用中可以结合

两种方法进行相关性探测。

３）进行探测所需的残差样本数犖 可根据需

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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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选择。一般来说，犖 越大，探测效果越好，

但是实用中应该兼顾实时性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样

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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