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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及线性化模型误差补偿的卡尔曼滤波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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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扩展卡尔曼滤波（ＥＫＦ）线性化所产生的线性化模型误差问题，使用非线性预测滤波对线性化所

引起的模型误差进行预测，并在标准ＥＫＦ的解算过程中考虑到预测所得误差的统计特性，使模型更趋于真实

情况。通过算例对改进算法的性能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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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用ＥＫＦ
［１］解算非线性问题时，需要利用

Ｔａｙｌｏｒ级数对非线性系统进行线性化处理，在截

断取至一阶项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引入了线性化

模型误差。这种线性化模型误差极易导致滤波性

能变差甚至严重影响状态估计的精度，在初始估

计值不准确时很可能导致滤波无法收敛。针对滤

波中模型误差［２］和系统误差的影响，许多学者已

经做了大量工作［３７］。

本文从对线性化模型误差进行修正的角度，

采用非线性预测滤波（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ｆｉｌｔｅ

ｒｉｎｇ，ＮＰＦ）对线性化后的模型进行模型误差预

测，得到修正后的线性化模型误差的统计特性。

１　犈犓犉与犖犘犉

ＥＫＦ是通过Ｔａｙｌｏｒ级数展开对最优项的一

阶逼近，但是这种状态方程和测量方程线性化的

过程必然引入线性化模型误差，从而影响滤波的

精度。为了减弱线性化模型误差对状态估计值的

影响，需要寻求对线性化所引起的模型误差进行

预测的有效方法。

ＮＰＦ
［８］是基于一种新的估计准则———最小模

型误差实现估计在统计意义上的最优，可以实时

地估计非线性系统的模型误差，以对模型进行修

正，得到更准确的状态估计值。

假定状态估计和输出估计由已知的状态模型

和一个待定的模型误差向量狌（狋）确定
［９］：

犡（狋）＝犳［犡（狋），狋］＋犌［犡（狋）］狌（狋） （１）

犔（狋）＝犺（犡（狋），狋） （２）

式中，犡（狋）为状态向量；狌（狋）是需要确定的模型误

差向量；犌［犡（狋）］为模型误差分布矩阵，其与模型

误差狌（狋）的乘积可以反映状态方程中的模型误

差所存在的位置；犔（狋）为连续形式的观测向量。

观测方程（２）的离散形式为：

犔犽 ＝犺［犡（狋犽）］＋狏犽 （３）

式中，狏犽 为高斯白噪声测量误差序列。

对式（２）中的输出估计 犔^（狋）在狋犽→狋犽＋１作

Ｔａｙｌｏｒ展开为：

犔^（狋犽＋１）＝犔^（狋犽）＋犣（^犡（狋犽），Δ狋）＋

Λ（Δ狋）犛（^犡（狋犽））狌（狋犽） （４）

式中，Δ狋＝狋犽＋１－狋犽 为采样间隔；犣（^犡（狋犽），Δ狋）的

计算公式为：

犣（^犡（狋犽），Δ狋）＝∑

犘犻

犽＝１

Δ狋
犽

犽！
犔犽犳（犺犻） （５）

Λ（Δ狋）为对角矩阵，其形式为：

Λ（Δ狋）＝ｄｉａｇ（Δ狋
犘犻／犘犻！） （６）

式中，犘犻＝１，…，犿 为对犺犻（^犡（狋犽））连续求导并代

入犡犻（狋）直到出现狌（狋）元素时的最低阶数。

犔犽犳（犺犻）定义为：

犔０犳（犺犻）＝犺犻 （７）

犔犽犳（犺犻）＝
犔

犽－１
犳 （犺犻）

^狓
Ｔ 犳（^犡，狋犽），犽≥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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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犡（狋犽））＝ｃｏｌ（犔犵犻［犔
犘犻－１
犳 （犺犻）］） （９）

ｃｏｌ表示矩阵的列向量，李导数犔犵犻的形式为
［１０］：

犔犵犻［犔
犘
犻－１
犳 （犺犻）］＝

犔
犘犻－１
犳 （犺犻）

^狓
Ｔ 犌（^犡，狋犽）（１０）

　　考虑模型误差，构造目标函数为：

犑（狌（狋犽））＝
１

２
［犔（狋犽＋１）－犔^（狋犽＋１）］

Ｔ·

Σ
－１
狏 ［犔（狋犽＋１）－犔^（狋犽＋１）］＋

１

２
狌（狋犽）

Ｔ犠狌（狋犽）

（１１）

式中，犠 为半正定权矩阵。

将式（４）代入式（９）并对犑（狌（狋犽））关于狌（狋犽）

求导，令其等于０，得
［１１］：

犠狌（狋犽）＝ ［Λ（Δ狋）犛（^犡）］
Ｔ
Σ
－１
狏 ［犔（狋犽＋１）－犔^（狋犽＋１）］

（１２）

再将式（４）代入式（１２）得到：

狌（狋犽）＝－［犛（^犡（狋犽））
Ｔ
Λ（Δ狋）

Ｔ
Σ
－１
狏Λ（Δ狋）犛（^犡（狋犽））

＋犠］－
１犛（^犡（狋犽））

Ｔ
Λ（Δ狋）

Ｔ
Σ
－１
狏 ×

［犣（^犡（狋犽），Δ狋）－犔（狋犽＋１）＋犔^（狋犽）］ （１３）

　　综上所述，ＮＰＦ算法的具体实现步骤为：

①由式（６）计算Λ（Δ狋）；② 由式（５）和式（９）计算

犣（^犡（狋犽），Δ狋）和犛（^犡（狋犽））；③ 利用新获得的观测

值犔（狋犽＋１），根据式（１３）计算［狋犽 狋犽＋１］时间内的

模型误差狌（狋犽）；④ 将计算的模型误差狌（狋犽）代入

式（１），然后通过数值方法求解常微分方程，得到

狋犽＋１时刻的状态估计值犡^（狋犽＋１）。

ＮＰＦ算法可以实时估计不准确系统模型中的

误差，实际应用中，应该事先选取合适的加权矩阵

犠 的值，一般凭经验通过多次实验的方法选取。

２　顾及线性化模型误差的犈犓犉改

进算法

　　根据ＥＫＦ，考虑线性化产生的模型误差，将

状态方程围绕当前估计值 犡^（狋｜狋犽－１）Ｔａｙｌｏｒ展开

并取至一阶近似为：

犡（狋）＝珟犳［犡（狋），狋］＋犌［犡（狋）］狌（狋）＋狑（狋）

式中，狌（狋）为线性化过程中舍去高阶项后产生的

模型误差；珟犳［犡（狋），狋］为犳［犡（狋），狋］线性化取至一

阶项的形式。

利用ＮＰＦ对狌（狋）进行预测，可以得到线性化

状态模型误差的均值。不考虑状态噪声狑（狋），根

据式（１２）可知，线性化模型误差狌（狋）的近似协方

差为［１０］：

Σ狌 ≈犠
－１［Λ（Δ狋）犛（^犡）］

Ｔ
Σ
－１
狏 ［Λ（Δ狋）犛（^犡）］（犠

Ｔ）－１

　　假设初始条件 犡^（狋｜狋犽－１）｜狋＝狋犽－１ ＝^犡犽－１，Σ（狋｜

狋犽－１）｜狋＝狋犽－１＝Σ犽－１，利用ＥＫＦ进行预测和更新，

此时，改进的连续性ＥＫＦ计算过程如下。

１）计算状态向量的预报值及其协方差阵：

犡（狋狘狋犽－１）＝犳［^犡（狋狘狋犽－１），狋］＋犌（狋）狌（狋）

（１４）

Σ（狋狘狋犽－１）＝犉［^犡（狋狘狋犽－１），狋］Σ（狋狘狋犽－１）＋

Σ（狋狘狋犽－１）犉
Ｔ［^犡（狋狘狋犽－１），狋］＋犌Σ狌（狋狘狋犽－１）＋

Σ狌（狋狘狋犽－１）犌
Ｔ
＋Σ狑（狋狘狋犽－１） （１５）

式中，模型误差狌（狋）由式（１３）计算。

２）求观测残差向量：

犲′犽＝犔犽－犺（^犡犽狘犽－１，犽） （１６）

　　３）计算滤波增益阵犓犽：

犓犽 ＝Σ
－１
狓犽狘犽－１
犎Ｔ
犽［犎犽Σ

－１
狓犽狘犽－１
犎Ｔ
犽 ＋Σ狏犽］ （１７）

　　４）利用新的观测数据 犔犽 对 狓^（狋｜狋犽－１）

和Σ（狋｜狋犽－１）进行修正：

犡^犽 ＝犡^犽狘犽－１＋犓犽［犔犽－犺（^犡犽狘犽－１，犽）］ （１８）

Σ犽 ＝ ［犐－犓犽犎犽］Σ犽狘犽－１［犐－犓犽犎犽］
Ｔ
＋犓犽Σ狏犽犓

Ｔ
犽

（１９）

　　基于 ＮＰＦ改进的ＥＫＦ算法（简称为 ＮＰＥ

ＫＦ）仅在状态向量的预报和协方差阵的计算上不

同于标准ＥＫＦ算法，其本质是在标准ＥＫＦ中加

入了线性化模型误差项狌（狋），通过ＮＰＦ得到其均

值和协方差Σ狌 后加入ＥＫＦ的预测过程中，以对

ＥＫＦ线性化过程中产生的线性化模型误差进行

修正。

３　算例与分析

考虑一个再入大气层目标跟踪问题。状态向

量由物体的位置狓１、狓２，速度狓３、狓４ 以及航空动

力学参数狓５ 组成，连续的状态方程可表示为：

狓１（狋）＝狓３（狋），狓２（狋）＝狓４（狋），狓３（狋）＝犇（狋）狓３（狋）

＋犌（狋）狓１（狋）＋狑１（狋），狓４（狋）＝犇（狋）狓４（狋）＋

犌（狋）狓２（狋）＋狑２（狋），狓５（狋）＝狑３（狋）。其中，狑（狋）是

状态噪声；犇（狋）和犌（狋）是目标所受到的外力，其

表达式为：

犇（狋）＝β（狋）ｅｘｐ［
犚０－犚（狋）

犎０
］犞（狋）

犌（狋）＝－
犌犿０

犚３（狋）
，β（狋）＝β０ｅｘｐ狓５（狋）

其中，犚（狋）＝ 狓２１（狋）＋狓
２
２（狋槡 ）表示目标距地球中

心的距离；犞（狋）＝ 狓２３（狋）＋狓
２
４（狋槡 ）表示观测目标

的速度，常数取值为：β０ ＝ －０．５９７８３，犎０ ＝

１３．４０６，犌犿０＝３．９８６０×１０
５，犚０＝６３７４。

从状态方程可以看出，状态方程线性化后仅

在狓３（狋）和狓４（狋）处存在高阶项的舍去，因此，线

４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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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的模型误差仅存在于这两项中。

雷达位于（狊狓，狊狔）＝（犚０，０），其观测方程为：

狉（犽）＝ （狓１（犽）－狊狓）
２
＋（狓２（犽）－狊狔）槡

２
＋狏１（犽）

θ（犽）＝ｔａｎ－
１ 狓２（犽）－狊狔
狓１（犽）－狊（ ）

狓
＋狏２（犽）

其中，观测噪声狏１（犽）、狏２（犽）是具有零均值的高

斯白噪声，其标准差分别为σ狉＝１０
－４ｋｍ，σθ＝

０．１７ｍ·ｒａｄ。

分别采用ＥＫＦ和 ＮＰＥＫＦ算法对上述系统

进行滤波，状态误差见图１～６，位置比较见图７、

８，表１为两种方法在１００～３００ｓ的平均误差和

均方误差统计。

表１　滤波输出量误差统计

Ｔａｂ．１　Ｅｒｒｏｒ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Ｏｕｔｐｕｔ

平均误差／ｋｍ 均方误差／ｋｍ

狓１ 狓２ 狓３ 狓４ 狓１ 狓２ 狓３ 狓４

ＥＫＦ ０．０８２０．０６２０．０５００．０４００．１０００．０８５０．０６２０．０５２

ＮＰＥＫＦ０．０２８０．０１５０．０１２０．００８０．０８８０．０７９０．０５４０．０２８

图１　ＮＰＥＫＦ位置估计误差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ＮＰＥＫＦ

　　　　
图２　ＥＫＦ位置估计误差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ＥＫＦ

　　　　
图３　ＮＰＥＫＦ速度估计误差

Ｆｉｇ．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ＮＰＥＫＦ

图４　ＥＫＦ速度估计误差

Ｆｉｇ．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ＥＫＦ

　　　　
图５　稳定后位置估计误差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ｂ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

　　　　
图６　稳定后速度估计误差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ｂｌ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

　　１）由图１～４可以看出，相比ＥＫＦ在滤波初

期严重偏离真实值，ＮＰＥＫＦ的滤波能够更快地

趋于稳定，而且不至于严重偏离真实值。这主要

是因为ＥＫＦ在解算过程中需要对非线性的状态

模型进行线性化，不可避免地引入线性化误差，致

使状态模型的先验统计特性不准确，同时，不准确

的初始估计值可能放大这种影响。而ＮＰＥＫＦ通

过采用ＮＰＦ对ＥＫＦ线性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模型

误差的统计特性进行评价，并在后期的ＥＫＦ中考

虑线性化模型误差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滤

图７　ＥＫＦ和ＮＰＥＫＦ的狓１

估计值与真值的比较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

ｗｅｅ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ｏｆ狓１

　

图８　ＥＫＦ和ＮＰＥＫＦ的狓２

估计值与真值的比较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

ｗｅｅ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ｏｆ狓２

５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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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性能，从图７、８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２）由图５、６和表１可以看出，滤波稳定后

ＮＰＥＫＦ的精度比ＥＫＦ有所提高，但是 ＮＰＦ中

模型误差的加权矩阵的选取会影响滤波效果，而

实际解算中无法准确地给出其值，只能通过大量

实验选择相对准确的加权值。

４　结　语

通过非线性预测滤波对ＥＫＦ滤波线性化所

引起的模型误差进行统计特性的分析，并在滤波

解算中考虑线性化模型误差的影响，一定程度上

能有效改善ＥＫＦ滤波对非线性系统进行线性化

过程中所引起的精度损失，提高滤波收敛的速度。

该方法还有值得进一步改进和研究的问题，如非

线性预测滤波过程中加权矩阵的选取、滤波初始

估计值的选取以及非线性系统的非线性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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