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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异步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融合算法

林雪原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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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不同导航传感器存在的采样率不同步（或尺度不同），提出了一种基于状态方程多尺度变换的异步

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信息融合算法。仿真结果表明，本算法不仅具有较好的实时性，而且具有较好的融合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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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的信息融合

问题，目前有以下两种途径：① 集中式卡尔曼滤

波；② 分散化卡尔曼滤波。由于集中式卡尔曼滤

波存在计算负担重以及容错性能差的缺点，分散

化滤波在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１］，其中Ｃａｒｌｓｏｎ提出的联邦滤波器受到了

重视［２］。在目前现有的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研

究中，大多是假设所有子导航传感器均采样同步，

即具有相同的采样率，同步把数据送到融合中心。

然而，在实际系统中，经常遇到的却是各子导航传

感器具有不同的采样率，这样会产生各子导航传

感器数据异步的问题，因此，开展对异步多传感器

组合导航系统的融合算法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针对异步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的信息融合

算法，目前研究的较少，文献［３４］提出了两种算法

（以下称为算法１），其核心思想为：当子导航传感

器在融合时刻没有测量值时，利用卡尔曼滤波的时

间更新使得各子滤波器信息同步，进而在融合中心

进行信息融合。本文根据多尺度思想，提出了一种

异步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的最优信息融合算法，

基于计算机理论仿真验证，相对于算法１，该方法不

仅具有较好的融合精度，而且其计算量得以降低。

１　异步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的滤

波算法

１．１　系统描述

假设犻＝１，２，…，犖 表示传感器的序号，对于

具有不同采样率犛犻 的传感器，根据多尺度的思

想［５］，此处假设犻也表示尺度，具有最高采样率的

第犖 个传感器对应于最细尺度，而具有最低采样

率的第犻＝１个传感器对应于最粗尺度。假设狀犻

为任意正整数，传感器犻和犼之间的采样率之比

可以是任意正有理数，即

犛犻／犛犼 ＝狀犼／狀犻 （１）

且有：

犛犻＝犛犖／狀犻，犻＝１，２，…，犖－１ （２）

　　此处考虑一种多传感器单模型动态系统，假

设已知各子导航传感器的观测方程、在最高采样

率下的系统状态方程，并假设不同子导航传感器

以不同采样速率进行观测，系统模型为：

犡 犖，犽＋（ ）１ ＝Φ 犖，（ ）犽犡 犖，（ ）犽 ＋

Γ 犖，（ ）犽犠 犖，（ ）犽 （３）

犣犻，（ ）犽 ＝犎犻，（ ）犽犡 犻，（ ）犽 ＋犞犻，（ ）犽 ，

犻＝１，２，…，犖 （４）

式中，犡 犖，（ ）犽 ∈犚
狀×１表示最高采样率犛犖 下犽时

刻的系统状态；Φ 犖，（ ）犽 ∈犚
狀×狀是系统一步转移

矩阵；Γ 犖，（ ）犽 为系统噪声驱动阵；系统噪声

犠 犖，（ ）犽 ∈犚
狀×１是一均值为零的高斯白噪声，协

方差为犙 犖，（ ）犽 ；犣犻，（ ）犽 ∈犚狇犻
×１
狇犻≤（ ）狀 为第犻个

子导航传感器在采样率犛犻 下获得的第犽个观测

值；犎犻，（ ）犽 ∈犚狇犻
×狀是观测矩阵；观测噪声犞犻，（ ）犽

∈犚狇犻
×１是一均值为零的高斯白噪声，协方差为

犚犻，（ ）犽 ，且不同尺度间的观测噪声互不相关。

根据式（２），犻尺度上第犽个采样点的值与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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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上第狀犻犽时刻采样点的值相对应，即有：

犡犻，（ ）犽 ＝犡 犖，狀犻（ ）犽 ，犻＝１，２，…，犖－１　

（５）

　　为理解方便起见，图１给出了３个（犖＝３）具

有不同采样率的子导航传感器采样示意图，其中

犖＝３，狀３＝１，狀２＝２，狀１＝３。

状态变量初始值犡 犖，（ ）０ 为一随机向量，均

值为 犡０，协 方 差 为犘０。且 假 设 犡 犖，（ ）０ 、

犠 犖，（ ）犽 和犞犻，（ ）犽 之间是统计独立的，即有：

犈 犠 犖，（ ）［ ］犽 ＝０，ｃｏｖ犠 犖，（ ）犽 ，犠 犖，（ ）［ ］犼 ＝

犙 犖，（ ）犽δ犽犼

犈犞犻，（ ）［ ］犽 ＝０，ｃｏｖ犞犻，（ ）犽 ，犞犻，（ ）［ ］犼 ＝

犚犻，（ ）犽δ犽犼

ｃｏｖ犠 犖，（ ）犽 ，犞犻，（ ）［ ］犼 ＝０

图１　多导航传感器多速率采样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ｅｎｓｏｒ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ＲａｔｉｏＳａｍｐｌｅ

１．２　系统模型的建立

下面推导基于尺度的异步多传感器组合导航

系统信息融合算法［５６］。根据式（５），有：

犡犻，犽＋（ ）１ ＝犡 犖，狀犻犽＋狀（ ）犻 ＝

Φ犻，（ ）犽犡 犻，（ ）犽 ＋Γ犻，（ ）犽犠 犻，（ ）犽 （６）

其中，

Φ犻，（ ）犽 ＝ ∏
０

犾＝狀犻－１

Φ 犖，狀犻犽＋（ ）犾 （７）

犠 犻，（ ）犽 ＝ 犠Ｔ 犖，狀犻（ ）犽 犠Ｔ 犖，狀犻犽＋（ ）１ … 犠Ｔ 犖，狀犻犽＋狀犻－（ ）［ ］１
Ｔ （８）

Γ犻，（ ）犽 ＝ ∏
１

犾＝狀犻－１

犃 犖，狀犻犽＋（ ）犾Γ 犖，狀犻（ ）犽 ∏
２

犾＝狀犻－１

犃 犖，狀犻犽＋（ ）犾Γ 犖，狀犻犽＋（ ）１［ …

犃 犖，狀犻犽＋狀犻－（ ）１Γ 犖，狀犻犽＋狀犻－（ ）２ Γ 犖，狀犻犽＋狀犻－（ ）］１ （９）

且有：

犙犻，（ ）犽 ＝犈 犠 犻，（ ）犽犠Ｔ 犻，（ ）｛ ｝犽 ＝ｄｉａｇ犙 犖，狀犻（ ）犽 犙 犖，狀犻犽＋（ ）１ … 犙 犖，狀犻犽＋狀犻－（ ）｛ ｝１

（１０）

　　可以证明，ｃｏｖ 犠 犻，（ ）犽 ，犞犻，（ ）［ ］犼 ＝０。因

此，结合式（３）、式（４）和式（６）～式（１０），有尺度犻

上的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

犡犻，犽＋（ ）１ ＝犃犻，（ ）犽犡犻，（ ）犽 ＋Γ犻，（ ）犽犠 犻，（ ）犽

（１１）

犣犻，（ ）犽 ＝犎犻，（ ）犽犡犻，（ ）犽 ＋犞犻，（ ）犽 ，

犻＝１，２，…，犖 （１２）

系统噪声和观测噪声为互不相关的零均值的高斯

白噪声，协方差分别为犙犻，（ ）犽 和犚犻，（ ）犽 。

１．３　融合算法的建立
［６］

首先，对系统式（１１）、式（１２）进行卡尔曼滤波

可得尺度犻上状态的估计值和相应的估计误差协

方差犡^ 犻，（ ）犽犽 和犘犻，（ ）犽犽 ，犻＝１，２，…，犖。

其次，实时融合各子导航传感器的观测信息，

以获得最细尺度上犡 犖，（ ）犽 的犡^犳 犖，（ ）犽犽 和相

应的估计误差协方差犘犳 犖，（ ）犽犽 。其具体的融

合算法如下。

１）对任意犻＝１，２，…，犖－１，若有ｋｍｏｄｎ犻≠

０（犽除以狀犻的余数不为０），如图１中的采样时刻

１、５、７、１１，则 犡^犳 犖，（ ）犽犽 ＝ 犡^ 犖，（ ）犽犽 ，

犘犳 犖，（ ）犽犽 ＝犘 犖，（ ）犽犽 。

２）若存在犻１，犻２，…，犻犼（１≤犻１，犻２，…，犻犼，犼≤犖

－１），满足ｋｍｏｄｎ犻
狆
＝０（狆＝１，２，…，犼），则：

犡^犳 犖，（ ）犽犽 ＝β０犻，（ ）犽 犡^ 犖，（ ）犽犽 ＋

∑
犼

狆＝１
β狆 犻，（ ）犽 犡^ 犻狆，犾狆 犾（ ）狆 （１３）

犘犳 犖，（ ）犽犽 ＝

犘－１ 犖，（ ）犽犽 ＋∑
犼

狆＝１

犘－１犻狆，犾狆 犾（ ）［ ］狆

－１
，

犾狆 ＝犽／狀犻狆，狆＝１，２，…，犼 （１４）

其中，

β０犻，（ ）犽 ＝ 犘－１ 犖，（ ）犽犽 ＋∑
犼

狆＝１

犘－１犻狆，犾狆 犾（ ）［ ］狆

－１
·

犘－１ 犖，（ ）犽犽 （１５）

β狆 犻，（ ）犽 ＝ 犘－１ 犖，（ ）犽犽 ＋∑
犼

狆＝１

犘－１犻狆，犾狆 犾（ ）［ ］狆

－１
·

犘－１犻狆，犾狆 犾（ ）狆 ，狆＝１，２，…，犼 （１６）

据此，可得多采样率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信息

融合状态估计算法框图如图２所示。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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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多采样率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信息

融合状态估计算法框图

Ｆｉｇ．２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ｕｌｔｉ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Ｓｅｎｓｏｒ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ｅ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２　仿真实验及分析

　　针对多级式无反馈滤波算法与无反馈联邦滤

波算法，本文采用ＳＩＮＳ／ＧＰＳ／ＳＳＴ／高度表多组

合导航系统进行性能仿真，组合系统取东北天坐

标系，全局状态共１８个，并且系统采取反馈修正

法对ＳＩＮＳ的导航参数进行实时修正，其状态方

程与各子滤波器的量测方程可参见文献［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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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

下过程———加速、爬升、平直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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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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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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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ｓ，ＭＥＭＳ加速度计噪声均

方根设为１０－３ｇ，采样周期为０．０２ｍ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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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ＧＰＳ、

ＳＳＴ、高度表的采样周期分别为１ｓ、２ｓ、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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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同时进行了基于本文算法与算法１的滤波估计以

比较两者的滤波精度，其中图３分别代表了基于

本文算法与算法１的位置、速度与姿态误差对比

曲线；图４为系统仿真轨迹；图５为两种算法的计

算量对比。

图３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表１　实验结果数据统计对比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

算法

类型

统计

类型

经度误

差／ｍ

纬度误

差／ｍ

高度误

差／ｍ

东向速度误差

／（ｍ·ｓ－１）

北向速度误差

／（ｍ·ｓ－１）

天向速度误差

／（ｍ·ｓ－１）

横滚角误

差／（°）

俯仰角

误差／（°）

航向角

误差／（°）

本文

算法

平均值 －０．７８１９ －０．３７６２ －０．２７２７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１１

最大值 １．２８７４ ２．１４２１ １７．４５９４ ０．３６３０ ０．３６１５ ０．２５０３ ０．６３６４ １．３１０７ ２．６９１１

最小值 －２．９０２１ －２．４１２６ －６．１８５２ －０．５８８５ －０．３６７１ －０．３４７０ －０．５６０６ －０．５６３１ －３．３５６３

均方差 ０．６２４８ ０．６７７１ ４．４４１７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２０４ ０．１８０１

算法

１

平均值 －０．８４２４ －０．３７７９ －０．３１０２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３

最大值 ２．０６８３ １．７３９６ １７．４５９４ ０．４９１７ ０．３４００ ０．２８２３ ０．７５５６ １．４７９３ ２．３２４９

最小值 －４．２８６５ －５．７５０９－１４．２９８０ －０．６７６４ －０．３５４５ －０．３６５２ －０．７３１７ －１．４６３５ －２．２７９２

均方差 ２．０２３６ １．３４８５ ７．０２７４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３７５ ０．０５８３ ０．６６５２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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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仿真飞行轨迹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ａｔｉｏｎＦｌｉｇｈｔＴｒａｃｅ
　　　　　　

图５　本文算法与算法１的计算量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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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种算法的计算量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算法类型
平均滤波

时间／ｓ

最大滤波

时间／ｓ

最小滤波

时间／ｓ

滤波时间

变化方差／ｓ

本文算法 ０．０８７４ ０．１６９９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９１６

算法１ ０．１３４２ ０．７４５３ ０．０９２４ ０．３２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相对于算法１，基于

本文算法的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不仅具有较高

的滤波精度，而且具有较低的计算量。算法１是

一种次优滤波方法，而本文算法是一种最优滤波

方法，进而为其实际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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