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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预测残差和选权滤波构造的分类因子
在犌犘犛／犐犖犛组合导航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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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组合导航观测个数少、采用单因子自适应滤波会损失间接可测参数精度的问题，利用预测残差和

选权滤波思想构造了分类自适应因子。实测算例计算结果表明，该算法不仅能够很好地控制状态扰动异常影

响，而且还能避免损失间接可测参数的精度，进一步提高了导航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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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运动载体定位与导航数据处理中一般应用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算法。可靠的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要求有

可靠的函数模型、随机模型以及合理的估计方法，

一旦这些不可靠就会导致滤波结果次优甚至发

散。针对这个问题，众多学者给出了多种解决方

法，可以分为几种类型［１］：交互式多模型［２，３］、自适

应估计统计模型和自适应因子模型［４８］。

在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中，观测个数一般少

于状态参数的个数，只能采用两段法函数或者指

数函数构造的单因子自适应滤波。而且，姿态角

误差、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误差等参数是间接可测

参数［９］，无法直接通过观测值计算得到，若采用单

因子自适应滤波对这类参数协方差矩阵进行控

制，必然会损失这类参数的估计精度。本文基于

预测残差、分类因子自适应滤波和选权滤波思

想［１０］，将组合导航中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参数赋予

不同的自适应因子，以适应实际导航需要。

１　根据预测残差构造的自适应因子

在组合导航中的应用

　　在地固坐标系中，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系统连

续状态方程为：

犡犽 ＝犉犽，犽－１犡犽＋犌犽犠犽 （１）

其中，犡犽＝［δ狓　δ狔　δ狕　δ狓　δ狔　δ狕　φ狓　φ狔

　φ狕　ε狓　ε狔　ε狕　犪狓　犪狔　犪狕］
Ｔ；犉犽 为连续系统

的状态转移矩阵；犌犽 为系统的动态噪声矩阵；犠犽

为系统的过程白噪声矢量。

将式（１）离散化，可得：

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狑犽 （２）

其中，犡犽、犡犽－１分别为犽和犽－１历元的状态向量；

狑犽 为动力学模型噪声向量，其协方差阵为Σ狑犽；

Φ犽，犽－１为离散后的状态转移矩阵。

采用松组合方式，取ＧＰＳ和ＩＮＳ输出的位置

和速度之差作为观测量，构造量测方程。设

ＧＰＳ、ＩＮＳ在地固坐标系中的位置和速度输出分

别为狉ｇｐｓ、狏ｇｐｓ和狉ｉｎｓ、狏ｉｎｓ，则观测量为：

犔犽 ＝
狉ｇｐｓ－狉ｉｎｓ

狏ｇｐｓ－狏
［ ］

ｉｎｓ

（３）

误差方程为：

犞犽 ＝犃犽^犡犽－犔犽 （４）

式中，犃犽 为量测矩阵；犔犽 为观测向量，其协方差矩

阵为Σ犽；犞犽 为残差向量；^犡犽 为状态参数向量。

为控制状态异常的干扰，可引入自适应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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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犽，根据式（２）和式（３），可得离散的自适应 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解
［８］为：

犡^犽 ＝ （犃
Ｔ
犽犘犽犃犽＋α犽犘珚犡犽）

－１·

（α犽犘珚犡犽
珚犡犽＋犃

Ｔ
犽犘犽犔犽） （５）

珚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犘犽 ＝Σ
－１
犽 ，犘珚犡犽 ＝Σ

－１
珚犡犽

Σ珚犡犽 ＝Φ犽，犽－１Σ^犡犽－１Φ
Ｔ
犽－１＋Σ狑犽

Σ^犡犽 ＝ （犃
Ｔ
犽犘犽犃犽＋α犽犘珚犡犽）

－１
σ^
２ （６）

式中，自适应因子α犽（０＜α犽＜１）起着调节动力学

模型信息与观测信息的功能；珚犡犽 为犽时刻状态参

数预测向量。在组合导航系统中，由于观测量个

数小于状态参数个数，所以，本文基于预报残差向

量珚犞犽 构造自适应因子。利用预报残差珚犞犽 构造统

计量［７］：

Δ珟犞犽 ＝
珚犞Τ犽珚犞犽
ｔｒ（Σ珚犞犽
（ ））

１
２

（７）

自适应因子α犽 为：

α犽 ＝

１，Δ珟犞犽 ≤犮

犮

Δ珟犞犽
，Δ珟犞犽 ＞

烅

烄

烆
犮

（８）

其中，犮为常量，可以取犮＝０．８５～１．０。

由组合导航参数可观测性分析可知［９］，位置

参数、速度参数可以由观测方程估计得到，是直接

可测参数，而姿态角误差、陀螺漂移和加速度计偏

置不可由观测方程估计获得，是间接可测参数。

在式（５）中以观测量作为参考标准、采用统一的自

适应因子对所有参数进行约束是不合理的。

２　自适应选权滤波

自适应选权滤波就是将状态参数按照一定的

标准分成两类：正常参数和异常参数。正常参数

就是状态模型和载体实际运动吻合得比较好的一

类参数，异常参数就是状态模型和载体实际运动

差异很大的一类参数。对每个状态参数给定一个

自适应因子，则［１０］：

α犻 ＝
１，参数正常时

０，｛ 参数异常时
（９）

由此构成自适应因子对角阵为：

α＝ｄｉａｇα｛ ｝犻 （１０）

则自适应权矩阵为：

珚犘珚犡犽 ＝α犘珚犡犽α
Ｔ （１１）

３　利用预测残差和选权滤波构造的

分类自适应因子

　　观察松组合的观测矩阵可以知道，若观测值

可靠，观测值位置差主要反映位置预报参数的可

靠性，而速度差主要反映速度预报参数的可靠性，

其他状态参数没有直接观测值，只能依赖于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的状态预报值。基于预测残差、分类因

子自适应滤波［１１］和选权滤波思想，将位置和速度

参数视为可疑域中的参数，将姿态误差、陀螺仪和

加速度计误差视为正常参数。

位置参数的自适应因子为：

α珚犞犽 ＝

１，Δ珚犞犽 ＜犮

犮

Δ珚犞犽
，Δ珚犞犽 ≥

烅

烄

烆
犮

（１２）

其中，Δ珚犞犽 为位置向量的标准化预测残差。

速度参数的自适应因子为：

α珚犞
·

犽 ＝

１，Δ珚犞
·

犽 ＜犮

犮

Δ珚犞
·

犽

，Δ珚犞
·

犽 ≥
烅

烄

烆

犮
（１３）

其中，Δ珚犞
·

犽 为速度向量的标准化预测残差。

姿态角误差、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误差的自适

应因子为：

α珚犡犽 ＝１ （１４）

　　因为姿态角误差、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误差属

于间接可测参数［９］，无法仅通过观测方程获得其

估值，只能通过状态方程和随机模型确定其滤波

估值，因此，没有参考标准来判断这３类参数的状

态估值是否发生异常。本文将这３类参数的自适

应因子视为１．０是避免位置参数和速度参数状态

扰动对其造成的影响。

４　实验与分析

实验数据来源于阿尔卑斯山脉的一次冰川测

量。基准站和运动平台分别设置 Ｔｒｉｍｂｌｅ４０００

ＳＳＩＧＰＳ和 ＮｏｖＡｔｅｌＭｉｌｌｅｎｉｕｍＧＰＳ接收机，采

用ＩＭＵＬｉｔｔｏｎＬＮ２００测量三轴向角加速度和线

加速度。ＩＭＵ采样频率为２００Ｈｚ，ＧＰＳ数据采

样周期为１．０ｓ，组合周期为１．０ｓ，初始位置犡、

犢、犣坐标为４２７５９０２．２６７ｍ、６４９２００．９５４ｍ、

４６７２７７８．９２９ｍ。下列参数由经验计算确定：陀

螺仪和加速度计相关时间分别为７２００．０ｓ，

１８００．０ｓ；陀螺漂移和加速度计偏置初始均方差

分别取１．０°／ｈ和５０μｇ（ｇ为重力加速度）；初始

位置误差分别为１．０ｍ、１．０ｍ和５．０ｍ；初始速

度误差为０．０１ｍ·ｓ－１；初始平台失准误差分别

为１００．０ｓ、１００．０ｓ和５００．０ｓ；ＧＰＳ伪距和多普

勒观测量初始均方差取１．０ｍ，０．１ｍ·ｓ－１。取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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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导航研究所开发的动态定位软

件ＰｏｓＧＰＳ３．０输出的位置、速度作为“真值”，其

精度达到ｃｍ级，临界值犮＝１．０。图１给出了运

动平台的航迹图，图２给出了载体的航向角变化。

采用３种方案进行组合导航：① 方案１，标准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② 方案２，基于预测残差构造的单

因子自适应滤波；③ 方案３，基于预测残差和选权

滤波构造的分类因子自适应滤波。

由于３个方向误差类似，只给出了犡 方向误

差，见图３～５，表１给出了３种方案的 ＲＭＳ比

较。图６和图７分别给出犡 方向加速度计误差

的估值。

图１　飞行轨迹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ｉｇｈ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Ｆｉｇｕｒｅ
　　　　

图２　载体航向角变化

Ｆｉｇ．２　ＦｌｉｇｈｔＹａｗＣｈａｎｇｅｓ
　　　　

图３　方案１犡方向的误差

Ｆｉｇ．３　犡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１

图４　方案２犡方向的误差

Ｆｉｇ．４　犡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２
　　　

图５　方案３犡方向的误差

Ｆｉｇ．５　犡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３
　　　

图６　方案２犡方向加速度计误差估值

Ｆｉｇ．６　犡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Ｅｒｒｏ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２

图７　方案３犡方向加速度计误差估值

Ｆｉｇ．７　犡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Ｅｒｒｏｒ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３

表１　３种方案犚犕犛比较

Ｔａｂ．１　ＲＭ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ｃｈｅｍｅｓ

ＲＭＳ／ｍ 犡误差 犢 误差 犣误差 位置误差

方案１ ０．２００ ０．１８２ ０．２０５ ０．３８８

方案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１ ０．１２８

方案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６ ０．１２０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① 由于飞机在运动过

程中拐弯较多，随着航向角变化幅度的增大，动力

学模型误差增大，标准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不能控制动

力学模型异常扰动的影响，因此滤波精度较低；

② 利用预测残差构造的单因子自适应滤波能够

较好地控制动力学模型异常扰动的影响，滤波精

度相比于标准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精度有明显提高；

③ 分类因子自适应滤波能够对位置参数、速度参

数以及姿态误差等参数分别赋予不同的自适应因

子，避免了不同类型的参数由于采用统一的自适

应因子造成的精度损耗，因此相比于单因子自适

应滤波，精度又略有提高；④ 由图６和图７的比

较可以看出，由于单个自适应因子对所有参数的

作用，造成犡 方向加速度计误差被错误地估计

（最大达到０．０３ｍ·ｓ－２），用此误差估值修正

ＩＮＳ观测量，必然会扭曲导航结果；方案３中，对

此类间接可测参数的自适应因子取１．０，从而避

免了直接可测参数对其产生的影响。

５　结　语

在ＧＰＳ／ＩＮＳ松组合中，当观测量可靠且观

测精度较高时，应用自适应滤波可以很好地控制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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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模型扰动异常的干扰，相比于标准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精度有明显提高。基于预测残差和选权滤波

构造的分类因子自适应滤波能够对位置参数、速

度参数以及姿态误差参数等分别赋予不同的自适

应因子，避免了不同类型的参数由于采用统一的

自适应因子造成的精度损耗，因此相比于单因子

自适应滤波，精度略有提高，而且避免了直接可测

参数对间接可测参数估值产生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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