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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的两级分布式融合算法研究

林雪原１

（１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烟台市二马路１８８号，２６４００１）

摘　要：研究了可用于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的两级分布式最优融合算法，以理论的形式证明了在有、无信息

反馈的情况下最终的融合结果是等价的与最优的。仿真结果在验证上述理论的情况下，也说明了来自融合中

心的反馈信息可明显提高子滤波的滤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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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将会产生比单一信息

源更准确、更完整的估计［１］。将信息融合技术应

用于组合导航系统中，就产生了多传感器组合导

航系统。它将各导航传感器的数据组或传感器数

据与系统内部已有信息进行相关处理、提取特征

信息，从而得到更全面、可靠的导航信息。专家预

测，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国际上导航技术研究的热

点之一是利用信息融合技术将包括全球卫星导

航、惯性导航和天文导航在内的多种导航设备组

合到一起的组合导航系统［２］。目前，对多传感器

组合导航系统的融合方法研究较多，如集中式、分

布式、混合式，而基于分布式融合结构的联邦滤波

是目前常用的融合算法，但联邦滤波算法的结果

不是最优的［３］。另外，从信息融合的角度来看，联

邦滤波算法属于两级式分布融合结构［１］。因此，

本文针对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的两级分布式最

优滤波算法，特别是有、无信息反馈情况下的融合

解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１　多组合导航系统的两级分布融合

模型

　　惯性导航系统的完全自主性使其成为目前各

种航行体上广泛应用的一种主导航设备。用于多

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的两级分布融合结构图参见

文献［４６］，其中，捷联式惯性导航系统（ＳＩＮＳ）作

为主导航系统，而子系统可以为ＧＰＳ、Ｄｏｐｐｌｅｒ雷

达、捷联星光跟踪仪（ＳＳＴ）、北斗定位仪、地形匹

配等，经过子滤波器融合后，进行分布式融合。并

且，当开关闭合时进行信息反馈，下标犼＝犉；当开

关断开时，没有信息反馈，下标犼＝犳。

假设各子系统的量测独立，并且各子滤波器

的状态方程与ＳＩＮＳ的误差方程一致，若不一致，

则进行状态扩展。设状态方程为：

犡（犽＋１）＝Φ（犽＋１犽）犡（犽）＋犌（犽）狑（犽）

（１）

第犻个子系统的观测方程为：

犣犻（犽）＝犎犻（犽）犡犻（犽）＋狏犻（犽），犻＝１，２，…，犖

（２）

其中，犡（犽）∈犚
狀 为系统的状态矢量；犎（犽）＝

［犎Ｔ
１（犽）　…　犎

Ｔ
犖（犽）］

Ｔ 为测量矩阵；Φ（犽＋１犽）

为一步状态转移矩阵；犣犻（犽）为观测矢量；狏（犽）＝

［狏Ｔ１（犽）…狏
Ｔ
犖（犽）］

Ｔ 为观测噪声，且犈［狏（犽）］＝０，

犈［狏（犽）狏Ｔ（犼）］＝犚（犽）δ犽犼；狑（犽）∈犚
狉 为系统噪声，

且犈［狑（犽）］＝０，犈［狑（犽）狑Ｔ（犼）］＝犙（犽）δ犽犼；犌（犽）

为系统噪声阵。

在有反馈情况下，假设子滤波器的状态估计

与估计误差协方差矩阵分别用犡^犻，犉（犽｜犽）、犘犻，犉（犽｜

犽）表示，而全局估计用犡^犉（犽｜犽）、犘犉（犽｜犽）表示，此

时结构图中的开关闭合。如果子滤波器接收来自

于融合中心的反馈信息，则状态估计可以用卡尔

曼滤波器循环估计如下：

犡^犻，犉（犽＋１狘犽＋１）＝犡^犻，犉（犽＋１狘犽）＋

犘犻，犉（犽＋１狘犽＋１）犎
Ｔ
犻（犽＋１）犚

－１
犻 （犽＋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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犣犻（犽＋１）－犎犻（犽＋１）^犡犻，犉（犽＋１狘犽｛ ｝） （３）

犘－１犻，犉（犽＋１狘犽＋１）＝犘
－１
犻，犉（犽＋１狘犽）＋

犎Ｔ
犻（犽＋１）犚

－１
犻 （犽＋１）犎犻（犽＋１） （４）

犡^犻，犉（犽＋１狘犽）＝Φ（犽）^犡犻，犉（犽狘犽） （５）

犘犻，犉（犽＋１狘犽）＝Φ（犽）犘犉（犽狘犽）Φ
Ｔ（犽）＋

犌（犽）犙（犽）犌
Ｔ（犽） （６）

犘犻，犉（犽＋１狘犽）＝犘犉（犽＋１狘犽） （７）

犡^犉（犽＋１狘犽）＝犡^犻，犉（犽＋１狘犽） （８）

　　在无反馈情况下，假设子滤波器的状态估计

与估计误差协方差矩阵分别用犡^犻，犳（犽｜犽）、犘犻，犳（犽｜

犽）表示，其滤波公式也可表示为式（２）～（６），并且

下标犉变为下标犳；而全局估计用犡^犳（犽｜犽）、犘犳（犽

｜犽）表示，此时结构图中的所有开关断开。

定理１　在两级分布式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

统中，来自融合中心的反馈信息可以明显改善子

滤波器的滤波性能，但有、无反馈信息其最终融合

解是等价和最优的。

证明　为了证明两种情况下融合解的等价

性，需要证明犘犉（犽＋１｜犽＋１）≡犘犳（犽＋１｜犽＋１），

犡^犉（犽＋１｜犽＋１）≡犡^犳（犽＋１｜犽＋１）。对于两级分

布式融合算法，状态估计误差协方差矩阵可表示

为［４，５］：

犘－１犼 （犽＋１狘犽＋１）＝犘
－１
犼 （犽＋１狘犽）＋∑

犖

犻＝１

犘－１犻，犼（犽＋１狘犽＋１）－犘
－１
犻，犼（犽＋１狘犽［ ］），

（犼＝犳，犉） （９）

对于犼＝犉，应用式（４）、（６），则有：

犘－１犉 （犽＋１狘犽＋１）＝

Φ（犽）犘犉（犽狘犽）Φ
Ｔ（犽）＋犌（犽）犙（犽）犌

Ｔ（犽［ ］）－１
＋

∑
犖

犻＝１

犎Ｔ
犻（犽＋１）犚

－１
犻 （犽＋１）犎犻（犽＋１［ ］） （１０）

同理，当犼＝犳时，有：

犘－１犳 （犽＋１狘犽＋１）＝

Φ（犽）犘犳（犽狘犽）Φ
Ｔ（犽）＋犌（犽）犙（犽）犌

Ｔ（犽［ ］）－１
＋

∑
犖

犻＝１

犎Ｔ
犻（犽＋１）犚

－１
犻 （犽＋１）犎犻（犽＋１［ ］） （１１）

由于犘犳（０｜０）＝犘犉（０｜０），因此，由式（１０）、（１１）可

知，存在犘犉（犽＋１｜犽＋１）≡犘犳（犽＋１｜犽＋１），从而

有犘犉（犽＋１｜犽）≡犘犳（犽＋１｜犽）。

对于具有反馈的两级分布式融合算法，状态

估计可表示为［４６］：

犡^犉（犽＋１狘犽＋１）＝犘犉（犽＋１狘犽＋１）［∑
犖

犻＝１

犘－１犻，犉（犽＋１狘犽＋１）^犡犻，犉（犽＋１狘犽＋１）－

（犖－１）犘－
１
犉 （犽＋１狘犽）^犡犉（犽＋１狘犽）］（１２）

将式（３）、（４）代入式（１２），得：

犡^犉（犽＋１狘犽＋１）＝犘犉（犽＋１狘犽＋１）∑
犖

犻＝

｛
１

犘－１犻，犉（犽＋１狘犽）^犡犻，犉（犽＋１狘犽）＋

∑
犖

犻＝１

犎Ｔ
犻（犽＋１）犚

－１
犻 （犽＋１）犣犻（犽＋１）－

（犖－１）犘－
１
犉 （犽＋１狘犽）^犡犉（犽＋１狘犽 ｝） （１３）

将式（７）、（８）代入式（１３）得：

犡^犉（犽＋１狘犽＋１）＝犘犉（犽＋１狘犽＋１）·

犘－１犉 （犽＋１狘犽）^犡犉（犽＋１狘犽）｛ ＋∑
犖

犻＝１

犎Ｔ
犻（犽＋１）犚

－１
犻 （犽＋１）犣犻（犽＋１ ｝） （１４）

对于不带反馈的两级分布式融合算法，状态估计

可表示为［４］：

犡^犳（犽＋１狘犽＋１）＝犘犳（犽＋１狘犽＋１）·

｛犘－１犳 （犽＋１狘犽）^犡犳（犽＋１狘犽）＋∑
犖

犻＝１

［犘－１犻，犳（犽＋１狘犽＋１）^犡犻，犳（犽＋１狘犽＋１）－

犘－１犻，犳（犽＋１狘犽）^犡犻，犳（犽＋１狘犽）］｝ （１５）

根据式（３）～（６），可以推出如下结论：

犎Ｔ
犻（犽＋１）犚

－１
犻 （犽＋１）犣犻（犽＋１）＝

犘－１犻，犼（犽＋１狘犽＋１）^犡犻，犼（犽＋１狘犽＋１）－

犘－１犻，犼（犽＋１狘犽）^犡犻，犼（犽＋１狘犽），（犼＝犳，犉）

（１６）

将式（１６）代入式（１５）得：

犡^犳（犽＋１狘犽＋１）＝犘犳（犽＋１狘犽＋１）·

｛犘－１犳 （犽＋１狘犽）^犡犳（犽＋１狘犽）＋∑
犖

犻＝１

犎Ｔ
犻（犽＋１）犚

－１
犻 （犽＋１）犣犻（犽＋１［ ］）｝ （１７）

因为犘犉（犽＋１｜犽＋１）≡犘犳（犽＋１｜犽＋１），犘犉（犽＋１｜

犽）≡犘犳（犽＋１｜犽），且 犡^犉（０｜０）＝犡^犳（０｜０），故 犡^犉

（犽＋１｜犽＋１）＝^犡犳（犽＋１｜犽＋１）。

这就证明了两种情况下融合解是等价的。由

文献［７］的结论可以证明，当传感器到融合节点是

实时通信时，式（１５）在极大似然意义下与最优集

中估计是等价的，因而式（１２）的具有反馈信息的

航迹融合也是最优的。下面将通过仿真分析验证

反馈信息对局部跟踪性能的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卡尔曼滤波算法的全局

估计可表示为：

犡^犵 ＝犘犵∑
犖

犻＝１

犘－１犻犻犡^犻，犘犵 ＝ ∑
犖

犻＝１

犘－１（ ）犻犻

－１

其中，^犡１、^犡２、…、^犡犖 为犖 个局部状态估计；相应

的估计误差协方差矩阵为犘１１、犘２２、…、犘犖犖。显

然，联邦卡尔曼滤波的估计方法与本文算法全局

估计式（９）、（１２）、（１５）明显不同。

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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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仿真分析

针对有、无反馈情况下的两级分布式多传感

器组合导航系统信息融合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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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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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的初始

姿态设为载体水平，航向９０°，初始位置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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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螺精度为５°／ｓ，ＭＥＭＳ

加速度精度为１０－３犵，采样周期为０．０１ｍｓ；微型

ＧＰＳ的测速误差０．５ｍ·ｓ－１、定位误差８ｍ

（１σ），ＳＳＴ姿态误差为２００″；其中ＧＰＳ、ＳＳＴ、高度

表的采样周期均为１ｓ。

子传感器１、２、３分别采用 ＧＰＳ、高度表、

ＳＳＴ。图１代表了经过无反馈两级分布滤波修正

后的导航系统位置、速度、姿态误差曲线，而对于

相同的ＩＭＵ及子导航系统传感器原始数据，相

应地经过带反馈两级分布滤波修正后的导航系统

位置、速度、姿态误差曲线与图１完全相同。为了

进一步说明该现象，图２进一步列出了两种情况

下的各导航参数误差协方差仿真曲线，从图中可

以发现，两者的滤波精度完全相同。因为篇幅的

限制，在图３中仅仅列出了在有、无反馈的情况下

各子滤波器输出的速度误差协方差仿真曲线，从

图中可明显看出，来自融合中心的反馈信息可明

显提高子滤波器的滤波精度。

图１　有反馈情况下各导航参数误差曲线

Ｆｉｇ．１　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图２　 融合中心输出的导航参数误差协方差仿真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ｒｒｏｒ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图３　各子滤波器输出的速度误差协方差仿真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ｒｒｏｒｉｎＳｕｂＦｉｌｔｅｒｓ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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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基于分布式融合结构的联邦滤波算法是目前

导航界普遍采用的融合算法，但其融合解不是最

优的。本文主要针对有、无反馈信息的两级分布

融合算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① 本文的组合导航系统两级分布滤波算法是最

优的；② 来自融合中心的反馈信息可以明显改善

各子滤波器的滤波性能；③ 对各子滤波器而言，

无论有、无反馈信息来自融合中心，对于多传感器

组合导航系统而言，系统的最终融合解是等价且

最优的；④ 对比联邦滤波结构与两级分布滤波结

构，可以发现二者有相似之处，因此，两级分布式

滤波器的容错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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