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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混合迭代犝犓犉

常国宾１　许江宁１　胡柏青１　纪　兵１

（１　海军工程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解放大道７１７号，４３００３３）

摘　要：从统计线性回归的角度对无味变换（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Ｔ）进行分析，推导了迭代无味卡尔

曼滤波（ｉｔｅｒａｔｅｄ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ＵＫＦ）。针对ＩＵＫＦ计算量大的问题，结合弦线迭代法和ＩＵＫＦ，得

到了一种新的混合迭代无味卡尔曼滤波器。数值仿真的结果表明，新滤波算法的精度优于扩展卡尔曼滤波、

迭代扩展卡尔曼滤波和无味卡尔曼滤波，并可以有效降低ＩＵＫＦ的计算量。

关键词：非线性滤波；迭代无味卡尔曼滤波；弦线法；单变量非平稳增长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ＵＴ是一种统计线性回归
［１］，所以，一定意义

上讲，无味卡尔曼滤波（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

ＵＫＦ）也是一种线性化近似方法。迭代扩展卡尔

曼滤波（ｉｔｅｒａｔｅｄ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ＥＫＦ）

通过迭代提高观测方程的线性化的近似程度，进

而改善滤波效果［２］。ＩＥＫＦ是一种高斯牛顿迭代

过程［３］，基于此，文献［４］推导了ＩＵＫＦ。由于ＩＵ

ＫＦ计算量较大，文献［５］提出改进方法，一定程

度上节约了计算量，但这种方法节约的计算量有

限。文献［６］提出了一种混合迭代无味卡尔曼滤

波，此方法虽然解决了ＩＵＫＦ的计算量问题，却破

坏了ＵＫＦ本身的易用性。本文在ＩＵＫＦ的观测

迭代阶段引入弦线法，即在一个完整的 ＵＫＦ之

后，用弦线法得到的相关参数进行观测迭代，此方

法节约了计算量，且易于应用。

１　算法原理

ＵＴ用确定性采样方法得到一组带权值的样

本点，用以表示状态量的分布，一般称为Ｓｉｇｍａ

点。将每个Ｓｉｇｍａ点代入非线性方程，得到对应

的函数样本值，根据这些值求出函数的样本均值

和样本方差。令狓的Ｓｉｇｍａ点集为｛χ犻，犠犻｝，犻＝

１，２，…，狀，采样策略详见文献［７］。设非线性函数

为狔＝犳（狓）＋狑，狑 为白噪声，方差阵为犙。传递

Ｓｉｇｍａ点，并计算相关的样本统计量：

γ犻 ＝犳（χ犻） （１）

狔^＝∑
２狀

犻＝０

犠犻γ犻 （２）

犘^狔狔 ＝∑
２狀

犻＝０

犠犻（γ犻－狔^）（γ犻－狔^）
Ｔ
＋犙 （３）

犘^狓狔 ＝∑
２狀

犻＝０

犠犻（χ犻－狓^）（γ犻－狔^）
Ｔ （４）

　　当狔＝犳（狓）表示状态方程时，式（２）、（３）得到

状态估计的时间更新，即状态预测狓^－和方差预测

犘－狓狓。当狔＝犳（狓）表示观测方程时，将式（２）～（４）

得到的统计量代入卡尔曼滤波的观测更新公式，

得到ＵＫＦ的滤波更新公式：

狓^＋＝狓^
－
＋犓（狔－狔^） （５）

犘狓狓 ＝犘
－
狓狓 －犓^犘狔狔犓

Ｔ （６）

犓＝犘狓狔犘
－１
狔狔 （７）

　　文献［３］根据高斯牛顿迭代法推导的ＩＥＫＦ

迭代公式为：

狓^犻＋１ ＝狓^
－
＋犓 狔－狔^－犎犻（^狓

－
－狓^犻） （８）

犘犻＋１ ＝ （犐－犓犎犻）犘
－ （９）

式中，犎犻为观测方程在狓犻处的斜率矩阵；犓为第犻

步迭代的增益矩阵，在ＩＥＫＦ中这些量都是根据

Ｔａｙｌｏｒ级数展开得到的。如果这些参数用基于

Ｓｉｇｍａ点的样本统计量计算，则可以得到ＩＵＫＦ

的迭代公式［３］：

狓^犻＋１ ＝狓^
－
＋犘^狓犻^狔犻（犘^狔犻^狔犻）

－１［狔－狔^－

犘^狓犻^狔犻犘犻（^狓
－
－狓^犻）］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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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犻＋１ ＝犘犻－犘^狓犻^狔犻 （犘^狔犻^狔犻）
－１犘^狓犻^狔犻

Ｔ （１１）

　　在计算量方面，ＵＫＦ的总体计算量是大于

ＥＫＦ，而在ＩＵＫＦ中，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多，其计

算量也会在ＵＫＦ的基础上成倍增加。

鉴于牛顿迭代法中求解Ｊａｃｏｂｉａｎ矩阵的困

难，可以采用两点间的割线斜率矩阵代替Ｊａｃｏｂｉ

ａｎ矩阵，这种方法称为弦线法。设狓犻、狓犻－１是

犺（狓）＝０的两个近似解，过点（狓犻，犺（狓犻））和点

（狓犻－１，犺（狓犻－１））作一条直线：

犔（狓）＝犺（狓犻）＋犎犻（狓－狓犻） （１２）

式（１２）为弦线方程。当狓为一维时，犎犻由式（１２）

唯一确定；当狓为多维时仅由式（１２）不能唯一确

定犎犻。此时，用多维弦线法，即Ｂｒｏｙｄｅｎ法
［８］求

犎犻：

犎犻 ＝犎犻－１＋

（（犺（狓犻）－犺（狓犻－１））－犎犻－１（狓犻－狓犻－１））（狓犻－狓犻－１）
Ｔ

（狓犻－狓犻－１）
Ｔ（狓犻－狓犻－１）

令犔（狓）＝０的解为狓犻＋１：

狓犻＋１ ＝狓犻－犺（狓犻）犎
－１
犻 （１３）

在ＵＫＦ之后，用弦线法得到的式（１３）进行迭代，

得到一种新的混合迭代无味卡尔曼滤波（ｈｙｂｒｉｄ

ｉｔｅｒａｔｅｄ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ＨＩＵＫＦ）：

狓^犻＋１ ＝狓^
－
＋犘

－犎Ｔ
犻（犎犻犘犻犎

Ｔ
犻 ＋犙）

－１［狔－狔^－

犎犻（^狓
－
－狓^犻）］ （１４）

犘犻＋１ ＝犘
－
－犘

－犎Ｔ
犻（犎犻犘犻犎

Ｔ
犻 ＋犙）

－１犎犻犘
－

（１５）

　　新算法保持了 ＵＫＦ的易用性，即在迭代更

新阶段避免了Ｊａｃｏｂｉａｎ矩阵的求解。由于弦线

法在迭代时需要两个点作为初始值，可以用ＵＫＦ

得到的先验估计和后验估计作为迭代的初始值进

行迭代。应用中发现，如果两个初始值距离较远，

迭代效果会受到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

在第一次迭代时用有限差分法［９］代替弦线法，即

把后验估计作为一个初始值，在后验估计上加上

一个小的扰动得到第二个初始值，见式（１６）。当

α足够小时，两个初始值足够接近，有限差分法可

以达到牛顿迭代法的收敛速度，此后的弦线法将

可以达到超线性收敛速度［８］：

狓１ ＝狓^
＋
＋α 犘槡 １１ 犘槡 ２２ … 犘槡［ ］狀狀

Ｔ （１６）

２　犝犖犌犕实例仿真

　　单变量非平稳增长模型（ＵＮＧＭ）由于高度

的非线性，以及状态量分布的双模态特性，使得其

经常被作为验证非线性滤波算法的基准模型。值

得指出的是，此实例的观测方程存在解析的Ｊａｃｏ

ｂｉａｎ矩阵，故本例只用于验证新算法的精度。其

离散时间动态系统方程为：

狓犽 ＝０．５狓犽－１＋２５
狓犽－１
１＋狓

２
犽－１

＋８ｃｏｓ（１．２（犽－１））

＋狑犽－１ （１７）

狕犽 ＝０．０５狓
２
犽＋狏犽，犽＝１，２，…，犓 （１８）

其中，系统噪声狑犽－１～犖（０，１），观测噪声狏犽～犖

（０，１），仿真时间犓＝５００，仿真时用于产生仿真

数据的初始真值狓０＝０．１，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仿真次数

取为犕＝５０次。在进行滤波解算时，设定滤波初

始值为狓^＋０ ＝０，犘
＋
０ ＝１。

各种滤波算法的性能分别用两种指标进行表

示，即每次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仿真的时间平均均方误

差（犜＿ＭＳＥ）和每个时间点处的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集

总平均均方误差（犛＿ＭＳＥ）：

犜＿ＭＳＥ（犿）＝
１

犓∑
犓

犽＝１

（狓犿犽 －狓^
＋
犽
犿）
２
（１９）

犛＿ＭＳＥ（犽）＝
１

犕∑
犕

犿＝１

（狓犿犽 －狓^
＋
犽
犿）
２
（２０）

其中，犿 和犽分别为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实验参数和时

间参数。图１、２分别给出了各种滤波算法得出的

两种指标曲线图（图２只给犽＝２００～２５０之间的

误差）。

图１　各算法时间平均均方误差曲线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ＭＳ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２　各算法集平均均方误差曲线

Ｆｉｇ．２　ＳｅｔＭＳ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表１为各算法在时间域和集总域都求平均后

的均方误差和观测更新阶段非线性观测函数运算

次数犆（其中，犑为迭代次数，犖 为状态维数）。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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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ＳＥ＝
１

犕∑
犕

犿＝１

犜＿ＭＳＥ（犿） （２１）

　　图１、２和表１说明 ＵＫＦ、ＩＥＫＦ、ＩＵＫＦ和

ＨＩＵＫＦ的性能都明显优于ＥＫＦ，ＩＵＫＦ和 ＨＩＵ

ＫＦ略优于ＵＫＦ，ＩＵＫＦ和ＨＩＵＫＦ性能相当。

表１　各滤波算法的 犕犛犈

Ｔａｂ．１　ＭＳ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算法 ＭＳＥ 犆

ＥＫＦ １２６．５６１３ １

ＩＥＫＦ ７０．９１８２ 犑

ＵＫＦ ８７．６８８８ ２犖＋１

ＩＵＫＦ ６３．９１０６ 犑×（２犖＋１）

ＨＩＵＫＦ ６４．１８８８ 犑＋（２犖＋１）

３　结　语

本文将弦线迭代法的思想引入ＩＵＫＦ，得到

了一种新的 ＨＩＵＫＦ。相比之前提出的几种ＩＵ

ＫＦ，新方法不仅减小了计算量，而且还保持了

ＵＫＦ的简便性。数值仿真的结果表明，ＨＩＵＫＦ

的精度优于 ＥＫＦ、ＩＥＫＦ和 ＵＫＦ，可以得到和

ＩＵＫＦ相当的滤波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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