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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模型的动态系统分析与具有统计特性的多尺度信号变换方法相结合，首先将状态方程采用数据块

变换的方式以得到新的状态块方程，并将量测方程表达为数据块的形式；然后将量测向量进行多层小波变换

以得到新的量测向量，并结合状态块方程进行卡尔曼滤波；最后根据卡尔曼滤波结果建立多尺度分布式融合

估计算法。仿真结果表明，相对于原始尺度的集中式卡尔曼滤波器及原始尺度的多尺度融合算法，本算法可

明显地提高系统的滤波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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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集中式卡尔曼滤波器与联邦卡尔曼滤

波器是解决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信息融合的两

种主要方法［１］。近年来，信息融合理论发展较快，

多尺度估计理论［２］将传统的基于模型的动态系统

分析方法与基于统计特性的信号多尺度变换相结

合，它吸收了小波变换技术［３］和卡尔曼滤波理论

的优点，对信息在不同尺度上进行描述和分析，可

以得到多尺度下的估计和辨识结果，进而为研究

传统意义下的信息处理理论和方法提供了全新的

思想。为此，本文建立了一种多尺度分布式动态

滤波方法。

１　系统描述

一类在某尺度上建立起来的多传感器单模型

动态系统为：

狓（犖，犽＋１）＝犃（犖，犽）狓（犖，犽）＋

犌（犖，犽）狑（犖，犽），犽≥０ （１）

狕犻（犖，犽）＝犆犻（犖，犽）狓（犖，犽）＋狏犻（犖，犽），

犽≥０，犻＝１，２，…，犖０ （２）

式中，狓（犖，犽）∈犚
狀×１是尺度犖 上、犽时刻的狀维

状态向量；矩阵 犃（犖，犽）∈犚
狀×狀是系统矩阵，

犌（犖，犽）∈犚
狀×狉，系统噪声是一随机序列狑（犖，犽）

∈犚
狉×１，且满足：

犈｛狑（犖，犽）｝＝０；犈｛狑（犖，犽）狑
Ｔ（犖，犼）｝＝

犙（犖，犽）δ犽犼，犽，犼≥０ （３）

式中，犆犻（犖，犽）、狏犻（犖，犽）分别是传感器犻的测量

矩阵、观测噪声，犆犻（犖，犽）∈犚
犱犻×狀；狏犻（犖，犽）是高斯

白噪声序列，并具有如下特性：犈｛狏犻（犖，犽）｝＝０，

犈｛狏犻（犖，犽）狏
Ｔ
犻（犖，犼）｝＝犚犻（犖，犽）δ犽犼。

状态初始值狓（犖，０）为一随机向量，且有：

犈｛狓（犖，０）｝＝狓０

犈｛狓（犖，０）－狓［ ］０ 狓（犖，０）－狓［ ］０
Ｔ｝＝犘０ （４）

假设狓（犖，０）、狑（犖，犽）、狏犻（犖，犽）是统计独立的，

将犖０ 个传感器的量测方程（２）组合可得：

狕（犖，犽）＝犆（犖，犽）狓（犖，犽）＋狏（犖，犽），犽≥０

（５）

２　融合算法的建立

将状态向量和量测向量分割成长度为 犕犻＝

２犻－１（犻＝犖，…，１，记犕＝２犖－１）的数据块：

犡犿（犻）＝ 狓（犻，犿犕犻＋１） 狓（犻，犿犕犻＋２） … 狓（犻，犿犕犻＋犕犻－１） 狓（犻，犿犕犻＋犕犻［ ］）Ｔ，

犣犿（犻）＝ 狕（犻，犿犕犻＋１）狕（犻，犿犕犻＋２） … 狕（犻，犿犕犻＋犕犻－１）狕（犻，犿犕犻＋犕犻［ ］）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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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状态方程（１）可以写成： 犡犿＋１（犖）＝犃犿（犖）犡犿（犖）＋犅犿（犖）犠犿（犖） （７）

犡犿＋１（犖）＝ 狓（犖，（犿＋１）犕＋１） 狓（犖，（犿＋１）犕＋２） … 狓（犖，（犿＋１）犕＋犕－１） 狓（犖，（犿＋１）犕＋犕［ ］） Ｔ

犡犿（犖）＝ 狓（犖，犿犕＋１） 狓（犖，犿犕＋２） … 狓（犖，犿犕＋犕－１） 狓（犖，犿犕＋犕［ ］） Ｔ （８）

犠犿（犖）＝ 狑（犖，犿犕＋１） 狑（犖，犿犕＋２） … 狑（犖，犿犕＋２犕－２） 狑（犖，犿犕＋２犕－１［ ］） Ｔ

式中，犃犿（犖）是一个分块对角矩阵，主对角线上

共有犕 个方阵，其中第犻个子阵可表示为 ∏
犻

狉＝犕＋犻－１

犃（犖，犿犕＋狉），其余子阵都为零矩阵；犅犿（犖）也

是一个分块矩阵，并且犈｛犠犿（犖）｝＝０，犈｛犠犿

（犖）犠Ｔ
犿（犖）｝＝犙犿（犖），犙犿（犖）是对角矩阵，对角

元素为犙
犖
犿（狉，狉）＝犙（犖，犿犕＋狉），狉＝１，２，…，２犕

－１。

对犾＝１，２，…，犕，量测方程可写成狕（犖，犿犕

＋犾）＝犆（犖，犿犕＋犾）狓（犖，犿犕＋犾）＋狏（犖，犿犕＋

犾），即

犣犿（犖）＝犆犿（犖）犡犿（犖）＋犞犿（犖） （９）

式中，犞犿（犖）＝［狏
Ｔ（犖，犿犕＋１）　狏

Ｔ（犖，犿犕＋２）

　…　狏
Ｔ（犖，犿犕＋犕）］Ｔ，且有犈｛犞犿（犖）｝＝０，犈

｛犞犿（犖）犞
Ｔ
犿（犖）｝＝犚犿（犖），犚犿（犖）是对角矩阵，

对角元素为犚犖犿（狉，狉）＝犚（犖，犿犕＋狉）；犆犿（犖）是

对角矩阵，对角元素为犆（犖，犿犕＋狉），狉＝１，２，

…，犕。

２．１　系统多尺度描述

多尺度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将待处理信号用

小波变换的方法在不同的尺度上进行分解，分解

到粗尺度上的信号称为平滑信号；在细尺度上存

在，而在粗尺度上消失的信号称之为细节信号，小

波变换是连接不同尺度上信号的桥梁［４］。

若将尺度犻上的向量序列狓（犻，犽）∈犚
狀×１（犽∈

犣）写成如下形式的数据块：

犡犿，犞（犻）：＝犡犿（犻）＝ ［狓
Ｔ（犻，犿犕犻＋１），

狓Ｔ（犻，犿犕犻＋２），…，狓
Ｔ（犻，犿犕犻＋犕犻）］

Ｔ （１０）

其中，犕犻＝２
犻－１，则小波变换的分析与综合变换的

算子形式分别为：

犡犿，犞（犻）＝犎犻·犡犿，犞（犻＋１），犔≤犻≤犖－１

（１１）

犡犿，犇（犻）＝犌犻·犡犿，犞（犻＋１），犔≤犻≤犖－１

（１２）

式中，下标犞、犇分别表示犡犿，犞（犻＋１）在平滑值信

号空间和细节信号空间上的投影；正整数犖 和犔

分别表示最细尺度和最粗尺度；犿表示第犿 个数

据块；犎犻＝犔
Ｔ
犻·ｄｉａｇ｛珡犎犻，…，珡犎犻｝·犔犻＋１，犌犻＝犔

Ｔ
犻·

ｄｉａｇ｛珚犌犻，…，珚犌犻｝·犔犻＋１，犔犻＋１∈犚狀犕犻＋１×狀犕犻＋１是把块

向量犡犻＋１，犞（犿）变换成小波变换所需要的形式的

线性算子，犎犻及犌犻中珡犎犻与珚犌犻的个数均为狀个，

珡犎犻、珚犌犻∈犚犕犻×犕犻＋１是从尺度犻＋１到尺度犻的尺度

算子和小波算子。

对应的多尺度重构变换为：

犡犿，犞（犻＋１）＝犎

犻 ·犡犿，犞（犻）＋犌


犻 ·犡犿，犇（犻）

（１３）

若记

珚犡犻犿（犖）＝ （犡犿，犇（犖－１））
Ｔ，（犡犿，犇（犖－２））

Ｔ［ ，…，

（犡犿，犇（犻））
Ｔ，（犡犿，犞（犻））］

Ｔ Ｔ （１４）

则对应于式（１１）、式（１２）的多尺度分解变换可统

一表示为：

珚犡犻犿（犖）＝犠犻·犡犿（犖） （１５）

而相应的多尺度重构变换式（１３）可表示为：

犡（犿）＝犠
犻 ·珚犡

犻
犿（犖） （１６）

这里，犠犻是矩阵算子：

犠犻 ＝ ［犌犖－１，犌犖－２犎犖－１，犌犖－３犎犖－２犎，…，

犎犻犎犻＋１犎犻＋２…犎犖－１］
Ｔ，犔≤犻≤犖－１ （１７）

容易验证，犠犻是一个正交矩阵，即犠犻×犠犻＝犐。

２．２　系统的多尺度滤波算法

对式（７）两边同乘犠犻，并利用性质犠

犻犠犻＝犐

可得：

珚犡犻犿＋１（犖）＝珚犃
犻
犿（犖）珚犡

犻
犿（犖）＋珡犠

犻
犿（犖）（１８）

其中，珚犃犻犿（犖）＝犠犻犃犿（犖）犠

犻 ，珡犠

犻
犿（犖）＝犠犻犅犿

（犖）犠犻（犖），且 犈｛珡犠
犻
犿 （犖）｝＝０，犈｛珡犠

犻
犿 （犖）

（珡犠犻犿（犖））
Ｔ｝＝珚犙

犻
犿（犖），珚犙

犻
犿（犖）＝犠犻犅犿（犖）犙犻（犖）

犅Ｔ犿（犖）犠

犻 。

对量测向量中具有相同属性的量测值进行一

维平稳小波变换，然后再组成量测向量块犣犻犿（犖）

以取代式（１０）中的犣犿（犖），利用性质犠

犻犠犻＝犐

对式（９）进行变换，得：

犣犻犿（犖）＝犆犿（犖）犠

犻犠犻犡犿（犖）＋犞犿（犖）＝

珚犆犻犿（犖）珚犡
犻
犿（犖）＋犞犿（犖） （１９）

　　为了进行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需要状态块犡犿（犖）

的初始条件为犡^０ ０（犖）和珚犘０ ０（犖），可得
［６］：

犡^０ ０（犖）＝

犃（犖，０），犃（犖，１）犃（犖，０），…，∏
犕－１

犼＝０

犃（犖，犼［ ］）
Ｔ

狓０

（２０）

犘０ ０（犖）＝

犃（犖，０）



∏
犕－１

犼＝０

犃（犖，犼

熿

燀

燄

燅
）

犘０

犃（犖，０）



∏
犕－１

犼＝０

犃（犖，犼

熿

燀

燄

燅
）

Ｔ

＋

犅犿（犖）犙犿（犖）犅
Ｔ
犿（犖） （２１）

同时，珚犡０ ０（犖）＝犠犻^犡０ ０（犖），并且珚犘０ ０（犖）＝

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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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犻犘０ ０（犖）犠

犻 。

利用新建立的系统模型（１８）、观测模型（１９）

及初始条件进行卡尔曼滤波得到第犻尺度上的最

优滤波估计值 犡^犻犿 犿（犖）及最优协方差估计值

珚犘犻犿 犿（犖）；同时利用系统模型（７）和观测模型（９）

进行卡尔曼滤波可以得到原始尺度上的最优滤波

估计值 犡^犖犿 犿（犖）以及最优协方差估计值犘
犖
犿 犿

（犖），则利用如下的分布式融合模型可以得到系

统的基于全局的最优估计值：

犡^犿＋１ 犿＋１（犖）＝犘犿＋１ 犿＋１（犖）·

∑
犖

犼＝犻

（犘犼犿＋１ 犿＋１（犖））
－１·^犡犼犿＋１ 犿＋１（犖［ ］） （２２）

犘－１犿＋１ 犿＋１（犖）＝犘
－１
犿＋１ 犿（犖）＋

∑
犖

犼＝犻

（犘犼犿＋１ 犿＋１（犖））
－１
－（犘犿＋１ 犿（犖））－［ ］１ （２３）

其中，犘犿＋１ 犿（犖）＝犃犿（犖）犘犿 犿（犖）犃
Ｔ
犿（犖）＋犅犿

（犖）犙犿（犖）犅
Ｔ
犿（犖），犡

＾
犼
犿＋１ 犿＋１（犖）＝犠

犼犡^
犼
犿＋１ 犿＋１

（犖）以及犘犼犿＋１ 犿＋１（犖）＝犠
犼
珚犘犼犿＋１ 犿＋１（犖）犠犼。

利用式（１８）、式（１９）则构成多尺度单模型滤

波算法。

３　仿真实验及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优越性，选用 ＧＰＳ／

ＳＳＴ／ＳＩＮＳ多组合导航系统数学模型
［７１０］。仿真

系统所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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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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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ｓ，ＭＥＭＳ加

速度计噪声均方根设为１０～３ｇ，陀螺一阶马尔可

夫过程相关时间为３６００ｓ，加速度零偏一阶马尔

可夫过程相关时间为１８００ｓ，采样周期为０．０２ｓ；

微型 ＧＰＳ 的 测 速 误 差 ０．５ ｍ／ｓ、定 位 误 差

８ｍ（１σ），ＳＳＴ姿态误差为２００″，其中ＧＰＳ、ＳＳＴ

的采样周期均为１ｓ。实验时，式（６）中犕＝２，选

取的小波为 Ｈａａｒ二进制小波以避免对有限长信

号序列进行小波变换时而出现的边界问题［２］；同

理，对量测量的小波处理也采用 Ｈａｒｒ小波。为

了保证滤波的实时性，对最前面的２犕－１个量测

向量狕（犖，犽）（式（５））进行集中卡尔曼滤波，而对

第２犕 个及其以后的量测向量依次作为式（９）、

式（１９）中块量测块向量的最后一个量测向量。

对相同的ＳＩＮＳ、ＧＰＳ、ＳＳＴ仿真数据，本文同

时进行了基于本文算法、多尺度单模型滤波算法、

集中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滤波实验图１代表了位置

误差对比曲线，两种算法得到的姿态误差曲线没

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没有给出姿态误差曲线。各

导航参数误差均方根比较如表１所示。

图１　位置误差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

表１　实验结果误差均方根比较

Ｔａｂ．１　ＲＭ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Ｅｒｒｏｒ

北向速度误

差／（ｍ·ｓ－１）

东向速度误

差／（ｍ·ｓ－１）

经度误

差／ｍ

纬度误

差／ｍ

本文方法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５３ ０．３１８１ ０．３９６７

多尺度单模型滤波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６７ ０．６５８５ ０．７０４７

集中卡尔曼滤波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１４３ ２．３７２４ １．７０７９

　　从以上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算法对位置、

速度的改善较明显，但对姿态的改善不明显，这主

要是由于本文的组合导航系统采用的是反馈校正

方法，即对位置、速度是直接进行修正的，而对姿

态的修正采用了四元数的非线性校正方法。本文

算法优于集中卡尔曼滤波算法的原因在于本文采

用分块估计技术时，块状态内当前状态的估计值

在递归地利用其以前各点的观测值进行不断的更

新，从而起到了平滑估计的作用。当进一步增加

块向量内向量的个数时，导航参数的误差将会进

一步降低，但实时性得不到保证。与多尺度单模

型滤波算法相比，本文算法综合应用了式（７）、

式（９）、式（１８）、式（１９），相对于多尺度单模型滤波

算法相当于增加了传感器的个数。

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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