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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观测噪声统计特性未知的情况下，简化的自协方差最小二乘噪声估计方法在捷联惯性导航系

统静基座初始对准中的应用。该算法采用迭代计算的策略，同时进行噪声估计和初始姿态修正，估计精度较

高。通过数值方法对此算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进行了验证。

关键词：捷联惯性导航系统（ＳＩＮＳ）；自协方差最小二乘法；噪声估计；初始对准；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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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对准是捷联惯性导航系统（ｓｔｒａｐｄｏｗｎ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Ｓ）在进行各种应用

前所必需的一项重要工作，其对准精度将对后

续的各种应用产生直接影响。准确性和快速性

是初始对准的两项重要指标。在惯性导航系统

静基座对准时，其可观测性较差，直接制约着初

始对准的精度和速度，通过不同观测值的选取，

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初始对准的精度和速

度［１２］。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技术则是实现初始对准的

一种有效方法，但其在应用时也有其局限性：需

要精确已知数学模型和噪声统计特性。而当噪

声信息未知时，会使得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结果次优，

甚至发散［３４］。针对这一局限性，学者们提出了

各种自适应滤波方法，主要包括４类：极大似然

法、贝叶斯法、协方差匹配法和相关法［５］。极大

似然法和贝叶斯法计算较为复杂，计算效率低

下。协方差匹配法则具有计算方便和实时性等

特点，其中的ＳａｇｅＨｕｓａ算法更是被广泛应用于

ＳＩＮＳ初始对准和组合导航的相关数据处理

中［６９］，但其噪声估计结果是有偏的，且其估计

精度与遗忘因子有着紧密联系。自协方差最小

二乘噪声估计方法是基于相关法的基本思想，

并结合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具有较高的噪声协

方差估计精度［１０１２］。

本文主要研究在观测噪声未知的情况下，对

自协方差最小二乘噪声估计模型进行简化，并将

其应用于ＳＩＮＳ静基座初始对准。

１　犛犐犖犛静基座初始对准模型及噪

声估计方法

１．１　静基座初始对准模型

选取东北天的地理坐标系作为导航坐标系，

顾及初始对准时间较短，加速度计误差模型和陀

螺误差模型均可表示为常值漂移加上随机误差，

可建立ＳＩＮＳ静基座初始对准５状态的 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状态方程为［１３］：

狓犽 ＝犉狓犽＋Γ犵狑犽 （１）

　　以导航坐标系下加速度计水平分量的输出

犳Ｅ 和犳Ｎ 作为观测量构造初始对准模型的观测方

程：

狔犽 ＝犆狓犽＋狏犽 （２）

其中，状态向量狓＝ φＥ φＮ φＵ εＥ ε［ ］Ｎ
Ｔ 包

括３个失准角和陀螺水平方向的常值漂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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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ω表示地球自转角速度；犵表示重力加速

度；φ 表示失准角；ε表示陀螺常值漂移；下标

“Ｅ”、“Ｎ”、“Ｕ”分别表示东、北、天方向；系统噪声

狑犽＝ －狑Ｅ －狑Ｎ －狑［ ］Ｕ
Ｔ 分别表示导航坐标

系下陀螺三方向的随机误差；观测噪声狏犽＝

狏Ｅ 狏［ ］Ｎ
Ｔ 表示导航坐标系下加速度计水平分量

的随机误差。

式（１）是关于失准角的连续函数，在数据处理

时需对其进行离散化处理：

狓犽 ＝犃狓犽－１＋犌犠犽

狔犽 ＝犆狓犽＋犞
｛

犽

（３）

式中，犃＝犐＋犉Δ狋；犌＝Γ犵Δ狋；Δ狋表示采样间隔；状

态噪声协方差矩阵犙＝犈［犠犽犠
Ｔ
犽］＝

犈［狑犽狑
Ｔ
犽］

Δ狋
；观

测噪声协方差矩阵犚＝犈［犞犽犞
Ｔ
犽］＝

犈［狏犽狏
Ｔ
犽］

Δ狋
。

１．２　简化的自协方差最小二乘噪声估计

自协方差最小二乘的噪声估计方法通过直接

建立新息与噪声协方差矩阵间的线性函数模型，

并采用最小二乘估计的方法对噪声协方差矩阵进

行估计，其噪声估计精度较已有算法有明显提

高［１０，１２］。在状态噪声协方差已知的条件下，可将

自协方差最小二乘方法进行简化，只对观测噪声

进行估计。

用狓^犽＋１｜犽表示预测状态向量，犔表示稳态的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增益，ε犽 表示预测状态向量的误差，

同时令 珚犃＝（犃－犃犔犆），珚犌＝［犌 －犃犔］，珡犠＝

犠犽 犞［ ］犽
Ｔ，新息犢犽＝狔犽－犆^狓犽｜犽－１。构造基于新

息的状态空间模型为［１０］：

ε犽＋１ ＝珚犃ε犽＋珚犌珡犠犽

犢犽 ＝犆ε犽＋犞
｛

犽

（４）

预测状态向量协方差犘＝犈（ε犽ε
Ｔ
犽），稳态滤波时，

则其满足Ｌｙａｐｕｎｏｖ等式：

犘＝珚犃犘珚犃
Ｔ
＋珚犌

犙 ０［ ］
０ 犚

珚犌Ｔ （５）

采用克罗内克积运算将式（５）转换为矢量形式：

犘狊 ＝ （犐－珚犃珚犃）
－１［（犌犌）犙狊＋

（犃犔犃犔）犚狊］
（６）

式中，“”表示克罗内克积算子；下标“狊”表示矩

阵按列序排列。式（６）建立了预测状态向量协方

差犘狊与状态噪声协方差矩阵犙狊、观测协方差矩阵

犚狊 的 线 性 函 数 关 系。同 时，令 犚 （犖）＝

［犈（犢犽犢
Ｔ
犽） … 犈（犢犽＋犖－１犢

Ｔ
犽）］

Ｔ，由此可得，新

息 犢｛ ｝犽 的相关函数犚（犖）可表示：

犚（犖）＝

犆

犆珚犃



犆珚犃犖－

熿

燀

燄

燅
烐烏 烑

１

犗

犘犆Ｔ＋

犐

－犆犃犔



－犆珚犃
犖－２

熿

燀

燄

燅
烐烏 烑
犃犔

Γ

犚 （７）

同理，通过克罗内克积运算将式（７）转换为矢量形

式，得：

犚（犖）狊 ＝ （犆犗）犘狊＋（犐Γ）犚狊 （８）

犚（犖）狊是关于犘狊和犚狊的函数，顾及犘狊与犙狊、犚狊相

关，将式（６）代入式（８），整理为：

犚（犖）狊 ＝ ［（犆犗）（犐－珚犃珚犃）
－１］（犌犌）犙狊

＋［（犆犗）（犐－珚犃珚犃）
－１（犃犔犃犔）＋

（犐Γ）］犚狊

（９）

通过构造基于新息的状态空间模型，将新息

犢｛ ｝犽 的相关函数犚（犖）表示为状态噪声协方差矩

阵犙和观测协方差矩阵犚 的函数，因为状态噪声

协方差矩阵犙已知，观测噪声协方差矩阵犚 未

知，则式（９）可整理为：

犚（犖）狊 ＝ ［（犆犗）（犐－珚犃珚犃）
－１（犃犔

犃犔）＋（犐Γ）］犚狊

（１０）

式中，

犚（犖）狊 ＝犚（犖）狊－

［（犆犗）（犐－珚犃珚犃）
－１］（犌犌）犙狊

　　新息 犢｛ ｝犽 的相关函数犚（犖）中各元素可由下

式计算得到：

犈（犢犽＋犼犢犽）＝

１

犖－犼∑
犖－犼

犻＝１

犢犽＋犼犢犽，犼＝０，１，…，犖－１
（１１）

　　最后，可采用最小二乘估计的方法对观测噪

声协方差矩阵犚进行估计：

犚狊 ＝ （犃
Ｔ
ＬＳ犃ＬＳ）

－１犃ＴＬＳ犚（犖）狊 （１２）

其中，

犃ＬＳ＝ （犆犗）（犐－珚犃珚犃）
－１·

（犃犔犃犔）＋（犐Γ）

当且仅当犃ＬＳ列满秩时，观测噪声协方差矩阵犚

有唯一解。

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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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协方差最小二乘噪声估计方法通过迭代计

算可克服先验噪声偏差所带来的误差影响，较好

地估计出噪声协方差矩阵［１４］。同时，基于 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的静基座初始对准过程，通过迭代计算，

反馈修正姿态，减小初始姿态误差带来的影响，可

提高初始对准的精度。因此，本文提出了基于简

化自协方差最小二乘噪声估计的ＳＩＮＳ静基座初

始对准算法，其计算流程如图１所示，具体计算步

骤如下。

１）给定初始姿态和初始噪声协方差矩阵。

２）进行ＳＩＮＳ静基座初始对准，得到失准角、

新息序列和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增益。

３）利用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增益和新息序列，采用

简化的自协方差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进行噪声协方

差矩阵估计。

４）判定姿态角和噪声协方差矩阵是否收敛，

如果未收敛，转入步骤５）；否则，输出结果。

５）姿态角未收敛时，利用初始对准得到的失

准角进行姿态修正；噪声未收敛时，对初始的噪声

协方差矩阵进行更新。并转入步骤２）。

图１　基于简化自协方差最小二乘噪声估计的

ＳＩＮＳ静基座初始对准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Ａｕｔｏ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ｆｏｒＳＩＮ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Ｂａｓｅ

２　数值仿真

数值仿真的初始条件设置为：初始失准角

［ ］１ １ １°／ｈ； 陀 螺 常 值 漂 移 为

［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Ｔ°／ｈ，陀螺噪声协方差为

（（ ）１ １ １ ×１０－３°／ｈ）２；加速度计常值漂移为

ｄｉａ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６犵，加速度计噪声协

方差ｄｉａｇ（［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６犵）
２；滤波初值

犡０ ＝０５×１，滤 波 初 值 方 差 矩 阵 犘０ ＝ ｄｉａｇ

（（１° １° １° ０．０１°／ｈ ０．０１°／ｈ）２），采样间隔

０．１ｓ，仿真时间５００ｓ。因此，ＳＩＮＳ静基座初始

对准５状态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模型的观测噪声协方

差矩阵犚＝ｄｉａｇ（（３１．６ ３１．６）×１０－６犵）
２。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在状态噪声协方差矩阵

已知，而先验观测噪声协方差矩阵存在较大偏差

（犚′＝１０４·犚）的条件下，分别采用常规 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方法和简化自协方差最小二乘噪声估计方法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ａｕｔｏ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ＳＡＬＳ）

进行初始对准。

数值仿真结果见图２，图２（ａ）～２（ｃ）给出了

Ｅ、Ｎ、Ｕ方向姿态角的初始对准误差。从图２中

可以看出，Ｕ方向姿态角比水平方向姿态角更易

受观测噪声协方差矩阵的影响，当先验观测噪声

协方差矩阵存在较大偏差时，对Ｕ方向对准结果

有着较大影响。本文方法同时进行噪声估计和姿

态角修正，因此，各方向姿态角的对准精度较常规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有着明显提高。静基座初始对

准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模型并非完全可观，三个失准

角由于受陀螺常值漂移和加速度计常值漂移的影

响，均存在估计偏差。

为了对观测噪声协方差估计结果的正确性进

行验证，采用简化自协方差最小二乘噪声估计方

法进行２００次蒙特卡洛仿真。图３给出了观测噪

声协方差估值的统计结果，观测噪声协方差估值

的平均值见表１。从图３和表１中可以看出，虽

然先验的观测噪声协方差矩阵存在较大偏差，采

用本文提出的简化自协方差最小二乘噪声估计方

法仍能较好估计观测噪声协方差，且具有较高的

估计精度。

表１　噪声估计的平均值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ｎｏｆＮｏｉｓ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犚 １，（ ）槡 １ 犚 ２，（ ）槡 ２

真值／１０－６犵 ３１．６ ３１．６

估值／１０－６犵 ３１．７ ３１．６

３　结　语

本文研究了基于简化自协方差最小二乘噪声

估计方法在惯性导航系统静基座初始对准中的应

用。在状态噪声协方差矩阵已知的情况下，将传

统的自协方差最小二乘噪声估计方法进行简化，

仅对观测噪声协方差估计，同时，对初始姿态进行

反馈修正，并进行数值仿真实验。仿真结果表明，

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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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初始对准误差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图３　观测噪声协方差估值

Ｆｉｇ．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本文方法不仅具有较好的收敛性，且能较好地估

计出观测噪声协方差矩阵，在此基础上得到的状

态估计精度亦高于常规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下

一步研究重点将是同时对初始对准过程中的状态

噪声和观测噪声进行估计。

参　考　文　献

［１］　Ｆａｎｇ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ＺｈｕＳｈｉｐｉｎ，ＹｕＷｅｎｂｏ．ＦａｓｔＩｎｉｔｉａｌ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Ｂａｓｅ［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犅犲犻犼犻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狅犳 犃犲狉狅狀犪狌狋犻犮狊犪狀犱 犃狊狋狉狅狀犪狌狋犻犮狊，１９９９，２５（６）：

７２８７３１（房建成，祝世平，俞文伯．一种新的惯导

系统静基座快速初始对准方法［Ｊ］．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学报，１９９９，２５（６）：７２８７３１）

［２］　ＺｈｕＹａｎｈｕａ，ＬｉｕＪｉａｎｙｅ，ＱｉａｎＷｅ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ｏｓ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ｒａｐｄｏｗｎ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ａｓｅ［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犑犻犪狅狋狅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

狋狔，２００８，３２（０５）：３２３７（祝燕华，刘建业，钱伟

行，等．低成本捷联惯导系统的静基座快速精对准

方法［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３２（０５）：３２

３７）

［３］　ＦｕＭｅｎｇｙｉｎ，ＤｅｎｇＺｈｉｈｏｎｇ，ＹａｎＬｉｐｉｎｇ．Ｔｈｅ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ｔｈｅＮａｖｉ

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ｎｅ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付梦印，邓志红，闫莉萍．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理论及其在

导航系统中的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　ＨｅＺｈｅｎｇｂｉｎ，Ｗｕｆｕｍｅｉ，ＮｉｅＪｉａｎｌｉａｎｇ．Ｅｒｒｏｒ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Ｐｒｉｏｒ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Ｊ］．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１１，３６（１）：３８４２

（何正斌，吴富梅，聂建亮．先验协方差阵误差对动

态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解的影响［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

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６（１）：３８４２）

［５］　Ｍｅｈｒａ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Ｊ］．

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狅狀犃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犆狅狀狋狉狅犾，１９７２，１７（５）：

６９３６９８

［６］　ＸｕＭｉｎｇ，ＬｉｕＪｉａｎｙｅ，Ｙｕａｎｘ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ｌｉｇｎ

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犆犺犻狀犲狊犲犐狀犲狉狋犻犪犾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１９９９，７（３）：１４１６

（许明，刘建业，袁信．自适应卡尔曼滤波在惯导初

始对准中的应用研究［Ｊ］．中国惯性技术学报，

１９９９，７（３）：１４１６）

［７］　ＳｕＷａｎｘｉｎ，ＨｕａｎｇＣｈｕｎｍｅｉ，ＬｉｕＰｅｉｗｅｉ，ｅｔ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犐狀犲狉狋犻犪犾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２０１０，１８

（１）：４４４７（苏宛新，黄春梅，刘培伟，等．自适应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在ＳＩＮＳ初始对准中的应用［Ｊ］．中国

惯性技术学报，２０１０，１８（１）：４４４７）

［８］　ＧａｏＷｅｉｇｕａｎｇ，ＹａｎｇＹｕａｎｘｉ，ＣｕｉＸｉａｎ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ＩＭＵ／ＧＰ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

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犠狌犺犪狀犝狀犻

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０６，３１（５）：４６６４６９（高为广，杨元喜，

崔先强，等．ＩＭＵ／ＧＰＳ组合导航系统自适应 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算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６，３１（５）：４６６４６９）

［９］　ＹａｎｇＹｕａｎｘｉ，ＨｅＨａｉｂｏ，ＸｕＴｉａｎｈ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Ｒｏ

ｂｕｓｔ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ＧＰ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Ｊ］．

犃犮狋犪犌犲狅犱犪狋犲狋犻犮犪犲狋犆犪狉狋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１，

３０（４）：２９３２９８（杨元喜，何海波，徐天河．论动态

９８５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５月

自适应滤波［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１，３０（４）：２９３２９８）

［１０］ＲａｊａｍａｎｉＭ Ｒ，ＲａｗｌｉｎｇｓＪＢ．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ＤａｔａＵｓｉｎｇＳｅｍｉ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Ｊ］．犃狌狋狅犿犪狋

犻犮犪，２００８，４５（１）：１４２１４８

［１１］ＯｄｅｌｓｏｎＢＪ，ＬｕｔｚＡ，ＲａｗｌｉｎｇｓＪ．ＴｈｅＡｕｔｏｃｏｖａｒｉ

ａｎｃ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Ｃｏｖａｒｉ

ａｎｃｅ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ａｃｔｏｒｓ［Ｊ］．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狀犆狅狀

狋狉狅犾犛狔狊狋犲犿狊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６，１（３）：５３２５４０

［１２］ＯｄｅｌｓｏｎＢＪ，ＲａｊａｍａｎｉＭＲ，ＲａｗｌｉｎｇｓＪＢ．ＡＮｅｗ

Ａｕｔｏ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Ｅｓｔｉｍａ

ｔｉｎｇＮｏｉｓｅ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Ｊ］．犃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犪，２００６，４２

（２）：３０３３０８

［１３］Ｙａ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Ｑｉｎ Ｙｏｎｇｙｕａ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ａｐｄｏｗｎＩｎ

ｅｒｔｉ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Ｂａｓｅ［Ｊ］．

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犛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２００６，２３（１０）：３６４０（严恭

敏，秦永元．捷联惯导系统静基座初始对准精度分

析及仿真［Ｊ］．计算机仿真，２００６，２３（１０）：３６４０）

［１４］ＬｕｏＺｈｉｃａｉ，ＬｉｎＸｕ，ＺｈｏｕＢｏｙａ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ｏｆＡｕｔｏ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ＮｏｉｓｅＥｓｔｉ

ｍａｔｉｏｎ［Ｊ］．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

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１２，３７（１０）：１１６４１１６７（罗

志才，林旭，周波阳．自协方差最小二乘噪声估计

的改进算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２，３７（１０）：１１６４１１６７）

犛犐犖犛犛狋犪狋犻狅狀犪狉狔犐狀犻狋犻犪犾犃犾犻犵狀犿犲狀狋犅犪狊犲犱狅狀犛犻犿狆犾犻犳犻犲犱

犃狌狋狅犮狅狏犪狉犻犪狀犮犲犔犲犪狊狋犛狇狌犪狉犲狊犕犲狋犺狅犱

犔犐犖犡狌１　犔犝犗犣犺犻犮犪犻
１，２，３
　犣犎犗犝犅狅狔犪狀犵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ｓ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ｐｄｏｗｎ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ｐｄｏｗｎ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ｃ

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ｉ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ＳＩＮ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ｂｕｔ

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ａ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ａｌ

ｒｅａｄｙｋｎｏｗ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ａｕｔｏ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ｎｏｉｓ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

ｏ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ａｐｄｏｗｎ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ｎｋｎｏｗ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ｕｔｏ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ｃｏ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ａｎｂ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ｓｏｌｖｉｎｇｉｔａｓａｌｉｎｅａｒ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ｓＩＮ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ｂｙ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ｓｖｅｒｙｗｅｌｌｉｎｎｏｉｓｅ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ｐｄｏｗｎ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ＩＮＳ；ａｕｔｏ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ｎｏｉｓ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Ｋａｌｍ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ＮＸｕ，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ｙ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ｍａｉｌ：ｌｅｏｎ０７＠ｌｉｖｅ．ｃｎ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ＬｕｏＺｈｉｃａｉ，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Ｅｍａｉｌ：ｚｈｃｌｕｏ＠ｓｇｇ．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４１１７４０６２，４１１３１０６７；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ｓｆｏｒ

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Ｎｏ．２０１２２１４０２０２０６；ｔｈｅＯｐ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Ｇｅｏｄｅｓ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１２０２０９．

０９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