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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犈犕犇与核主成分分析的激光陀螺信号消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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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有效抑制激光陀螺的随机漂移，提高其惯导精度，提出了一种联合经验模态分解（ＥＭＤ）和核主

成分分析（ＫＰＣＡ）的陀螺信号消噪方法。该方法利用ＥＭＤ将陀螺信号分解为一组内蕴模态函数（ＩＭＦ），基

于ＥＭＤ噪声能量分布模型，近似估算各层ＩＭＦ中的噪声能量；然后利用ＫＰＣＡ分解各层ＩＭＦ，根据噪声能

量自适应地选择应保留的主成分分量，以剔除各层ＩＭＦ中的噪声实现陀螺信号的消噪。通过实验将该方法

与小波去噪算法进行对比，利用交叠式Ａｌｌａｎ方差和经、纬度误差分析不同方法对陀螺信号的消噪效果。实

验结果表明，相比经典的小波消噪方法，本文方法的消噪效果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可以更有效地抑制陀螺信号

的随机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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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陀螺是新一代的惯性测量元件，与传统

的机械陀螺相比具有很多突出的优点，已经在多

个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激光陀螺输出信号的

精度会对惯性导航系统的对准效率造成直接的影

响，由于受内部构造及外部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

影响，陀螺输出信号中往往含有大量的随机噪声，

严重影响其使用精度。如何有效减小陀螺随机漂

移，提高信号的输出精度，一直是激光陀螺研究的

热点和难点［１，２］。小波变换具有良好的多分辨率

分析特性，可对信号在不同频段、不同时刻进行有

效分离，因此在陀螺信号的降噪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２４］。但在应用小波变换对陀螺信号去噪时，

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① 小波变换需要预先选定

小波基和分解的层数。相同条件下选用不同的小

波基和分解层数对去噪结果影响很大［５，６］，这给

利用小波进行信号去噪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② 小波变换本质上属于带通滤波器，更适用于线

性、稳态信号的分解，对于激光陀螺类的非线性、

非稳态信号，采用小波降噪后的效果也不是特别

理想。

为了分析非线性和非稳态信号，Ｈｕａｎｇ等人

提出了一种新的时频分解算法———经验模态分解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ＭＤ）
［７］。ＥＭＤ

是一种数据驱动的自适应信号分解方法，可以将

复杂信号分解成一组按频率高低排列的内蕴模态

函数（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ｄ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ＭＦ）分量。ＥＭＤ

中的基函数和分解层次不需要事先给定［７，８］，而

是根据信号特性通过迭代的方式自适应地产生合

适的内蕴模态函数和最佳分解层数。ＥＭＤ方法

已经被用于激光陀螺信号的去噪处理中［９１５］，并

取得了较好的去噪效果。为了进一步提高ＥＭＤ

对陀螺信号的降噪效果，本文提出了一种联合核

主成分分析（Ｋｅｒｎｅ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ＫＰＣＡ）和ＥＭＤ陀螺信号的去噪方法。根据

ＩＭＦ中的噪声能量分布模型估算每层ＩＭＦ中所

含噪声的能量；再利用噪声能量和核主成分分析

去除ＩＭＦ中的噪声。本文对激光陀螺测试信号

进行了降噪实验，并利用交叠式 Ａｌｌａｎ方差和经

度、纬度误差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与经典的

小波降噪法相比，本文方法可以更有效地抑制陀

螺随机漂移。

１　基于犓犘犆犃和犈犕犇的陀螺信号

消噪

１．１　陀螺信号犐犕犉的能量构成模型

激光陀螺信号经 ＥＭＤ 分解后，原始信号

狓（犽）可被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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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狋）＝∑
犓

犻＝１

ｉｍｆ犻（狋）＋狉犓（狋）

其中，犓 表示内蕴模态函数ＩＭＦ的个数；第犽层

ｉｍｆ犽 的能量ε（ｉｍｆ犽）定义为
［１６］
ε（ｉｍｆ犽）＝ｉｍｆ犽·

ｉｍｆＴ犽。令犳犽＝ｉｍｆ犽，设犳犽＝犵犽＋犠犽，犵犽 表示ｉｍｆ犽

中所包含的信号成分，犠犽 表示ｉｍｆ犽 中的噪声成

分，则有：

犳犽－犈（犳犽）＝犵犽＋犠犽－犈（犵犽＋犠犽）＝

［犵犽－犈（犵犽）］＋［犠犽－犈（犠犽）］

其中，犈（·）表示期望。根据零均值高斯分形噪

声经ＥＭＤ分解后的特性可知
［１６，１７］，犈（犠犽）＝０。

令

珟犳犽 ＝犳犽－犈（犳犽），珘犵犽 ＝犵犽－犈（犵犽）

显然，对犳犽 去噪等价于对珟犳犽 进行去噪，而珟犳犽＝珘犵犽

＋犠犽，将珟犳犽、珘犵犽、犠犽 的能量分别记为ε（珟犳犽）、ε（珘犵犽）

和ε（犠犽），可知，

ε（珟犳犽）＝珟犳犽·珟犳
Ｔ
犽 ＝ （珘犵犽＋犠犽）（珘犵犽＋犠犽）

Ｔ
＝

珘犵犽·珘犵
Ｔ
犽 ＋珘犵犽·犠

Ｔ
犽 ＋犠犽·珘犵

Ｔ
犽 ＋犠犽·犠

Ｔ
犽

　　因为信号犵犽 与噪声犠犽 无关，所以 ，

ε（珟犳犽）≈珘犵犽珘犵
Ｔ
犽 ＋犠犽犠

Ｔ
犽 ＝ε（珘犵犽）＋ε（犠犽）

即珟犳犽 的能量近似等于信号能量ε（珘犵犽）与噪声能量

ε（犠犽）之和。对珟犳犽 进行去噪时，如果能从珟犳犽 中去

除能量为ε（犠犽）的纯噪声，则可认为剩下的部分

全部是有用的信号信息，不再含有噪声。但信号

珟犳犽 中所含噪声的能量是未知的，通常情况下难以

求出珟犳犽 中所含噪声的能量ε（犠犽）的精确值，但通

过高斯分形噪声的ＩＭＦ能量分布模型，可对珟犳犽

中噪声的能量ε（犠犽）进行近似估计。

１．２　陀螺信号第犽层犐犕犉所含噪声能量的估计

由于陀螺信号中包含大量的有色噪声，因此

以高斯分形噪声作为陀螺信号噪声的噪声模型，

高斯分形噪声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陀螺信号中的

有色噪声成分。由文献［１６，１７］可知，ｉｍｆ犽 所含

的高斯分形噪声能量ε（犠犽）和ε（犠１）之间近似满

足：

ε（犠犽）＝ρ
２（犎－１）犽
犎 ε（犠１）／β犎，犽≥２ （１）

其中，β犎 按文献［１７］所给方法进行计算；

ρ犎 ≈２．０１＋０．２（犎－０．５）＋０．１２（犎－０．５）
２

　　由于含噪信号经ＥＭＤ分解后，第１层ＩＭＦ

基本由噪声组成［１３］，因此通常假设ε（犠１）＝

ε（ｉｍｆ１）。

１．３　利用犓犘犆犃对陀螺信号各层犐犕犉去噪时主

成分分量的选择

　　陀螺信号经ＥＭＤ分解后，估计ｉｍｆ犽 中所含

噪声的能量ε（犠犽），本文从噪声能量在信号总能

量中所占的比例出发，自适应地确定去噪时所保

留的成分分量的取值。令狓＝珟犳犽，则待去噪数据狓

＝狔＋犠，狓∈犚
犖，其中，狔为不含噪声的信号数据；

犠 为信号中所含的噪声。设ＫＰＣＡ去噪中，训练

数据集为狓犽∈犚
犖，犽＝１，…，犔，其在特征空间犉

的映射为｛Φ（狓犽）｝，所用核函数为犽（狓，狔）；映射

后，数据｛Φ（狓犽）｝的协方差矩阵为犆，其特征向量

为｛犞犽｝，则Φ（狓）可通过选择前犎 个合适的主成

分分量进行重构：

珟Φ（狓）＝犘犎Φ（狓）＝∑
犎

犽＝１
β犽犞

犽，犎 ＜犔

　　根据ＫＰＣＡ的分解特性可知，Φ（狓）中的信号

部分主要集中在前若干层的成分分量中，设ΔΦ

（狓）＝Φ（狓）－珟Φ（狓）＝ ∑
犔

犽＝犎＋１
β犽犞

犽，则ΔΦ（狓）相当于

从Φ（狓）中删除的噪声。因为｛犞
犽｝标准正交，所

以，

ε（Φ（狓））＝∑
犔

犽＝１
β
２
犽，犲（ＤＦ（狓））＝ ∑

犔

犽＝犎＋１
β
２
犽

珟犳犽 在原空间的能量为：

ε（珟犳犽）＝珟犳犽犳
Ｔ
犽 ≈珟犵犽珟犵

Ｔ
犽 ＋犠犽犠

Ｔ
犽 ＝ε（珘犵犽）＋ε（犠犽）

　　如果选择核函数为多项式核函数，犽（狓，狔）＝

（犪（狓·狔）＋犫）
犱，并取犫＝０，犪＞０，犱为正整数，则

珟犳犽 在特征空间的能量为：

ε（Φ（珟犳犽））≈犪
犱（珘犵犽珘犵

Ｔ
犽 ＋犠犽犠

Ｔ
犽）

犱
≈

犪犱［（珘犵犽珘犵
Ｔ
犽）

犱
＋（犠犽犠

Ｔ
犽）

犱］＝犈１＋犈２ （２）

因此可以认为，在特征空间中，Φ（珟犳犽）中信号的能

量为犈１，而噪声的能量为犈２。如果在特征空间

中重构Φ（珟犳犽）时，通过选择合适的犎，使得删除的

噪声ΔΦ（珟犳犽）的能量与Φ（珟犳犽）中所包含的噪声的

能量相同，也即在选择 犎 时，使得ε（ΔΦ（珟犳犽））＝

犈２，则可认为Φ（珟犳犽）中的噪声被全部去除，保留

下来的主成分分量就是理想的不含噪声的信号。

式（２）等价于：

ε（ΔΦ（珟犳犽））

ε（Φ（珟犳犽））
＝

犈２

ε（Φ（珟犳犽））
（３）

因为珟犳犽＝珘犵犽＋犠犽，因此式（３）等价于：

∑
犔

犽＝犎＋１
β
２
犽／∑

犔

犽＝１
β
２
犽 ＝

犈２

犪犱 （珟犳犽珟犳犽
Ｔ）犱
＝

犪犱 （犠犽犠犽
Ｔ）犱

犪犱 （珟犳犽珟犳犽
Ｔ）犱

＝
ε（犠犽）

ε（珟犳犽
（ ））

犱

（４）

　　但在选择犎 时，很难保证使得式（４）恰好成

立，本文中对犎 按照以下方法进行取值：如果存

在β使式（５）成立，则令犎＝β，

∑
犔

犽＝β＋１
β
２
犽

∑
犔

犽＝１
β
２
犽

≤
ε（犠犽）

ε（珟犳犽
（ ））

犱

≤
∑
犔

犽＝β

β
２
犽

∑
犔

犽＝１
β
２
犽

（５）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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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基于犈犕犇和犓犘犆犃的陀螺信号消噪步骤

１）利用ＥＭＤ将陀螺信号狓（狋）分解为ｉｍｆ犽

（犽＝１，２…，犖），余项为狉犖；

２）令ε（犞１）＝ε（ｉｍｆ１），对ｉｍｆ１ 按照ＳＵＲＥ

Ｓｈｒｉｎｋ阈值方法进行去噪，得到去噪后的值ｉｍｆ′１；

３）取犽（狓，狔）＝ 犪（狓·狔（ ））犱 作为核函数，令

珟犳犽＝ｉｍｆ犽－犈 ｉｍｆ（ ）犽 ，计算ｉｍｆ犽 中所含噪声的能

量ε（犠犽）（犽≥２）；

４）对珟犳犽（犽≥２）进行ＫＰＣＡ分解，按照式（５）

计算在特征空间去噪时应保留的主成分分量的个

数犎，并通过迭代求其原像珟犳′犽；

５）ｉｍｆ′犽＝珟犳′犽＋犈（ｉｍｆ犽）即为ｉｍｆ犽 去噪后的结

果，对所有ｉｍｆ′犽进行累加，得到去噪后的陀螺信号

狓′（狋）＝∑
犖

犽＝１

ｉｍｆ′犽（狋）＋狉犖（狋）。

２　实验分析

本文实验数据来自某次常温（２０℃）静基座

下的激光陀螺漂移测试（标称陀螺漂移为１°／ｈ），

采样间隔为１ｓ，取狓轴的２０００个历元输出信号

进行实验分析（狔、狕轴类似），实验数据如图１所

示。为了比较消噪效果，对陀螺信号分别采用

ＳＵＲＥＳｈｒｉｎｋ小波阈值法、ＢａｙｅｓＳｈｒｉｎｋ小波阈值

法和本文方法进行去噪。小波阈值去噪中，小波

基选用在信号去噪中得到广泛使用的ｄｂ８小波，

分解层数取９，采用硬阈值法去噪。在本文方法

去噪中，实验信号经 ＥＭＤ 分解后，得到１０个

ＩＭＦ分量和一个余项；对各层ＩＭＦ进行 ＫＰＣＡ

分解处理时，核函数选犽（狓，狔）＝（犪（狓·狔））
犱，取犪

＝２，犱＝３。

图１　激光陀螺原始信号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ＬａｓｅｒＧｙｒｏ

２．１　去噪陀螺信号直接比较

激光陀螺漂移信号经ＳＵＲＥＳｈｒｉｎｋ小波阈

值法、ＢａｙｅｓＳｈｒｉｎｋ小波阈值法和本文方法去噪

后的结果如图２所示。对比图２（ａ）、２（ｂ）和２（ｃ）

可以看出，采用本文方法消噪后的信号较小波阈

值法消噪后的信号平滑。分别计算原始信号和消

噪后信号的均值与方差，结果如表１所示。可以

看出，三种方法消噪后的均值基本相同，但本文方

法消噪后的方差更小，表明经本文方法消噪后，陀

螺漂移数据中的随机噪声得到了更好的剔除。

图２　不同方法去噪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ｅｎｏｉｓ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表１　均值和方差对比表／（ｐｕｌｓｅ·ｓ
－１）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ｎｇｅ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ｐｕｌｓｅ·ｓ
－１）

原始信号
ＳＵＲＥＳｈｒｉｎｋ

小波

ＢａｙｅｓＳｈｒｉｎｋ

小波
本文方法

均值 １．９２２３ １．９２０４ １．９２４１ １．９１７５

方差 １０２．９７４８ ２．９４２５ ２．５８１６ １．１９９３

２．２　去噪陀螺信号交叠式犃犾犾犪狀方差比较

为了进一步分析本文方法对陀螺信号的消噪

效果，采用交叠式 Ａｌｌａｎ方差对三种方法的消噪

结果进行对比分析［１８］。设信号的交叠式 Ａｌｌａｎ

标准差为σ（τ）（τ＝狀τ０，τ０ 为采样间隔），则σ（τ）～

τ的双对数曲线可以描述陀螺信号的不同随机误

差成分。用交叠式Ａｌｌａｎ方差分析法获取原始信

号和对三种方法消噪后信号的五项源误差的误差

系数，包括量化噪声（犙）、角度随机游走（犖）、零

偏不稳定性（犅）、速率随机游走（犓）和速率斜坡

（犚），结果如表２所示。三种方法消噪后的经纬

度误差［１２］见图３，均方根值（ＲＭＳ）和最大误差

（ＭＡＸ）如表３所示。

从表２和表３可以看出，经过三种降噪算法

滤波处理后，各项误差系数都有所减小，表明三种

方法对陀螺信号都具有一定的消噪作用。与小波

阈值法相比，本文方法降噪后信号的各项指标更

低，这表明小波消噪后的陀螺信号中仍然含有一

定程度的误差成分，而本文方法更进一步地削弱

了陀螺信号的各种误差成分。其主要原因是小波

阈值消噪方法仅能够去除陀螺信号中白噪声的干

扰，但对信号中所含的部分有色噪声难以进行有

效去除，限制了小波阈值法的消噪效果。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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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去噪前后噪声误差系数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ｏｉｓｅＥｒｒｏ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犙／μｒａｄ 犖／（°／ｈ１／２） 犅／（°／ｈ） 犓／（°／ｈ３／２） 犚／（°／ｈ２） 犙降噪前后比／％

原始信号 ６．２０９４ ０．０１６５ ０．３１７９ ２．０６２３ ３．４１９２×１０－４ １００

ＳＵＲＥＳｈｒｉｎｋ小波 ０．７９５８ ０．００８３ ０．１８４７ ０．１７３９ １．７７３２×１０－４ １２．８

ＢａｙｅｓＳｈｒｉｎｋ小波 ０．６８３２ ０．００６４ ０．１３０１ ０．１０３３ ３．１２４７×１０－５ １１．０

本文方法 ０．３４４６ ７．８８２４×１０－４ ０．０８９６ ０．０５８７ ６．１１８３×１０－６ ５．２７

图３　三种方法消噪后的经纬度误差

Ｆｉｇ．５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ＥｒｒｏｒｓＡｆｔｅｒ

Ｄｅｎｏｉｓ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表３　三种方法消噪后犚犕犛和 犕犃犡值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ＭＳａｎｄＭＡＸ／（″）

ＲＭＳ ＭＡＸ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ＳＳＷ １１．１４３４ ２９．５８５２ ２１．１２００ ７３．１５００

ＢＳＷ １０．１１４５ ２６．８７５２ １９．２０００ ６６．５０００

ＥＭＤＰＣＡ ８．０７９１ ２１．４８４１ １５．３６００ ５３．２０００

而ＥＭＤＰＣＡ消噪方法通过分形噪声模型

估计各层ＩＭＦ中的噪声能量，可以较准确地估算

出ＩＭＦ中所含的不同噪声的能量总和，因此通过

ＫＰＣＡ去除噪声后，可以有效消弱信号中的白噪

声成分和有色噪声成分，进一步提高了消噪的效

果。从表２也可以看出，量化噪声是陀螺信号中

引入随机误差的主要因素，经ＳＵＲＥＳｈｒｉｎｋ小波

阈值法、ＢａｙｅｓＳｈｒｉｎｋ小波阈值法和本文方法降

噪后，信号中的量化噪声误差系数分别减小为原

来的１２．８％、１１．００％和５．５４％。

３　结　语

本文联合ＥＭＤ和ＫＰＣＡ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ＥＭＤ陀螺信号消噪方法，所提方法中根据陀螺信

号各层ＩＭＦ中所含噪声的能量，自适应地选择

ＩＭＦ经ＫＰＣＡ分解后应保留的主成分分量，从而

实现对陀螺信号的消噪。该方法在消噪过程中可

根据陀螺信号的自身特性自适应计算模型参数，

因此去噪过程仅与陀螺信号的自身特性相关，不

需要繁琐的参数和阈值调试。对实测陀螺随机漂

移信号进行降噪处理，并通过直接比较法、交叠式

Ａｌｌａｎ方差法和经、纬度误差对不同去噪方法的

降噪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实验结果表明，与小波消

噪方法相比，本文方法的降噪效果有一定程度的

提高，可更有效地去除噪声，减少陀螺信号的各项

误差成分，提高惯性制导解算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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