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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优化卡尔曼滤波算法(optimized Kalman filter，OKF)中的目标函数选择问题，设计了两种适用

于oKF算法优化的目标函数，证明了这两种目标函数是最优的，即当目标函数取最小值时，oKF算法中的滤波

估计值H。2_。一。是(或概率意义下)系统真实状态H。工t的最优估计。把上述目标函数应用于多模型卡尔曼滤波

算法(multiple model adaptive Kalman filter，MM—AKF)中，设计了一种优化多模型卡尔曼滤波算法(optimized

multiple model adaptive Kalman filter，OMM—AKF)，OMM—AKF算法能够根据目标函数优化子滤渡器的滤波估

计值权值，从而能够得到系统真实状态的较优估计值。最后，通过仿真验证了上述理论的正确性和方法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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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 of cost functions in optimized Kalman fil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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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oice of cost functions in optimized Kalman filters(0KF)is thoroughly analyzed．Two cost

functions suitable tO OKFs are designed．It is proved that these cost functions are optimal，that ia，when the

cost function is minimal，the estimated state H{卫二^一1 is(or in probability)an optimal estimator for H{z。in

oKFs．Then，these cost functions are applied in a multiple model adaptive Katman filter(MM AKF)，thus an

optimized multiple model adaptive Kalman filter(OMM-AKF)is designed．The OMM—AKF can optimize the

weights of state estimations，thus a superior state estimation can be obtained．Finally，the findings in this paper

are verified by some sim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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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卡尔曼滤波算法(Kalman filter，KF)[1咖的缺点和局限

性是要求精确已知系统的噪声统计特性[3]。实际应用中，

噪声统计特性可能是部分已知、近似已知或完全未知的，基

于不精确的或错误的噪声统计特性设计KF算法会导致滤

波性能变坏，甚至造成滤波发散¨]。针对这一问题，很多学

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总结起来，大致有三种解决方

案：(1)设计自适应卡尔曼滤波算法(adaptive Kalman ill-

ter，AKF)[4⋯，直接或间接修正滤波增益矩阵，最终期望调

整后的滤波算法是最优的；(2)设计鲁棒卡尔曼滤波算法

(robust Kalman filter，RKF)[7⋯，在算法设计时考虑了噪

声统计特性不确定性／未知对滤波算法性能的影响，使得在

约束范围内滤波算法中的估计误差协方差矩阵有上界；(3)

设计优化卡尔曼滤波算法(optimized Kalman filter，

OKF)[91⋯，利用优化算法的寻优特性寻找状态／参数的较

优估计值。

上述三种算法中，RKF算法的理论基础最为坚实。

RKF算法是鲁棒控制理论在滤波领域中的应用和推广，它

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际应用方面都较为成熟。但是，

RKF算法也有其局限性，其局限性在于：RKF算法是建立在

一些必要的假设条件基础上设计的，随机非线性系统模型是

否满足这些假设条件值得商榷；另外，RKF算法中存在一些

自由参数影响着RKF算法的设计和性能，目前，还缺少用于

确定这些自由参数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RKF算法仅

仅针对当前约束给出了一组状态估计值的可行解，并没有考

虑该解的进一步优化问题。AKF算法与OKF算法均是伴

随KF算法一起出现的，它们在实际应用中均取得了较大成

功，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们的收敛性均未得到证明。实际

上，可以证明AKF算法以概率1不收敛于KF算法，因此，

AKF算法中的状态估计值不是最优的，该估计值必可进一

步优化。相对于AKF算法来说，OKF算法在设计时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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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了估计值／参数的优化问题，OKF算法利用一组系统模

型和反馈机制来实现估计值／参数的优化。

综上所述，滤波算法优化问题广泛存在于滤波算法设

计过程中，且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也是本文对其进行深

入研究的原因。

目前，OKF算法主要有两类：(1)基于遗传算法的自适

应卡尔曼滤波算法(adaptive Kalman filter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s，GA-AKF)【91“，该类算法使用遗传算法对一组

系统模璎中的未知参数寻优，期望寻找到较优的模型参数，

从而间接提高滤波算法估计精度；(2)多模型卡尔曼滤波

算法(multiple model adaptive Kalman filter， MM-

AKF)[1““，该类算法中多个模型并行工作，模型间基于概

率矩阵切换，状态估计值由多个滤波器交互作用得到。无

论是GA—AKF算法还是MM—AKF算法，寻优算法中的目

标函数将直接影响OKF算法的估计精度，然而，现有的

OKF算法均没有分析目标函数最优性与OKF算法性能问

的关系，从而导致了OKF算法缺少重要的理论支撑。

本文对OKF算法中的目标函数选择问题进行研究，证

明了两种目标函数是最优的，即当目标函数最小时，状态估

计值H。j厶，。是(或概率意义下)真实状态Hkz。的最优估

计，类比于KF算法，从而可问接认为状态估计值硝。是(或

概率意义下)真实状态4的较优估计。把上述目标函数应

用于MM—AKF算法中，设计了一种优化多模型卡尔曼滤

波算法(optimized multiple model adaptive Kalman filter，

oMM—AKF)；由于oMM—AKF算法基于最优目标函数修

正概率矩阵，因此可认为修正后的概率矩阵是最优的，从而

能够得到系统真实状态的较优估计值。最后，通过仿真验

证了上述理论的正确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1 目标函数选择 、

考虑离散时间线性随机系统

产一缸-砧l十阽1 (1)
1乳=日^zI+帆

式中，瓤∈彤是状态向量，氐∈P“，H。∈肜“是已知的系

数矩阵，乳∈舻是观测向量，峨∈彤，帆∈肜是相互独立的
零均值白噪声，其协方差矩阵分别是Q，R。

设噪声统计特性未知，其估计值是Q，袁，给定滤波初值
j。，Po由KF算法得

荫=孰一Htf五一。 (2)

式中，霸。一。是基于Q，盈设计的KF算法中状态X．k的一步
预测值。

设或。一EE(x,一童a。)(奴一霜。)1]，计算式(2)
的协方差矩阵，得

BE(荫)(西)7]一H。P矗．，Hj+R (3)

设章二。是基于Q，R设计的KF算法中状态以的一步预测
值，则由KF算法知

只I-1=EE(x,一毛Jpl)(也一霸Ibl)1]一

A-lP卜lI}lA：一l+Q (4)

式中，只一11^一l=E[(甄一iP¨．一。)(而一l一氟一Ⅲ一1)1]，

或叫一。是基于Q，R设计的KF算法中状态孔一。的最优估计
值。

设章■小一。是基于Q，詹设计的KF算法中状态甄一。的

估计值，设P二m一。=E[(毛一l一量■1I，。)(x'k—l一

譬■。"，)’]。由于Q，R基于设计的KF算法是最优的，因

此，有

PLlI}I≥P卜lIpl (5)

由于

焉pl—Apl雌1lplA}1+Q (6)

故有

心一≥BI}l (7)

所以

E[(谫)(掘)7]一HtP厶一-研+R≥风P·l-·日}+R
(8)

式(8)意味着E[(谚)(丽)7-1有下界，因此，tr(El(画)
(丽)7])必有最小值。

定理1 t,-(EF(,f)(西)7])是最优目标函数，当tr(E

[(西)(丽)1])取最小值时，滤波估计值日。j矗。是状态
珥工。的最优估计。

证明设H；P_。。研的特征值是A?，i=1，⋯，m，对
式(8)两端取迹运算，得

扩(砸(嵇)(嵇)’])一tr(风P矗,--l研)+tr(R)=

∑J：I?+护(R) (9)
l—l

式(9)取最小值意味着≥：A?取最小值。
Z百

由P晶．。=E[(双一i厶p1)(Xt一童磊。一，)1]得

El(H kxI—HkX’k。lH)‘Hlxl—Hk叠；＼Hr-1=HtP：IHHl

(10)

对式(10)两端取迹运算，得

tr(EE(H^如一皿叠玉。。)(HkX。一风j五．1)])=

tr(H}P；t|-1 Hj)一≥：．：I? (11)
z了

式中，￡r(E[(风善。一凰章五。一1)(H^工I—H。叠五。)’])是随机
变量(风x。一风叠厶。一，)的协方差矩阵主对角线元素之和。

tr(E[(风工I—Hki五I—1)(H．x．一H。i‘。一1)’])刻画了随机变
三

量(风工。一H。霉函。)的分散程度，显然，≥：A?越小，则
：：i

(风x。一凰叠矗。一。)越能够以较高概率分布在0附近，进而

H。童矗。越能够以较高概率分布在H。x。附近。

由于式(9)取最小值，因此，≥：A?取最小值，所以，
—T

凰套二。是H+x。的最优估计，命题得证。

显然，使用tr(E[(西)(W)1])作为目标函数来评价滤

波估计值H。j五。的可信性是可行的，但是，实际滤波过程
中我们更关心状态以一t的估计值譬■。I。的可信性。由于

H。童‘。是风工。的另一个最优估计量，而i。忙。是状态

赧一。的最优估计值，类比于H。膏小一。这一性质，当tr(E

[(W)(猫)7])取最小值时，有理由相信i■。p。是状态瓤一。

的较优估计值。

在实际滤波过程中，式(8)值无法计算，每次仅能得到

EE(西)(耐)7]的一个样本值，由于该样本值以概率分布在

E[(面)(面)7]附近，因此，可以选择该样本值作为目标函

数，此时，目标函数为

tr((班)(秽)’)=(矿)’(矿) (12)

推论1 tr((蕊)(荫)7)在概率意义下是最优日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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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当tr((rl；)(西)7)取最小值时·滤波估计值风叠厶I-l在
概率意义下是状态l'l。x。的最优估计。

由于式(12)仅利用k时刻磷进行计算，因此，式(12)中

目标函数可用于解决噪声统计特性时变时的滤波优化问题。

2 目标函数应用

本节把第1节中提出的最优目标函数应用于MM—

AKF算法中，设计一种OMM-AKF算法。

传统的MM—AKF算法n””3计算流程如下：

步骤1设计噪声统计特性估计值集合{岔，詹)，i=1，
⋯，p；j=1，⋯，q，

步骤2给定户q组初值毹I。，或"岔，詹，z=1，⋯，加，
并分配量：的初始权值P：；

步骤3对上述每组初值使用KF算法／非线性滤波算

法进行滤波计算，计算出i："或"(画)‘，c，l--一风p：忙；日手
+詹；

步骤4计算，((矿)‘)=
1 一÷t c靠山7t‘，一1‘∥．

步骤5 更新权值武一1鍪土丛业；
∑P；-l，((访)‘)

步骤6融合i：∽得k时刻系统真实状态工。的估计值
旦

为置l·一∑烈i：I^；

步骤7融合群。。，得k时刻系统真实状态工。的估计
且

误差协方差矩阵的估计值为P小一∑缸(砭It+(i：lk—

i^I^)(jil^一量I}。)7)；

由MM—AKF算法的计算流程可以看出，MM—AKF算

法中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权值P：的调整。

由于目标函数tr((掘)(丽)7)反映了状态估计值叠磊。

的可信度，因此，可选择tr((西)(西)7)的函数作为状态估

计值i厶t的可信度评价函数，该评价函数形式如下

COS t(鞋lk)=h(tr((谚)。((谚)‘)7)) (13)

式中，．Il(·)是所设计的函数。

本文选择^(工)一{，因此，评价函数为

∞8“毹¨卜丽罚蠢而 (14’
矿k L饥，Lm J。，

由于打((矿)(掘)7)越小，评价函数万可i如越
大，状态估计值H。叠矗。一，的可信度越高，因此，选择

万可磊而作为状态估计值硝·的可信度评价函数是
合理的。

‘

把万可i而带入MM—AKF算法计算流程中的
步骤4并忽略即可设计出OMM-AKF算法，OMM—AKF算

法的计算流程与MM-AKF算法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OMM-AKF算法计算流程中的步骤4步应修改为

步骤4计算，((谚)‘)一((W)2)7(矿)’，

3仿 真

本节使用文献E13q中提出的随机非线性模型来验证本

文提出的最优目标函数的性能，该模型具有典型的非线性，

且在很多文献中被广泛使用。该模型研究的是刚体以较大

速度垂直再人大气层时的位置工。、速度x。和常弹道系数‰

的估计问题。刚体动力学方程中含有与高度和速度相关的

阻力项，其连续时间形式为

f主m)=一州￡)+“" ⋯、
．{曩(f)=一e-”t⋯嗣(f)x3(f)+∞2(f) ‘15)

l主。(f)一。。(￡)
式中'[鲫。(￡)(cJ2(￡) 甜。(f)]7是相互独立的零均值白噪

声，其协方差矩阵是Q(f)，y=5×10“是关联空气密度和高

度的常数。

刚体的位置使用雷达测量，其测量值是离散的，且含有

相互独立的零均值白噪声，观测模型为

z(f)一以面q可i两=丽+r(￡) (16)

式中，z(￡)是时刻t雷达测量的刚体与雷达问的距离，H一

105 m是雷达距地面高度，M一105 m是雷达与刚体间的水

平距离，r(f)是相互独立的零均值白噪声，其方差是R(￡)，

雷达的测量频率是1 Hz。

由于状态方程模型具有较高的非线性且刚体的运动速

度较快，因此，式(15)需使用非常小的步长积分。本文使用

与文献[133完全相同的参数进行仿真计算，即取积分步长

为击s，积分方法为四阶龙格·库塔法。由于过程噪声会

掩盖线性化误差。因此，本节对过程噪声的处理方法与文献

[13，143中的处理方法相同，即过程噪声协方差矩阵取为

Q一0。

系统的初始真实状态取为x(o)一[3×105 2×104

10_3]7，初始状态估计值取为王(oI o)一[3×105 2×104

3×lo-5]7，初始状态估计误差协方差矩阵取为P(O 0)一

0

4×106

O

，测量噪声协方差矩阵取为R一104。

噪声统计特性估计值集合取为

Q一

厂o 0

E：

阿
R={103，104，105，106}

(17)

MM—AKF算法和OMM-AKF算法步骤3中的滤波算

法选择为广义卡尔曼滤波算法(extended Kalman filter，

EKF)[1“。EKF算法中，使用斯特林插值公式计算非线性

函数的雅可比矩阵，从而简化了雅可比矩阵的计算过程，斯
1

特林插值公式中的插值步长取为赤。对MM—AKF算法和
厶V

OMM-AKF算法分别进行50次蒙特·卡洛仿真，最终得系

统真实状态与滤波估计值绝对偏差的平均值变化曲线，如

图1至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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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zl(f)绝对偏差平均值曲线 图2 z2(f)绝对偏差平均值曲线 图3 z3(t)绝对偏差平均值曲线

由图1至图3可以看出。OMM—AKF算法的滤波效果

的确优于MM-AKF算法。由此可见，最优目标函数在提

高OKF算法估计精度方面是有效的。

4 结 论

由于目标函数对OKF算法性能影响较大，本文着重研

究了OKF算法中目标函数选择问题，设计了两种最优目标

函数，这些目标函数能够保证OKF算法中滤波估计值

风j磊。是(或概率意义下)真实状态风J。的最优估计，类

比于KF算法，从而可间接认为状态估计值j厶．是(或概率

意义下)真实状态而的较优估计。显然，上述目标函数可

用于设计OKF算法，本文把上述目标函数应用于MM-

AKF算法中，设计了一种CIMM-AKF算法，由于ClMM-

AKF算法中的概率矩阵是基于最优目标函数更新的，因此

修正后的概率矩阵可认为是最优的，从而0MM-AKF算法

比MM-AKF算法具有更高的估计精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目标函数不仅可用于MM—AKF

算法中，还可用于GA—AKF算法中，特别是它们可用于对

Sigma点卡尔曼滤波算法(Sigma-points Kalman filter，SP—

KF)L14-16]、GSPKF算法(Global SPKF)t”3和粒子滤波算法

(particle filter，PF)[1朝中的后验概率密度函数寻优，一方面

这可有效提高SPKF算法、GSPKF算法和PF算法的滤波

效果，另一方面，也可提高PF算法的收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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