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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于快速实现的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改进

阮建国，陈炯
(华东理工大学信息学科与工程学院，上海200237)

摘要：卡尔曼滤波算法具有收敛平稳、速度快、精度高的优点，在信号处理中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卡尔曼滤波

算法不仅是一种迭代算法，而且还包含矩阵的连乘运算和求逆运算，这使得该算法在MCU和DSP这类数字平

台上的实现面l临很大的困难。本文介绍了一种数字保护中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改进，针对数字保护的特点，对算

法的结构进行适当的变换，将迭代过程中大量与采样点数据无关的矩阵运算和求逆运算分离出来进行离线运

算，从而避开难以实现的矩阵求逆运算和运算量巨大的矩阵连乘运算，大大简化了迭代的过程。由于离线运算

不受运算量、运算时间和位宽精度的限制，因而改进后的算法不仅克服了原先迭代过程的复杂性，而且进一步

提高了运算精度，可以在MCU和DSP这类数字平台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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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rovement of Ka]man Filtering Algorithm in Fast Implementation

RUAN Jian-gno，CHEN Jio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ECUST，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The advantage of Kalman filtering algorithm is shown bY the stabilization，the speed and the accuracy of

convergence．It is applied widely in signal processing．However,Kalman filtering algorithm not only includes

iterative computation but also consecutivematrixes—multiplication and inverse matrixes computation．So some very

great difficulties are faced in digit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algorithm based on MCU or DSP system．An improvement

of Kalman filtering algorithm in digital protection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Some transforms of the algorithm

structure are made properl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in digital protection．Thus a large number of computations

such舳matrixes-multiplication and inverse matrixes which m irrelative to the sample data can be solved off-line

out of the iterative process．So the inverse matrixes which i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and consecutive matrixes—

multiplication which includes a large amounts of computation carl be evaded and the iterative process is simplified to

a great extent．Because the Off-line computation are not restricted by the loads，time and bit-wide precision of

computation，SO not only the complexity of the iterative process is overcome but also the computation precision is

enhanced by the improved algorithm．And then the Kalman filtering Can be implemented on MCU or DSP system．

Key words：digital protection，DSP，Kalman filtering，MAC

0引 言

数字保护算法是微机继电保护的基础，微机保护

装置的性能取决于保护算法的性能及其实现的有效

性。保护算法的功能是在电气设备发生故障时监测并

滤除故障信号中的直流和高次谐波等噪声成分，提取

出用于故障分析和判断的分量或相位角。如在变压器

差动保护中利用二次谐波制动，小接地电流系统中利

用五次谐波选出故障线路等【1】，但在大多数场合则是

．．4一

要提取信号的基波分量或相位。在这一方面，全波傅

氏滤波、最dx--乘滤波和卡尔曼滤波表现出了良好的

算法性能回。最dx-乘滤波和卡尔曼滤波收敛速度和

精度明显优于全波傅氏滤波，但当信号中含有高次谐

波时，最dx-乘滤波具有幅值很大的振荡点，这非常

不利于在数字平台上实现，而为了克服这些振荡点的

影响，其收敛速度实际上要明显低于卡尔曼滤波131，因

此卡尔曼算法具有更突出的优点。目前，诸如稳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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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脚善鼍sin驻埘+0炉矗，o+善Ⅸ庐i血埘+鼍。c。sJ}∞o(1)

刚1墟卜 ㈤

墨．Pl。c又G以矗尺。)。1 (7)

递推式中的初始值瓦，Po及噪声模型的确定对卡

尔曼滤波的收敛性能影响较大1751。根据文献【9】，在电

气设备的故障保护中可取岩。=0，取P0为单位矩阵；由

于负荷变动引起的动态噪声方差Q扣。影响很小，通常

忽略不计，故取阢=o，并靴。=Roexp(-kT／l")，一般Re=
0．001—0．005，v=25—45。

式(4)、(5)是3状态卡尔曼滤波的模型，仅可提

取基波分量；在数字保护中，为提高精度或提取高次

(如5次)谐波分量，常采用多状态卡尔曼滤波，此时

式(1)中的L>I，如7状态∞=3)或11状态犯=5)。

2卡尔曼滤波算法性能分析

为了分析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性能，可以将全波傅

氏滤波、最d、--"乘滤波、卡尔曼滤波，三种不同的滤波

算法作比较。设被测信号为：

X(t)=lO-lOcos(2，rrfi)+2sin(4"n'fi+-兰-)+Ssin(61r／f)+
二

sin(8呼)+O．5sin(10，Trfi)
则对应的L=5，即信号中除含有直流分量和基波

分量，还含有2、3、4、5次谐波分量，相应地构成11状

态最小二乘滤波和卡尔曼滤波。图1是对应于该信号

的三种滤波算法的收敛曲线，其中采样频率均为Z=

1000 Hz。

图1三种滤波算法的收敛曲线

Fig．1 The convergent curye of the three filtering

algorithm

由图1可以看出，在L-5时，最小二乘滤波和卡

尔曼滤波算法在N=ll时(1lms)收敛于精确值。至于

全波傅氏滤波则需要一个完整的工频周期(20ms)才

能收敛于精确值。可见最小二乘滤波和卡尔曼滤波的

收敛速度远高于全波傅氏滤波。实际应用中，在信号

的采样回路中需设置低通滤波器，以滤除信号中高于

5次的谐波成分，如此既能使L=5，也满足采样定理。

表l列出了提高采样频率时各滤波算法的收敛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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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不同采样频率时各算法的收敛速度圈

Tab．1 Convergence speed of the algorithms with different

sample frequencym

结果。可以看出，当采样频率提高到Z=2000Hz时，最

小二乘滤波和卡尔曼滤波的收敛速度明显提高。但进

一步提高到f,=4000 Hz时二者的收敛速度则不再明

显提高。

从图l还可以看出，全波傅氏滤波和卡尔曼滤波

的收敛过程较平稳，而最小二乘滤波的收敛过程则有

较大的振荡。由于最小二乘滤波属非迭代算法，当信号

模型无法精确预知时，必须将Ⅳ取得充分大时才能确

保以可靠的精度收敛，这无疑会影响其收敛速度。

综上所述，无论是收敛速度，还是平稳度，卡尔曼

滤波算法都表现出了良好的性能。这使得它在数字保

护中日益受到重视。

3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改进

3．1 卡尔曼滤波实现的难点

基于数字平台的卡尔曼滤波算法的实现具有以

下难点：

(I)矩阵的乘法

从式(6)、(7)、(8)、(9)中不难看出，各方程均含

有大量的矩阵乘法，有的还有矩阵连乘。这会导致出

现位宽很宽的中间结果，从而难以进行迭代运算。

(2)矩阵求逆运算

在数字实现中面临的最大困难即是矩阵求逆运

算，当矩阵的阶数增加时，其求逆运算的复杂度更是

以几何级数增加。

(3)迭代过程

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是通过迭代运算实现的，这就

要求在每次迭代运算中(即每个采样周期)，式(6)、

(7)、(8)、(9)都必须重新运算一次，这将会使CPU承

受复杂而又极其繁重运算。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归纳出对算法的改进思路：

(a)尽量减少矩阵乘法运算；

(b)避免矩阵的求逆运算；

(c)简化迭代过程。

3．2算法的改进

观察卡尔曼滤波的四个方程，其中包括两个迭代

过程。第一个迭代过程由滤波估计方程构成：

一6一

丘；A丘一。+吒(y广G—Z¨)

目的是求出每次迭代的估计盈的值。另一个迭代
过程由以下一组方程构成。

滤波增益方程：墨=凡旺(q吮q+尺。)‘
r

Pl^=沮。只一一I+Q‘一l

滤波协方差方程：只：P1。一K,qP,。

目的是在每次迭代过程中。为滤波估计方程求出

对应的卡尔曼增益足。

合并式(8)、(9)可得：

Pl。；A。以I-l—墨一。q一，Pl。一沮：+仉一1 (10)

由式(10)可知，式(8)和(9)完成的是P1。的迭代。

再将式(7)变形，可得：

K一。=Pl¨q一，(cI．。Pl“q一。+尺¨)‘ (11)

由式(7)和式(11)比较，可知式(10)实际上完成

的是卡尔曼增益的迭代。因此，只和气只是卡尔曼增

益迭代的中间变量，而A。和q可视为已知矩阵。利用

A。和C。可以离线进行卡尔曼增益的迭代过程，求出每

次迭代运算的卡尔曼增益K，以供滤波估计方程使

用。可以这样处理的原因是这三个方程中除q与采

样频率有关，其余均为常数。而在实际应用中对于一

个确定的保护系统，其采样频率是确定的，因此可以

将q看作是常数矩阵。这样，卡尔曼滤波算法就可以

缩减为一个方程：

x,--a^一。+墨(L—G4^一，) (12)

将式(12)进行变形，可得：

五=溉—甄C泓Pk一。+墨以 (13)

由于迭代过程中的疋可以离线求得，所以在每

次迭代过程中，可以将其视为常量。因此，式(13)中的

眠一甄C。)A。也可以离线求得，将其设为矾，代人式
(13)得：

五=巩瓦一。+墨L (14)

式(14)中的以和t都是可以离线求出的，每次

迭代过程应代入相应的以和墨，即：

阢E{u。删U二n，砺棚⋯⋯，叱nl

K,e{Kl。nⅨ缸n如巾⋯⋯虬nl
其中，第后次迭代应代入集合中相应的仉n或噩n，因

而集合U和K的大小由迭代次数决定。由式(4)和

(5)的推导可知，仉和墨的具体数值仅与采样频率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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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当采样频率确定时，仉和噩各元素均为常数。

展开式(14)：

Xt=

‰筇o+uolxOl+⋯+％声^

ulo石o+ull‰I+⋯+lLl^
●●●

+

Jc∥

klY

u,扣jxo+itnl#fol+⋯+珥—吒J 【后∥

(15)

观察式(15)，它由2个矩阵和1个列向量的乘法

运算构成，其运算过程是典型的MAC。所以，式(15)

实质上具有MAC的特性，也即典型的DSP算法特

性，因而特别符合DSP这类数字平台的实现杼陛。

4算法改进前后的分析比较

在卡尔曼滤波的实现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巨大

的乘法计算量，这无疑严重影响了运算效率。以11状

态犯=5)卡尔曼滤波为例，设采样输入为12位A／D转

换值，所有系数精度均为8位宽度，除去单位阵的乘

法，则在算法改进前的每次迭代过程中，共需要做

1969次乘法，其中包括8x8 bit，8x12 bit，8x16 bit等

多种不同位宽度的乘法。在算法改进后的每次迭代过

程中，所有的乘法都归一化为8x12 bit，而且其数量

大为减少，表2中列出了比较结果。

表2算法改进前后迭代运算中的乘法次数

Tab．2 Number of multiplications in iterative

computation before or after algorithm improvement

由表2可知，算法改进后，大量复杂的卡尔曼滤

波增益和系数运算可以预先离线完成，这不仅大大降

低了运算量，同时也提高了精度。以此方法实现的卡尔

曼滤波的误差在1％左右，可以满足实际应用的要求。

因此不仅是DSP，对于一些高性能的16位MCU，也可

以完成此滤波算法。而采用改进前的算法实现卡尔曼

滤波，则由于迭代中受位宽限制必须不断地截取数据

以及系数本身的位宽限制，会使误差达到15％一20％，

无法满足实际应用。要缩小误差，必须进行超宽位的乘

法，即采用32x32bit的乘法才能满足要求，这将进一

步增加运算负荷。此外，表2中仅考虑了单路信号的卡

尔曼滤波的乘法运算量，实际应用中至少需要同时对

两路信号进行卡尔曼滤波。同时，实际应用中还包括序

分量过滤和开方等较复杂的运算，因此实际应用中采

用改进前的卡尔曼滤波在DSP上无法实现。

采用改进后的算法时，系数的位宽度可以提高到

16位，这使得精度进一步提高，而对于16x12bit的乘

法，可以由DSP的一条指令直接完成，显然系数位宽

度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运算的效率。此外改进后的算

法对系统资源占用率很低，这使得同时进行两路卡尔

曼滤波成为可能。表3中列出了算法改进前后的性能

比较结果。

表3基于DSP的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性能比较

Tab．3 The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Kalman filtering

based on DSP

由表3可以清楚地看到，改进后算法的运算量大

幅度减少，可以在DSP平台上同时进行两路卡尔曼

滤波，因而很适合数字保护系统的实现，并为进一步

的序分量滤波留出了运算余量。

5结论

卡尔曼滤波算法的迭代过程较为复杂，难以在

DSP这类数字平台上实现。本文中对算法改进方法是

针对数字保护的特点对算法的结构进行适当的变换，

将迭代过程中大量与采样点数据无关的矩阵运算和

求逆运算预先分离出来进行离线运算，从而避开难以

实现的矩阵求逆运算和运算量巨大的矩阵连乘运算。

由于离线运算不受运算量、运算时间和位宽度精度的

限制，因而改进后的算法不仅克服了原先迭代过程的

复杂性，而且进一步提高了运算精度，可以在MCU和

DSP这类数字平台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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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由实际机械抖动原理所决定的。因此，采用非均匀

采样信号的频谱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更符合实际情

况，可以作为可靠的实验分析数据用于正弦抖动控制

器的设计。

图3(a)激光陀螺输出信号；㈣按均匀采样计算

得到的频谱；(c)按非均匀采样计算得到的频谱

Fig．3(a)the output signals of RLG；(b)spectrum from

uniformly sisals；(e)speetrum for non-uniformly signals

4结论

本文通过对采样信号的傅立叶变换，推导了非均

匀采样时间间隔的数字信号频谱计算公式。利用

MATLAB数据处理软件对冲激函数仿真的特点，得出

了正弦信号峰值与频域冲激强度之间的定量计算公

式，并仿真验证了文中提出的非均匀采样信号频谱计

算公式的正确性以及在信号辨识方面较均匀采样方

法的优越性。把这一研究成果应用到机械抖动激光陀

螺正弦抖动信号的分析中，得到了可靠的、符合实际

的机械正弦抖动幅度和谐振频率参数，从而为抖动控

制器的研究和设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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