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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恒星观测的船载惯导

姿态角时序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一是利用

惯导姿态角和经纬仪测角数据，计算出恒星在地

平系下的实测指向。二是使用最小二乘法，拟合

计算出任意时刻的惯导姿态角数据。三是计算出

超前或滞后不同时间的惯导姿态数据，分别与经

纬仪观测数据进行组合，寻找地平系下恒星方

位、俯仰角误差的标准差最小的一组惯导姿态数

据，对应时序即为惯导姿态角时序误差。本发明

具有较高的惯导时序误差检测精度，可以有效提

高惯导姿态角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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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恒星观测的船载惯导姿态角时序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步骤一、利用惯导姿态角和经纬仪测角数据，计算出恒星在地平系下的实测指向；

步骤二、使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计算出任意时刻的惯导姿态角数据；步骤三、计算出超前或

滞后不同时间的惯导姿态数据，分别与经纬仪观测数据进行组合，寻找地平系下恒星方位、

俯仰角误差的标准差最小的一组惯导姿态数据，对应时序即为惯导姿态角时序误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恒星观测的船载惯导姿态角时序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一具体包括：

1)计算经纬仪甲板系下恒星实测位置

首先，使用脱靶量数据对经纬仪方位和俯仰角进行修正，设恒星在经纬仪视场内方位

和俯仰方向的脱靶量分别为ΔA、ΔE，则：

式中：Aj、Ej为经纬仪方位和俯仰轴角编码器测量数据；

然后，对经纬仪轴系参数进行修正，

式中：

g—经纬仪方位零位；

c—经纬仪照准差；

I—经纬仪横轴差；

βm—经纬仪垂直轴最大倾斜量；

h—俯仰方位零位；

Am—方位转盘出现最大倾斜角度对应的方位角；

最后，利用轴系参数修正后的经纬仪测角数据，计算恒星在经纬仪甲板坐标系所在方

向单位矢量的直角坐标(xj,yj,zj)，

2)计算地平系下恒星实测位置

利用惯导姿态测量数据进行坐标系的旋转和变换，经纬仪甲板系转换到地平系应进行

三次坐标旋转，坐标旋转后，在地平系下恒星单位矢量的直角坐标(x,y,z)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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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惯导实测横摇；

P—惯导实测纵摇；

H—惯导实测航向。

根据恒星在地平系下的直角坐标，计算出恒星在地平系下的实测方位、俯仰角：

Edc＝a  tan(z)，

式中，Adc为实测方位角，Edc为实测俯仰角。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恒星观测的船载惯导姿态角时序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二具体包括：

采用最小二乘法完成惯导姿态角基于时间序列的四次多项式拟合，

设短时间的惯导姿态数据用四次多项式进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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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为横摇，P为纵摇，H为航向，

r0  ～  r4 —横摇多项式系数；

p0  ～  p4 —纵摇多项式系数；

h0  ～  h4 —航向多项式系数；

t—时间变量；

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横纵摇和航向多项式系数计算表达式为：

其中：

表示时间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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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恒星观测的船载惯导姿态角时序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船舶导航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基于恒星观测的船载惯导姿态角时序检

测方法，用于船载惯导姿态数据拟合和惯导姿态角时序误差计算。

背景技术

[0002] 船载惯导设备能够连续输出船体的横纵摇和航向信息，不受天气和电磁环境变化

的影响，为很多船载设备的正常工作提供了稳定坐标基准。惯导姿态角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除受自身惯性器件性能、系统编排以及导航算法等影响外，还与惯导姿态时序误差有关。在

船摇周期10s、船摇幅度5°的情况下，1ms时序误差最大可带来约130″的惯导姿态角测量误

差。目前还未有适用于惯导姿态角时序误差稳定情况下的检测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提供一种基于恒星观测的船载

惯导姿态角时序检测方法，该方法适用于惯导姿态角时序误差稳定情况下的检测计算。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基于恒星观测的船载惯导姿态角

时序检测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利用惯导姿态角和经纬仪测角数据，计算

出恒星在地平系下的实测指向；步骤二、使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计算出任意时刻的惯导姿态

角数据；步骤三、计算出超前或滞后不同时间的惯导姿态数据，分别与经纬仪观测数据进行

组合，寻找地平系下恒星方位、俯仰角误差的标准差最小的一组惯导姿态数据，对应时序即

为惯导姿态角时序误差。

[0005] 优选地，步骤一具体包括：

[0006] 1)计算经纬仪甲板系下恒星实测位置

[0007] 首先，使用脱靶量数据对经纬仪方位和俯仰角进行修正，设恒星在经纬仪视场内

方位和俯仰方向的脱靶量分别为△A、△E，则：

[0008]

[0009] 式中：Aj、Ej为经纬仪方位和俯仰轴角编码器测量数据；

[0010] 然后，对经纬仪轴系参数进行修正，

[0011]

[0012] 式中：

[0013] g—经纬仪方位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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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c—经纬仪照准差；

[0015] I—经纬仪横轴差；

[0016] βm—经纬仪垂直轴最大倾斜量；

[0017] 最后，利用轴系参数修正后的经纬仪测角数据，计算恒星在经纬仪甲板坐标系所

在方向单位矢量的直角坐标(xj,yj,zj)，

[0018]

[0019] 2)计算地平系下恒星实测位置

[0020] 利用惯导姿态测量数据进行坐标系的旋转和变换，经纬仪甲板系转换到地平系应

进行三次坐标旋转，坐标旋转后，在地平系下恒星单位矢量的直角坐标(x,y,z)为：

[0021]

[0022] 式中：

[0023] R—惯导实测横摇；

[0024] P—惯导实测纵摇；

[0025] H—惯导实测航向。

[0026] 根据恒星在地平系下的直角坐标，计算出恒星在地平系下的实测方位、俯仰角：

说　明　书 2/8 页

6

CN 107976169 B

6



[0027]

[0028] Edc＝atan(z)，

[0029] 式中，Adc为实测方位角，Edc为实测俯仰角。

[0030] 优选地，步骤二具体包括：

[0031] 采用最小二乘法完成惯导姿态角基于时间序列的四次多项式拟合，

[0032] 设短时间的惯导姿态数据用四次多项式进行表示：

[0033]

[0034] 式中：

[0035] R为横摇，P为纵摇，H为航向，

[0036] r0～r4—横摇多项式系数；

[0037] p0～p4—纵摇多项式系数；

[0038] h0～h4—航向多项式系数。

[0039] 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横纵摇和航向多项式系数计算表达式为：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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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0043] 其中：

[0044]

[004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46] 本发明以空间位置精确已知的恒星作为基准，利用经纬仪观测恒星，采用最小二

乘法拟合出基于时间序列的惯导姿态角计算表达式，将不同时序条件下的惯导数据与经纬

仪测角数据进行组合，根据恒星在地平系下观测结果的标准差变化趋势和具体数值，分析

并确定出惯导姿态角的时序误差。

附图说明

[0047] 图1为本发明中惯导姿态时序正常情况下的经纬仪方位角误差示意图。

[0048] 图2为本发明中惯导姿态滞后10ms引起的经纬仪方位角误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50]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恒星观测的船载惯导姿态角时序检测方法，主要内容涉及恒

星在地平系下实测位置计算、惯导姿态数据拟合和惯导姿态角时序误差计算。

[0051] 一、相关说明

[0052] 为便于本发明内容描述，在此对发明中涉及的坐标系定义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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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本发明主要涉及如下二个坐标系：

[0054]

[0055] 二、恒星在地平系下实测位置计算

[0056] 1.经纬仪甲板系下恒星实测位置计算

[0057] 首先，使用脱靶量数据对经纬仪方位和俯仰角进行修正。设恒星在经纬仪视场内

方位和俯仰方向的脱靶量分别为△A、△E，则：

[0058]

[0059] 式中：Aj、Ej为经纬仪方位和俯仰轴角编码器测量数据。

[0060] 然后，对经纬仪轴系参数进行修正。

[0061]

[0062] 式中：

[0063] g—经纬仪方位零位；

[0064] c—经纬仪照准差；

[0065] I—经纬仪横轴差；

[0066] βm—经纬仪垂直轴最大倾斜量。

[0067] 最后，利用轴系参数修正后的经纬仪测角数据，计算恒星在经纬仪甲板坐标系所

在方向单位矢量的直角坐标(xj,yj,zj)。

[0068]

[0069] 2.地平系下恒星实测位置计算

[0070] 利用惯导姿态测量数据进行坐标系的旋转和变换，经纬仪甲板系转换到地平系应

进行三次坐标旋转，坐标旋转后，在地平系下恒星单位矢量的直角坐标(x,y,z)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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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0072] 式中：

[0073] R—惯导实测横摇；

[0074] P—惯导实测纵摇；

[0075] H—惯导实测航向。

[0076] 根据恒星在地平系下的直角坐标，计算出恒星在地平系下的实测方位、俯仰角：

[0077]

[0078] Edc＝atan(z)

[0079] 三、惯导姿态数据拟合

[0080] 由于船舶惯性较大，其横纵摇和航向的变化曲线较为平滑，可采用最小二乘法完

成惯导姿态角基于时间序列的四次多项式拟合。

[0081] 设短时间的惯导姿态数据可以用四次多项式进行表示：

[0082]

[008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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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r0～r4—横摇多项式系数；

[0085] p0～p4—纵摇多项式系数；

[0086] h0～h4—航向多项式系数。

[0087] 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横纵摇和航向多项式系数计算表达式为：

[0088]

[0089]

[0090]

[0091] 其中：

[0092]

[0093] 四、惯导姿态角时序误差计算

[0094] 1.惯导姿态角时序误差特点

[0095] 与恒星在地平系下的理论方位、俯仰相比，恒星实测方位、俯仰角的误差为下面三

种误差的叠加。

[0096] (1)惯导姿态角常值性误差，由于短时间内恒星在地平系下的位置变化较小，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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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恒星实测方位、俯仰误差可视为常值。

[0097] (2)惯导姿态角随机性误差，引起的恒星实测方位、俯仰误差可视为随机性误差。

[0098] (3)经纬仪轴系参数常值性误差，引起的恒星实测方位、俯仰误差可视为常值。

[0099] 当惯导姿态角时序正常时，恒星实测方位、俯仰角误差特点应为围绕常值误差的

随机分布，惯导姿态角时序正常情况下的恒星实测方位角误差，如图1所示。

[0100] 当惯导姿态角时序存在稳定误差时，惯导姿态角误差将呈现出类似正弦的变化。

该误差引起的恒星实测方位、俯仰误差特点，应为围绕常值误差变化的类似正弦叠加曲线，

如图2所示。

[0101] 2.惯导姿态角时序误差检测方法

[0102] 使用最小二乘拟合算法，计算出在现有时序下超前或滞后不同时间时的惯导姿态

数据，使其分别与经纬仪观测数据进行组合，计算出在地平系下恒星方位、俯仰角误差的标

准差。

[0103] 恒星实测方位、俯仰角误差的标准差会随着惯导姿态角时序误差的增大而变大，

标准差最小的那组惯导姿态数据对应的时序，即为惯导姿态角时序误差。

[0104] 实施例：

[0105] 经纬仪在观测同一颗恒星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惯导时统修正量，修正量的步进幅

度为1ms，获取了数组惯导和经纬仪实测数据，并对各组数据对应的实测恒星方位角误差的

标准差进行计算，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0106] 表1惯导时序误差与经纬仪方位标准差关系表

[0107]

[0108] 表1中，惯导姿态角时序误差越大，经纬仪方位误差标准差也越大。

[0109] 除上述实施例外，本发明还包括有其他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变换或者等效替换

方式形成的技术方案，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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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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