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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使用卡尔曼滤波器辨识

多旋翼动力学模型参数的方法，属于多旋翼飞行

器导航、制导与控制领域。该方法首先采集GPS、

惯导数据和旋翼转速；其次基于多旋翼飞行器动

力学模型方程和牛顿力学方程，构建卡尔曼滤波

器的状态方程和量测方程；然后对卡尔曼滤波器

进行离散化，并进行状态更新，输出对参数的最

优估计。本发明解决了传统的动力学模型参数辨

识方法实现复杂，对试验设备要求过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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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使用卡尔曼滤波器辨识多旋翼动力学模型参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1)采集机载传感器信息，包括GPS信息、三轴加速度计的输出、三轴陀螺仪的输出和各

旋翼转速信息；

(2)根据多旋翼动力学模型特性与牛顿力学原理建立辨识动力学模型参数的卡尔曼滤

波器状态方程与量测方程；所述建立的卡尔曼滤波状态方程如下：

上式中 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y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机体系

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z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机体系相对于导

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

在机体系y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z轴

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机体系x轴阻力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机体系y轴

阻力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升力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绕机体系x轴旋转的

角加速度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绕机体系y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

权　利　要　求　书 1/3 页

2

CN 107101636 B

2



分， 为绕机体系z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机体系y轴上气动阻力引

起的绕机体系x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机体系x轴上气动阻力引

起的绕机体系y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kx为机体系x轴阻力参数，ky为机

体系y轴阻力参数，kT为升力参数,kp为绕机体系x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kq为绕机体系y轴

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kr为绕机体系z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kpy为机体系y轴上气动阻力

引起的绕机体系x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kqx为机体系x轴上气动阻力引起的绕机体系y轴

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g为当地重力加速度；m为飞行器质量；φ为飞行器的横滚角，θ为飞行

器的俯仰角；ωi为飞行器第i个旋翼的转速，ω1为飞行器第1个旋翼的转速，ω2为飞行器第

2个旋翼的转速，ω3为飞行器第3个旋翼的转速，ω4为飞行器第4个旋翼的转速； 为机体

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投影， 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

y轴上的投影；

(3)对所建立的卡尔曼滤波器进行离散化，更新卡尔曼滤波器，对动力学参数进行辨识

与输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使用卡尔曼滤波器辨识多旋翼动力学模型参数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所述建立的卡尔曼滤波量测方程如下：

式中，m为飞行器质量； 为陀螺仪x轴的输出， 为陀螺仪y轴的输出， 为陀

螺仪z轴的输出； 为GPS输出的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投影， 为

GPS输出的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y轴上的投影， 为GPS输出的机体系相对

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z轴上的投影；fbx为加计x轴的输出，fby为加计y轴的输出，fbz为加

计z轴的输出；p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投影，q为机体系相对于

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y轴上的投影，r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z轴上

的投影； 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z轴上的投影。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使用卡尔曼滤波器辨识多旋翼动力学模型参数的方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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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对所建立的卡尔曼滤波器进行离散化，得到状态方程：

上式中， 为X对时间的一阶微分，状态量

，控制量

U＝g，W为系统噪声向量，是均值为0的高斯白噪声，其中：

。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使用卡尔曼滤波器辨识多旋翼动力学模型参数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对卡尔曼滤波器状态进行更新：

Xk+1＝Φk+1,kXk+BkUk+Wk

Zk+1＝Hk+1Xk+1+Vk+1

上式中，Xk+1为k+1时刻的状态向量，Φk+1,k为k到k+1时刻的系统一步转移矩阵，Xk为k时

刻的状态向量，Bk为Uk的系数矩阵，Uk为k时刻的控制向量，Wk为k时刻的系统噪声向量；Zk+1

为k+1时刻的状态向量，Hk+1为k+1时刻的量测矩阵，Vk+1为k+1时刻的量测噪声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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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使用卡尔曼滤波器辨识多旋翼动力学模型参数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了一种使用卡尔曼滤波器辨识多旋翼动力学模型参数的方法，属于多

旋翼飞行器导航、制导与控制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多旋翼飞行器具有垂直起降、操控性好、成本较低等特性，对不同环境具有良好的

适应性，是诸多应用的理想平台，例如其在农业播种、航空拍摄、气象监测、城市反恐、灾区

救援、军事侦察等方面已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多旋翼飞行器动力学模型是多旋翼控制

系统设计与实现的基础，因此对动力学模型参数的准确辨识对飞行器性能的提高有重大意

义。

[0003] 目前多旋翼飞行器动力学模型参数的获取方式主要分为机理推导法和风洞试验

法两种。前者基于流体力学与叶素理论计算其动力学模型参数，计算复杂且存在近似计算

导致的误差；后者利用风洞进行参数辨识试验，对设备条件的要求较高，试验周期较长。而

且这两种方法得到的参数并不能完全反映多旋翼飞行器作为一个整体飞行时的真实状态。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背景技术提出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使用卡尔曼滤波器辨

识多旋翼动力学模型参数的方法，解决了传统参数辨识方法未将飞行器作为整体考虑，实

现困难的问题。

[0005] 本发明为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使用卡尔曼滤波器辨识多旋翼动力学模型参数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采集机载传感器信息，包括GPS信息、三轴加速度计的输出、三轴陀螺仪的输出

和各旋翼转速信息；

[0008] (2)根据多旋翼动力学模型特性与牛顿力学原理建立辨识动力学模型参数的卡尔

曼滤波器状态方程与量测方程；

[0009] (3)对所建立的卡尔曼滤波器进行离散化，更新卡尔曼滤波器，对动力学参数进行

辨识与输出。

[0010] 在步骤(2)中，所述建立的卡尔曼滤波状态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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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0012] 上式中 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

分， 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y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机体

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z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飞行器机体系

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飞行器机体系相对

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y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飞行器机体系相对于导

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z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机体系x轴阻力参数对时间的一

阶微分， 为机体系y轴阻力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升力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绕机体系x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绕机体系y轴旋转的角加速度

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绕机体系z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机

体系y轴上气动阻力引起的绕机体系x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机

体系x轴上气动阻力引起的绕机体系y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kx为机体

系x轴阻力参数，ky为机体系y轴阻力参数，kT为升力参数,kp为绕机体系x轴旋转的角加速度

参数，kq为绕机体系y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kr为绕机体系z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kpy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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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系y轴上气动阻力引起的绕机体系x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kqx为机体系x轴上气动阻

力引起的绕机体系y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g为当地重力加速度；m为飞行器质量；φ为飞

行器的横滚角，θ为飞行器的俯仰角；ωi为飞行器第i个旋翼的转速，ω1为飞行器第1个旋翼

的转速，ω2为飞行器第2个旋翼的转速，ω3为飞行器第3个旋翼的转速，ω4为飞行器第4个

旋翼的转速； 为飞行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投影， 为飞行器

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y轴上的投影。

[0013] 在步骤(2)中，所述建立的卡尔曼滤波量测方程如下：

[0014]

[0015] 式中， 为陀螺仪x轴的输出， 为陀螺仪y轴的输出， 为陀螺仪z轴的

输出； 为GPS输出的飞行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投影， 为

GPS输出的飞行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y轴上的投影， 为GPS输出的飞行

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z轴上的投影；fbx为加计x轴的输出，fby为加计y轴

的输出，fbz为加计z轴的输出；p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投影，q为

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y轴上的投影，r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

机体系z轴上的投影； 为飞行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z轴上的投影。

[0016] 在步骤(3)中，对所建立的卡尔曼滤波器进行离散化，得到状态方程：

[0017]

[0018] 上式中， 为X对时间的一阶微分，状态量

，控制量

U＝g，W为系统噪声向量，是均值为0的高斯白噪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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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0020]

[0021]

[0022]

[0023] 在步骤(3)中，对卡尔曼滤波器状态进行更新：

[0024] Xk+1＝Φk+1,kXk+BkUk+Wk

[0025] Zk+1＝Hk+1Xk+1+Vk+1

[0026] 上式中，Xk+1为k+1时刻的状态向量，Φk+1 ,k为k到k+1时刻的系统一步转移矩阵，Xk

为k时刻的状态向量，Bk为Uk的系数矩阵，Uk为k时刻的控制向量，Wk为k时刻的系统噪声向

量；Zk+1为k+1时刻的状态向量，Hk+1为k+1时刻的量测矩阵，Vk+1为k+1时刻的量测噪声向量。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8] (1)本发明相较于传统的动力学模型参数辨识方法，不依赖专业的设备，且更易于

实现。

[0029] (2)本发明采用卡尔曼滤波器进行参数辨识，实现对参数的最优估计。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的流程框架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创造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一种使用卡尔曼滤波器辨识多旋翼动力学模型参数的方法，如图1所示，步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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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0033] 步骤1：

[0034] 采集机载传感器信息，包括GPS输出的飞行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信息在

机体系x、y、z轴上的投影 三轴加速度计的输出[fbx  fbx  fbx]，三轴

陀螺仪的输出 和多旋翼飞行器各旋翼的转速ωi。

[0035] 步骤2：

[0036] 以X型四旋翼为例，建立如下动力学特性方程：

[0037]

[0038] 上式中，T是由旋翼旋转产生的升力之和，方向沿机体系z轴负向；Fbx为飞行器在机

体系x轴方向上受到的阻力，方向与 的方向相反；Fby为飞行器在机体系y轴方向上受到

的阻力，方向与 的方向相反；P为旋翼升力引起的横滚力矩，Q为旋翼升力引起的俯仰力

矩；R为旋翼旋转时产生的反扭矩；kx为机体系x轴阻力参数，ky为机体系y轴阻力参数，kT为

升力参数,kp为绕机体系x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kq为绕机体系y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

kr为绕机体系z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Ixx为绕机体系x轴的转动惯量，Iyy为绕机体系y轴的

转动惯量，Izz为绕机体系z轴的转动惯量；ω1为飞行器第1个旋翼的转速，ω2为飞行器第2

个旋翼的转速，ω3为飞行器第3个旋翼的转速，ω4为飞行器第4个旋翼的转速； 为飞行

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投影， 为飞行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

速度在机体系y轴上的投影。

[0039] 在本发明中，机体系：原点与载体质心重合，x轴沿载体纵轴向前，y轴沿载体横轴

向右，z轴沿载体竖轴向下，即“前右下”坐标系，用b表示；导航坐标系：原点与载体质心重

合，x轴和y轴在当地水平面内分别沿当地经线和纬线的切线方向，z轴沿当地地理垂线方向

指向地面，即“北东地”坐标系，用n表示。

[0040] 步骤3：

[0041] 根据牛顿力学原理，得到如下力与力矩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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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0043] 上式中g为当地重力加速度；m为飞行器的质量；φ为飞行器的横滚角，θ为飞行器

的俯仰角；Fbylx为由于质心不在机体系水平面上从而由气动阻力引起的横滚力矩，lx为质

心到机体系x轴的距离；Fbxly为由于质心不在机体系水平面上从而由气动阻力引起的俯仰

力矩，ly为质心到机体系y轴的距离； 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

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y轴上的投影对时间

的一阶微分， 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z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飞行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飞行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y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飞

行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z轴上的投影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0044] 步骤4：

[0045] 根据以上动力学特性与牛顿力学原理，构建卡尔曼滤波状态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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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0047] 式中，kpy为机体系y轴上气动阻力引起的绕机体系x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kqx为

机体系x轴上气动阻力引起的绕机体系y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 为机体系x轴阻力参数

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机体系y轴阻力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升力参数对时间的一

阶微分， 为绕机体系x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绕机体系y轴旋转

的角加速度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分， 为绕机体系z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对时间的一阶

微分， 机体系y轴上气动阻力引起的绕机体系x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

分， 为机体系x轴上气动阻力引起的绕机体系y轴旋转的角加速度参数对时间的一阶微

分，ωi为飞行器第i个旋翼的转速。

[0048] 由加速度计敏感比力，可得如下量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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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0050] 式中， 为GPS输出的飞行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投影，

为GPS输出的飞行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y轴上的投影， 为GPS输出

的飞行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z轴上的投影；fbx为加计x轴的输出，fby为加

计y轴的输出，fbz为加计z轴的输出； 为陀螺仪x轴的输出， 为陀螺仪y轴的输出，

为陀螺仪z轴的输出；p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x轴上的投影，q为机

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体系y轴上的投影，r为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角速度在机

体系z轴上的投影； 为飞行器机体系相对于导航系的速度在机体系z轴上的投影；ωi为

飞行器第i个旋翼的转速。

[0051] 步骤5：

[0052] 对所建立的卡尔曼滤波器进行离散化，得到状态方程：

[0053]

[0054] 上式中， 为X对时间的一阶微分，状态量

，控制量

U＝g，W为系统噪声向量，是均值为0的高斯白噪声，其中：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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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0057]

[0058]

[0059] 所建立的卡尔曼滤波器的量测方程：

[0060] Z＝HX+V

[0061] 上式中，量测量

V为量测噪声向量，是均值为0的高斯白噪声，其中：

[0062]

[0063]

[0064] 式中I6×6为6阶单位矩阵。

[0065] 步骤6：

[0066] 对卡尔曼滤波器状态进行更新：

[0067] Xk+1＝Φk+1,kXk+BkUk+Wk

[0068] Zk+1＝Hk+1Xk+1+Vk+1

[0069] 上式中，Xk+1为k+1时刻的状态向量，Φk+1 ,k为k到k+1时刻的系统一步转移矩阵，Xk

为k时刻的状态向量，Bk为Uk的系数矩阵，Uk为k时刻的控制向量，Wk为k时刻的系统噪声向

量；Zk+1为k+1时刻的状态向量，Hk+1为k+1时刻的量测矩阵，Vk+1为k+1时刻的量测噪声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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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首先进行状态一步预测：

[0071]

[0072] 上式中， 为k时刻状态向量Xk的卡尔曼滤波估值， 是利用 计算得

到的对k+1时刻状态向量Xk+1的预测值。

[0073] 其次求解一步预测的均方差误差：

[0074]

[0075] 上式中，Pk为k时刻估计均方差误差矩阵，Qk为Wk的方差矩阵，Pk+1|k为 的均方

差误差矩阵，ΦT
k+1,k为Φk+1,k的转置矩阵。然后求解滤波增益：

[0076]

[0077] 上式中，Kk+1为k+1时刻滤波增益矩阵，Rk+1为Vk+1的方差矩阵，HTk+1为Hk+1的转置矩

阵。

[0078] 最后对状态估值，得到滤波结果：

[0079]

[0080] 其中， 为k+1时刻状态向量Xk+1的卡尔曼滤波估值。

[0081] 同时更新估计均方差误差：

[0082] Pk+1＝[I-Kk+1Hk+1]Pk+1|k

[0083] 上式中，Pk+1为k+1时刻估计均方差误差矩阵，I为单位矩阵。带入旋翼飞行器飞行

时记录的数据，按照上述步骤进行循环更新，卡尔曼滤波器输出对参数[kx  ky  kT  kp  kq  kr 

kpy  kqx]T的估计。

[0084] 实施例仅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思想，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是按照

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思想，在技术方案基础上所做的任何改动，均落入本发明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10/10 页

14

CN 107101636 B

14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15

CN 107101636 B

1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DES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ES00014

	DRA
	DRA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