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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载捷联惯导数字仿真器的设计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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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舰载惯导系统在边界工作条件尤其是极地地区性能评估存在实时输出数据难度大的问题，以舰艇的

运动特性为依据，
建立舰艇的运动学模型和惯性器件的数学模型，
设计了一种舰载捷联惯导系统数字仿真器，
实现
了在不同的航行状态、不同的海况条件，
以及不同的惯性器件精度条件下惯导系统的实时仿真，
仿真输出的数据在
虚拟多功能显示器以文字和曲线的形式显示。结果表明，该仿真器能灵活的模拟各种导航参数，有助于突破舰载
导航系统性能评估受试验海域和试验载体等因素限制的局限性，
可以为研究边界工作条件下惯导系统性能提供试
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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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光学陀螺仪技术日趋成熟已逐渐取代传

一种新型水面舰船捷联惯导系统仿真器，为研究边界

统的机械式陀螺和液浮陀螺仪。加之计算机技术飞
速发展，国内舰载捷联惯导系统已经具备了从渤海海
域到南海海域的跨大纬度、长周期的海上导航的能
力，但目前国内对于边界条件下的导航性能评估仍处
于研究阶段[1]。尤其是在极地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

工作条件下惯导系统性能提供试验依据。

1 仿真器方案设计
1.1 功能实现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电磁条件对导航性能会产生较大

基于舰船空间运动的舰载式惯导系统仿真器可

的影响，特别是极区航向误差急剧发散，无法实现定

以灵活设置舰船的航行轨迹，同时生成相应的航行轨

位定向[2-4]。因此，基于对边界条件尤其是极区环境下

迹数据，模拟不同的航行状态，通过 6 个自由度的摇荡

的惯导系统性能的研究亟待解决，但获取该工作条件

运动（纵摇、横摇、艏摇、纵荡、横荡和垂荡）模拟不同

下惯导系统输出的实时导航数据实施难度大。这就

海况[11-12]，通过设置惯性器件（陀螺仪、加速度计）的随

需要一种可以模拟舰船运动的仿真器，来获取舰载惯

机误差模型的参数来仿真不同精度的惯性器件，进而

导系统的实时导航数据，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不同海

完成不同航行状态、不同海况条件、不同惯性器件精

况条件、不同的航行区域、不同的航行状态以及各种

度条件下捷联惯导系统输出数据的实时仿真。该仿

边界工作环境，为进行边界条件下惯导系统精度评估

真器应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方法研究提供参考。
文献[5-6]用软件设计飞机的轨迹发生器，模拟飞

1）能够设置舰船的各种运动状态（匀速航行、旋
回运动、蛇形机动）；

机的爬升、直线飞行、转弯等飞行模式，输出飞机在飞

2）能够配置惯导系统相关参数；

行过程的位置、姿态等导航参数以及模拟惯性元件所

3）惯导系统仿真数据与航迹模拟真实数据之差

测得的比力与角速度输出。由于海况条件与飞行环

即为导航参数误差数据，系统自动生成误差曲线，增

境略有不同，舰船的运动轨迹相对于飞机的飞行轨迹

强可视化的效果；

更加的复杂 [7-9]。文献[10]假设舰船是一个刚体，在不

4）仿真数据存储在相应的文件中，可以以数据曲

考虑纵倾与升沉运动情况下模拟了理想状态下舰船

线和数字界面的形式直观显示，为后续分析研究提供

的运动状态。

数据源；

本文在研究典型海况、惯性器件偏置误差对数据
的叠加影响的条件下，综合考虑了舰船水平面直线航
行、旋回状态以及舰船的大幅度摇摆及升沉，设计了
收稿日期：2019-02-26； 修回日期：2019-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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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户操作简单方便，具有友好的人机交互界
面。
仿真软件启动后，首选进行系统各项参数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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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初始条件、舰船运动状态、捷联惯导参数、仿真步

式（1）中：n 表示导航坐标系，导航坐标系以舰船的质
心为原点，x 轴指向正东，y 轴指向正北，z 轴与 x 、y

长、仿真时间；
配置完成后进入仿真阶段。

成右手定则；e 表示固定坐标系，
固定坐标系是以舰船

1.2 仿真器结构原理
舰载捷联惯导仿真器采用模块化的结构形
式[13-14]，由 5 个核心模块组成：舰艇航行轨迹发生器、陀
螺仪仿真模块、加速度计仿真模块、解算模块和数据
显示器模块。根据舰船的空间运动模型设计航迹发
生器，产生真值航迹数据，航迹参数叠加上惯性器件
随机误差，产生陀螺仪与加速度计的实际输出（比力
和角速度）；通过捷联惯导解算程序输出解算结果，与
舰船航迹点参数对比得到误差值；最后，通过仿真数
据显示器将惯导数据、真值数据和误差数据显示出
来，并生成相应的文件存储。仿真器的结构原理图如
图 1 所示。

初始位置为坐标原点，η 轴指北，ξ 轴指东，ς 指向地

心，与地球固定不随舰船运动而改变；C ne 表示导航坐
标系到固定坐标系的转换矩阵；φ 、θ 、ϕ 表示舰船的
艏向角、纵摇角、横摇角。

仿真器可模拟的姿态角范围：-45°~ + 45° ，边界

条件为 ±45° ，艏摇范围：0°~360° ，变化率 30(°)/s ，周
期均为 8~15 s 。

速度方程为：
v n =[v x

vy

v z ] = C bn vb 。

（2）

式（2）中：b 表示载体坐标系；C bn 表示载体坐标系到导
航坐标系的转换矩阵。

仿真器可模拟的速度范围为 -10~45 kn ，边界条

件为 -10 kn 、45 kn ，水平加速度 ±1.0 g ，垂向加速度

航迹点参数
航迹发生器
误差

1.0 ± 1.0 g ，纵横荡范围 ±0.3 m ，垂荡范围 ±0.2 m ，周

位置速度姿态

期均为 8~15 s 。

ω
陀螺仪仿真器
ｆ

位置方程为：

捷联惯导解算

[ϕ λ h]T =

加速度仿真器

T

vy
vx
é
ù
dt λ 0 + ∫
dt h 0 + v z tú 。
（3）
êϕ 0 + ∫
R
+
h
(R
+
h)cos
ϕ
ë
û

图 1 惯导系统仿真器结构原理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INS simulator

式（3）中：R 表示地球半径；h 表示舰船所在位置距地
球表面髙度；λ 、ϕ 表示舰船所在位置的经纬度；v x 、

2 仿真器的设计及实现

v y 、v z 同式（2）。

2.1 舰艇航迹发生器

为 ±90° 。

仿真器适用海域为纬度：-90°~ + 90° ，边界条件

舰船在波浪中受到风、浪和流的作用产生 6 个自
由度的运动，即横摇、纵摇、艏摇、横荡、纵荡、垂荡。
在不同的航态（不同的海况、不同的航速、不同的航
向）下呈现不同的运动规律。
本文根据舰船的运动特性建立空间运动模型，通
过航迹发生器获得航行轨迹真值数据，为捷联惯导解
算提供数据源，以此检验仿真系统的正确性及精度。
假设舰船处于典型海况条件下，在舰船的航行过程
中，其运动信息随时间呈现出类似三角函数的波动
性，其摇摆模型均是时间函数[15]。以下是模拟舰船轨

2.2 陀螺仪仿真模块
陀螺仪是敏感载体角运动的元件，在敏感信息的
过程中受到地球自转和载体运动的影响 [2]，本身存在
误差。同时，考虑到陀螺仪的随机漂移 δ b ，陀螺的敏
感输出为：
ῶ ibb = ω ibb + δ b 。

式（4）中，i 表示惯性坐标系。

陀螺仪的随机漂移由随机常值漂移和白噪声构

成：
δb = ε0 + ε 。

迹得到的姿态角、速度与位置的方程，可以得到任意
时刻舰船航行的轨迹数据。这些数据可作为真实数
据，进行导航解算，给出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无误差的
数据。

（5）

式（5）中：ε 0 为随机常值漂移；ε 为快变漂移，即白噪
声过程。

2.3 加速度计仿真模块

姿态角方程为：
Ω n =(C ne)T [φ θ

（4）

ϕ]T 。

（1）

加速度计是敏感载体线运动的元件，由哥氏定理
知，舰船相对惯性空间的加速度等于运动坐标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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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加上运动坐标系相对惯性空间的旋转角速度

程序建立各类对话框，根据需要添加控件[19]。具有友

与运动坐标系中的线速度的叉乘 [2]，又由于加速度计

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可以实现系统初始条件设置、初

的测量误差与刻度系数误差的存在，加速度计的实际

始参数设置、陀螺仪参数装订、加速度计参数装订、仿

输出应为：

真数据显示等。为满足系统的实时性、可靠性和稳定

f͂ =(I + δK A)( f + δK B) 。
b
ib

b
ib

（6）

性，
将多线程、动态链接库等技术应用其中。

式（6）中：I 表示单位矩阵；δK A 表示加速度计表的标

3 系统仿真及分析

表的测量误差构成的 3 × 3 对角矩阵。

3.1 仿真过程

度因数误差构成的 3 × 3 对角矩阵；δK B 表示加速度计

因为加速度计相关误差相对较小，为方便分析，

加速度计的测量误差考虑随机常值误差与量测白噪

在仿真开始前首先进行各种参数设置，主要包括

声[16-17]。

初值设置即初始的位置（经纬度）、初始运动状态（航

2.4 捷联惯导解算模块

随机游走系数、加速度计常值偏置、量测白噪声；仿真

向、速度）；惯性器件参数设置即陀螺仪的常值漂移、

捷联惯导算法的关键在于实时地求取姿态矩阵，

步长及仿真时间。初始值设置完毕，系统进入仿真阶

通过惯导解算方法实现姿态、位置及速度的更新，即

段，调用动态数据库中 SINS.dll 相关程序，仿真结束系

建立起实时的“数学平台”，完成惯性测量元件测量的

统自动生成误差曲线，
进入数据显示界面查看。

[3]

参数从载体坐标系到导航坐标系的转换 。轨迹发生
器模拟出的数据叠加惯性器件随机误差即作为捷联
惯导解算模块的输入，其输出即为惯导实时导航数
据。捷联解算算法多样灵活，本文采用双子样的等效
旋转矢量法来实现姿态更新，即将旋转矢量转化为四
元数，完成姿态更新得到 C bn 。此算法能有效提高姿
态计算精度。
本仿真器涉及极区等边界条件仿真，采用传统游
[18]

移系为导航坐标系的力学编排将不再适用 。因此，
在极区仿真条件下采用格网坐标系和横向坐标系作
为导航坐标系，选取对应格网导航算法或横向导航算
法，并在上述惯导解算模块中加入导航方案自动切换
功能，设计相应的切换逻辑，避免仿真轨迹从低纬度
进入高纬度时因舒拉振荡等原因出现频繁穿越，从而
影响惯导解算。极区导航方案切换逻辑如图 2 所示。

3.2 仿真结果
设陀螺仪常值漂移为 0.001(°)/h 、陀螺随机游走系

数为 0.001(°)/ h ，加速度计零偏为 1 × 10-5 g 、加速度计
量测白噪声标准差为 1 × 10-5 g ，仿真时间为 36 h（大
于地球自转周期 24 h ）。

仿真分以下 2 种情况进行。
1）静态下仿真（无摇荡状态）：设初始经度为东经

120° ，北纬 46° ，航向 220° ，初始速度 0 kn ，捷联惯导

误差曲线如图 3～7 中的图 a）；

2）边界条件下仿真（摇荡状态）：基于现役导航装

备适用范围，设初始经度为东经 180° ，北纬 75° ，航向

220° ，初始速度 40 kn ，摇荡周期 8~15 s ，捷联惯导误

差曲线如图 3～7 中的图 b）。

图 3~7 中，由图 a）的动态仿真曲线可以看出：通过
设置不同的参数可以得到静态条件下相应的仿真曲

状态

０
：采用游移力学编排导航算法
１
：采用极区力学编排导航算法

线，该曲线体现出了惯导系统位置、姿态等误差方程
的特性，即长时间条件下误差呈发散趋势。同时，受

１

三大振荡周期（舒拉振荡、地球振荡、傅科振荡）的影
响，
与惯导误差传播规律相同，
说明仿真器工作正常。
图 3~7 中，由图 b）的仿真曲线可以看出：通过设

０

Ｌｅｎｔｅｒ

Ｌｅｘｉｔ

９０°

纬度

置边界条件下的各项参数，得到了边界条件下的误差
曲线，该曲线同样反映了惯导系统的误差特性，同时

图 2 极区导航方案切换逻辑图

可以看出受极区导航算法影响，导航精度有所下降，

Fig.2 Switching logic diagram of polar navigation scheme

但结果满足所设仿真条件下惯性器件性能水平，验证
了该仿真器捷联解算模块算法的正确性，达到了仿真

2.5 仿真数据显示器
在 Visual Studio 2008 开发环境下，基于 MFC 应用

器设计目的，对进行惯导系统理论研究有一定的辅助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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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t/h

a）静态下横摇误差曲线

b）边界下横摇误差曲线

a）Curves of rolling error under static state

b）Curves of rolling error under boundary state

图 3 横摇误差曲线

β/(″)

β/(″)

Fig.3 Curves of rolling error

t/h

t/h

a）静态下纵摇误差曲线

b）边界下纵摇误差曲线

a）Curves of pitching error under static state

b）Curves of pitching error under boundary state

图 4 纵摇误差曲线

γ/(″)

γ/(″)

Fig.4 Curves of pitching error

t/h

t/h

a）静态下航向误差曲线

b）边界下航向误差曲线

a）Curves of heading error under static state

b）Curves of heading error under boundary state

图 5 航向误差曲线
Fig.5 Curves of heading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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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t/h

a）静态下经度误差曲线

b）边界下经度误差曲线

a）Curves of logitude error under static state

b）Curves of logitude error under boundary state

图 6 经度误差曲线

δϕ/(″)

δϕ/(″)

Fig.6 Curves of logitude error

t/h

t/h

a）静态下纬度误差曲线

b）边界下纬度误差曲线

a）Curves of latitude error under static state

b）Curves of latitude error under boundary state

图 7 纬度误差曲线
Fig.7 Curves of latitude error

4 结论
本文在对舰船运动特点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建立
惯性器件误差模型，在 Visual Studio 2008 开发环境下
实现了一种新型船用捷联惯导系统数字仿真器，获取
舰艇 6 个自由度运动真值以及对应惯导系统实时输出

的工程应用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军伟，程咏梅，陈克喆 . 基于三级多源信息融合结构
的 SINS 性能测试综合评估算法[J]. 中国惯性技术学

数据。该仿真器实现了不同航行状态、不同海况条件

报，
2014，
22（2）：
177-184．

及不同参数惯性器件精度条件下的数字仿真，通过动

LI JUNWEI，CHENG YONGMEI，CHEN KEZHE. Com-

态边界条件下数据误差分析反映了惯导系统的误差

prehensive evaluation algorithm of SINS performance

特性，并实现了极区等边界条件仿真功能，验证了该

testing based on three-level multi-source information fu-

仿真算法的正确性与可行性，有效解决了舰载导航系

sion structure[J]. Journal of Chinese Inertial Technology，

统性能评估受试验海域和试验载体等因素限制的问

2014，
22（2）：
177-184.（in Chinese）

题，对边界条件下惯导系统性能评估的研究具有一定

[2] 孙枫，杨祥龙，奔粤阳，等 . 基于逆坐标系的极区传递对

·308·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学报

准技术研究[J]. 弹箭与制导学报，
2014，
34（4）：
179-186.

第 34 卷

[9] 马洁 . 船舶运动姿态预报与控制方法研究[D]. 哈尔滨：

SUN FENG，YANG XIANGLONG，BEN YUEYANG，et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6.

al. Polar transfer alignment research based on inverse co-

MA JIE. Research on ship movement prediction and anti-

ordinate system[J]. Journal of Projectiles，Rockets，Mis-

roll control method[D]. Harbin：Harbin Engineering Uni-

siles and Guidance，
2014，
34（4）：
179-186.（in Chinese）

versity，
2006.（in Chinese）

[3] 周琪，岳亚洲，张晓冬，等 . 极区飞行间接格网惯性导航

[10] 陈敏，安艳辉，李晓华 . 捷联惯导系统仿真器的设计与

算法[J]. 中国惯性技术学报，
2014，
22（1）：
18-22，
26.

实现[J]. 现代测绘，
2012，
35（1）：
10-11.

ZHOU QI，YUE YAZHOU，ZHANG XIAODONG，et al.

CHEN MIN，AN YANHUI，LI XIAOHUA. Design and

Indirect grid inertial navigation mechanization for trans-

implementation of simulator for strap down inertial navi-

polar aircraft[J]. Journal of Chinese Inertial Technology，

gation system[J]. Modern Surveying and Mapping，2012，

2014，
22（1）：
18-22，
26.（in Chinese）

35（1）：
10-11.（in Chinese）

[4] 姚逸卿，徐晓苏，童金武 . 极区间接横向惯性导航方法

[11] 张海峰，孙学成，王丹丹，等 . 捷联惯导虚拟试验系统设

[J]. 中国惯性技术学报，
2015，
23（1）：
29-34.

计研究[J]. 计算机仿真，
2016，
33（1）：
250-253．

YAO YIQING，XU XIAOSU，TONG JINWU. Indirect

ZHANG HAIFENG，SUN XUECHENG，WANG DAN-

transverse inertial navigation algorithm in polar region[J].

DAN，et al.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factors' virtual ex-

Journal of Chinese Inertial Technology，2015，23（1）：29-

periment technology of SINS[J]. Computer Simulation，

34.（in Chinese）

2016，
33（1）：
250-253.（in Chinese）

[5] 陈凯，卫凤，张前程，等 . 基于飞行力学的惯导轨迹发生

[12] 戴余良 . 潜艇在随机海浪中摇荡运动的仿真研究[J]. 计

器及其在半实物仿真中的应用[J]. 中国惯性技术学报，

算机仿真，
2001，
18（5）：
42-45.

2014，
22（4）：
486-491.

DAI YULIANG. Simulation study on swaying movement

CHEN KAI，WEI FENG，ZHANG QIANCHENG，et al.

of a submarine in random ocean waves[J]. Computer Sim-

Trajectory generator of SINS on flight dynamics with ap-

ulation，
2001，
18（5）：
42-45.（in Chinese）

plication in hardware- in- the- loop simulation[J]. Journal
of Chinese Inertial Technology，2014，22（4）：486- 491.
（in Chinese）

[13] 高扬，徐景硕 . 捷联惯导可视化仿真系统设计与实现
[J]. 价值工程，
2016，
9（8）：
229-231.
GAO YANG，XU JINGSHUO. Design and implementa-

[6] 李军伟，程咏梅，陈克喆，等 . 基于飞行仿真的捷联惯导

tion of visual simulation system for strap down inertial

算法测试平台[J]. 中国惯性技术学报，2012，20（5）：530-

navigation[J]. Value Engineering，2016，9（8）：229- 231.

535.

（in Chinese）

LI JUNWEI，CHENG YONGMEI，CHEN KEZHE，et al.

[14] 王爱民，怀红旗，胡晓晶 . 舰载捷联惯导系统虚拟试验

Test platform for SINS algorithm based on flight simula-

平台[J]. 中国惯性技术学报，
2008，
16（4）：
410-414.

tion[J]. Journal of Chinese Inertial Technology，2012，20

WANG AIMIN，HUAI HONGQI，HU XIAOJING. Virtu-

（5）：
530-535.（in Chinese）
[7] 赵峰 . 实际海浪环境下船模运动性能物理仿真试验研
究[D]. 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8.
ZHAO FENG. The research of on the experimental tech-

al experiment platform of ship SINS[J]. Journal of Chinese Inertial Technology，2008，16（4）：410-414.（in Chinese）
[15] 徐景硕，王晓飞，张胜，等 . 机载捷联惯导数字仿真器的

nique of the movement performance physical simulation

设计[J]. 兵工自动化，
2014，
33（12）：
1-5.

testing of the ship model in real waves[D]. Harbin：Har-

XU JINGSHUO，WANG XIAOFEI，ZHANG SHENG，et

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08.（in Chinese）

al. Design of airborne SINS digital simulator[J]. Ord-

[8] 马洁，韩蕴韬，李国 . 不同航态下船舶运动规律仿真研
究[J]. 舰船科学技术，
2006，
28（1）：
32-36.

nance Industry Automation，2014，33（12）：1-5.（in Chinese）

MA JIE，HAN YUNTAO，LI GUO. The simulation stud-

[16] 罗恬颖，徐景硕，汤文超，等 . 一种新的船用捷联惯导系

ies on a ship's movement pattern under the various sailing

统数字仿真器的设计[J]. 计算机测量与控制，2014，22

situations[J]. Sh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28（1）：

（9）：
2973-2976.

32-36.（in Chinese）

LUO TIANYING，XU JINGSHUO，TANG WENCHAO，

第3期

霍 庚：
舰载捷联惯导数字仿真器的设计与研究

·309·

et al. Design of new marine SINS digital simulator[J].

国惯性技术学报，
2013，
21（2）：
141-146.（in Chinese）

Computor Measurement & Control，2014，22（9）：2973-

WU FENG，QIN YONGYUAN，ZHOU QI. Airborne

2976.（in Chinese）

weapon transfer alignment algorithm in polar regions[J].

[17] 杨雪晶，赵希人 . 基于径向基函数网络的船舶非线性参

Journal of Chinese Inertial Technology，2013，21（2）：141-

数模型建模[J].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2006，27（3）：391394.

146.（in Chinese）
[19] 钱康，王爱民 . 基于 Vega 的舰载捷联惯导虚拟平台的航

YANG XUEJING，ZHAO XIREN. Modeling of ship’s

迹仿真[J]. 计算机测量与控制，
2012，
20（2）：
424-427．

nonlinear parameters with radial basis function[J]. Jour-

QIAN KANG，WANG AIMIN. Track simulation of virtu-

nal of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2006，27（3）：391-

al platform of ship SINS based on Vega[J]. Computer

394.（in Chinese）

Measurement ＆ Control，2012，20（2）：424-427.（in Chi-

[18] 吴枫，秦永元，周琪 . 机载武器极区传递对准算法[J]. 中

nese）

Design and Research of Shipborne SINS Digital Simulator
HUO Geng

（The 92941st Unit of PLA, Huludao Liaoning 125001,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y of real-time output data for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hipborne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at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especially in polar regions, in this paper, a digital simulator of shipborne SINS based on
the kinematics model of the ship and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inertial devices was designed, and the real-time digital
simulator was realized under different navigation conditions, different sea conditions and different inertial device precision

conditions. The simulation output data were displayed on virtual multi-functional display in the form of words and curv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imulator can simulate various navigation parameters flexibly, which can break through limitation

of shipborne SINS by the factors of sea area and test carrier and provide reliable experimental basis for the study of the per⁃
formance of INS under boundary working conditions.

Key words: strapdown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SINS); trajectory of ship; digital simul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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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Extraction of Noisy Signals
Based on Short-Time Fractional Fourier Transform
HAO Tianyi1, XUE Yonghua2, ZHENG Zhigang3
（1. 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 Xi’
an 710089, China;

2. Naval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1, China;

3. Shanghai Jiuhang Electronics Co., Ltd. Shanghai 610092, China）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time-frequency resolution of short-time Fourier transform with that of short-time fractional

Fourier transform under noise background,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short-time fractional Fourier transform for frequencytime- varying signals were further clarified. Then the influence of window sliding mode of short- time fractional Fourier

transform on instantaneous frequency estimation was studied. It can be found that, firstly, the frequency modulation is
large or the change is dramatic. Short-time fractional Fourier transform has better robustness in severe time. Secondly,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nstantaneous frequency estimation based on short-time fractional Fourier transform, point-bypoint sliding method with the first sampling time as the estimation value should be adopted.

Key words: Short-time fractional Fourier transform; instantaneous frequency estimation; feature extraction; noisy sign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