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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跟踪多目标过程中传感器能搭载的计算负荷有限，不宜采用复杂算法实现数据处理

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量测一致性的分布式多传感器多目标跟踪算法。算法采用计算相对简易的最近邻域法处
理多目标跟踪中的数据互联问题，针对最近邻域法容易受杂波干扰的情况，通过量测的平均一致性迭代来改进算
法的性能。仿真结果证明，算法具备有效抑制因误判产生的错误量测对跟踪过程干扰的性能，实现了良好的传感
器网络跟踪精度和估计信息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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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标跟踪过程中，数据互联是将量测与目标航

器跟踪算法。文献[11]基于 FISST 理论，构建一种反

迹正确配对，以便后续滤波过程中能利用正确量测更

馈式多传感器 PHD 融合跟踪框架。吴鑫辉等 [12] 以

新对应目标的估计值，避免因量测的错误互联导致目

PHD 滤波算法为基础，针对多传感器共同探测区域和

标状态估计精度下降。经典的多目标数据互联方法

盲区的情况，将 PHD 推广到多传感器系统中，并提出

包括最近邻域算法、概率最近邻域算法、概率数据互

了异步传感器丢失航迹的解决方案。Kamal A T 推导

联算法、联合概率数据互联算法、综合概率数据互联

出 JPDA 的信息形式，并结合到信息一致性滤波算法

算法、多假设跟踪算法、最优贝叶斯算法等。其中，最

中，解决了基于信息一致性的分布式 WSN 跟踪多目

近邻域算法和概率最近邻域算法的计算过程相对简

标时的数据互联问题[13]。

单，计算量小，其他算法的计算过程相对复杂，计算耗

上述算法都是用 JPDA 或 PHD 来完成数据互联，

时很大。但是前 2 种方法的跟踪精度相对其他算法有

但这类算法计算复杂，所需的计算量大，且目标数量

所下降，尤其是在高杂波密度和密集目标情况下，算

较多时容易出现数据组合爆炸。WSN 节点均为搭载

[1-2]

法性能的区别比较明显

。

有限设备和电源的小型传感器，需要完成信息获取、

Kuo Chu C 等 [3] 将集中式结构下的 JPDA 方法扩

信息处理、通信等各项任务，因而传感器节点能分配

展到了分布式无线传感器网络（Wireless Sensor Net-

给数据互联环节的计算负荷很少。考虑节约传感器

work，WSN）中，并实现了多目标跟踪。以 SCKF 的

资源并避免出现复杂数据组合，计算量最小的最近邻

信息形式为基础，文献[5]提出了一种平方根容积信息

域算法更适合处理传感器网络中的数据互联问题[14]。

一致性滤波器，通过 JPDA 和信息量的适当加权降低

针对多目标分布式一致性跟踪问题，本文采用最

虚假量测对跟踪的影响。文献[6]针对 JPDA 不能直接

近邻域关联方法实现网络中多传感器的数据互联，考

用于多传感器对多目标的跟踪，以极大似然估计完成

虑最近邻域方法易受杂波影响从而误判杂波为量测

了对来自多传感器的测量集合进行同源最优分划。

的情况，对节点量测实施一致性迭代，进而提出基于

文献[7]针对单传感器跟踪系统的缺陷，解决了多传感

量测一致性的分布式多传感器多目标跟踪算法（Dis-

器多目标跟踪的数据关联问题。文献[8]将 PF 应用到

tributed multi- sensor multi- target tracking algorithm

传感器网络中，使得跟踪系统能解决非线性非高斯模

based on measurement consistency，
MC-DMMTA）。

[4]

型下的问题，并采用 JPDA 的 Monte Carlo 实现完成数
据互联。文献[9]将自适应分配算法和动态权值分配
算法结合，以解决融合航迹误差低和不稳定性问题。
文献[10]提出了基于高斯混合 PHD 的多目标多传感
收稿日期：2019-10-06； 修回日期：2019-10-28
作者简介：邓 露 （1986-），男，工程师，博士。

1 问题描述
跟踪任务中，多个目标的运动状态一般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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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跟踪场景中有 t 个目标，假设它们的状态方程
为：

确定量测之前，由跟踪门初步筛选出部分回波成
为 候 选 回 波 ，以 限 定 下 一 步 判 定 过 程 中 的 回 波 数

x t (k) = f t (x t (k - 1)) + w t (k - 1) 。

（1）

) 是目标 t
式（1）中：x t (k) 表示 k 时刻目标 t 的状态；f t (∙

的状态转移函数，在线性系统中用状态转移矩阵 F t 来

表示。假设所有目标的过程噪声符合零均值高斯分
布，w t (k - 1)~N(0,Q t (k - 1)) 。

多传感器网络探测目标时，由于传感器观测性能

的差异，其接收到的回波通常是不一样的，用 z̑ i (k) 表

示 k 时刻传感器 i 接收到的回波，其中包含多个目标
的真实量测和杂波。每个目标的真实量测需要借助

的预测位置 z i,t (k|k - 1) ，跟踪门的大小由各自的新息协

方差 S i,t (k) 来确定，需要确保有一定的概率接收到正
确回波。

S i,t (k) = H i P i,t (k|k - 1)H iT + R i (k) 。

如果一个 WSN 由 n 个传感器构成，假设 WSN 跟

（6）

根据常用的椭圆（球）波门规则，当回波 z̑ i (k) 满足

下式时，认为该回波位于目标 t 跟踪门之内，于是将其
选定为候选回波。

[z̑ (k) - z
i

数据互联方法来判定。

i,t

(k|k - 1)] S-1
（7）
i,t (k)[ z̑ i (k) - z i,t (k|k - 1)] ≤ γ 。
Τ

式（7）中，γ 由 χ 2 分布表获得，会对真实量测落入椭
圆（球）波门的概率产生影响，
详情见文献[16]。

踪 t 个目标的量测方程为：
z i,t (k) = h i (x t (k)) + r i (k)

量[15]。各个目标跟踪门的中心分别位于各被跟踪目标

i = 1,2,⋯,n 。

（2）

式（2）中：z i,t (k) 表示 k 时刻传感器 i 对目标 t 的量测；

h i (⋅) 是传感器 i 的量测转移函数，在线性系统中用量

测转移矩阵 H i 来表示。假设传感器 i 的量测噪声符
合零均值高斯分布，r i (k)~N(0,R i (k)) 。

筛选所有回波，确定候选回波的集合之后，从候
选回波中选取和波门中心统计距离最小的回波作为
目标量测。
最近邻域法中的统计距离是新息加权范数：
d 2 (z̑ ) = [ z̑ i (k) - z i,t (k|k - 1)] S-1
（8）
i,t (k)[ z̑ i (k) - z i,t (k|k - 1)] 。
Τ

根据式（8）计算各候选回波统计距离，各目标的

2 基于量测一致性的分布式多传感器多目
标跟踪算法

候选回波分别比较后，
便可确定目标 t 的量测 z i,t (k) 。

2.2 基于局部平均的量测一致性
最近邻域算法只需要计算出候选回波的统计距

2.1 最近邻域算法确定量测

离，再比较大小确定目标量测，其简单的判断过程所

WSN 跟踪多目标时，首先须要解决的问题依然是

花费的计算量也是相当小的。然而，简单的判断过程

数据互联问题。解决数据互联问题旨在达到 2 个目

中能采取的判定依据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判定出正

标：① 在多个回波中找出真实量测（或是最接近真实

量测的回波）；② 确定量测与目标航迹之间的正确配
对关系。

以下推导过程中，网络中各个传感器的运算是一

样的，
不妨用下标 i 来表示传感器 i ，i = 1,2,⋯,n 。

根据上一时刻的各个目标滤波结果或是已确定

的各个目标最后一个航迹点预测本时刻状态：

确量测的概率较复杂判断过程会有所下降。对于最
近邻域算法来说，最容易影响它判定正确量测的是数
据互联中的杂波。当存在杂波（或其他目标的量测）
离波门中心的统计距离小于真实量测离波门中心的
统计距离，而且其被选定为候选回波时，最近邻域算
法就会将该杂波确定为目标量测。错误量测会严重
影响后续滤波过程，降低自身传感器估计精度，进而

x̂ i,t (k|k - 1) = F t x̂ i,t (k - 1) ；

（3）

P i,t (k|k - 1) = F t P i,t (k - 1)F tΤ + Q t (k) ；

（4）

z i,t (k|k - 1) = H i x̂ i,t (k|k - 1) 。

（5）

通过信息交流影响网络中其他传感器的估计性能，导
致整个传感器网络目标跟踪效果不佳[17-18]。
本节利用传感器网络中多个传感器的探测信息
减少错误量测对跟踪过程的不良影响。错误量测对

式（3）~（5）中：x̂ i,t (k - 1) 为上一时刻（ k - 1 时刻）传感

滤波过程的影响在于，错误量测会给予预测值一个错

刻）传感器 i 中目标 t 的状态预测估计；P i,t (k - 1) 为上

差。考虑各传感器对同一目标 t 刚确定量测的情景，

器 i 中目标 t 的状态估计；x̂ i,t (k|k - 1) 为本时刻（ k 时

误的修正从而增大状态估计值相对于真实状态的偏

时刻传感器 i 中目标 t 的状态协方差，P i,t (k|k - 1) 为本

此时 WSN 中有多个量测，每个量测都可能是错误的，

时刻传感器 i 中目标 t 的状态预测协方差；z i,t (k|k - 1)
为本时刻传感器 i 中目标 t 的预测量测。

网络中各传感器均发送自身量测值 z i,t (k) ，并接收邻居
节点的量测值 z j,t (k) ，j ∈ N i（ N i 为零距界点集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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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i,t (k) = nY i,t

L2 -1

常用一致性迭代不同的是，本算法所采取的一致性协
议为局部平均，传感器网络量测信息交互之后，进行
局部平均，即求自身量测和邻居节点量测的平均值。
对同一目标来说，多个杂波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而不同传感器的真实量测之间存在关联。若多个量
测全为杂波，其均值是最接近波门中心（预测值）的，

（15）

。

3 仿真实验与结果分析
3.1 仿真实验设置

此时以保守方式来削弱杂波对预测值的修正。若多

为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并对比其性能，设置传感器

个量测中部分为杂波，部分为真实量测，真实量测之

网络跟踪多目标的实验，3 个目标在同一块区域内匀

间因为存在关联性而差距较小，这些真实量测的值分

速运动，它们的运动互不影响，但存在航迹交叉。选

布得更加集中，而杂波之间没有关联，分布得很分

取基于最近邻域的信息加权一致性滤波算法[19]（Infor-

散。此时的均值为更加接近真实量测的值。若多个

mation weighted consensus filt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

量测均为真实量测，分布式 WSN 中的局部平均能发

in distributed camera networks，DN-IWCF）作为对比算

挥和一致性迭代相似的作用。

法，2 种算法的区别仅在于是否实施量测一致性和局

由上述分析可知，网络中各传感器量测信息交互
之后，采用局部平均的方式能很好地抑制多种量测情
况下错误量测对状态估计过程的影响。为进一步加

下的优越性能。
为避免实验的偶然性，得到客观的实验结果，在
目标真实运动不变的前提下，用随机 Monte Carlo 循环

强抑制效果，
对此过程进行 L1 次迭代：
z i,t (k) = 1 ∑z j,t (k - 1) 。
ni j ∈ N

部平均，从而可以充分体现本文所提方法在杂波干扰

（9）

i

求平均的方法获取实验中各项性能指标的均值，设置
Monte Carlo 循环次数为 100 次。
４．
５

经过此量测一致性迭代，能够得到比较准确的目

１０４

４

标 t 量测，
解决了杂波干扰下的数据互联问题。

目标１的实际位置
目标２的实际位置
目标３的实际位置

３．
５

2.3 基于局部平均的信息一致性
ｙ（
ｍ）

算法的滤波过程基于文献[5]的信息一致性，在完
成量测一致性迭代之后，利用最终的量测值更新信息

y/m

３
２．
５
２
１．
５
１

矩阵和信息向量：
Y i,t0 = 1 (P i,t (k|k - 1))-1 + H iΤ R -1
i (k)H i ；
n

０．
５

（10）

y i,t0 = 1 (P i,t (k|k - 1))-1 x̂ i,t (k|k - 1) +
n
（11）
H iΤ R -1
i (k)(H i x̂ i,t (k|k - 1)+ z i,t (k) - z i,t (k|k - 1)) 。

式（10）、
（11）中：n 是网络中传感器的数量；Y i,t0 和 y i,t0
分别表示传感器 i 中目标 t 的信息矩阵和信息向量。
与上一节做同样考虑，为抑制杂波形成的错误量

０
－
０．
５
０

０．
５

１

１．
５

２

２．
５
ｘ（
ｍ）

３

３．
５

４

x/m

４．
５

１０４

图 1 多目标运动轨迹
Fig.1 Motion trajectory of multi-target

3.2 仿真结果及分析

测对滤波过程的干扰，对信息矩阵和信息向量做一致

图 2~4 分别展示了传感器网络在 2 种算法的作用

性迭代时，亦采用局部平均作为一致性协议。对信息

下跟踪多个目标的位置误差、速度误差和不一致程

矩阵和信息向量做 L 2 次一致性迭代：

度。相应地，表 1~3 用数据准确说明了 3 个目标 3 种误

Y i,tl = 1 ∑Y i,tl - 1 ；
ni j ∈ N

（12）

i

y i,tl = 1 ∑y i,tl - 1 。
ni j ∈ N

（13）

i

最后，用信息矩阵和信息向量求得状态估计值和
状态估计协方差：

( )

x̂ i,t (k) = Y i,t

L2 -1

L2

y i,t ；

差各自的平均情况。
综合实验效果图和实验数据，在杂波干扰下的简
单运动目标跟踪任务中，本文所提算法 MC-DMMTA
对 3 个目标的跟踪精度和一致性程度都要优于 DNIWCF，特别是一致性程度有明显改善。2 种算法的主
要区别在于 MC-DMMTA 通过量测一致性减少了错误
量测导致的跟踪性能下降，而 DN-IWCF 易受杂波干

（14）

扰。可以得出，本文所提出的 MC-DMMTA 能非常有
效地抑制杂波对传感器网络跟踪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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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０
６００

误差/m

５００

误误／
ｍ

表 3 2 种算法的不一致程度

目目 １－
算算 １
目目 １－
算算 ２
目目 ２－
算算 １
目目 ２－
算算 ２
目目 ３－
算算 １
目目 ３－
算算 ２

４００

Tab.3 Inconsistency between two algorithms
算法
DN-IWCF
MC-DMMTA

３００

目标 1 不一致 目标 2 不一致 目标 3 不一致
程度/m
程度/m
程度/m
27.434 7
17.902 0

30.454 8
17.023 6

19.311 8
16.692 3

２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4 总结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ｓ
采采采采 ／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采样时间/s

本文探究了基于 WSN 的分布式一致性跟踪中的

图 2 多目标跟踪位置误差

多目标跟踪问题。在采用简易数据互联方法的基础

Fig.2 Position error of multi-target tracking

上，针对传感器网络跟踪多目标过程中数据互联易受
杂波影响，从而误判杂波为量测的情况，对网络中各

表 1 2 种算法的位置误差

传感器当前时刻确定的量测做一致性迭代。通过局

Tab.1 Position errors of the two algorithms
算法
DN-IWCF
MC-DMMTA

目标 1 误差/m 目标 2 误差/m 目标 3 误差/m
96.372 2
337.660 8
44.856 3
45.694 2
48.558 2
45.534 0

４０

目目 １－
算算 １
目目 １－
算算 ２
目目 ２－
算算 １
目目 ２－
算算 ２
目目 ３－
算算 １
目目 ３－
算算 ２

３５

误差/(m/s)
（
ｍ／
ｓ）
误误／

３０
２５

部平均交互所有量测信息，利用多传感器中正确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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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 Multi-Sensor Multi-Target Tracking Algorithm
Based on Measurement Consistency
DENG Lu1，
CUI Shiqi2

（1. The 92074th Unit of PLA, Ningbo Zhejiang 315000, China;

2.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1, China）

Abstract: A distributed multi-sensor multi-target tracking algorithm based on measurement consistency was propos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ata processing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tracking with limited computational load. The algorithm

used a relatively simple nearest neighborhood method to deal with the data interconnection problem in multi-target track⁃
ing. Then, aiming at the recent neighborhood method was vulnerable to clutter interferenc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lgo⁃
rithm was improved by measuring the average consistency iterati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has the

ability to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disturbance of the error measurement pair tracking process due to misjudgment, and
achieve good tracking accuracy and information consistency of the sensor network.

Key words: sensor networks; multi-target tracking; consistency; data inter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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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Turning Maneuvering Wind Measurement Method for Aircraft
WEI Xufei, WEI Xianli

（Beijing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Beijing 100074,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wind measurement method is based on wind measurement equipment such as pitot tube to realize
accurate real-time wind measurement. Considering the need to reduce costs and other requirements, some aircrafts are not

equipped with wind measurement equipment.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in this paper, a method was proposed to realize wind
measurement through route turning maneuver flight. Assuming that the atmospheric wind field would not chang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wo equations were respectively constructed on the two routes before and after turning based on the speed

triangle principle, and the atmospheric wind field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by solving the two equations in combination.
The Monte Carlo method was used for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is simple and effective with
high accuracy, and a new idea for real-time measurement of atmospheric wind field was also provided.
Key words: aircraft; velocity triangle; maneuver; wind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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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 Single Neuron PID Control Algorithm
of Rocket Electric Steer Motor
SUN Jianfei, XIN Changfan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sponse speed and accuracy of control for the electric steering motor in guided rocket, a
fuzzy PID control method with single neuron setting output coefficient was proposed based on fuzzy PID controller in this

paper. The servo system model of rocket was established firstly, and then an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was built by combin⁃
ing fuzzy inference, single neuron self-learning algorithm and PID controller to achieve accurate and fast response to the

input command of the serv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rvo system can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fuzzy PID con⁃
troller effectively in step response adjustment time, overshoot and sinusoidal tracking, which shows that the servo system
has good dynamic and static performance, self-adaptability and stability.

Key words: electric steering gear; fuzzy inference; single neuron; PID control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