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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自动着陆引导的GPS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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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飞机自动着陆 GPS导航系统采用差分法消除基准站和飞机接收机的 GPs误差．基准站和飞机接收机从 

卫星接收 GPS信号，测得各自GPS坐标并通过 一D滤波嚣滤除噪声误差，再将基准站坐标与精确坐标比较得到差 

分修正值．飞机坐标减去差分修正值即为较精确的飞机坐标．利用 GPS的地心坐标将其转换为当地坐标，则可设计 

出任意着陆的空间三雏基准路线，通过控制律使飞机跟踪基准路径自动着陆．数字仿真验证了系统鲁棒性． 

关键词：GPS导航；自动着陆：差分修正；滤波器 

中图分类号：V249．324；TN713 文献标识码：A 

GPS Navigating System for Airplane Automatic Landing 

FENG Jiang ，WANG Xiao-yan ，LIU Xi．ping ，LIAO W ei 

(1．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Ganzhou 341000，China； 

2．College of Mechanical& Electronic Engineering，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Ganzhou 341000，China) 

Abstract：The GPS error of datum-station and airplane receiver was eliminated with difference method in 

GPS-navigating system for airplane automatic landing．Datum-station and airplane receiver received the GPS signal 

from satellite，and measured each GPS coordinate and the noise error was filtered by ． filter．Then the difierence 

correction value was gained by comparing the datum-station coordinate and exact coordinate．The airplane coordinate 

subtracted the difference correction value to gets the exact coordinate．The geocentric coordinate of GPS was transformed 

to locaI coordinate，the 3D space datum rout~of random landing was designed．and made airplane automatic landing 

by tracking the datum route by control rule．The robustness of system was verified by digital simulation． 

Key words：GPS-navigating；Automatic landing；Difference correction：Filter 

引言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A=cxl+0c2(pm+0c3(pm2+0c4(pm3 

是一种无线电导航 x： 

系统。飞机自动着陆导航系统中，设在飞机跑道某 
点的基准站与飞机相距很近，因而大多数 GPS误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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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 GPS的飞机自动着陆仿真系统设计 

3．1差分修正原理 

是夜间延迟值 (s)，F是倾斜系 基准 
差分修正原理如图1。 

点，为 (Xo，Yo，Zo)。 

数 A和 X的计算公式如下： 机从卫星接收 GPS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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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和 (x，I，Y，i，Z'i)。该坐标值包含 GPS误 

差。将这两组坐标分别滤波，尽量滤去噪声误差， 

再将基准站滤波后的坐标与其精确坐标相比较，就 

得到差分修正值。用户滤波后的坐标减去该差分修 

正值就得到比较精确的用户坐标。 

匿 鲴  

圃  
一  

图 1 差分修正原理图 

3．2飞机轨迹跟踪控制方案 ． 

图2 飞机自动控制系统结构图 

在差分GPS自动着陆中，是由GPS提供独立 

的位置和速度传感器。利用 GPS所提供的地心坐 

标，转换为当地坐标。设计控制律使飞机能跟踪该 

基准路径，飞机自动着陆系统结构如图 2。飞机纵 

向运动原始微分方程为： 

童=fly n 0(o 6 gp1 

XT=ivⅡ0∞ h II 

选择参数：Kpl=7．5，Kil=5．35，Kg--0．05，K 

= 21．5， a= 0．01， b= 4．5。 

PID环节：KD2=1，Kd2=4，Ki2=0．5，Kmz= 

0．6， K0=1．2。 

4 差分 GPS飞机 自动着陆系统仿真 

4．1滤波器设计及性能分析 

差分法只能消除对流层延时误差、电离层延时 

误差、选择可用性误差等公共误差。为了尽可能地 

分离出基准接收机独有的误差，采用了仅一p滤波器， 

滤波参数a=O．732、p=O．0285，采样间隔 T=O．01s。 

图 3、图 4给出了经过滤波并进行位置差分后 

的剩余误差。可看出除了起始时刻误差比较大 (约 

为-0．8m)以外，其余时刻误差在±O．1m左 右，可 

见利用滤波器的位置差分方法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4．2差分 GPS飞机 自动着陆系统仿真 曲线 

差分 GPS飞机自动着陆跟踪仿真 曲线和误差 

仿真曲线如图 5、图 6，从图中可看出飞行轨迹跟踪 

情况良好。受高频噪声的影响，垂直误差曲线有很 

小的波动，飞机在理想着陆点前约 12m着陆，着陆 
·2 ‘ 

图 3 滤波前的误差 

图 4 滤波并经差分后的剩余误差 

图5 飞机自动着陆跟踪曲线 

图 6 飞机 自动着陆误差曲线 

后无反弹，满足纵向着陆误差的要求。接地点的航 

迹角为 0d=0一Ⅱ=一0．46。，接地加速度ii=O．004g， 

接地速度Il=一0．492m／s，与不加 GPS误差时相比， 

接地加速度和接地速度都无大的变化，满足纵向着 

陆误差的要求。接地点的航迹角有所减小。 

4．3控制系统鲁棒性分析 

仿真中还综合考虑了大气紊流、垂直风切变和 

参数摄动三种干扰情况的影响I引。从结果看，飞机 

对大气紊流有较强的鲁棒性，下滑及拉平段受它的 

影响不大；垂直风切变的影响要大一些。参数摄动 

对飞机影响不大，有风干扰时， (下转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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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无线调制解调器，连接无线收发器和中央 

单元的微控制器 (置入中央单元的数字模块)； 

③ 中央单元的数字模块 (BPNUC)； 

④ 电源控制设备 (DCSA)。 

中央单元设在军备战地中，离外设单元 200米 

远，与中间地下伪装布设，外设间由导线连接。 

(2)中央单元的数字模块和电源控制设备问流 

过的信息的信号如图5所示。 

测试电源能量 ： 
中央单元的致字 电濠开关确定 电源的 

模块(BPNUC) 、 响应开关指令时有 ls延时 控制设备 

熨试电源确认 
“  

图 5 中央单元信号示意图 

① 中央数字单元 (BPNUC)，建立于 BE-52 

微控制器板上，具有以下功能。 ‘ 

◆ 实现对从指控单元接收的流动信息的信号 

进行解码，传送指令到外设单元并控制电源设备。 

◆创建中央单元的响应，测试指控单元的通信 

信号。 

◆测试中央单元和外设单元的连接。 

② 电源控制设备 (DCSA)，也建立于 BE-52 

微控制器板上，具有以下功能。 

◆转换电源开关。给电源能量测试信号创建中 

央单元的回应。 

4．3外设单元 

外设单元被布设于军事战地中，离军备 2O米 

远，与中央地下位装布设，外设由导线连接。 

(1)外设单元的组成： ’ 

由外设单元的数字模块 (BPNUP)，外设的控 

制设备 (军备的外设单元的电讯接口)两部分组成。 

外设单元的数字模块和军备上的电讯接 口间流过的 

信息的信号传输如图 6所示。 

(2)外设单元的数字模块 (BPNUP也建立于 

BE一52微控制器板上)有以下功能： 

① 对从中央单元接收到的流动信息的信号进 

行解码，并传送指令到军备的电讯接口； 

② 创建外设单元的回应给中央单元的测试通 

信信号； 

③ 测试军备与外设单元间连接的完整性； 

(3)外设单元与军备间的电讯接口转换逻辑信 

号以触发需触发的军备的电子雷管。 

— —  

12V 爆破军备1 
●  

r  

外设单元 墨砧星客 16 军备 

致字模块 线路完整性确认 1 电讯接口 
(BPNUP) 1 ● (DCUE) 

线路完整性确认 16 
、 100kHz 

军备 1 

军备 2 

军备 16 

图 6 外设单兀信号传输不意图 

5 电源 

12V直流电源是指控单元、中央单元和外设单 

元所必须，电源安置在接近中央单元的地下。电源 

电压是持续监控的，操作员应在电压低于临界电压 

(1OV)时更换电源。 

6 结论 

系统是远程控制系统。它的功能有：操作员可 

决定军备的爆破；256个军事目标均能被爆破；永 

久实时测试系统中设施的连接；可改变系统的布 

置，用摧毁军备的方法来清扫战地，在外设单元的 

电讯接口上进行修改来用于民用。它能通过智能传 

感器来进一步开发，成为一个自动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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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干扰情况下飞机落地点误差都在 137m范围内。 
● 

5 结论 ． 

if,一13滤波器能较好地滤除接收机误差，飞机自 

动着陆系统控制律使飞机跟踪效果良好，并且对参 

数摄动和风干扰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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