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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作为与非合作航天器实现空间交会对接过程中的关键技术, 是在轨服务技术
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工程意义. 针对在轨服务任务对于自主相对精确导航的需求,
本文对发展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技术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 首先总结了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技术的
内涵与研究现状; 随后分析梳理了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过程涉及到的光学敏感器、位姿测量、导航滤波器以
及地面实验等关键技术. 最后根据研究现状和关键技术的分析指出了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目前存在的主要
问题并给出后续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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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良好的发展前景[1–4] .

自主在轨服务是指通过空间智能服务航天器来实
现“延长卫星、平台、空间站附属舱和空间运载器寿
命和能力”的空间任务, 其具体形式包括空间装配、
在轨加注、辅助离轨等. 开展对于自主在轨服务技术
的研究, 有助于降低航天器运行成本, 推动航天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 因而显示出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以及

对于典型的在轨服务场景, 当服务航天器运行至
与服务对象相距百米以内的近距离交会阶段, 需通过
相对导航实时获取服务对象相对于自身的位置和姿
态(位姿)信息. 在以往的交会对接或编队飞行任务过
程中, 其相对导航通常由光学敏感器测量事先安装在
目标上的标识, 同时结合航天器间测量数据的传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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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然而在轨服务的对象中, 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非
合作航天器”, 且一般表现为如下特点: 1) 未安装用
于辅助测量的合作标识. 2) 无法利用星间链路向外传
输自身信息. 3) 处于失控翻滚的运动状态. 因此, 与上
述面向合作任务的导航方法不同, 针对非合作航天器
的相对导航需在不依赖合作标识以及星间数据传输
的情况下, 完全依靠光学敏感器的外部观测, 自主地
实现非合作航天器运动状态的高精度实时测量. 作为
自主在轨服务的关键技术, 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
航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受到各国广泛关注.
根据“十三五”规划, 在轨服务已被列为我国科技
创新2030重大项目. 开展面向在轨服务的非合作航天
器自主相对导航技术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必要性和现
实意义. 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对于非合作航天器自主
相对导航技术进行综述: 首先, 分析了非合作自主相
对导航的内涵与研究现状; 其次, 对非合作航天器自
主相对导航的各部分关键技术进行了分析梳理; 最后,
对空间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研究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其后续发展进行了展望.

2 内 涵 与 研 究 现 状 (Connotation and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21世纪以来, 各个国家和研究机构针对空间在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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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技术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并提出了各自的针
对非合作航天器的在轨服务研究计划, 如表1所示. 虽
然这些计划任务内容不尽相同, 然而在服务航天器进
行在轨操作之前, 都需要经历由远及近逐渐接近非合
作航天器的交会过程. 因此, 通过相对导航精确获取
非合作航天器和服务航天器在空间的相对运动状态,
是二者实现交会的关键, 也是实施任何在轨服务高精
度操作的前提. 非合作航天器的相对导航是一个动态
的测量过程, 其所包含的待测参数, 导航精度以及所
适用的敏感器等均会随着相对距离的缩短而发生变
化. 对于中远距离交会, 一般仅需通过测距/测角敏感
器实现相对位置、速度的估计. 而本文主要研究相对
距离百米以内的近距离交会. 对于近距离相对导航而
言, 需进一步获得航天器的相对姿态和角速度: 一方
面, 无论对于接近路径的规划, 还是消旋、抓捕等策略
的制定, 都必须依赖于非合作航天器姿态和角速度的
精确估计[5] . 另一方面, 随着测量距离的缩短, 相机、
激光成像雷达等光学敏感器能够充分捕捉航天器表
面信息, 这也使得进一步获得航天器的姿态运动参数
成为可能. 文[6]指出, 近距离相对导航的位置测量精
度要求在测量距离的百分之一以内, 轴向与横向精度
要求分别为0.1 m/s和0.05 m/s, 姿态角精度1◦ , 角速率
精度0.2∼0.1(◦ )/s.

表 1 非合作在轨服务计划汇总[4]
Table 1 Summary of non-cooperative on-orbit servicing missions [4]
项目名称

国家(机构)

任务内容

测量系统

启动时间

目前状态

OLEV

欧洲(ESA)

地球静止轨道航天器延寿

2002

初步设计评审

ROGER

欧洲(ESA)

利用飞网捕获目标并离轨

2003

概念设计

DEOS
HRV

德国(DLR)
美国(DAPRA)

2003
2005

计划在轨演示
概念设计

XSS11

美国(AFRL)

在轨服务任务
哈勃望远镜自主在轨维修
验证空间自主交会、
逼近等技术

2005

完成在轨演示实验

OMS

日本(NICT)

远场相机、双目相机
双目相机、激光测距仪、
变焦距相机
视觉相机、激光雷达
激光雷达、相机
激光雷达、视频相机、
星敏感器
视觉相机、红外敏感器、
星敏感器
激光雷达

2005

概念设计

2006

地面演示实验

2006

原理样机研制

2007
2012

完成地面演示实验
初始任务验证

2014

初步设计评审

2016

概念设计

轨道维护

实现航天器的自主捕获与维护
验证利用电动力绳使
SDMR
日本(JAXA)
GPS、双目相机、星敏感器
非合作目标离轨的技术
FREND 美国(DAPRA)
非合作目标捕获
激光雷达、立体视觉
Phoenix 美国(DAPRA)
在轨失效卫星抓捕
设计中
验证低地球轨道
L--Restore 美国(NASA)
设计中
在轨燃料加注技术
验证对地球同步轨道
RSGS
美国(DAPRA)
设计中
卫星自主服务能力
ACTS

加拿大(CSA)

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系统主要由作为硬件
的光学敏感器和作为软件的位姿测量算法和导航滤
波器组成. 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通过光学敏感
器对非合作航天器进行观测, 然后利用测量信息解算

目标航天器相对位置和姿态, 进而通过导航滤波器确
定飞行器间的相对位置、相对速度、相对姿态以及其
变化率, 是实现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的一般框
架. 考虑到非合作交会与操作的复杂性以及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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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性, 目前仍未有完全自主地针对非合作航天器
进行在轨服务的先例. 而作为自主在轨服务过程中的
关键问题之一, 如何实现自主相对自主导航也成为摆
在研究人员面前的难题. 国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围绕
相应的在轨服务场景和研究计划, 从导航方案的构
建、敏感器单机的研制、相关算法的设计等方面对非
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技术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美
国海军学院的 Thienel 等[7] 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
的资助下, 以哈勃望远镜的在轨自主维修为背景, 提
出了非合作航天器相对姿态和角速度的估计方法; 麻
省理工学院的Lichter等[8] 率先提出了在估计目标动
力学状态的同时恢复目标三维构型的方法. 日本宇宙
航空开发机构(the Japan aerospace exploration agency,
JAXA)的Inba等[9] 设计了利用工程实验卫星八号(engineering test satellite VII, EST--VII)识别非合作目标
表面的星箭对接环的位姿测量方案; JAXA等[10] 还搭
建了能够模拟太空中失效卫星运动和成像的测试系
统, 对利用立体视觉结合点云匹配的位姿测量方法进
行了试验验证. Neptec公司针对相对导航任务研制了
LCS, Tridar等激光成像雷达[11] ; 加空局在此基础上对
基于激光雷达测量的导航滤波器算法进行了设计[12] .
德国智能研究中心针对非合作航天器的在轨服务任
务提出了完整的导航、制导与控制方案, 而自主相对
导航是其中的关键环节[13] ; 斯图加特大学的Posch以
德国在轨服务 (deutsche orbitale servicing, DEOS) 任
务为背景对相对导航滤波器技术进行了比较研究[14] ;
德 国 航 空 太 空 中 心 (deutsches zentrum für luft und
raumfahrt, DLR)则借助欧洲接近操作仿真器2.0(European proximity operations simulator 2.0, EPO2.0)对
自主相对导航敏感器单机性能, 以及位姿测量和导航
滤波算法开展了大量的实验验证工作[15] . 在国内高校
及研究机构的推动下, 我国对于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
对导航技术的研究在理论探索与地面试验等方面的
研究工作也均取得了一定进展[16–20] . 哈尔滨工业大
学[21–23] 针对目标表面存在的几何特征提出了相应的
位姿测量方案, 并成功开发了数学和半物理实验验证
系统;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24–25] 的学者则针对三维
点云配准算法, 相对导航滤波器设计等进行了较为深
入研究. 与此同时, 我国针对非合作自主相对导航的
在轨实验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有望于2019年
前后实施.

3 关键技术(Key techniques)
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 非合作航天器自
主相对导航的关键技术主要分为: 光学测量敏感器技
术、位姿测量技术、相对导航滤波技术以及地面仿真
实验技术.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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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敏感器技术(Optical sensors)

光学敏感器是自主实现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
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单机组件. 考虑到非合作航天器
自主相对导航的特殊任务环境, 其光学敏感器不仅需
要能够实现6自由度位姿测量, 还需要克服由目标运
动, 观测条件和资源限制等对测量带来的影响. 一方
面, 非合作航天器自身的翻滚会增加其表面图像的尺
度变化范围. 另一方面, 目标表面因由多层绝缘体包
裹而具有的散射性和光照方向, 强度等的不确定性将
严重影响敏感器的观测质量. 此外, 星上有限的资源
配置对敏感器的体积质量有严格的约束. 这些因素都
对用于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任务的光学敏感
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根据已有的在轨服务计划, 在整个交会阶段中用
于相对导航的敏感器主要包括被动式的(红外、可见
光)相机以及主动式的激光测距仪、微波雷达、激光雷
达等. 其中, 微波雷达和激光测距仪只能实现测距/测
角, 难以获得目标表面的特性, 无法确定目标的姿态;
而红外成像在近距离测量中的纹理性较差. 因此上述
敏感器均不适用于近距离测量的任务. 目前能够独立
承担近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任务的光学敏感
器以可见光相机和激光成像雷达两类敏感器为主[26] .
可见光相机能够获得目标的二维图像, 并且通常
具有结构简单、体积质量小、功耗低的特点. 然而, 由
于依靠目标表面反射的光线进行成像, 因此相机对光
照条件极为敏感, 且容易对视场中的目标和背景混淆.
根据测量原理的不同, 可见光相机又可以分为单目视
觉以及立体视觉. 单目相机利用小孔成像原理进行测
量, 而立体相机能够通过多个成像平面的匹配从而恢
复特征的深度信息. CCD/CMOS相机技术较为成熟,
对于在轨实验有时可直接沿用合作导航任务中的相
机, 而在地面实验阶段常采用工业相机用于方案的初
步验证. 在编队飞行实验PRISMA中采用了由DTU公
司生产的VBS相机, 其分辨率为752×582, 在实验的
拓展阶段验证了对于非合作目标的成像能力[27] . 拟用
于哈勃望远镜实行近距离测量的RNS相机由MDA公
司研制, 其分辨率为分辨率为1024×1024, 目前已进
行了初步的地面实验[28] . 哈工大的导航实验平台包括
一台由Dalsa公司研制的GenieHM1400相机, 分辨率
为1400×1024, 帧数20 FPS, 如图1所示[17] . 立体视觉
方面, 美国海军研究院在半物理实验中使用一台Bumble XB3双目相机, 其分辨率1280×960, 帧数16 FPS,
如图2所示[29] .
和相机不同, 激光成像雷达通过发射和接受激光
光束, 直接获得目标表面的点云数据, 而无需进行复
杂的图像处理步骤. 然而和相机相比, 激光雷达由于
体积、质量、能耗较大, 一般需要占用更多的资源配
置. 目前适用于自主导航的激光雷达主要包括扫描式
和阵列式, 前者以可活动的检测部件扫描视场, 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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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固定的检测阵列一次性获取点云. 而阵列式根据分
别利用往返光束的时间和相位差又可分为闪光激光
雷达和TOF相机. 目前有许多在研的激光雷达可用作
非合作航天器的自主相对导航任务, 其中一些也已获
得了在轨验证. Neptec公司[30] 的LCS是一种采用三角
测量原理的扫描式激光雷达, 其测量精度0.1∼5 mm,
视场30◦ × 30◦ . 在LCS基础上研制的Tridar测距范围
0.5∼2000 m, 可以实现由中距离到近距离的位姿测
量, 是首个在轨实现非合作航天器近距离相对导航的
主动敏感器, 如图3所示. 具有代表性的闪光激光雷
达[31] 包括ACS公司研制的Dragon Eye(如图4所示)以
及Ball公司的VNS. Dragon Eye可实现10 cm测量精
度, 而VNS也可达到10∼20 cm的精度范围, 二者性能
均在空间站交会飞行实验的过程中得到了验证. TOF
相机方面, 美国海军学院在点云算法试验中采用了由
MESA公司研制的TOF相机Swiss ranger, 其分辨率为
176×144, 视场角43◦ × 43◦ , 如图5所示[32] .

图 4 Dragon Eye闪光激光成像雷达
Fig. 4 Dragon Eye flash Lidar

图 1 GenieHM1400单目相机

图 5 Swiss ranger TOF相机

Fig. 1 GenieHM1400 monocular

Fig. 5 Swiss ranger TOF camera

图 2 Bumble XB3双目相机
Fig. 2 Bumble XB3 binocular

图 3 Tridar
Fig. 3 Tri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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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总结了各类光学敏感器主要特性. 由表可知,
每种敏感器都有各自的测量局限, 仅仅依靠单一的敏
感器进行测量, 难以满足非合作航天器相对导航的要
求. 因此在导航过程中通常需要对敏感器进行搭配,
组成测量系统, 从而扩展测量能力, 提高测量精度. 以
单目相机为例, 由于单目视觉缺乏深度的信息, 因此
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往往辅以激光测距仪, 或者点光源
(即结构光)组成的测量系统, 从而实现尺度的测量. 由
美国SSCO公司针对空间非合作目标捕获而开发的
Argon视觉系统[35] 是具有代表性的测量系统, 包括两
个RNS相机以及一个VNS闪光激光雷达, 如图6所示.
DLR在相对导航地面实验中采用的测量系统包括单
目相机、扫描激光雷达和PMD相机. VIBSNASS测量
系统包括一组立体相机和一个单目相机, 可分别用于
较近和较远距离的测量, 如图7所示[36] . NASA研制的
测量系统Raven[37] 用于验证Restore--L任务中可能采
用的测量方案, 其组成包括可见光相机、红外相机和
闪光激光雷达. 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 使用多传感器
融合的测量方式, 从测量原理上实现优势互补, 逐渐
成为非合作航天器相对导航敏感器研究的新趋势[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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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相对导航光学敏感器比较[33–34]

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optical sensor for autonomous relative navigation [33–34]
敏感器种类

优点

缺点

单目视觉
立体视觉
扫描式激光雷达
闪光激光雷达
TOF相机

体积小, 结构简单
能够恢复三维信息
易于标定
可探测距离远
结构紧凑, 功耗低

缺少深度信息
算法复杂, 测距受限
耗时较大, 易引点云畸变
分辨率受限, 近距离测量精度差
探测距离有限

图 6 Argon测量系统
Fig. 6 Argon system

图 7 VIBSNASS测量系统
Fig. 7 VIBSNASS system

3.2

位姿测量技术(Pose measurement)

位姿测量是指利用敏感器的测量数据求解非合作
航天器的相对位置和姿态. 根据敏感器测量数据类型
的不同, 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的位姿测量方法
可分为基于二维图像和3D点云的方法.
1) 基于二维图像的位姿测量.
当通过单目/立体相机的观测得到非合作航天器
的二维图像之后, 需首先从图像中获得目标表面的特
征, 建立起其与目标本体的2D--3D对应关系, 进而实
现位姿的解算. 因此, 基于二维图像的位姿测量方法
主要分为特征识别和位姿解算两步.

特征识别包括从序列图像中获得目标表面特征的
一系列图像处理过程, 其具体的方法因待识别的特征
而异. 非合作航天器可能保留着太阳能帆板、帆板支
架、远地点推力器等部件, 而它们在二维平面上的投
影一般是平行四边形(矩形)、三角形、椭圆(圆)等规则
的几何特征. 这些几何特征一方面较少受光照条件的
影响, 另一方面可以作为目标坐标系的参照, 因此常
被用于位姿测量. 上述规则具有完整或部分完整几何
形状的特征, 通常由直线段、圆弧拼接而成, 因此常采
用Hough变换、Canny边缘检测等图像处理方法进行
识别. 文[38]结合亚像素精度检测的方法, 识别出了图
像中的矩形特征. 文[39]结合Canny检测和快速椭圆
识别算法, 提取了图像中的椭圆. 针对Hough变换复
杂度高的问题, 文[40]根据边缘点的梯度从边缘图像
中提取出几何基元, 利用所提出的直线段和圆弧段的
判定方法, 分别实现了矩形特征和圆特征的提取. 文
[41]利用滑动窗口Hough变换方法, 识别出了图像中
的三角形. 而对于不存在规则几何特征的情况, 则只
能依赖于目标表面的局部特征. 角点是最为常用的局
部特征. 文[42]采用harris算法检测角点, 并通过迭代
扫描匹配方法实现了角点的匹配. 文[43]根据航天器
相对距离的不同采用了Shi--Tomas和SURF(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两种算法, 提高了角点检测的鲁棒
性. 角点的跟踪常采用经典的 KLT (kanade-lucastomasi)算法. 在此基础上, 文[43]通过定期计算重投影
误差来抑制KLT算法的漂移. 由于受目标剧烈运动以
及光照条件的影响, 目标表面的特征存在尺度变化较
大的问题, 而单纯依靠角点极易造成误匹配, 难以满
足测量精度的要求. 因此在关键点检测的基础上, 通
常需要进一步对关键点附近区域进行描述, 从而获得
具有光照、旋转和尺度不变性的特征描述符. 常用的
二维特征描述符包括尺度不变特征变换(a 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SIFT), SURF等[44] . 文[45]利
用粒子滤波方法减小SIFT特征点的匹配误差. 文[46]
结合FAST角点检测与SURF特征描述的方法, 实现了
较低采样频率下的特征点提取, 并根据人工神经网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 方法实现特征点跟
踪. 目前, 特征描述法所需的极大计算量制约着其空
间实时应用[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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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征识别的基础之上, 对应的位姿解算方法因
所选用的测量方式而异. 由于立体视觉测量能够恢复
深度信息, 因此在识别对象大致特征之后, 可直接建
立相应的几何坐标系并求取位姿, 而无需太多先验知
识. 文[48]利用帆板平面和中心建立了目标的几何坐
标系, 并利用其对边与领边的垂直和平行关系建立了
位姿求解方程. 文[49]针对帆板因视场过小而难以完
整成像的情况, 提出了结构光的测量算法. 文[50]将
目标的几何坐标系建立在支架的中心, 并利用其3个
顶点计算了目标位姿. 此外, 针对具有交会对接环, 远
地点发动机等的非合作航天器, 文[51]通过利用其在
相平面上的投影椭圆计算了上述部件的圆心、半径和
法线方向. 对于单目测量, 由于缺乏特征的深度信息,
因此在独立进行位姿测量时需要已知目标的模板或
者特征的几何约束关系. 由于点的提取较为简单, 因
此以基于点特征的位姿解算方法最为常见. 根据N 个
像点和其三维坐标求取相对位姿的问题也是计算机
视觉中经典的 N 点透视(perspective-n-points, PnP)问
题[52] . 计算机视觉领域对于PnP的研究较为成熟: 文
[53]根据数值仿真的结果, 从所需计算量、重投影误
差、估计误差等方面对POSIT、Efficient PnP、牛顿法
等经典的PnP算法进行了对比. 文[54]提出了一种基
于对偶四元素的MPH算法, 在估计精度和所需迭代次
数方面均优于传统PnP方法. 文[55]采用将soft-assign
点匹配以及POSIT位姿求解算法结合而成的SoftPOSIT方法求解位姿. 此外, 文[56]将PnP优化问题转
化为线性矩阵不等式问题, 利用逆投影线构建的优化
模型, 将姿态矩阵的单位正交非凸等式约束松弛为不
等式约束进行求解.
2) 基于3D点云的位姿测量.
与基于图像的方法不同, 由激光雷达测得的点云
数据可以直接用于位姿解算, 而一般无需进行特征提
取等复杂的图像处理步骤. 基于点云的位姿解算方法,
其核心是求取由激光雷达的观测点云和存储的目标
模板点云中对应点之间存在的6自由度刚性变换矩阵.
迭代最近点(iterated closest point, ICP)算法能够同时
实现对应点的匹配和变换矩阵的求解, 是解决上述问
题的经典算法. ICP算法是在两个点集中搜索最近的
点对, 根据上述匹配方式通过最小化误差函数求解点
集间的变换阵, 并将该变换作用到观测点云上, 迭代
进行上述过程, 直到满足收敛准测. 除了基于最近点
的匹配, ICP 算法又存在诸多改进. 文[57]利用KD-tree对模板点云建立了空间拓扑结构, 利用其基于二
叉 树 的 搜 索 策 略, 提 高 了 最 近 点 搜 索 的 效 率. 文
[58]将测量点投影到与其距离最近的模板点云表面,
并与投影点进行配对. 该方法省去了搜索和计算对应
点距离的时间, 提高了匹配的效率. 不同于上述点对
点的匹配方法, 文[59]采用了点对面形式的匹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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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误差函数. 这一方法虽然每次迭代耗时较长, 但收
敛速度快, 能在总体上减少计算时间. 此外, 针对匹配
已知的情况, 文[59]还总结了常用的4种变换矩阵的求
解方法: 四元素法、对偶四元素法、正交矩阵法和奇
异值分解方法. 其中, 奇异值分解的方法因具有较好
的鲁棒性和精度, 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虽然基于ICP的方法能够实现较高精度的位姿解
算, 但其对初值的精度要求较高. 在初次测量之时, 由
于观测点云和点云模板之间的坐标系不同, 二者的位
置和姿态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在此情况下通过搜索最
近点进行匹配求解, 可能会使结果陷入局部最优. 因
此, 在进行精确匹配求解位姿之前, 首先需要获得点
云间相对位姿的粗略结果, 作为ICP算法的初值. 这一
过程被称为粗匹配. 文[60]采用模型匹配的方法, 将
目标模型对应的欧拉角按照固定的间隔进行采样得
到不同的点云样本, 其中与测量点云之间误差函数最
小的样本对应的位姿最为粗匹配的结果. 文[61]在上
述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快速模板匹配的方法, 能够预
先排除与测量点云相差较大的样本, 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所需的误差函数计算次数. 文[62]采用了主成分分
析结合模板匹配的粗匹配方法, 在确定点云主方向的
基础上, 只需进行小角度采样, 提高了计算效率和匹
配成功率. 然而, 主成分分析算法只适用于外形轮廓
存在明显主方向的航天器. 另一类粗匹配方法则依赖
于点云的局部特征. 和基于图像的位姿解算方法中的
2D特征描述方法类似, 对于点云的3D特征描述符的
获取同样包括关键点的提取和局部特征描述两部
分[63] . 通过建立特征描述子在点云间的匹配关系, 可
实现位姿的初步估计. 文[64]采用OUR--CVFH方法获
取点云的特征, 不仅能快速获得位姿参数, 而且能够
实现遮挡状态下目标的识别. 文[65]针对空间任务实
时性的要求, 提出一种基于旋转投影的二进制描述符
BRoPH, 以及基于Hamming阈值的特征匹配方法, 和
传统局部描述法相比优化了计算速度和内存占用. 此
外, 文[66]选取共面四点, 利用两条对角线交点分线段
所成比例在刚体变换的不变性进行粗匹配. 四点算法
由于不需计算复杂的局部特征, 具有较快的求解速度.
总的说来, 目前所提出的针对非合作航天器的位
姿测量方法依然建立在已获得目标一定先验信息的
基础上: 基于二维图像的位姿测量方法通常假定目标
航天器表面具备某种特定的结构, 或者已知目标表面
特征间的几何尺寸; 基于3D点云的位姿测量方法则依
赖于已知的或者经由服务航天器绕飞观测并重构的
目标三维模型. 同时, 已有算法通常需要极大的计算
量, 在实际任务中能否利用有限的星载计算机处理能
力和敏感器性能实现实时的位姿测量仍需进一步的
检验.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一方面位姿测量仅能
在敏感器的观测时刻求解位姿, 因此对于单次测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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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较为敏感; 另一方面求解过程中仅包括视觉和几何
关系而不涉及动力学/运动学方程, 因此一般只能获得
非合作航天器几何坐标系的位姿信息, 而无法获得目
标的质心和惯性参数. 这些都是现有位姿测量方法的
固有局限.

采用对偶四元素的表示方法, 用实部和对偶部的四元
素分别代表非合作航天器的平动和转动运动, 并且同
样只取四元素的矢部进行滤波. 和传统的方法相比,
这种改进的姿轨一体化建模方法在精简了方程表述
形式的同时, 减少了计算负担.

导航滤波器技术(Navigation filter)
导航滤波器是一类以卡尔曼滤波器为代表的递归
估计算法, 其基本思想是先通过状态模型对状态进行
外推, 再通过观测值对待估状态进行修正. 导航滤波
器的引入一方面能够利用已知的测量噪声统计特性,
有效减少噪声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另一方面, 可以通
过合理的滤波器结构设计, 利用状态间的运动学和动
力学关系, 获得速度、角速度等仅通过光学测量无法
获得的运动参数. 研究人员从状态方程、测量方程、
滤波算法以及可观性研究等方面对非合作航天器自
主相对导航滤波器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1) 状态方程.
根据自主导航的观测要求, 导航滤波器必须实现
对目标位置、速度、姿态、角速度的估计. 状态建模用
以表述上述待估状态关于时间的变化规律, 也即相应
的动力学和运动学方程. 刚体的运动可分为质心的平
动以及围绕质心的转动. 由于两种运动相互解耦, 因
此可以分别建模. 文[8, 67]分别将目标的线速度和角
速度视为常数. 这种建模方法由于未考虑目标质心的
轨道动力学以及刚体动力学, 在描述运动状态剧烈变
化的非合作航天器时会带来较大的建模误差. 对于目
标的平动运动, 即相对质心位置和速度, 多以相对轨
道动力学方程进行描述. 特别地, 如果轨道坐标系定
义在圆或近圆轨道上, 则质心的相对运动可简化为
CW方程. 文[68]在非合作航天器的轨道坐标系下描
述二者的相对运动. 由于相对轨道方程中涉及坐标系
对应轨道的真近点角速度等参数, 对于非合作的目标,
这些参数本身也是未知的, 会给建模带来不便. 对此,
文[69]直接用服务航天器的轨道角速度来近似目标轨
道的参数. 另一种方案则如文[70]所示, 直接将相对
运动坐标系建立在服务航天器的轨道系上. 此外, 文
[71]利用相对轨道根数来表述航天器间的平动关系,
和基于直角坐标的建模方法相比, 能够获得更为简洁
的状态转移矩阵形式. 目标姿态运动建模方面, 虽然
欧拉角对于物体运动的描述更加直观, 但为了避免奇
异问题, 多采用四元素的形式对姿态进行参数化, 并
利用欧拉方程结合零均值噪声来描述自由翻滚目标
的角速度变化. 文[70]直接将四元素作为滤波器状态,
并在每一步更新之后对四元素进行归一化以保证其
单位模的约束[72] . 由于四元素只有3个自由度, 滤波
器中对应的协防差矩阵容易丢失非奇异性, 可能会导
致计算过程中存在数值问题. 对此, 文[12]只利用误差
四元素的矢量部分进行滤波[73] , 而在每一步更新之后
利用四元素乘法来获得完整的四元素估计值. 文[74]

除了上述非合作航天器的十二自由度运动状态,
在某些先验信息不足的情况下, 在滤波器设计过程中
有时候需要引入其他的参数或者状态并建模. 一方面,
由于位姿测量得到的几何原点和几何坐标系往往与
质心和主轴坐标系不重合, 对于上述两个坐标系关系
间未知的情况, 常采用文[8, 12]中的方法, 将对应的位
移差和姿态差作为常值参数进行估计. 另一方面, 由
于欧拉方程的表达式中包含目标的主轴惯量, 当惯量
信息未知时, 考虑到无法在缺乏激励的的条件下获得
转动惯量的绝对值, 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将惯量的比值
作为参数一起进行估计, 从而获得关于目标质量分布
的二自由度信息[8, 12, 70, 72] . 此外, 对于直接观测目标
特征的相对导航方法而言, 当特征相对与目标的布局
未知时, 通常需要将其与目标的运动状态一起进行估
计. 这种同时估计运动状态和特征的方法, 也被称为
同时定位与建图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方法. SLAM方法来源于机器人领域, 原
指移动的机器人利用自身携带的传感器同时估计自
身运动状态以及路标位置. 当将SLAM方法用于非合
作航天器的相对导航, 问题转化为估计非合作目标的
状态和表面特征的位置. 例如, SEGAL在推导了目标
表面特征点运动在相对坐标系描述下存在的平动与
转动的耦合的基础上, 将特征点在目标本体系下的坐
标作为待估计参数进行估计[70] . 庞大的计算量目前
是SLAM方法用于空间实时运用的主要制约因素[75] .

3.3

2) 测量方程.
测量建模的目的, 是将滤波器获得的测量数据表
述为待估计状态的函数表达式. 测量方程主要由测量
数据的类型和所采用的敏感器决定. 对基于位姿测量
的相对导航方法, 所测得的位置和姿态的粗略结果可
以直接作为滤波器的测量值. 文[40]将通过双目视觉
位姿测量得到的几何坐标系姿态以四元素的形式进
行表述, 用作目标角速度的估计. 文[12]将利用激光雷
达并通过ICP算法得到的目标位姿直接用于滤波器,
并分别对以欧拉角和四元素形式表述的目标姿态测
量结果的噪声统计特性进行了推导. 而对于直接观测
非合作目标表面特征的相对导航方法, 其测量模型则
需考虑相机的种类. 文[70]采用双目视觉方法跟踪目
标表面的10个特征点, 在相机基线和焦距已知的情况
下, 推导了特征点在两个像平面投影点的位置及速
度(光流)关于特征点位置以及目标运动状态的表达
式. 由于双目视觉可以通过匹配实现三维重构, 文[12]
将测量直接简化为特征点的三维坐标值. 对于单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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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测量的情况, 由于缺乏深度信息, 因此对于每个特
征点只能获得两个自由度的测量值. 文[76]用升角和
方位角描述单目相机对于特征点的观测. 文[77]则将
测量表示为单位视线矢量的形式, 并推导了相平面上
的像素误差和视线测量误差的噪声统计特性对应关
系. 此外, 文[72]将目标自由翻滚所满足的欧拉旋转方
程作为了观测方程. 这种伪测量矩阵虽无法提供新的
测量信息, 但能够在滤波器运行过程中为状态施加约
束, 加速滤波的收敛速度.
3) 滤波算法.
根据过程建模部分的研究结果, 非合作目标的运
动参数多以非线性随机微分方程进行描述. 基于线性
化的扩展卡尔曼滤波(extended Kalman filter, EKF)是
解决此类问题的标准方法. 然而, EKF虽然算法简单、
计算量小, 但由于只对过程方程和测量方程进行了一
阶近似, 当系统非线性较强时, 一般难以达到令人满
意的收敛速度和估计精度. 针对EKF的不足, 文[72]采
用迭代扩展卡尔曼滤波(iterated extended Kalman filter, IEKF)的方法, 在标准EKF的基础上对量测更新进
行多次迭代, 以减小因线性化带来的误差. 此外, 一些
新型的滤波算法, 如基于确定性采样的无迹卡尔曼滤
波 (unscented Kalman filter, UKF)、容 积 卡 尔 曼 滤 波
(cubature Kalman filter, CKF)以及基于蒙特卡洛采样
的粒子滤波(particle filter, PF)等, 也常被用于非合作
自主导航问题. 文[78]针对SLAM框架下的导航问题,
采用EKF, UKF和PF的联合滤波方法, 通过结合各滤
波算法的优点进行估计. 文[79]将UKF与预测滤波器
同时使用, 在有限的动力学建模精度下获得了比EKF
方法更好的估计结果. 另一方面, 航天器间大范围变
化的运动状态以及恶劣的空间测量环境, 不仅可能影
响观测噪声的统计特性, 而且会增加测量出现野值的
几率. 对此, 文[12]采用了一种自适应的EKF算法, 将
测量噪声的协方差矩阵一同作为时变参数进行估计.
文[80]采用多模型的自适应策略, 其滤波器由平行设
置的一个标准的EKF以及数个迭代次数不同的IEKF
组成, 最终的估计结果为各滤波器的加权和. 由于权
重能够根据观测条件恶劣程度的不同随每次滤波的
残差自动调节, 其结果优于任何单一的滤波器. 文[81]
针对野点的处理问题, 采用M估计的方法判断测量的
有效性. 文[74]通过对测量残差进行卡方检验实现野
点的判断, 并利用多重渐消因子自适应调节滤波增益,
从而减少测量误差对估计精度的影响. 文[82]则利用
变分贝叶斯技术实现对噪声的自适应. 此外, 文[36]提
出了修正的滤波算法, 通过在线存储一定时间段内滤
波估值并进行内插, 从而能够减少测量延时对估计精
度的干扰.
4) 可观性研究.
可观性研究是滤波器设计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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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可观性, 即通过观测数据唯一地确定待估计状态的
能力, 是滤波算法得以实施的前提. 对于非合作相对
导航问题, 其可观性不仅与过程和测量模型紧密相关,
而且还会受到目标运动状态的影响. 文[8]通过在不同
条件下直接运行滤波算法, 对基于激光雷达的非合作
相对导航问题中影响可观性的因素进行了探讨. 仿真
结果表明, 当非合作航天器各主轴惯量的值过于接近,
或者其运动状态为绕某一主轴进行自旋时, 均会导致
系统某些状态的不可观. 相反地, 通过总结仿真过程
中滤波收敛时间随章动角的变化表明, 对于自由翻滚
并存在显著章动的目标能够获得更好的可观测性. 上
述分析仅从数值仿真的角度对滤波器的可观性进行
了研究. 和中远距离导航问题相比, 由于非合作航天
器自主相对导航问题需要估计至少12维运动状态(6
维平动、6维转动), 并且其模型多为复杂的非线性方
程, 因此从理论上分析系统可观性尤为困难. Mishra
的学位论文[82] 针对基于激光雷达的非合作相对导航
问题, 在文[12]的研究基础上根据对于目标先验信息
掌握程度的不同设计了3种滤波器, 并利用求李导数
的方法, 通过分析可观性秩条件, 对影响可观性的因
素进行了探讨, 获得了与文[8]类似的影响可观测性能
因素的结论, 并在可观性证明的基础上, 通过计算不
可观指数以及矩阵条件数, 对3种滤波器的可观测度
进行了比较. 其不足之处在于, 在各阶李导数的计算
过程中对运动学方程进行了简化. 文[83]利用李导数
分析方法, 探讨利用姿态测量获取角速度以及惯量比
的滤波方法的可观性; 文[40]则针对利用观测特征点
获取质心位置的滤波算法, 采用分段线性定常系统
(piece-wise constant system, PWCS)方法进行可观性
研究. 分析结果表明, 当角速度各分量均不为零时, 上
述滤波器均完全可观. 然而, 以上两种方法分别只对
目标平动和转动部分的状态估计问题进行了可观性
分析. 此外, 针对单目相机视线测量缺乏位置信息的
问题, 文[77]从可观性定义出发, 证明了通过将相机偏
置安装或进行轨道机动均可估计出目标的平动状态.
通过总结可以发现, 目前对于非合作航天器相对
导航的研究, 其针对航天器相对运动的描述多沿袭合
作任务(如编队飞行)的建模方式, 大多未充分考虑航
天器的非合作特性, 并且对服务航天器加机动的情形
考虑较少. 同时, 现有的研究对于由遮挡而导致的目
标表面特征的消失以及图像处理等步骤造成的观测
延迟等因素对滤波结果可能带来的影响分析不足. 此
外, 在滤波器可观性分析的过程中多针对航天器自身
运动状态以及所用测量手段进行分析, 而较少考虑特
征点个数, 位置等因素对可观性带来的影响. 这些问
题将是导航滤波器设计中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3.4

地面仿真实验技术(Ground experiment)
由于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十分复杂,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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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轨运行之前必须进行地面仿真实验, 从而对导航单
机性能、相关算法等进行检验[84] . 目前对于非合作航
天器自主相对导航任务的地面仿真实验主要以数学
仿真和半物理仿真为主.
数学仿真利用计算机实现对非合作航天器的物理
模型和运动模型的描述. 在位姿测量阶段, 对于基于
图像的位姿测量方法, 一般需模拟出光照等空间环境
以及卫星表面的光学特性等影响相机成像的因素.
OUMER在其学位论文中[85] 采用了由SpaceTechGmbH开发的渲染软件对位于40 km高空两个航天器模型
的相对运动进行了仿真. 该软件不仅能够生成光线和
阴影, 而且能够对目标表面的材料进行模拟. 哈工大
开发出用于自主交会对接的空间机器人视觉、动力学
及导航、制导与控制一体化仿真平台, 可以生成具有
特定结构的非合作航天器三维模型, 从而在不接入实
际相机的情况下验证图像处理与位姿解算方法[86] . 对
于基于点云的位姿测量方法, 则需要根据航天器的模
型利用计算机获得目标的表面点云, 以模拟激光雷达
的测量结果. 西弗吉尼亚大学的WOOD等基于Open
GL开发出的Glidar仿真系统, 能够根据目标模板和其
表面的纹理特性快速生成目标表面的点云[87] . 而在导
航滤波算法验证阶段, 则一般根据运动学方程直接生
成位姿测量的结果或局部特征(如特征点)在敏感器中
的测量结果. 其中, 文[88]通过计算目标表面法线与敏
感器视线夹角, 在考虑特征点遮挡情况下生成了特征
点观测数据.
半物理仿真利用真实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相结合
的方式模拟导航环境[89] . 其硬件部分一般包括真实的
光学敏感器、非合作航天器实物模型、光照发生器以
及转台、机械臂等姿态运动模拟器. 而对于轨道动力
学的模拟以及其他的数据处理工作依然由计算机完
成. 最具有代表性的非合作航天器相对导航半物理实
验仿真平台是位于 DLR 的 EPOS2.0 平台, 如图 8 所
示[90] . EPOS2.0将光学敏感器和航天器实物模型分别
固定在位于地面以及25 m长导轨上可自由移动的两
个六自由度的机械臂上, 利用机械臂来模拟服务航天
器和非合作航天器间的相对运动. 该系统同时还可对
太 阳 光 照 以 及 地 球 背 景 进 行 模 拟. 到 目 前 为 止,
EPOS2.0仿真平台已被多次用于验证针对不同的航天
器模型、表面材料以及敏感器组合的相对导航方案.
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搭建了半物理仿真实验平
台Inveritas[91] , 用于验证非合作航天器交会过程中的
导 航 制 导 与 控 制 分 系 统 (guidance, navigation and
control, GNC). 和EPOS不同, Inveritas用绳索机器人
取代了其中一个机械臂, 以实现12自由度运动的模拟.
西弗吉尼亚机器人技术中心 (west virginia robotic
technology centre, WVRTC)搭建了一套基于机械臂的
实验系统[89] , 用于验证其基于图像椭圆特征和点云的
相对位姿测量精度, 如图9所示. 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
开发了非合作接近仿真系统, 用于SUMO/FREND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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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中位姿测量技术的验证 . 值得一提的是, 在半物
理仿真实验过程中, 常采用缩比模型来表现非合作航
天器的几何结构[8, 70, 85] . 考虑到有限的机械臂载重能
力和实验空间, 利用缩比模型能够节约成本, 便于实
际操作. 然而, 缩比模型不仅可能改变表面特征的性
质与易辨识程度, 而且会为航天器的相对运动带来相
应比例的缩放, 从而引起实验结果的偏差. 此外, 考虑
到实验空间的限制, 多数半物理仿真实验系统只能实
现30 m以内距离的模拟. 对此, 哈工大空间智能系统
研究所开发出将虚拟空间交会场景与真实相机相结
合的半物理仿真平台[21] , 为扩大仿真实验的适用范围
的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如图10所示.
[92]

图 8 EPOS 2.0平台
Fig. 8 EPOS 2.0

图 9 西弗吉尼亚机器人技术中心实验平台
Fig. 9 Experimental setup in WVRTC

图 10 哈工大半物理仿真系统
Fig. 10 Semi-physical simulation system in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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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 数学仿真成本较低, 重复性好, 并且能
够自由模拟航天器的相对运动以及非合作航天器自
身的翻滚或自旋, 无需考虑受外界物理条件的限制,
多用于研究初期的原理性验证. 半物理仿真试验能够
提供与真实空间环境更加接近的实验场景. 然而一方
面, 受实验场所或机械臂关节运动等条件的制约, 航
天器某些维度的运动(轨道运动以及某些姿态运动)难
以复现. 另一方面硬件部分的随机或系统误差会对试
验的结果带来很大影响. 因此, 在非合作航天器自主
相对导航的地面仿真实验过程中, 需采用数学仿真与
半物理仿真相结合的方法, 以期实现对于导航相关指
标的综合验证与评价.

4 展望(Perspective)
目前, 国内外的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 侧重不同问
题对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进行了研究, 在各个
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然而, 目前仍有许多
技术上的难点并未完全攻克. 下面提炼出非合作航天
器自主相对导航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并给出研究
建议.
1) 目标表面的特征识别.
目标表面的特征识别是利用二维图像进行相对导
航的关键环节. 考虑到非合作航天器相对导航的工作
场景, 目标可能存在的剧烈翻滚运动, 目标表面材料
的反射特性以及光照条件的不确定性均可能引起敏
感器成像尺度、阴影的大范围变化. 已有的特征识别
方法还无法适应自主在轨服务过程的特殊任务环境.
同时, 现有的图像处理技术需要庞大的计算量, 难以
满足在轨计算机存储和计算能力的限制和相对导航
实时性的要求. 因此, 还需对目标表面特征识别技术
进行深入研究. 针对特征的大尺度变化以及阴影等因
素的影响, 需研究具有鲁棒性的特征提取、匹配、跟踪
算法. 针对空间测量实时性的要求, 需在保证精度的
前提下对已有的特征识别方进行精简与优化; 同时,
对于特征可能运动到敏感器视场之外, 以及因目标旋
转而导致特征被遮挡的问题, 需深入研究特征的跟踪
与接力方法.
2) 非合作航天器的运动建模.
非合作航天器的运动建模, 是研究目标运动规律,
以及联系敏感器外部观测与目标自身特性和运动机
理的必要途径, 同时也是相对导航滤波器的重要组成
部分. 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于非合作航天器运动模型
的研究, 多沿袭已有的交会对接/编队飞行的相对导航
建模方法, 未充分考虑目标的非合作特性, 极大地限
制了建模精度. 此外, 已有的模型多从便于数值仿真
的角度进行建立, 而其对目标具体运动状态的表征能
力不足. 因此, 有必要结合真实的非合作航天器在轨
服务的场景, 分析目标可能的运动状态, 并据此对非

1401

合作航天器的运动建模展开深入研究. 对于非合作航
天器的质心运动, 需研究其处于椭圆/近圆轨道下的平
动模型, 特别考虑当服务航天器自身存在脉冲机动的
情形; 对于目标的姿态运动, 需考虑翻滚/自旋状态下
运动表述与建模方法, 建立其与章动/进动运动的对应
关系; 而对于非合作航天器表面特征的运动, 需深入
挖掘其运动规律和目标质心、转动惯量等的内在联系,
建立起表面特征与惯性参数之间的耦合模型, 探索目
标惯性参数的辨识方法
3) 自适应最优融合滤波算法.
相对导航滤波算法, 是在非合作航天器相关模型
建立的基础上, 对于敏感器测量数据的信息综合处理
方案. 正如前文所述, 要实现高精度的相对导航, 通常
需要利用测量系统, 即不同类型的敏感器组合进行协
同工作. 然而, 如何对这些由不同测量原理产生, 又经
不同采用周期生成的观测数据进行最优融合, 是提高
导航精度和可靠性的关键. 此外, 目标位姿的大范围
变化以及光照条件的不确定性均会影响敏感器的成
像精度, 从而使测量噪声的统计特性发生改变. 因此
有必要针对上述问题, 开展对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
导航自适应最优融合滤波算法进行研究. 对于多传感
器测量系统存在的空间不统一、时间不一致问题, 需
研究多维测量信息的时空同化表征与融合方法; 对于
统计特性不确定的情况, 需进一步研究噪声自适应的
导航滤波算法; 对测量野值和可能存在的敏感器失效,
则需研究基于统计推断的野值剔除和故障诊断方法.

5 总结(Conclusions)
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是在轨服务的关键技
术之一. 本文首先对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的内
涵与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 其次对非合作航天器自主
相对导航涉及到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概括与分析, 最后
对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的难点问题进行了总
结提炼, 并对其后续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目前, 国外对于非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技术
的研究已经进入在轨验证阶段, 而我国也逐步加快了
在轨服务相关研究的步伐. 考虑到非合作航天器自主
相对导航对于在轨服务任务的重要意义, 有必要对非
合作航天器自主相对导航技术进行深入研究, 针对其
中的难点问题进行突破, 为我国在轨服务任务提供必
要的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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