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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导引头视线角速率精度测试方法研究

周永恒， 崔少辉， 方   丹
(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河北 石家庄 050003)

摘　要: 该文针对红外成像导引头试验评估的测试要求，结合半实物仿真思想，提出一种红外成像导引头视线角速率

精度的测试方法。利用半实物仿真系统为导引头提供一个接近战场条件的测试环境，实时采集仿真数据，计算出视

线角速率精度；对某型号导引头进行仿真测试，并分析其测量误差。结果表明：该方法可在实验室条件下实现红外导

引头视线角速率精度的准确测试，为考核红外导引头实战性能提供有效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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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ccuracy test method of line of sight angle rate for infrared see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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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quirements of the infrared imaging seeker test and evaluation,
combined  with  the  semi-physical  simulation  idea,  an  accuracy  test  method  of  line  of  sight  angle  rate  for
infrared  seeker  is  proposed.  The  semi-physical  simulation  system  is  used  to  provide  the  seeker  with  a  test
environment close to the battlefield conditions. The simulation data is collected in real time to calculate the line
of sight angle rate accuracy. Then, a simulation test of a certain seeker is carried out and the measuring error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accurately  measure  the  line  of  sight  angle  rate
accuracy  via  the  infrared  seeker  under  laboratory  conditions  and  provide  an  effective  measuring  method  f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infrared seeker in an actual com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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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红外导引头是精确制导武器的核心部件，能够

接收目标红外热辐射，完成对目标的搜索、识别与

跟踪，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实时输出制导率

所需要的视线角速率等信息[1]。导引头输出视线角

速率精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导弹是否能够稳定地跟

踪目标，因此保证导引头的视线角速率精度是导弹

完成其作战任务的前提 [2]。目前其主要测试方法是

室外挂飞试验和实验室测试[3]。室外挂飞试验不仅

成本大，且受试飞条件限制，难以满足导引头大角

度机动的测试条件。传统实验室测试方法主要通过

两轴转台来实现，但不能客观反映出导弹姿态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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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外部干扰等因素对视线角速率精度的影响，无

法准确评估红外成像导引头性能。因此建立一套准

确、可靠、有效的实验室测试方法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导弹半实物仿真技术已经趋于成熟[4]。

樊金明等[5]采用分布式交互仿真构建的闭环仿真测

试系统，可实现人与仿真系统的自由交互，但系统

建模难度大，其稳定性与可靠性低。符文星等[6]基

于 RT-LAB开发半实物仿真系统，可以方便快捷地

将 Simulink模型应用于仿真系统，减小了构建系统

的难度，提升了系统灵活性与可靠性，但该系统主

要用于导弹仿真，用于导引头性能测试还存在困

难。刘光辉等[7]在 RT-LAB实时仿真平台基础上建

立了一个包含测试环境设定、转台运动控制等功能

的仿真测试系统，实现了导引头仿真测试一体化，

但降低了系统的稳定性，成本较高。

本文直接利用半实物仿真试验所得数据，通过

计算机解算出视线角速率精度，完成测试。该方法

不仅保证了仿真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且在模拟

战场环境下考核导引头的输出视线角速率精度，使

测试结果更能反映红外导引头的实战性能。

1    测试原理

1.1    传统实验室测试

ω

红外成像导引头输出视线角速率的传统实验室

测试方法是通过红外点源目标模拟器和两轴仿真转

台实现的。测试中，转台与导引头处于同一坐标系

下，初始时刻使导引头锁定目标，控制转台的目标

台分别以 2，5，10°/s的角速率匀速运动；实时接收

导引头输出视线角速率的反馈数据，绘出曲线，计

算其与转台运动角速率的差值，取其中最大值 作

为导引头的不同角速率下的视线角速率精度 [8]，

其表达式为

ω ∈max{
n∑

i=1

(θi−φi)} (1)

θi φi其中 为导引头输出的视线角速率， 为转台的角速率。

1.2    半实物仿真测试

在实战中，红外导引头的大角度机动、导弹的

姿态扰动、外部环境等干扰因素势必会对导引头的

输出视线角速率精度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红外导引

头的制导精度。显然，传统实验室测试方法忽略了

外界因素对红外成像导引头的影响，无法真实地反

映出导引头在实战中的输出视线角速率精度的高

低，难以满足导引头性能评价的测试要求，因此该

方法主要用于导引头设计研发阶段。而挂飞试验是

将试验成件、模拟弹和战斗弹挂在机上作各种战术

飞行或模拟攻击，以检验导弹及其分系统在实际高

度及运动速度情况下的工作可靠性和安全性，以及

部分性能参数的稳定性[9]。其测试数据虽然最真实

有效，但普遍存在试验环境条件复杂、不可控因素

多、费用高、效率低的问题[10]，且自然环境通常无法

满足在极限条件下考核导引头性能的条件，该方法

通常只在导引头验收定型阶段采用。

半实物仿真测试系统是将导引头接入仿真回

路，形成闭环仿真。通过五轴仿真转台模拟导弹大

角度机动以及姿态运动，红外目标模拟器对导引头

所探测到的图像进行实时红外视景仿真，从而为导

引头提供一个与战场环境相同或相近的测试环境[11-12]。

仿真过程中，通过实弹目相对运动信息，计算出理

论视线角速率，与导引头输出的视线角速率进行对

比分析，可实现导引头视线角速率精度的测试。该

方法最大程度还原了红外成像导引头的真实工作性

能，具有传统测试方法不可比拟的优势，可用于导

引头生产研发、验收定型、试验评估等各个阶段。

Oxg

Oyg Ozg

S (xs,ys,zs) T (xT ,yT ,zT )

∆vx ∆vy ∆vz ∆v

∆x,∆y,∆z

视线角速率精度测量原理如下：以发射点为坐

标原点 O，建立惯性坐标系， 轴指向目标初始位

置， 轴沿垂线向上， 轴与其他两轴垂直并构

成右手坐标系。如图 1所示，t时刻导引头和模拟目

标在惯性坐标系下的位置为 ， 。

， ， 分别为 t时刻下弹目相对运动速度 在

惯性坐标系 3个轴向上的分量。 分别为弹

目相对距离在惯性坐标系 3个轴向上的分量。

由图中几何关系可以推算出：
∆x = xT − xs
∆y = yT − ys

∆z = zT − zs

l =
√
∆x2+∆y2+∆z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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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视线角速率计算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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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λ
q̇γ

则仿真过程中 t时刻的理论方位角速率 和俯

仰角速率 分别为
q̇λ =

∆vx ·∆z−∆vz ·∆x
∆x2+∆z2

q̇γ =
∆vy · (∆x2+∆z2)− (∆x · vx +∆z ·∆vz) ·∆y

l2 ·
√
∆x2+∆z2

(3)

q̇θ q̇β设 、 为 t时刻红外成像导引头输出的方位

视线角速率和俯仰视线角速率，则 t时刻理论值与

导引头输出值的误差为{
∆q̇λ = |q̇θ − q̇λ|
∆q̇γ = |q̇β− q̇γ|

(4)

对被测导引头进行多次弹道仿真，对测得数据

求取均方差即为视线角速率精度：
σλ =

√√√√ n∑
i=1

(∆q̇λi−∆q̇λ)
2

n−1

σγ =

√√√√ n∑
i=1

(∆q̇γi−∆q̇γ)
2

n−1

(5)

2    半实物仿真测试系统搭建

红外成像导引头半实物仿真测试系统框图如

图 2所示。红外导引头安装于五轴转台的内框，模

拟导弹飞行过程中俯仰、偏航、滚转 3个自由度的

运动；红外目标模拟器架设于外框，模拟弹目相对

运动，红外图形生成计算机根据飞行参数以及弹目

相对位置信息实时生成红外图像并注入到红外目标

模拟器；仿真计算机实时解算六自由度弹道模型和

导弹控制模型，解算结果实时控制五轴转台和图像

生成计算机，实现整个回路的闭环仿真；综合控制

台用于仿真系统的控制、管理和集成，闭环仿真实

时数据的传输采用 VMIC光纤反射内存网构造实

时通信网络，数据传输速度大于 40 MB，延时小于

1 μs，保证了系统的时统性[13]。

系统仿真测试分为 4个阶段，分别为仿真初始

化、准备、仿真运行、仿真中止和仿真结束，仿真测

试流程如图 3所示。综合控制台完成仿真模型的编

译和加载，并将综合控制台初始数据写入仿真网

络，完成仿真初始条件设定；当各个节点完成初始

化之后，综合控制台向各个节点发送仿真准备消

息，各个节点收到准备消息，完成相关操作；当仿真

模型运行开始后，动力学仿真模型按照仿真步长发

送同步时钟消息，驱动仿真的进行，各个节点收到

消息后执行数据的读取操作，并完成相关任务，执

行完毕将数据进行上传；当仿真模型判断到仿真结

束标志后，发送结束消息，各个节点按照预定方案

执行相关操作。将仿真数据代入式（2）~式（5）即可

得到红外导引头视线角速率精度。

3    测试数据处理

基于上述理论，使用半实物仿真系统对某型号

红外成像导引头视线角速率精度进行测试。模型中

设定弹目相对距离为 2.5 km，目标在 Oxgyg 平面内

垂直于 Oxg 轴以 17 m/s的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

由于该型号红外导引头存在制导盲区且发射初始阶

段视线角速率几乎为零，因此在测试中只提取中末

制导的数据进行解算。得到偏航、俯仰方向的视线

角速率精度曲线如图 4所示。

仿真综合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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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计算机

红外成像目标模
拟器控制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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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轴转
台内框

五轴转台
外框

目标模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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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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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导引头半实物仿真测试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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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仿真测试流程图

第 44 卷 第 9 期 周永恒，等：红外导引头视线角速率精度测试方法研究 41



∆q̇λ ∆q̇γ

σλ σγ σλ σγ

由图可知，偏航、俯仰视线角速率测量误差均

值为： =0.074 8°/s， =0.147 3°/s。均方根误差

为： =0.068°/s， =0.110 2°/s。 、 即为红外成

像导引头偏航和俯仰方向的视线角速率精度。

当视线角速率超过该型号导引头最大跟踪角速

度时，测量数据开始发散，测量结果不可靠。因此，

从测量数据中分别提取出视线角速率分别为 2，4，
6，8，10°/s时的测量数据（在±0.1°/s范围内提取），

求其视线角速率精度，结果如表 1所示。

测试结果表明弹目相对视线角速率越大时，导

引头的输出视线角速率误差越大，与静态测试误差

变化规律相符，且当最大角度为 10°/s时，均方根误

差为 0.16°/s，相对于该型号导引头视线角速率精度

指标而言，可认为测试结果是准确的。

4    误差分析

在利用半实物仿真系统进行仿真测试时，由于

安装精度的影响，实际导引头回转中心与转台中心

间有一定偏移，这将会直接导致理想弹目视线与实

际弹目视线不符合，造成测量误差，从而难以对导

引头性能进行准确评价。大量研究表明，仿真转台

自身性能和机械误差对仿真试验精度影响很小并可

忽略，而红外导引头轴向位置安装误差影响较明

显[14-15]。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导引头轴向位置安装误

差对视线角速率精度测量带来的影响。

S ′(xr,yr,zr)

S (xs,ys,zs) r θ φ

轴向安装误差示意图如图 5所示。定义导引头

实际位置在惯性坐标系下的坐标为 ，导

引 头 理 想 安 装 位 置 在 惯 性 坐 标 系 下 坐 标 为

，安装偏差  可通过实际测量得到， 、 为

导弹 t时刻下的俯仰角与偏航角。

则由欧拉公式可得导引头实际位置坐标 Sʹ：
xr = xs+ r× cosθ× cosφ
yr = ys+ r× sinθ
zr = zs+ r× cosθ× sinθ

(6)

Q̇λ Q̇γ

将式（2）中导引头的理想位置坐标替换为导引

头实际位置坐标，可计算出测试过程中 t时刻的导

引头实际视线角速率 、 。则由轴向位置安装误

差引起的视线角速率测量误差为∆Q̇λ =
∣∣∣Q̇λ− q̇λ

∣∣∣
∆Q̇γ =

∣∣∣Q̇γ − q̇γ
∣∣∣ (7)

将轴向安装误差加入到仿真模型中，可得到由

导引头轴向位置安装误差引入的系统测量误差，如

表 2所示。

仿真结果表明，导引头轴向安装误差对视线角

速率精度的测量影响随轴向安装误差的增大而增

大。当轴向安装误差小于 20 mm，该设备测试精度

远远高于被测设备 3倍以上，因此该半实物仿真测

试系统能够满足视线角速率测试的精度要求。但当

轴向安装误差达到 50 mm时，测试精度低于被测设

 

表 1    导引头视线角速率精度
°/s

偏航角
速度

均方根
误差

 

俯仰角
速度

均方根
误差

2 0.020 8 2 0.108 0

4 0.031 3 4 0.167 8

6 0.039 4 6 0.202 3

8 0.044 6 8 0.204 2

10 0.069 0 10 0.24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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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速

率
精

度
/(

°·
s−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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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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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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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俯仰视线角速率精度

时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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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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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偏航、俯仰视线角速率精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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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轴向安装误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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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精度 3倍，难以满足测试精度要求，因此安装导

引头时应将误差控制在 2 cm以内。

同时，通过以上方法求得的精度误差，也可用

于其他轴向安装误差的情况，并通过误差补偿的方

式增加测试系统精度。

5    结束语

本文结合红外成像导引头静态测试原理以及半

实物仿真方法，提出了一种动态视线角速率精度测

试方法，在实验室内有效地实现了模拟真实作战条

件下导引头的视线角速率精度测试。该方法与传统

实验室测试方法相比，测试结果更能反映导引头实

战性能，可用于导引头的试验鉴定以及上弹前的性

能测试。与挂飞试验相比，该方法不仅成本低，且

能够设置不同的测试环境，弥补了挂飞试验测试环

境单一的情况，能充分考核不同战场环境下导引头

的性能。

采用该方法对某型号红外成像导引头输出视线

角速率精度进行了测试，得到最大视线角速率误差

为 0.110 2°/s，满足 0.5°/s的指标要求，给出了准确

的评价结果，同时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本测试

方法测试精度高、重复性好、试验效率高，可应用于

红外导引头的视线角速率精度测试，为在实验室条

件下红外导引头关键战技性能指标的测试评价提供

应用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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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轴向安装位置误差影响仿真结果

位置安装
误差/mm

偏航视线角速率
误差/(°∙s -1)

俯仰视线角速率
误差/(°∙s -1)

10 0.002 0.004

20 0.006 0.009

50 0.017 0.024

100 0.032 0.047

150 0.048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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