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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67：62-72。
本研究首先介紹卡爾曼濾波器疊代演算的基本矩陣式及其直覺上容易理解的含意，並將

一般通用的矩陣式卡爾曼濾波器推導至適合濾除訊號雜訊的純量演算式。此簡單演算式除了

可以調整消除雜訊的頻帶外，亦能藉由卡爾曼增益值的突增來偵測訊號的異常。本文將演算

式實際應用於溫度感測器 TMP37 上，並探討實驗訊號的取樣時間間距   及調整濾波器參數   
對運算處理後輸出訊號品質的影響，此外亦以真實方式產生訊號錯誤來測試演算式錯誤偵測

的性能。最後探討感測器訊號品質及可靠度對農業環境控制系統的潛在重要性與本研究在此

方面的未來應用。

現有技術： 目前處理訊號量測雜訊問題，一般皆使用常見的移動平均法，或者重複量

測多次後再進行多筆數據平均合併成一筆，前者演算處理效率低且不適合

微控制器現場即時演算，後者取樣時間長無法處理快速變動的數據。

創新內容： 將通用的矩陣式卡爾曼濾波器推導至專門濾除訊號雜訊的純量演算式，使

其可以在一般微控制器上即時執行感測訊號雜訊消除及錯誤偵測。

對產業影響： 農業環控系統的控制決策需要依賴感測器來提供資訊，雜訊干擾會使控

制決策搖擺不定，造成系統機械輸出啟動關閉頻繁使致動元件壽命耗損，

或者在感測器訊號錯誤的情況下作出不合理決策而導致農業生產上的嚴

重損失。應用本技術將可提供可靠的資訊給農業環控系統，可提高生產

效率及延長機械原件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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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現實世界中，任何形式感測器的量測值 (measured value) 必然與真實狀態 (true state)
存在著誤差，人們所能觀測到的只有透過感測器所測得之充滿誤差的量測值，如果真實狀態

是不隨時間變動的常數，那只要將量測值直接平均 (averaging) 即可在統計上估測真實狀態。

但絕大多數的情況是真實狀態不斷隨著時間變動，此變動源於真實世界物理現象，這些物理

現象事實上是極端複雜，但往往可以用數學上的模型 (model) 來模擬，模擬的誤差大小將取

決於模型簡化 (simplification) 的程度。卡爾曼濾波 (Kalman filtering) 疊代演算法能同時以動

態數學模型及量測誤差兩者為基礎，得出真實狀態的統計上最佳估算 (optimal estimation)。
此演算法於數位裝置上執行相當方便且效率高，最早由 Rudolf Emil Kalman 於 1960 所發表

(Kalman, 1960)(1)，最初顯著應用為阿波羅計畫 (Project Apollo)大空船導航系統的計算 (Grewal 
et al., 2010)(2)。

在一個動態的系統裡，假設想要求得之系統狀態變化的真實值為… 、 、 ...，
其中下標 j 代表時序上不同的時間 、 、 ，而 X 為系統狀態矩陣。系統狀態

的真實值無法確切得知，其隱藏 (hidden) 於感測器量測值 下，可表示為

 ................................................................................................................................(1a)
其中 H 為感測器量測的輸出關係矩陣，而 為量測誤差 (measurement error)， 假設為

具有均值 (mean) 為 0 且變異量 (variance) 為 R 的高斯分佈亂數，定義如下所示

 .................................................................................................................................. (1b)

 .............................................................................................................................(1c)
其中 表示期望值

而系統的狀態 X 隨時間點 j 的變化可以描述為底下的線性矩陣關係

 ..............................................................................................................(2a)

其中

1. 為目前系統狀態， 為下一個時間點的狀態。

2. 為外界對動態系統的輸入，例如：力量或能量。

3. 矩陣 及 用來定義動態系統的線性物理模型，如果系統為嚴重非線性的情況下，兩矩

陣在不同的時間點 j 需要去變化調整，以提供更精確的模型。

4. 為過程誤差 (process error)，其表示被定義線性物理模型於真實情況下不夠精確所導致

之誤差。過程誤差可假定為一均值為 0 且變異量為 的高斯亂數，其中

 ........................................................................................................................... (2b)

 .....................................................................................................................(2c)

就如式 (1a) 所示，動態系統的真實狀態變化 隱藏於隨機誤差 干擾下的量測值 且無

法直接窺之；而式 (2a) 說明模擬真實情況的物理建模，在不夠精確下造成對未來狀態 預

測的不確定性。卡爾曼濾波的功能就是將測量資訊與系統模型預測整合並產生系統狀態

的最佳化估算 (optimal estimation) 狀態 ，在統計學上最佳化估算 將與真實狀態 存在以

下式數學關係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 67 號

64

 ...............................................................................................................................(3a)

.................................................................................................. (3b)
其中 為在時間點 j 時估算狀態的變異量

為了簡單解釋卡爾曼濾波的基本原理架構，圖 1 表示其執行時的疊代演算 (iterative) 連

續流程中的一段擷取，在時間點 j 的「最佳化估算狀態 」會經過模型預測 (predict) 出下

個時間點 j+1 的「預測狀態 」，然後再將其與同個時間點的量測值 修正 (correct) 成
「最佳化估算狀態 」。每個最佳化估算狀態 都是源於前個時間點的過去估算 與當

前最新量測值 ，... 預測→修正→預測→修正 ... 如此不斷疊代演算的流程為當初卡爾曼

(Kalman) 發展此理論的最初雛型概念，並再利用數理統計的方法推導出相關公式。

圖 1. 卡爾曼濾波疊代演算流程的示意圖

Fig. 1. Flow chart illustration for iterative algorithm of Kalman filter

預測狀態的計算式可表示為如下的式子 (4)

 ............................................................................................................... (4)
如同前面式 (2a)所提到的矩陣 及 定義了系統的線性物理模型，而 為外部輸入。

最佳化估算狀態的計算式可表示為如下的式 (5)

 ............................................................................................................ (5)
其中 為卡爾曼增益 (Kalman gain)

計算最佳化估算狀態的式子 (5) 為卡爾曼濾波的關鍵核心，從數學式子可看出卡爾曼增

益 決定量測值 與預測狀態 的兩個數值間的權重 (weight) 分配。卡爾曼濾波每次的疊代

循環都得計算出卡爾曼增益值來使 變異量 達到最小， 將會滿足以下偏微分等式

 .................................................................................... (6)

省略繁重的推導過程， 可表示為下式

 .......................................................................................................................... (7)

其中 為預測狀態 的變異值，其計算式為

 ................................................................................................................(8a)

上式中 等於 為估算狀態 的變異值，其算式為

 ................................................................................................................... (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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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7)、(8a) 及 (8b) 可發現卡爾曼增益的值將由物理模型誤差 的變異值 及量測

值 的變異值 來決定，以很直觀的角度來看，當量測值 完美精確的時候 (i.e. R = 0)，則

由式 (5) 及 (7) 所算出的最佳化估算狀態為 ，式 (5) 所有的權重 (weight) 都分配給

。反過來如果 誤差很大時 (i.e. R→0)，卡爾曼增益就會將預測狀態 的權重加大，最佳化

估算狀態 就會較為接近 ，也就是說物理模型預測的可信度被拉高。

卡爾曼濾波每產生單筆最佳化估算只需要透過一次的疊代循環演算，相較於更早期的有

限脈衝響應維納濾波 (Finite impulse response Wiener filtering) 理論，其單筆計算需要用到大

量過去歷史的資料，計算複雜度高且占用記憶體龐大空間 (Wiener, 1949)(3)，無法應用於即時

(real-time) 處理的狀況。卡爾曼濾波自 60 年代發展出以來，迄今為止後續理論相關的重要研

究主要為針對非線性物理模型的應用，就如式 (2a) 所提到，在非線性系統的情況下， 及

兩矩陣在不同的時間點 j 需要去變化調整。在這方面較為有名的兩個理論延伸發展為擴展式

卡爾曼濾波 (extended Kalman filter) (Ljung, 1979)(4) 及非察覺型卡爾曼濾波 (unscented Kalman 
filter) (Julier, 2004)(5)，接下來在本研究中只會應用前面提到的基本線性卡爾曼濾波演算，且

並不會處理任何非線性系統的問題，因為研究重點著重於單純濾除訊號雜訊而非系統模型。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量測資料時間上為單變數，所以接下來在本研究中將把通用的矩陣

式卡爾曼濾波公式推導至適合濾除感測器雜訊的純量 (scalar) 演算式，在狀態預測模型的部

份將採用所估算狀態的值來直接作為下一步的預測。參數將合併簡化並引入適應性的功能，

亦即參數將隨最佳估算狀態與量測值進行即時調整。

二、材料與方法

在本研究中矩陣型式的變數其字母符號以大寫來表示，而若是純量則一律以同樣字

母的小寫來表示。式子 (1a)、(2a)、(4)、(5)、(7) 及 (8a)、(8b) 的純量表是為

 ....................................................................................................................................(9a)

 .................................................................................................................. (9b)

 ...................................................................................................................(9c)

 .................................................................................................................. (9d)

 ..............................................................................................................................(10a)

 ................................................................................................................ (10b)

 ....................................................................................................................(10c)

為了使用上的方便，接下來將把式 (10a)、(10b) 及 (10c) 經過代數運算後簡併為一式，

由式 (10a) 可得到 (11a) 及 (11b)

 ..............................................................................................................................(11a)

 ........................................................................................................................ (11b)

將 (11b) 帶入 (10c) 可得到

 ..................................................................................................................................(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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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 (11a) 及 (11c) 帶入 (10b) 可得下式 (12a)

 ....................................................................................................(12a)

上式 (12a) 即為式 (11a)、(11b) 及 (11c) 的合併式，而下式 (12b) 則為預測狀態 算式 (9c)
及最佳化估算狀態 算式 (9d) 的合併式。

 ..................................................................................... (12b)
式 (12a、b) 包含了純量卡爾曼濾波演算所需的基本計算式，然而在實際應用前還需要

定義預測模型參數 和 、感測器量測誤差變異量 r 及模型過程誤差變異量 。由於本研

究應用為單純的感測器輸出雜訊濾除，並無考慮外界輸入，因此設定式 (9c) 的參數 ，而

估算狀態的位置 可直接用來預測下個時間點的 ( 亦即 )，因此定義 ，此外也

假設量測轉換係數為 h = 1。
由式 (12a) 可看出所有的 r 及 皆可合併為單一參數 /r 的形式，這顯現出 r 及  

對彼此相互影響的關係，在之前的研究中（Yeh, 1990）(6) 將此現象稱為 Q-R 二元性 (Q-R 
duality)。Q-R 二元性說明在卡爾曼濾波演算的統計變異量參數設定調整（tuning）時，可將

r 及 合併為單一參數 /r 進行考慮即可。

在最早的時候進行卡爾曼濾波演算前需先選定 r 及 的定值，但在後來的研究中有學

者（Mehra, 1970）(7) 建議可引入適應性（adaptive）特性於演算中來即時調整模型過程誤差

變異量 的值，來提升濾波演算的整體性能，其概念為 的即刻值會正比於當下估算狀態

與量測值 差值的平方。引入適應性濾波及 Q-R 二元性的概念，在本研究中統計變異量

參數 即可定義如下式

................................................................................................................. (13)

其中 為感測器量測的取樣時間間距，其存在的道理為假定模型過程誤差變異量 會正比

取樣時間間距，而 為濾波器性能調整參數，其需針對訊號的雜訊特性及應用需求來調整至

最適值。

將式 (13) 與式 (12a、b) 結合，可整理成

 ..................................................................................................(14a)

 ............................................................................................................... (14b)
上式 (14a) 及 (14b) 為適用於單訊號輸出感測器的卡爾曼濾波演算，除濾除雜訊外，此

演算可用於即時訊號的錯誤偵測。若感測器量測值 突然有劇烈變化，則由式 (14a)可看出，

卡爾曼增益 將會拉高，並如式 (14b) 所示以提高權重的方式將下一步的估算狀態 拉近

。因此在訊號有劇烈變化的錯誤異常時， 會出現瞬間高峰，在實際應用上可利用事先設定

好的閥值（threshold）來做判別偵測。圖 2 為在執行本研究實際濾波演算時的流程說明，…

、 、 …為每 時間所取樣的量測值，透過式 (14a) 及 (14b) 的疊代演算即可及時求出

濾除雜訊後的最佳化估算… 、 、 …。每次的疊代皆會產生卡爾曼增益… 、 、

…，可以用來監測訊號的錯誤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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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基於式 (14a) 及 (14b) 的實際濾波演算時的流程說明

Fig. 2. Flow chart of the execution for filtering based on equations (14a) and (14b)

三、感測器訊號雜訊消除及錯誤偵測之應用

在這部分將說明實際的應用及測試，本研究以 Analog Devices Inc. 所製溫度感測器

TMP37 作為訊號輸出感測器 (10)，感測器輸出電壓訊號連至 Texas Instruments Inc. 所製

微控制器 MSP430G2553 的內建 10-bit ADC 轉換模組，並使用內建 1.5V 參考電壓作為

轉換基準。TMP37 溫度感測器輸出電壓與溫度約有 20 mV/℃的線性關係，在精確應用

上，每顆感測器需要各別取得校正參數。ADC 轉換模組會將電壓線性轉化成數位計數

值 (count)，在電壓 0 ～ 1.5V 下，其所對應的計數值為 0 ～ 1,024。
為研究分析需要，在本研究中微控制器 MSP430G2553 會每秒作 128 次感測器電壓

量測，並將量測到的計數值透過微控制器本身的 9.6 Kbps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模組將資料傳送至電腦儲存起來，為了研究分析需要，會以人工方

式冷卻或加熱來使感測器輸出產生劇烈變化。儲存於電腦的資料將以本文所導出的卡爾

曼濾波演算式 (14a、b) 於微軟 EXCEL 上進行分析，事實上具高效率的純量卡爾曼濾波

演算非常適合於低階微控制器上即時執行，但本文為了分析討論需要將資料移至電腦處

理。

在施用純量卡爾曼濾波演算式 (14a)、(14b) 於感測器原始量測值時，唯一的控制參

數就是式 (14a) 中的 值及取樣時間間距 兩者的乘積 。從數學關係來看，當 值愈

大時，估算狀態 與量測值 差值對卡爾曼增益的影響加強，而使增卡爾曼益值拉高，

因為量測值的權重增加，導致估算狀態對量測值得追蹤（tracking）性能增強。接下來

將把演算法實際應用到溫度感測器 TMP37 的 ADC 量測計數（count）值，圖 3 為在取

樣間距  = 1/128 秒及  = 10-5 時量測值（灰線）經過演算式 (14a)、(14b) 處理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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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化估算值（黑線），由圖可以明顯看出經過純量卡爾曼濾波後，原本充滿雜訊的量

測訊號已轉換成純淨的變化趨勢。

圖 3. 在取樣間距  = 1/128 及 值為 10-5 時量測值（灰線）經過卡爾曼濾波演算後得到最

佳化估算值（黑線）

Fig. 3. Optimal estimate (black line) of Kalman filter derived from the measurement (gray line) 
with  = 1/128 and  = 10-5

圖 4 為  = 1/128 秒時在不同 值下，所算出的不同最佳化估算值，較高的 值（例

如：灰線的）將使卡爾曼濾波的追蹤性能增強，導致部分的感測器雜訊被引入最佳化估

算值中，當 值過低時，濾波的追蹤性及響應（response）不足反而造成訊號變化趨勢

被扭曲而失真。所以在實際的應用上，使用者必需針對感測器本身雜訊強度事先調整

（tuning）出合適的 值來使演算能發揮應有的雜訊消除功能。對於本研究所使用的溫

度感測器 TMP37 來說，在取樣間距  = 1/128 秒下其合適的 值約在 10-5，就如同圖 3
所示結果。

為研究取樣時間間距 的影響，圖 5 顯示在相同一組資料來源下以較低取樣頻率取

得量測值後經卡爾曼濾波演算所得出之最佳化估算值。當量測的取樣時間間距 升高

時，最佳化估算對原始訊號的短時間尺度的特徵解析能力會降低，此外也會造成響應的

些許延遲。本研究為了探討需要，以人工方式冷卻或加熱來使感測器輸出產生劇烈變

化，但實際上對訊號變化速度不快且時間響應需求不高的應用，選擇較長時間間距可以

有效減少卡爾曼濾波演算對微控制器的運算資源消耗。

圖 4. 當  = 1/128 秒時在不同 值下，所算出的不同最佳化估算值

Fig. 4. Calculated optimal estimate for different  value with  =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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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在  = 10-5 下，取樣時間間距 對所算最佳化估算的影響

Fig. 5. Effect of sampling interval  on the calculated optimal estimate with  = 10-5

圖 6 為對一個上升到定值的訊號，在不同取樣時間間距 及  = 10-5 下所計算出

來的最佳化估算，其清楚表示出取樣間距拉長時對最佳化估算所造成的時間延遲。由於

卡爾曼濾波在每一次量測時都需要執行一次疊代運算，因此雖然縮短取樣時間間距 可

以降低輸出結果的時間延遲，但也會因此增加單位時間的計算量。若以圖 6 為例，在  
= 1/128 秒取樣下執行卡爾曼濾波所需單位時間計算量為  = 1/8 秒取樣下的 16 倍，所

以在實際的應用中使用者得針對所需要的響應速度需求去選擇最低的取樣頻率，以降低

運算處理資源的耗用。

圖 6. 對一個上升到定值的訊號，在不同取樣時間間距 及  = 10-5 下所計算出來的最佳化

估算

Fig. 6. Optimal estimate for signal rising to a constant with  = 10-5 and different 

卡爾曼濾波也為訊號錯誤偵測（fault detection）技術提供有效的訊號前處理（Wei 
et al., 2010)(8)、(Tudoroiu et al., 2007)(9)，在一般的情況下訊號會受到雜訊干擾而不平滑，

所以無法執行偵測模式的演算辨別處理，利用卡爾曼濾波可以有效分離雜訊的干擾，增

加錯誤偵測辨識演算的可靠度。圖7為溫度感測器TMP37在共用電源受到大負載（load）
干擾的情況下，所造成的訊號輸出異常實例。由圖可以看出最佳化估算能有效將雜訊干

擾從量測訊號中分離，值得注意的是發生異常時間點的卡爾曼增益會瞬間拉高，此現象

可由式 (14a) 來解釋，量測值 的異常劇變會使卡爾曼增益值突然增高。在此案例中最

簡單的辨別處理只要設定增益的閥值（threshold）為0.02即可偵測出訊號異常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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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執行更複雜錯誤型態的偵測，則可將判斷準則以程式碼寫入微控制中。在本案例中

將能偵測出負載干擾時間區段來避免受影響訊號的後續使用，並且可以對訊號的品質進

行統計分析，已提供未來設備維護及需求改進的建議。

圖 7. 共用電源受到大負載干擾的情況下，所造成的訊號輸出異常實例

Fig. 7. Anomalies caused by serious load effect of shared power source

四、農業生產環境控制系統的應用

一般來說當感測器訊號品質受雜訊干擾時，對各類型的控制系統來說都很容易造成

劇烈搖擺不定的致動器輸出而導致控制目標值的不穩定（Ogata, 2009）(11)。以精密溫室

的環境控制系統為例，系統控制風扇、天窗、水閥、遮陰網或補光燈等致動裝置的開起

或關閉皆需要仰賴感測器提供資訊作決策，在感測器雜訊干擾的情況下有可能會造成致

動裝置很頻繁開關。對一個系統而言，若缺乏一個有效的雜訊前處理消除技術將會使致

動裝置因頻繁開關而縮短元件壽命，此外控制目標值（e.g. 空氣濕度、土壤水分、照度

等）的不穩定也無法提供良好的作物生產環境。農業環控系統的另外一個層面就是感測

器的故障或可靠度問題，如果訊號出現異常或可能故障的警訊而控制系統無法分辨出來

繼續執行內定決策，這將會造成農作物無法挽回的傷害，本演算技術將能有效測出感測

器的異常或者將可疑時間點即時記錄起來供維護人員後續評估觀察。

結　　論

本研究回顧卡爾曼濾波演算的矩陣式基本架構，並將其推導至適合濾除感測器訊號

雜訊的純量（scalar）演算式。此導出演算式具有簡單使用的優點，在固定取樣時間間

距 下，藉由調整濾波器性能參數 ，可以依所用感測器的雜訊特性及響應需求調整至最

合適的濾波性能。此外取樣時間間距 對最佳化估算的影響也被探討，當量測的取樣時

間間距 升高時，最佳化估算對原始訊號的短時間尺度的特徵解析能力會降低，此外也

會造成響應的些許延遲。本研究建議對訊號變化速度不快且時間響應需求不高的應用，

選擇較長取樣時間間距可以有效減少卡爾曼濾波演算對微控制器的運算資源消耗。最後

提出將此演算法應用於農業生產環境控制系統將可有效穩定環境目標值及防止致動裝置

因頻繁開關而縮短元件壽命，並測出感測器的異常，防止環控錯誤決策造成農作物無法

挽回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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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pplication of Adaptive Kalman Filtering on 

Noise Elimination and Fault Detection of Sensor 

Signal1

Li, C., J. Y. Chung and C. F. Yang2

Abstract
An introduction to iterative algorithm of matrix-form Kalman filter and its intuitive meaning 

are first given and then a scaler Kalman filter algorithm suited for noise elimination of sensor signal 
is derived from the matrix-form one. The derived algorithm provides the advantage of convenient 
adjusting of filtering band and it can also be used to detect the signal anomalies by monitoring 
the sudden rise of Kalman gain. The algorithm is applied to the temperature sensor TMP37 and 
the effects of sampling interval and adjustable parameter on the response and filtering of optimal 
estimate are discussed. In addition, the signal anomalies are intentionally generated to demonstrate 
the fault detection capability. Finally the applications to environmental control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s and their potential improvements are discussed.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The traditional ways to eliminate noises in measurements mostly rely on the moving average 
or the average of multiple samples, the former lacks efficiency and cannot work well on 
generic microcontroller, the later responses sluggishly and is hard-pressed to tackle fast-
changing data.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A scaler Kalman filter algorithm suited for noise elimination of sensor signal is derived from 
the matrix-form one. The derived algorithm provides the advantage of convenient adjusting of 
filtering band, and it can also be used to detect the signal anomalies.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The environmental control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s relies 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sensor signal to make decisions. If the signal is severely interfered by noise, 
their actuators will frequently turn on and off and the life of device will be reduc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nsor faults can make the wrong decision for control go on all the time and 
cause irreversible economic cost. The above problems can be effectively solved or relieved by 
applying the technique described in th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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