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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多项式拟合、谱分析、改进的ＡＲ模型三种方法对由卫星双向时间频率传递得出的钟差时间序列进

行了拟合和预报分析。为了抵制钟差时间序列中异常值的影响，引入了“抗差等价权”，利用卫星双向时间频

率传递得到的１ｄ的钟差，按不同采样率、不同时间跨度进行计算分析。结果表明，抗差估计的预报精度明显

高于最小二乘估计；平滑值的预报精度高于采样值；由于钟差时间序列中有明显的周期变化，多项式进行钟差

预报的精度不可靠；用谱分析进行钟差预报的精度不高，但可以发现钟差时间序列中的主要周期变化；改进的

ＡＲ模型预报精度最高，预报６ｈ钟差的ＲＭＳ在１ｎｓ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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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扩频技术和伪随机码技术的应用，时间

比对技术得到了迅速提高，现在利用卫星双向时

间频率传递（ｔｗｏｗａｙ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ＷＳＴＦＴ）进行时间比对，精度可达

０．２～０．３ｎｓ
［１３］。由ＴＷＳＴＦＴ得到的钟差时间

序列为随机时间序列。在预报过程中，随机误差

和粗差对模型的影响将会变成系统性影响。对时

间序列中的随机误差，用多余观测减弱其影响；对

时间序列中的粗差，用抗差估计来抵制其对参数

估值的影响。本文采用多项式拟合、频谱分析、改

进的ＡＲ模型三种方法对钟差时间序列进行拟合

和预报分析。

１　函数模型及其估值

１．１　多项式模型

假设相对于时间狋１，狋２，…，狋狀的钟差为狓１，

狓２，…，狓狀，则有：

Δ狓狋＝犪０＋犪１Δ狋＋犪２Δ狋
２
＋…＋犪犿Δ狋

犿
＋犲狋 （１）

式中，Δ狋＝狋－狋０；Δ狓狋＝狓狋－狓狋
０
；犪０、犪１、…、犪犿为未

知参数向量；犲狋为模型误差。式（１）表示成矩阵形

式为：

Δ犡＝犎犪＋犲 （２）

其中，Δ犡为观测向量；犎 为狀×犿 的设计矩阵；犪

为未知参数向量；犲为误差向量。

１．２　谱分析模型

狓犻＝犪０＋犫０狋犻＋∑
狆

犽＝１

犃犽ｓｉｎ（２π犳犽狋犻＋φ犽）＋犲犻 （３）

式中，犪０、犫０分别为长期变化的常数项、系数项；狆

为主要周期函数的个数；犳犽为对应周期项的频率；

犃犽、φ犽分别为对应周期项的振幅和相位；犲犻为狓犻的

残差向量；狆、犳犽可由能量频率图确定
［４］。式（３）

线性化后的矩阵形式为：

犡＝犎犪＋犲 （４）

式中，犡为由狓犻组成的向量；犎 为设计矩阵；犪为

未知参数向量；犲为狓犻的残差向量。

１．３　改进的犃犚模型

钟差时间序列用ＡＲ模型表示为：

狓狋＝犪１狓狋－１＋犪２狓狋－２＋…＋犪犿狓狋－犿 ＋犲狋 （５）

式中各符号的意义同式（１）。式（５）的矩阵形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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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

考虑到钟差时间序列中明显存在长期趋势的

变化规律，此外，还有似半天、一天的周期变化，为

了能采用ＡＲ序列模型来建模和预报，必须将钟

差时间序列转化为平稳序列，为此，对钟差时间序

列作下述差分运算［５］，

″τ犡 ＝ （犡狋－犡狋－τ）－２（犡狋－１－犡狋－τ－１）＋

（犡狋－２－犡狋－τ－２） （６）

式中，τ 为时间序列中最长的周期项。显然，

″τ犡序列已消除了线性和二次项，τ及其倍频

周期项也基本消除而变换成一个平稳的序列，这

样就可以根据ＡＲ模型的建模理论进行建模。

１．４　参数估计

式（２）、式（４）中未知参数向量的ＬＳ估计为：

犪^＝ （犎
Ｔ犘犎）－１犎Ｔ犘犡 （７）

σ^
２
０ ＝
犞Ｔ犘犞
狀－犿

（８）

式中，犘为观测向量的权矩阵；犞为残差向量。

为了抵制钟差观测序列中粗差的影响，引入

抗差估计，未知参数的抗差解为：

犪^犚 ＝ （犎
Ｔ犘犎）－１犎Ｔ犘犡 （９）

σ
２
０ ＝

犞Ｔ犘犞
狀－３－狊

（１０）

式中，犘为等价权矩阵
［６］；狊为狆犻＝０的个数。

残差均方根为：

ＲＭＳ＝ ∑
狀

犻＝１

犞２犻／槡 狀 （１１）

２　模型阶次的确定

ＧＰＳ钟差预报都是采用一阶、二阶多项式，考

虑到计算中采用的原子钟的性能不如ＧＰＳ系统的

原子钟，下面对钟差时间序列的一阶、二阶、三阶多

项式的拟合精度及其预报精度进行比较分析。

由能量谱分析可知，钟差时间序列除有明显

的长期变化外，还有周期性变化规律。１５ｓ采样

（平滑）的钟差时间序列有６．８ｈ、３．８ｈ、２．８４ｈ、

２．２７ｈ的周期变化；３０ｓ和１ｍｉｎ采样（平滑）的

钟差时间序列有６．８ｈ、４．２７ｈ、２．８４ｈ、２．２７ｈ的

周期变化。由此可见，不同采样率的钟差时间序

列的主要周期项稍微有些差异。高频采样率能发

现一些高频的周期变化，但高频周期变化太多也

会干扰长周期变化的提取；低频采样会掩盖一些

高频变化，有时有利于长周期变化的提取。下面

将采用１５ｓ、３０ｓ、１ｍｉｎ采样和平滑的钟差时间

序列进行分析。

依据经验，ＡＲ 模型的阶次应当小于槡狀或

狀／１０，狀为观测量的个数
［７］。计算中，ＡＲ模型的

阶次取为２０。

３　预报模型及其精度

３．１　多项式预报

求得未知参数后，预报值狓^狋＋犾为：

狓^狋＋犾 ＝狓狋０＋犎
Ｔ
狋＋犾^犪 （１２）

式中，犎Ｔ
狋＋犾＝［Δ狋狋＋犾Δ狋

２
狋＋犾…Δ狋

犿
狋＋犾］，Δ狋狋＋犾＝狋狋＋犾－狋０。

预报的残差均方根为：

ＲＭＳ＝ ∑
犾

犻＝１

（^犡狋＋犻－犡狋＋犻）
２／

槡 犾 （１３）

３．２　谱分析预报

ｄ^犡狋＋犾 ＝犎
Ｔ
狋＋犾^犪 （１４）

式中，^犪＝ ［^犪０ 犫^０ 犪^１ 犫^１ …犪^狆犫^狆］
Ｔ；犎Ｔ

狋＋犾 ＝

［１狋狋＋犾 ｓｉｎ （２π犳１狋狋＋犾） ｃｏｓ （２π犳１狋狋＋犾） …

ｓｉｎ（２π犳狆狋狋＋犾ｃｏｓ（２π犳狆狋狋＋犾）］
Ｔ。

求出参数估值后，其预报值的残差均方根可

按式（１３）计算。

３．３　改进的犃犚模型预报

犡^狋＋１ ＝犡狋＋犾－τ＋２（犡狋＋狋－１－犡狋＋犾－τ－１）－

（犡狋＋犾－２－犡狋＋犾－τ－２）＋∑
犿

犼＝１

犪犼″τ犡狋＋犾 （１５）

求出参数值后，其预报值的残差均方根可按

式（１３）计算。

４　计算与分析

４．１　数据预处理

为熟悉时间序列的误差特性和观测误差的近

似分布，需要对钟差时间序列进行初步分析。计

算时，采用由ＴＷＳＴＦＴ方法得到的１ｄ的钟差时

间序列，断点用线性内差进行插值。分析前，还要

进行由卫星运动引起的Ｓａｇｎａｃ效应改正、时钟的

零值改正［８］。图１到图４是钟差、钟速、钟加速度

以及Ｓａｇｎａｃ效应改正１ｄ内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由图１～图４可知，钟差时间序列除有明显

的长期变化外，还有明显的周期变化。另外，钟差

时间序列还有明显的粗差点存在。由卫星运动引

起的Ｓａｇｎａｃ效应改正虽有周期性变化规律，但周

期变化的振幅很小，在０．１ｎｓ量级，因此，Ｓａｇｎａｃ

效应对钟差周期性变化的贡献不大，鉴于此，应从

其他方面查找原因。

４．２　计算结果、分析

下面采用改正后的０．５ｈ、１ｈ、６ｈ钟差时间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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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拟合一阶、二阶、三阶多项式系数、由能量谱

分析确定的函数模型系数以及改进的ＡＲ模型系

数，并进行精度分析。为了分析不同采样率的钟

差时间序列对预报精度的影响，计算时采用０．２

ｓ、１ｓ、５ｓ、１５ｓ、３０ｓ、１ｍｉｎ采样和平滑（０．２ｓ→

１ｓ→５ｓ→１５ｓ→３０ｓ→１ｍｉｎ）的钟差时间序列进

行分析。然后用求得的模型系数预报钟差，并与

相应的观测值进行比较，求出预报精度的ＲＭＳ。

在估计模型系数时，采用ＬＳ估计和抗差估计两

种统计方法。

图１　钟差时

间序列

Ｆｉｇ．１　ＣｌｏｃｋＤｉｆｆｅｒｅ

ｎｃ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图２　钟速（频差）

时间序列

Ｆｉｇ．２　Ｃｌｏｃｋ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图３　钟加速度（频

漂）时间序列

Ｆｉｇ．３　Ｃｌｏｃｋ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图４　Ｓａｇｎａｃ效

应改正

Ｆｉｇ．４　ＳａｇｎａｃＥｆｆｅｃ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由图５、图６可知，经过Ｓａｇｎａｃ效应改正和

零值改正后的钟差时间序列在去除一阶或二阶长

期变化项后，周期变化的幅度仍在０～７０ｎｓ之

间。由于周期变化的存在，用不同时间跨度的钟

差进行多项式预报，精度可靠性较差，计算结果也

证实了上述结论。虽然ＧＰＳ星历钟差预报采用

一阶、二阶多项式，但这种方法对本文分析的原子

钟不适用，因为本文采用的原子钟的稳定性远远

不如ＧＰＳ。欲采用形式比较简单的多项式进行

预报，需要去除时间序列中周期变化的影响。

能量谱分析可以提取钟差时间序列中的主要

周期变化，但实际的钟差时间序列除主要周期变

化外，还有许多高频周期变化和对时间序列贡献

不大的周期变化。由于谱分析的函数模型不可能

包含所有的周期变化，因此，谱模型的预报精度不

会很高。用６ｈ钟差（１５ｓ、３０ｓ、１ｍｉｎ采样值和

平滑值）预报６ｈ钟差的ＲＭＳ达到６０ｎｓ。

由于改进的ＡＲ模型通过差分运算已去除了

一阶、二阶长期变化，周期变化也基本消除（时间

图５　去除一阶长期变

化项后的钟差

Ｆｉｇ．５　Ｃｌｏｃ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ｐｅｄＯｆｆＯｎｅ

Ｏｒｄｅｒ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图６　去除二阶长期

变化项后的钟差

Ｆｉｇ．６　Ｃｌｏｃ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ｐｅｄＯｆｆＴｗｏ

Ｏｒｄｅｒ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跨度要足够长），因此结果比较理想。又由于钟差

时间序列中有明显的粗差存在，因此抗差估计的

预报精度明显高于ＬＳ估计。下面仅给出改进的

ＡＲ模型抗差估计的预报精度。

表１　改进的ＡＲ模型在不同采样率、不同时间

跨度的预报精度／ｎｓ

Ｔａｂ．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Ｒａ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ａｎＵｓｉｎｇ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ＲＭｏｄｅｌ

采样率 １ｈ预报１ｈＲＭＳ ３ｈ预报３ｈＲＭＳ ６ｈ预报６ｈＲＭＳ

０．２ｓ ０．４６ ０．３４ ０．４５

－ － － －

１ｓ采样 １．０ １．０ ０．９４

１ｓ平滑 ０．６５ ０．８ ０．７

５ｓ采样 １．０ １．２４ １．１

５ｓ平滑 ０．３ ０．９ ０．６５

１５ｓ采样 １．６ １．４ １．２

１５ｓ平滑 ０．３ ０．７ ０．５

３０ｓ采样 １．９ １．４３ １．３４

３０ｓ平滑 ０．６ ０．７６ ０．５６

－ － － －

　　由表１可知，改进的ＡＲ模型在不同采样率、

不同时间跨度的预报精度都在１ｎｓ左右；平滑值

的预报精度明显高于采样值的预报精度，但平滑

值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存储，而采样值只需对采样

点的数据进行存储，大大降低了数据的存储量。

为消除钟差时间中似半天的周期变化，改进

的ＡＲ模型实际上只用半天数据参与模型参数的

拟合和预报。要得到精度更高的预报精度，时间

序列的长度至少是周期最长的主要周期变化的两

倍，以便从钟差时间序列中消除比半天周期还长

的主要周期变化。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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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语

本文仅用１ｄ的钟差时间序列进行了分析，

得出了一些初步结论，重要的是给出了本文采用

的原子钟的钟差预报方法。下一步希望能对更长

时间的钟差时间序列进行分析，以便给出可靠的

预报结果。另外，ＡＲ模型阶次的确定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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