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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卫星钟固有的特性，即频移、频漂和频漂率以及周期性，提出一种新的拟合方法。新方法首先构

造一个合理的钟差模型，该模型包含一个二次多项式和多个周期项。然后利用ＩＧＳ提供的钟差产品数据，先

粗略补充缺失数据，用二次多项式拟合；并对拟合后的残差进行小波分析，作降噪处理；最后通过谱分析，确定

其主要的周期项，从而构建出适当的拟合模型，实现精密ＧＰＳ卫星钟差拟合和预报。多天数据的实验结果表

明，采用本文提出的新方法能够有效地对卫星钟差进行拟合和预报，满足不同目的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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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卫星的位置是时间的函数，所以ＧＰＳ的

观测量均以精密测时为依据，在ＧＰＳ定位中，无

论是码观测值还是载波相位观测值，均要求卫星

钟与接收机钟保持严格同步［１］。精密单点定位

（ＰＰＰ）中，一般采用ＩＧＳ提供的卫星轨道和钟差

产品。极小的卫星钟差会引起很大的码和相位误

差［２］，因此，卫星钟差解算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

定位和导航的解算精度。实际上，尽管ＧＰＳ卫星

均设有高精度的原子钟，但它们和理想的ＧＰＳ时

之间，仍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偏差和漂移。在精密

单点定位以及实时和准实时的定位和导航应用

中，都必须对卫星钟差进行分析和拟合。

对于卫星钟差的模型研究，一般采用的是多

项式拟合，国内外部分学者研究了提高ＧＰＳ卫星

钟差拟合和插值精度及预报方法，并取得了一系

列进展［３８］。以往的拟合不能反映ＧＰＳ钟差的特

性，会限制ＧＰＳ高精度定位的发展。

１　卫星钟差模型及算法流程

１．１　新模型

ＧＰＳ卫星上载荷的高精度原子钟一般为铷

钟和铯钟。它们的物理性质，即频移、频漂、频漂

率［２］，可以粗略地用二次多项式来拟合。为了更

加真实地反映卫星钟特性，还必须考虑到卫星钟

的周期性变化特点（高频和低频）。因此，卫星钟

差中除了包含二次多项式外，还要包含卫星钟差

周期性的特征。基于以上分析，给出卫星钟差拟

合模型如下（以某颗卫星为例）：

犜（犼）＝犪０＋犪１狋（犼）＋犪２狋（犼）
２
＋∑

狀

犿＝１

｛犃犿

ｃｏｓ（ω犿狋（犼））＋犅犿ｓｉｎ（ω犿狋（犼））｝＋狏（犼） （１）

式中，犜（犼）表示第犼个历元的卫星钟差值，由ＩＧＳ

提供；犪犽（犽＝０，１，２）、犃犿 和犅犿 表示待求模型参

数，犿＝１，２，…，狀的大小由功率谱决定；狋（犼）表示

第犼个历元的时刻；ω犽 表示该颗卫星钟的频率变

化特征参数；狏（犼）表示该颗卫星第犼个历元钟差

的残差。

１．２　算法流程

在模型（１）中，二次多项式可以认为是一个低

通滤波器，可以提取低频信号［９］。因此，钟差原始

数据里最主要的部分用二次多项式来表达，剩余

部分用一组周期函数来表达。为了确定周期项的

频率，需要进行小波分析和谱分析，从而去掉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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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部分。

众所周知，小波分解能将信号的不同频率成

分分开。利用这个性质，用小波分解对残差作降

噪处理。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小波是一种常用的小波，在

该小波系中，除了 Ｈａａｒ小波外，其他的均为连

续、紧支集小波，且随着级数的增加，小波变得越

来越光滑。同时，它们可以有预知的连续导数，其

光滑性足以满足特定应用要求［１０］，这也是本文选

择级数为１５的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小波的原因。分析分

解后的各层信号并根据噪声的特点，提取出噪声，

将其剔掉。

通过降噪处理后的残差，可以认为是一个时

间序列的离散信号，这个离散信号满足傅立叶变

换所要求的条件，采用傅立叶变换得到由时间域

向频率域转换后的信号，则原始的复杂信号可以

分解为多个简单的正弦和余弦信号的叠加［１１，１２］。

在这些简单的正弦和余弦信号中，分别有其各自

的频率，有些在原始信号中起主要作用，有些起次

要作用，这些都可以通过其功率谱体现出来。功

率谱越大，则表明对应频率的信号在原始信号中

的作用越大，否则越小。给定一个参考功率谱，经

过功率谱分析后，若有狀个功率谱大于参考功率

谱，则可确定周期函数的阶数为狀，可以认为这狀

个功率谱对应频率所确定的周期函数在残差中起

主要作用。此方法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可行

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如下步骤对ＩＧＳ卫

星钟差数据进行拟合。

１）从卫星钟差文件中获取第犻颗卫星研究

时段的钟差数据犜（犼），先判断缺失数据，利用二

次多项式拟合求出缺失的数据。

２）获取缺失数据后，对原始数据（ＩＧＳ提供）

进行二次多项式拟合得到残差狏１。对残差狏１ 作

小波降噪处理，即消除高频噪声，得到残差狏２。

３）由离散傅立叶采样率定理（犳＜１／２Δ，Δ为

采样间隔）对残差狏２ 作谱分析，得到最大功率谱。

据最大功率谱的量级，确定周期函数的阶数狀，找

到第犿个功率谱对应频率ω犿，犿＝１，２，…，狀。

４）把ω犿 代入式（１）中，通过最小二乘求出模

型参数犪犽、犃犿 和犅犿。

经过上述处理之后，可以求解出模型参数。

依据拟合模型，可以在所需要的时刻进行内插处

理，例如将采样间隔为１５ｍｉｎ的ＩＧＳ钟差产品内

插为３０ｓ的钟差序列，满足定位要求。再综合分

析多天的模型参数，特别是常数项犪犻０，其变化近

似成一次函数，通过多天的数据可以预报出下一

天犪０ 的值。在其他模型参数不变化的情况下，可

以对卫星钟差作出比较好的预报。

２　算例的数据处理过程和结果分析

本文从ＩＧＳ提供的ＧＰＳ钟差产品（从ｆｔｐ：／／

ｃｄｄｉｓａ．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ｇｐ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上可以下

载）ｊｐｌ．ｃｌｋ文件中，依据式（１）所示的模型

选取２００２０１０２日到２００２０１１４日共１３ｄ各颗

卫星的数据进行拟合分析。下面先给出单天单颗

卫星的算例，然后给出多天的统计结果。

图１　２００２０１０２日第１３号卫星原始数据和

二次多项式拟合数据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ｉｎ２ｎｄ，Ｊａｎ．，２００２，ＰＲＮ１３

图１是２００２０１０２第１３号卫星原始数据和

二次多项式拟合数据。从图１可以看出，从第

７０９到８４５、２２５５到２６０１及２７１８到２８１１共

５７２个历元的原始数据缺失。利用二次多项式拟

合补充缺失的数据，以方便后文实施小波分析和

谱分析。

对二次多项式拟合的残差应先进行小波分

解。小波分解后，可得到残差的低频各层逼近信

号（图２）和高频各层细节信号（图３）。分析图２

和图３可知，残差部分主要是低频信号起作用，去

掉高频噪声；但是在降噪处理时，不能去掉所有的

高频信号，不然可能会丢失有用信息（本文去掉

犱１，犱２，犱３，犱４ 层高频噪声）。

然后，对降噪后的残差进行谱分析，可以发现

主要是频率在（０～０．０１）Ｈｚ之间的功率谱在起作

用。根据给定的参考功率谱（１×１０－１８ｓ２，可调

节），得到１２个最大的功率谱对应的频率后，将其

代入到式（１）中，这样就确定了ＰＲＮ１３卫星钟差

模型的结构。利用全天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方法，

可求解出模型参数估值。将参数代入式（１），可以

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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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最终数据拟合结果，相应的标准差为０．９５×

１０－１０ｓ（２．８ｃｍ）。

综合分析多天各颗卫星的算例，几乎所有卫

星在模型拟合后的标准差都不超过７×１０－１０ｓ

（２１ｃｍ）。通过谱分析可知，最大功率谱越大，说

明该钟的周期性越明显。为方便处理，本文卫星

钟周期项的阶数均取１２阶。表１列出了２００２

０１３～２００２０１１４共１２ｄ里模型拟合后第６号、

２２号和第１３号卫星钟差的标准差（１０－１０ｓ）。

表１显示，第６颗卫星拟合后各天的标准差

都比较大，拟合效果相对较差。通过分析，ＩＧＳ提

供的钟差在时间序列上近似为正弦变化，表现很

强的周期性，而其功率谱图也证明了这一点。第

１３号卫星钟差相对较稳定，拟合效果较佳，大部

分在４ｃｍ以内。

基于本文的模型，用２００２０１０３～２００２０１

１０共８ｄ的钟差数据来预报０１１１的钟差，做了

多颗卫星的算例，下面给出第６号卫星和第１３号

卫星的结果，其预报差值是ＩＧＳ公布的数据与预

报数据的差（图４、图５）。可以看出，ＰＲＮ１３的预

报效果较佳，误差范围在９０ｃｍ以内，在前７００个

历元（６ｈ）内，其预报误差在３０ｃｍ以内。ＰＲＮ０６

的预报效果相对较差，在前６００个历元（５ｈ）内，

其预报误差基本保持在１００ｃｍ以内，但是随着预

报时间的增加，预报误差逐渐增大。其原因与第

６号卫星钟本身稳定性和数据质量有关。如果增

加拟合数据长度，会获得更好的预报结果。

表１　２００２０１０３～１４日共１２ｄ第６号、２５号和第１３号卫星钟差的标准差／１０－１０ｓ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ｒｓｆｒｏｍ３ｒｄＪａｎ，２００２ｔｏ１４ｔｈＪａｎ

２００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ＲＮ０６，ＰＲＮ２５，ＰＲＮ１３

日期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平均

ＰＲＮ０６ ６．２ ６．９ ５．２ ６．２ ６．３ ６．１ ６．３ ５．９ ６．６ ５．３ ６．３ ４．９ ６．０

ＰＲＮ２５ ４．８ ４．１ ４．０ ４．６ ３．８ ３．８ ４．４ ４．２ ３．４ ６．８ ３．８ ４．５ ４．３

ＰＲＮ１３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２ １．２ １．６ １．６ １．２

图２　拟合后残差的低频各层逼近信号

Ｆｉｇ．２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ｅ
　　　　　

图３　拟合后残差的高频各层细节信号

Ｆｉｇ．３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ｅ

图４　ＰＲＮ１３预报误差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ＰＲＮ１３
　　　　　

图５　ＰＲＮ０６预报误差

Ｆｉｇ．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ＰＲＮ０６

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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