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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对卫星钟差进行预报研究，论述了灰色ＧＭ（１，１）模型的建立，讨论了原始序列的

预处理和模型优化方法，建立了相应的算法，并结合实例给出了一种通过参数优化模型的方法。计算结果表

明，该方法可以提高卫星钟差预报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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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钟差的预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针

对常用的卫星钟差预报模型（如线性模型、二阶多

项式模型、高阶多项式模型），许多学者进行了研

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１５］。但这些方法大多使

用最小二乘来估计多项式系数，其中又以二次多

项式最为常用，但二次多项式的累积误差将会随

着预报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增大，到最后可能使钟

差的预报值完全偏离真实值。星载原子钟相当敏

感，极易受到外界或本身因素的影响，很难了解其

细致的变化规律，因此可以把钟差的变化过程看

作是灰色系统。将灰色系统模型ＧＭ（１，１）应用

到卫星钟差的预报中，该模型仅仅使用已知的少

数几个历元的卫星钟差来建模，不仅减少了要使

用的数据量，提高了建模的速度，而且使卫星钟差

的预报精度有显著的提高［６］。但由于灰色系统模

型ＧＭ（１，１）本身存在不足，因此在实际预测中，

此模型的拟合或预测效果有时会出现很大的误

差，甚至完全失去预测作用［７１１］。基于灰色预测

模型参数估计的优化方法可以提高模型的预测精

度［１１１４］，本文利用灰色系统参数优化法建模对卫

星钟差进行预报，以提高 ＧＭ（１，１）模型的预测

精度。

１　原理与方法

灰色系统模型ＧＭ（１，１）的微分方程为：

ｄ狓
ｄ狋
＋犪狓＝狌 （１）

式中，犪、狌是待识别参数，其白化值（灰区间中的

一个可能值）可以通过样本或样本的生成数列求

得，需要一个准则来逐步优化。显然，式（１）表示

的是一阶一个变量的微分方程，适合于预测本身

数据的模型。

设样本的原始数列为狓
（０）（犽）＝｛狓

（０）（犽），犽＝

１，２，…，狀｝，表示卫星钟差的原始数据序列，与之

对应的时间为狋犽（犽＝１，２，…，狀），通过一次累加可

得原始数列的生成数列狓
（１）（犽）＝｛狓

（１）（犽），犽＝１，

２，…，狀｝，利用此生成数列即可建立相应的离散预

测模型［６］。下面直接给出利用样本的一次累加数

列建立的灰色预测模型：

狓^
（１）（犽＋１）＝ 狓

（０）（１）－
狌^（ ）犪^ ·ｅ－^犪犽 ＋

狌^
犪^
（２）

利用此模型即可获得在时刻狋１ 以后任何时间的

参数预测值狓^
（１）（狋）。同时经累减还原可得原始

观测样本狓
（０）（犽）的预测值：

狓^
（０）（犽）＝ （１－ｅ

犪）狓
（０）（１）－

狌^（ ）犪^ ·ｅ－^犪
（犽－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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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原始序列的预处理以及模型优化

方法

２．１　原始序列的预处理

从式（３）可得：

^狓
０（犽）

犽
＝－犪^狓

（０）（犽）


２狓^０（犽）

犽
２ ＝犪

２狓^
（０）（犽）

（４）

由狓^０（犽）的非负性知道，式（４）所表示的曲线是上

凹的。这表明ＧＭ（１，１）实质上是用一条凹的指

数曲线来拟合原始序列的，故ＧＭ（１，１）模型适合

用于非负呈凹趋势的原始序列的预测。而当原始

序列呈凸趋势时，应对其进行适当的预处理。令

狓^０１（犽）＝－^狓
０（犽）＋α，犽＝１，２，…，狀，其中，α略大

于ｍａｘ｛狓
（０）（１），狓

（０）（１），…，狓
（０）（狀）｝，这样，犡

（０）
１

＝｛狓
（０）
１ （１），狓

（０）
１ （２），…，狓

（０）
１ （狀）｝非负，且呈凹趋

势。

２．２　模型优化方法

ＧＭ（１，１）模型（１）中的犪称为发展系数，犪的

大小及符号反映了狓^０（犽）以及狓^１（犽）的发展态势。

如果犪为负，那么态势是增长的，犪的绝对值越

大，增长越快；如果犪为正，那么态势是衰减的，犪

的绝对值越大，衰减越快。狌称为灰作用量，作为

系统，它的作用量是外生的，狌的大小代表数据序

列的变化关系，其变化代表行为模式的变化［１１］。

考虑通过对参数进行优化，使预测模型得到

优化。如果模型在原点处的值略低于原始数据，

考虑能否调整参数狌使模型值上升；反之，调整参

数狌使模型值下降。记模型为：

狓^
（０）（犪，狌）＝ １－ｅ

犪）（狓
（０）（１）－

狌^（ ）犪^ ·ｅ－^犪
（狋－１）

则 ^狓
０（犪，狌）

狌
＝－

１

犪
（１－ｅ

犪）ｅ－犪
（狋－１）

＞０ （５）

式（５）对所有的犪（犪≠０）及任意的狋（狋＞０）都成

立，所以，当犪、狋固定不变时，^狓
（０）随狌的增加而增

加。于是，将原模型参数狌增大，而参数犪保持不

变，其模型值（相对于原模型）将增大。所以可以

通过改变参数狌的值，使计算得到的卫星钟差值

与ＩＧＳ提供的精密钟差接近，利用此时的狌进行

预测，可以逐步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

如果狓^０（犽）以及狓^１（犽）的发展态势增长太快，

可以考虑调整参数犪，使态势增长变慢。对犪（犪＜

０）及任意的狋（狋＞０），当狌、狋固定不变时，序列发

展的态势是增长的，犪的绝对值越小，增长越慢。

于是将模型的－犪减小，而保持狌不变，其增长态

势将会受到抑制，相应地会提高预测值的精度。

灰参数犪、狌优化的步骤如下。

１）利用原始序列建立灰色模型，通过最小二

乘法求参数估值犪^、^狌，记为犪０、狌０；

２）固定犪^不变，微调狌^，参考式（３）建立预测

公式，计算预报误差。通过比较，直至预报误差不

再减小；

３）固定狌^不变，让狌^为步骤２）中调节后的狌

值，微调犪^，参考式（３）建立预测公式，计算预报误

差。通过比较，直至预报误差不再减小；

４）记灰参数为犪狀、狌狀 时（犪狀、狌狀 为调节过程

中灰参数的值），预报误差较小，返回步骤２）；

５）当预报误差σ＝ 犲Ｔ犲／槡 狀（犲（犽）是预测值与

真实值的差值，犲（犽）＝狓
（０）（犽）－^狓

（０）（犽）；狀是预测

值的个数）满足连续两次迭代之差小于０．００１ｎｓ，

记此时的灰参数犪^＝犪 ，^狌＝狌（犪、狌为最优灰

参数），预报误差最小。

利用犪^＝犪 、^狌＝狌建立最佳灰色预测公式，

此时的模型预报效果为最优。

３　算例与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从２００１１２３１至２００２

０６３０的ＩＧＳ精密星历。预报时间始于１月１日

０：０：０，预报时间为１８０ｄ。算例中选取了两颗钟

差变化比较典型的卫星，即以卫星钟差呈递增变

化的ＰＲＮ０１和呈递减变化的ＰＲＮ０２为例，使用

灰色系统模型来预报卫星钟差，并将其与ＩＧＳ精

密钟差作差进行比较。ＩＧＳ精密星历钟差精度优

于１ｎｓ，可作为真值，用于检验模型的预报精度。

在实际计算中，始终取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

最后８个历元，即最后２ｈ的ＩＧＳ精密钟差作为

建立灰色系统模型的数据，其中，ＩＧＳ精密钟差的

采样间隔为１５ｍｉｎ。计算结果见图１、图２和

表１。表１中，ＳＨＰ表示短期预报（１２ｈ），ＳＥＰ表

示长期预报（１８０ｄ）。

方案１　利用文献［６］的建模方法，即通过一

定的缓冲算子对原始样本数列进行弱化运算，灰

色模型记为ＧＭ１（１，１）。

方案２　先利用原始序列建模，求得灰色参

数，然后依据原点误差以及发展态势优化灰参数，

取最优灰参数建立灰色模型，即本文推荐的模型，

记为ＧＭ２（１，１）。

由计算结果可以得出（其中二次多项式的精

度直接引自文献［６］）：

１）在卫星钟差的预报中，无论短期预报还是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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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预报，方案２预报钟差的精度优于方案１。

这是由于方案２在一般灰色系统模型的基础上采

用参数优化对模型进行了优化，不仅控制了模型

在原点处的相对误差，而且抑制了其发展态势，使

态势增长变慢，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模型的预报

精度。

２）从表１及图１、图２中看出，在卫星钟差的

短期预报中，对于呈递增变化趋势的ＰＲＮ０１卫

星钟差应用方案２的ＧＭ２（１，１）模型，其预报精

度略优于文献［６］的模型以及二次多项式模型的

预报精度；对于呈递减变化趋势的ＰＲＮ０２卫星

钟差应用ＧＭ２（１，１）模型，其预报精度略低于二

次多项式模型的预报精度，略优于文献［６］的模型

的预报精度，但三者的量级相等，约在ｎｓ级。

３）在长期预报中，对于呈递增或递减变化趋

势的卫星钟差应用方案２的ＧＭ２（１，１）模型，其

预报精度均明显优于文献［６］的模型以及二次多

项式模型的预报精度。图１（ｃ）、图２（ｃ）表明，使

用灰色系统模型预报的呈递增或递减变化特性的

卫星钟差的精度能提高２～４个量级。

４）经过优化的灰色系统ＧＭ２（１，１）模型在

卫星钟差的预报方面可以提高模型的预报精度。

表１　预报误差绝对值的最大值、平均值和均方根／ｓ

Ｔａｂ．１　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ｒｒｏ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ｎ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

ＰＲＮ卫星 预报模式 最大值 平均值 ＲＭＳ

ＰＲＮ０１

ＰＭ ６．１６７×１０－９ ２．４４６×１０－９ ３．０２２×１０－９

ＳＨＰ ＧＭ１ １．２８５×１０－８ ４．９５０×１０－９ ６．３０３×１０－９

ＧＭ２ ６．１０８×１０－９ ２．４７５×１０－９ ２．８６２×１０－９

ＰＭ １．２２５×１０－３ １．６４３×１０－３ １．２２５×１０－３

ＳＥＰ ＧＭ１ ３．８３６×１０－７ ４．９２０×１０－７ ３．８３６×１０－７

ＧＭ２ １．６４１×１０－７ ２．０３６×１０－７ １．６４１×１０－７

ＰＲＮ０２

ＰＭ ３．７４３×１０－９ １．１５６×１０－９ １．４６９×１０－９

ＳＨＰ ＧＭ１ ７．２５９×１０－９ １．６２２×１０－９ ２．４０４×１０－９

ＧＭ２ ４．０９７×１０－９ １．２９６×１０－９ １．６９９×１０－９

ＰＭ １．９６４×１０－３ ６．５５９×１０－４ ８．８３６×１０－４

ＳＥＰ ＧＭ１ ５．８２６×１０－６ ３．０２８×１０－６ ３．３５８×１０－６

ＧＭ２ ４．３２８×１０－６ １．４９５×１０－６ １．７６０×１０－６

图１　ＰＲＮ０１号卫星的ＩＧＳ精密星历及相应模型的预报误差

Ｆｉｇ．１　ＩＧＳ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Ｃｌｏｃ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ＲＮ０１

图２　ＰＲＮ０２号卫星的ＩＧＳ精密星历及相应模型的预报误差

Ｆｉｇ．２　ＩＧＳ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Ｃｌｏｃ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ＲＮ０２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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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１、图２中可以看出，优化后的灰色系统模型

ＧＭ２（１，１）无论在卫星钟差短期预报还是长期预

报，均有效地抑制了发展态势，大大提高了预报精

度。

本文处理的仅是钟差呈递增或递减变化的两

类卫星钟，至于其他变化趋势的卫星钟差预报情

况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根据星载原子钟本身的

结构和空间环境特征，确定精确的模型优化方法

以及预测精度检验方法，从而建立高精度的卫星

钟差模型，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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