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９１５。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６０４００３）。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９）１１１２９７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基于星间测距的两步滤波时间同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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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卫星钟差数据仿真方法以及基于星间双向测距的导航卫星两步滤波时间同步算法。仿真数据

结果表明，与一步滤波方法相比，两步解算方法的时间同步精度有一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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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导航系统的导航定位能力需要卫星精密

星历及钟差作保障，目前在轨运行的导航系统主

要依赖全球分布的地面监测站来维持。为了弥补

地面监测站布设条件的限制，提高导航系统战时

的生存能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人们提出了自主导

航（ＡｕｔｏＮａｖ）的概念
［１］，即利用星间测距资料及

星间通信维持卫星导航系统的自主运行。利用星

间测距数据维持导航卫星系统的时间同步是自主

导航的核心技术之一，导航卫星的时间同步过程

实质上是确定导航卫星星间钟差的过程。由于星

间测距资料属于相对测量，利用这种观测量不能

确定卫星的绝对钟差。目前，ＧＰＳ 系统利用

ＵＨＦ波段双向测距资料，采用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对

于２１颗卫星组成的ＧＰＳ星座能够实现０．３８ｎｓ

的时间同步精度［２，３］。国内帅平等人采用不同于

ＧＰＳ星座的２４／３／１结构（２４颗卫星均匀分布于

３个轨道面内，相邻轨道面对应卫星之间的相位

系数为１）的ＷＡＬＫＥＲ星座，使用类似于ＧＰＳ系

统的ＵＨＦ测距体制，通过仿真计算表明，当测距

精度为２ｍ时，时间同步精度优于３．１ｎｓ
［４］。上

述两种结果均采用类似的分布式处理思路，即每

颗卫星接收当前历元所有可见卫星的双向测距信

号，以其为观测量独立解算自己的卫星钟差及钟

漂，在解算过程中，其他可见卫星的钟差及其协方

差信息仅作为已知先验信息进行处理。这种处理

模式的优点是算法简单，对星载计算机的处理能

力要求不高，缺点是没有考虑星间钟差的相关信

息，会使解算精度受到影响。基于序贯平差处理

思路，本文提出采用时间同步的两步滤波处理模

式，首先利用星间双向观测数据计算每颗卫星的

钟差及协方差，然后将计算得到的钟差及协方差

作为伪观测量输入到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器，综合卫星

钟噪声模型解算卫星钟差及钟漂。

１　卫星钟仿真数据的生成

导航卫星时间是依靠星载原子钟来维持的，

导航卫星钟差数据的仿真需要依据原子钟的噪声

模型。按照原子钟的物理特性，原子钟噪声可用

５种噪声模型来模拟，即调相随机噪声、调相随机

游走噪声、调频随机噪声、调频闪变噪声、调频随

机游走噪声［５］。上述噪声中，除调频白噪声为随

机噪声，可以直接模拟外，其他均为有色噪声，需

要借助成形滤波器用白噪声生成。调相闪变噪声

在目前实际使用的星载原子钟噪声模型中不显

著，通常不考虑。利用随机噪声生成４种噪声的

公式具体见文献［６］，利用４种噪声模型仿真卫星

钟差数据，结果如图１所示。

２　两步法星间时间同步处理原理

２．１　卫星钟差计算

假设星间观测数据为双频伪距，由于星间测

距数据不含对流层误差，而电离层传播延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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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原子钟噪声变化图

Ｆｉｇ．１　ＮｏｉｓｅｏｆＡｔｏｍｉｃＣｌｏｃｋ

可通过双频组合消除，多路径误差可通过模型消

减，因此可写出仅含卫星钟差及其他随机误差的

简化星间测距观测方程：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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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
＋ε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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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
犻犼为标称观测时刻卫星犻接收到卫星犼的

测量伪距；ρ
犼犻为标称观测时刻卫星犼接收到卫星犻

的测量伪距；ρ
犻犼
０为卫星犻与犼间的理论星间距；

δ狋
犻、δ狋犼分别为卫星犻与犼的钟差；ε为随机噪声。

上述两式相减可得到星间时间同步观测方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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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在某个历元，卫星犼观测了犽个卫星，犽

个卫星钟先验钟差分别为Δ狋犻，协方差信息分别为

犆犻，犻＝１，２，…，犽，卫星犼钟的先验钟差为Δ狋犼，协

方差阵为犆犼，则在该观测历元，采用序贯平差法

同时解算卫星犼及其他犽个卫星钟差的先验信息

阵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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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历元卫星犼与其所观测到的犽个卫星之间

的时间同步观测方程可写为：

犃犼犡犼 ＝犅犼＋ε （５）

其中，犃犼为设计矩阵；犡犼为卫星犼与其所观测到的

犽个卫星的卫星钟差；ε为方差为１的观测噪声。

基于最小二乘原理，综合先验信息，单历元卫星钟

差最小二乘解要求下式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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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犡犼０为卫星钟差先验值。通过参数适当排

列，可将卫星犼的钟差排在向量犡犼的最后一列，

用ＧＩＶＥＮＳ变换或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ＥＲ变换
［７］可

将上述犡犼系数阵变为上三角阵，其最后一列仅含

卫星犼的钟差参数，其系数为卫星犼钟差协方差

阵逆阵的平方根。直接解算方程最后一列，可得

到卫星犼的钟差及协方差。

２．２　卫星钟差的犓犪犾犿犪狀滤波

用上述方法可得到含先验信息及历元观测信

息的卫星钟差，并没有考虑卫星钟的物理特性。

如果仅考虑卫星钟模型中的主要两项：闪变调频

噪声及随机游走调频噪声，则卫星钟误差的动态

变化可用含两个状态的线性模型表示，公式如

下［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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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犫犽为狋犽时刻的卫星钟差；犱犽为卫星钟漂；ｄ狋

为采样间隔；ω犫、ω犱分别为白色调频噪声及随机游

走调频噪声，由卫星钟的统计特性决定。综合卫

星钟的观测信息及卫星钟误差模型信息的 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方程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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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钟的噪声统计值确定，

犙犽－１ ＝

犺０
２
·Δ狋＋

２π
２犺－２
３

·Δ狋
３
π
２犺－２·Δ狋

２

π
２犺－２·Δ狋

２ ２π
２犺－２
３

·Δ

烄

烆

烌

烎
狋

（９）

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利用 ＷＡＬＫＥＲ星座２４／３／１构形作为仿真

星座，卫星轨道高度为２８４９４ｋｍ，轨道倾角为

５５°。星间测距体制采用类似 ＧＰＳ系统的 ＵＨＦ

测距模式，测距天线的波束范围为６０°。为防止

地面信号干扰，将地球半径以上１０００ｋｍ范围作

为信号屏蔽区域，实际信号屏蔽区域范围近似为

以卫星地心连线为主轴的３０°锥形区域。测距方

式采用时分多址（ＴＤＭＡ）扩频通信技术，测距及

８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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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信分时完成。在测距时段，同一时刻仅一

颗卫星发射测距信号，其余卫星接收测距信息；在

数据通信时段，每颗卫星与所有可视卫星交换测

距信息。这样，当一个测距周期结束后，每颗卫星

均具有可见卫星的双向测距数据。仿真卫星钟选

择为铷钟，钟差模型仅考虑调频白噪声、调频随机

游走噪声及相位随机游走噪声。调频白噪声参数

犺０取为４．０９×１０
－２２，调频随机游走噪声参数犺－２

取为８．８×１０－３４。

仿真星间观测数据时，考虑的误差源包括卫

星测距信号发射端常数硬件时延、发射端周期性

时延、接收端常数硬件时延、接收端周期性时延及

信号接收噪声共５种。５种噪声均用相互独立的

随机噪声模拟，前４种为系统性噪声，在全部测量

周期内仅需模拟一次，其数值在整个后续数据仿

真中保持不变；而最后一种为每次单程测距包含

的随机噪声，在每个星间距观测中均需要独立模

拟。模拟误差量级按照文献［３］的ＧＰＳ卫星试验

数据给出，总的模拟测距精度约为０．７５ｍ。以１

ｈ采样间隔计算星间钟差，卫星钟差及钟漂初值

精度分别为１０ｎｓ、１×１０－１２ Ｈｚ。为了表述方便，

随机选取其中８颗卫星的结果画图。图２为８颗

卫星相对解算历元全部卫星钟差均值的误差图。

图３为全部卫星钟差均值随时间的变化图。

图２　卫星钟差变化图

Ｆｉｇ．２　Ｃ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ｒ

图３　卫星钟差均值变化图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ｎＣ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ｒ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为了比较，同时采用文献［４］的一步滤波方法

用同样的仿真数据及初值计算了卫星钟差，结果

见表１。从表１可以看出，采用本文所述的方法，

无论是星间相对钟差，还是卫星钟平均钟差，解算

精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分析认为，这主要是

由于本文采用的两步处理方法使用了卫星钟先验

信息，相当于给卫星钟差均值增加了先验约束，限

制了卫星钟差均值相对初值的变化。

如果不考虑硬件延迟等系统性误差的影响，

星间测距观测量实际上量测的是星载原子钟之间

的相对钟差，以全部星间相对钟差作为观测量的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时间同步算法实质上与组合原子钟

加权平均算法是等价的［５，８］。上述分布式算法与

组合原子钟算法的主要区别是分布式滤波每次数

据更新仅使用所有可见卫星的星间测距数据，因

此，其时间同步结果相比使用全部观测数据的滤

波结果有略微的降低［３］。

４　结　语

基于星间双向测距数据，分别采用两步解算

方法及一步滤波法进行了星间时间同步试验。对

表１　卫星钟差统计表／ｍ

Ｔａｂ．１　Ｃ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ｍ

卫星号 两步法 一步法 卫星号 两步法 一步法 卫星号 两步法 一步法

ＰＲＮ０１ ０．１９７ ０．２３１ ＰＲＮ０９ ０．２３１ ０．２６８ ＰＲＮ１７ ０．２７５ ０．２６７

ＰＲＮ０２ ０．２７２ ０．２７９ ＰＲＮ１０ ０．２２９ ０．２５０ ＰＲＮ１８ ０．２６３ ０．２５９

ＰＲＮ０３ ０．２３４ ０．２６７ ＰＲＮ１１ ０．２２１ ０．２４８ ＰＲＮ１９ ０．２５０ ０．２６４

ＰＲＮ０４ ０．２４８ ０．２５８ ＰＲＮ１２ ０．２４３ ０．２６０ ＰＲＮ２０ ０．２６４ ０．２７３

ＰＲＮ０５ ０．２４５ ０．２７０ ＰＲＮ１３ ０．２２１ ０．２５３ ＰＲＮ２１ ０．２７４ ０．２８３

ＰＲＮ０６ ０．２３４ ０．２６３ ＰＲＮ１４ ０．２２５ ０．２５６ ＰＲＮ２２ ０．２４７ ０．２６３

ＰＲＮ０７ ０．２３３ ０．２５２ ＰＲＮ１５ ０．２２５ ０．２５５ ＰＲＮ２３ ０．２５９ ０．２７３

ＰＲＮ０８ ０．２２６ ０．２５３ ＰＲＮ１６ ０．２４４ ０．２６０ ＰＲＮ２４ ０．２６８ ０．２７５

９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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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两种方法的滤波结果可知，两步滤波方法的第

一步实质上是顾及先验信息的最小二乘法，在每

个测距周期内，每颗星载处理器同时需要估计本

星及所有可见的卫星钟差，而一步滤波方法则是

不考虑先验信息的最小二乘法，每颗星载处理器

仅估计本星钟差。由于本文方法顾及了更多的星

间钟差的相关信息，因此，本文方法对卫星钟差均

值的约束相对较强一些，仿真分析结果也验证了

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方法在观测数据存

在粗差时，解算稳定性较一步滤波方法差，这一点

可通过在数据预处理过程中增加剔除粗差的功能

进行改进，或者采用文献［９，１０］提出的抗差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方法进行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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