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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星载原子钟钟差数据进行双差处理构建平稳时间序列，利用基于平稳时间序列的χ
２ 检验法监

测星钟异常扰动。通过分析得出，历元间双差检测法对于快变的相位异常比较敏感，而对慢变的频率异常效

果不佳；而基于平稳时间序列的χ
２ 检验法对快变的相位异常和慢变的频率异常均比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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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载原子钟的精确、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测

距的精度，进而影响到定位的精度。通常情况下，

星载原子钟是准确、稳定的，但有时受自身物理特

性改变和复杂太空电磁环境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异

常扰动［１３］。因此，卫星导航系统需要对星载原子

钟的状态进行监测，当星载原子钟运行异常时作

出正确诊断。

目前，国内对星载原子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

阶段，在实验室条件下原子钟的性能特征作了一

定研究［４５］，但对长期运行的在轨星载原子钟的性

能特征及监测方法还缺少经验。本文提出了一种

基于平稳时间序列的星载原子钟异常监测方法，

对星载原子钟的频率异常和相位异常有较好的检

测效果。

１　星载原子钟钟差模型

一台原子钟的核心部分是它的频率源，频标

的输出信号可以表示为：

犞（狋）＝ ［犞０＋ε（狋）］ｓｉｎ［２π犳０狋＋φ（狋）］ （１）

式中，犞０为标称振幅；ε（狋）为振幅的起伏；犳０为标

称频率或长期平均频率；φ（狋）为相位偏差。对于

原子钟这类精密频率源，ε（狋）犞０，φ（狋）

２π犳０。因此，原子钟的瞬时频率偏差和瞬时相对

频率偏差可分别表示为：

犳（狋）－犳０ ＝
１

２π

φ（狋） （２）

狔（狋）＝
犳（狋）－犳０
犳０

＝

φ（狋）

２π犳０
（３）

　　瞬时频率偏差是频标瞬时输出频率相对于标

称频率的偏差，是一个相对量，不能用来衡量原子

钟时频特性；而瞬时相对频率偏差是频标瞬时频

率偏差相对于标称值的离散程度，是一个无量纲

的量。

星载原子钟的时间偏差狓（狋）可以用确定性

变化分量和随机变化分量来描述，即

狓（狋）＝狓０＋狔０狋＋
１

２
犇狋２＋ε狓（狋） （４）

式中，右边前三项为原子钟的确定性时间分量，狓０

为原子钟的初始相位（时间）偏差；狔０为原子钟的

初始频率偏差；犇 为原子钟的线性频漂；ε狓（狋）为

原子钟时间偏差的随机变化分量。

结合式（３）和式（４），原子钟的瞬时相对频率

偏差狔（狋）可表示为：

狔（狋）＝狔０＋犇狋＋ε狔（狋） （５）

式中，右边前两项为原子钟瞬时相对频率偏差的

确定性分量；ε狔（狋）为其随机变化分量。

由此可见，原子钟的系统变化部分可用一个

确定性函数模型来描述，而原子钟的随机变化部

分是一个随机变化量，只能从统计意义上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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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平稳时间序列的钟差监测模

型

　　为了监测星载原子钟运行的平稳性，本文提

出利用平稳时间序列———高斯过程的相关特性，

构建独立标准正态分布的观测样本，采用假设检

验的方法来探测和分析星载原子钟的异常现象。

２．１　平稳时间序列

令零均值各态历经高斯平稳过程｛狓犻｝的时序

实现为：

珟狓犻＝狓犻＋犲犻　（犻＝１，２，…，犖） （６）

式中，犲犻为独立观测噪声，且是零均值各态历经高

斯白噪声，与狓犻相独立；犖 为样本数。关于犲犻和

狓犻的随机模型有以下特性：

犈（犲犻）＝犈（狓犻）＝０，ｃｏｖ（狓犻，狓犻－狉）＝

　犈（狓犻，狓犻－狉）＝γ（狉） （７）

ｃｏｖ（犲犻，犲犻－狉）＝犈（犲犻，犲犻－狉）＝γ犲（狉），

　ｃｏｖ（犲，狓）＝犈（犲狓）＝０ （８）

ｃｏｖ（珟狓犻，珟狓犻－狉）＝γ犲（狉）＋γ（狉） （９）

式中，γ和γ犲分别为｛狓犻｝和｛犲犻｝的自协方差函数，

且有如下性质：

γ犲（狉）＝
０，狉＞０

犇犲，狉＝｛ ０
（１０）

式中，犇犲为观测噪声犲犻的方差。由于｛狓犻｝为零均

值各态历经高斯过程，依据其各态历经的性质，则

高斯平稳系列犡＝［狓１　狓２　狓３　…　狓狀］可以看

作狀元正态随机向量，且犈（犡）＝０。当独立观测

噪声犲犻的方差犇犲已知时，犡的协方差Σ犡犡可由观

测系列｛珘狓犻｝的自协方差函数确定。此时，犡 服从

于均值为０、协方差阵为Σ犡犡的狀元正态分布，其

中，Σ犡犡为非负定矩阵。由正态随机向量的性质

可知随机向量犣＝Σ
－１／２

犡犡

（犡－珚犡）是狀元正态随机向

量，且犈（犣）＝０，Σ犣犣＝犐犖，犐犖为狀阶单位阵，故随

机向量犣是独立同分布的标准正态随机向量。

由此可以得出，各态历经高斯平稳过程｛狓犻｝

的离散序列可以转化为标准正态随机向量，故该

平稳过程统计特性的相关问题就转化为独立样本

的相关问题。因此，当｛狓犻｝出现扰动状态导致第犻

个观测离群时，经过转化的独立标准正态随机向

量犣的相应分量也会出现离群现象。

２．２　星载原子钟钟差序列的平稳化

星载原子钟钟差随时间表现为确定变化部分

犡和随机变化部分δ犡。随机变化部分δ犡可视为

零均值各态历经高斯过程，当星载原子钟发生异

常扰动时，δ犡的稳态被破坏，相应的时间序列会

出现离群现象。

令历元狋的钟差为珟犡（狋），随机噪声ε为高斯

白噪声，且犈（ε）＝０，与δ犡独立，故｛δ犡＋ε｝也为

零均值各态历经高斯过程。星载原子钟钟差模型

可写为：

槇
犡（狋）＝犡（狋）＋δ犡（狋）＋ε＝

∑
犿

犻＝０

α犻狋
犻
＋δ犡（狋）＋ε （１１）

　　当对钟差数据作一次差分，若采样间隔足够

小时，可看作为钟速，也可看作为频率偏差项引起

的变化量；当对钟差数据作二次差分，若采样间隔

足够小时，可看作为钟漂，也可看作为频漂项引起

的变化量。为消除星载原子钟钟差变化的趋势项

犡（狋），对式（１１）进行二阶差分得：


２珦犡（狋）＝

１

２
犇［犜（狋犽＋１－狋犽－１）］＋［ε狓（狋犽＋１）－

ε狓（狋犽－１）］＝犇犜
２
＋［ε狓（狋犽＋１）－ε狓（狋犽－１）］

（１２）

式中，犜为采样点时间间隔；当星载原子钟状态正

常时，犇 为一常数，且量级很小，可近似认为式

（１２）第一项为０；式（１２）第二项为δ犡（狋犼）＋ε犼的线

性组合，由于｛δ犡（狋犼）＋ε犼｝是零均值各态历经高

斯平稳过程，由高斯分布的线性变换不变性，可认

为
２珟犡（狋）为零均值各态历经高斯平稳过程。但

是，此时星载原子钟钟差二阶差分序列是时序相

关的，不能简单地视为样本，需要借助随机过程的

自协方差函数进行转化，再进行相应的假设检验。

２．３　星载原子钟异常检测方案

１）对星载原子钟钟差时间序列进行差分处

理，得到平稳序列。

２）采用定长采样窗口（可采用１０个采样），

在时间域上随着采样的增加，滑动窗口，计算该平

稳序列的自协方差估值，并构建自协方差矩阵。

３）构建标准正态分布的样本｛犣犻｝（犻＝１，２，

…，狀），利用χ
２假设检验探测异常。

４）若χ
２（犖）＝犣２１＋犣

２
２＋…＋犣

２
狀≤χα

２（犖）（犪

为设定的扰动判别因子，取为０．００５），星载原子

钟正常，否则，认为星载原子钟发生扰动。

３　算例分析

本文的最终目标是对地面监控系统提供的高

精度、实时卫星钟差进行完好性监测，但计算高精

度、实时卫星钟差具有较大难度，且不作为本文研

究重点。因此，本文结合ＩＧＳ提供的ＧＰＳ星载原

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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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钟钟差数据，利用上述分析方法，进行相关讨

论。图１给出了２００１０７２９ＳＶＮ２３１ｄ的星钟钟

差数据，精度在０．５ｎｓ以内，采样点间隔为５

ｍｉｎ。图２给出了该星钟差历元间双差，输出平

稳时间序列。

由图１可看出，卫星钟差数据与时间狋大致成

线性关系，主要是因为星钟的频漂项很小，比频率

偏差项小４个数量级，因此可近似看作是线性关

系。由图２可看出，星钟钟差历元间双差数据平

稳，其均值为０ｓ，均方根为０．４×１０－９ｓ，星钟运行

正常。由式（４）可以得出，卫星钟差由原子钟的初

始相位（时间）偏差狓０、初始频率偏差狔０、频漂犇和

随机变化分量Ε狓（狋）决定，当卫星钟运行时间较长，

星钟的时间偏差和频率偏差与ＧＰＳ时间系统的标

准时间和频率有较大偏差时，可以通过调相和调频

来校准，而星钟频漂和随机变化分量是星载原子钟

自身物理特性的体现，无法用外部手段来调整，只

能利用监测的手段判断其工作正常与否。

当星载原子钟状态异常时，可能有两种情况：

① 相位异常，｛δ犡（狋犼）＋ε犼｝不再是零均值各态历

经高斯平稳过程；② 频率异常，这时犇 不再是一

常数而是一时间狋的函数犇（狋）。

３．１　星钟相位异常监测

星载原子钟状态异常是一小概率事件，因而

较难得到发生异常时刻的钟差数据，本文采用在

正常钟差数据基础上叠加异常数据的方法。相位

异常是通过在第１５０采样点到第１７０采样点时间

段的正常钟差数据上叠加一个振幅为０．８ｎｓ的

随机相位抖动，叠加抖动后的星钟钟差数据和历

元间双差数据分别见图３和图４。由于叠加的抖

动幅度很小，因而不能从图３中直接判断出异常，

而通过历元间双差法则较容易判定出异常。由上

可知，在正常状态下σ２珦犡（狋）＝０．４×１０
－９ｓ，令限值

犜＝５σ２珦犡（狋），当
２珦犡（狋）＞犜时则认为星钟相位存

在异常。

图１　正常星钟钟差

Ｆｉｇ．１　ＮｏｒｍａｌＣｌｏｃｋ

Ｂｉａ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图２　正常星钟历元间双差

Ｆｉｇ．２　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

　
图３　相位异常星钟钟差

Ｆｉｇ．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Ｂｉａｓ

ｗｉｔｈＰｈａｓｅＡｎａｍａｌｙ

　
图４　相位异常星钟历元间双差

Ｆｉｇ．４　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ａｔ

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ｗｉｔｈＰｈａｓｅＡｎａｍａｌｙ

　　图５给出了基于平稳时间序列的χ
２ 检验结

果。本文采用的是定长开窗法（窗口为１０个采样

点），因而正常星钟状态下，χ
２ 序列服从自由度为

１０的χ
２ 分布，由数理统计相关理论可知置信度

为０．００５的χ
２ 分布限值犜χ２＝２５．１８８，从图５可

以清晰地发现从第１５０采样点到第１７０采样点时

间段星钟数据异常。

３．２　星钟频率异常监测

若星钟频率异常，这时频漂项系数犇 不再是

一常数而是一时间狋的函数犇（狋），本文令犇（狋）＝

犪狋＋ε，犪＝０．８×１０
－１５，ε为一随机小量。在第１００

采样点到第１１０采样点时间段叠加星钟频率异常

的星钟钟差数据和历元间双差数据（见图６、图

７），从图中均无法检测到异常。图８给出的是基

于平稳时间序列的χ
２ 检验结果，从图中可以清晰

地检测到从第１００采样点到１１０采样点时间段内

存在异常数据。

４　结　语

１）一个性能很好的星载原子钟不一定是时

间偏差和频率偏差都很小的钟，而是频率和随机

噪声都比较稳定的可以精确预报的钟。

２）历元间双差法对于快变的相位异常比较

敏感，对慢变的频率异常效果不佳；而基于平稳时

间序列的χ
２ 检验法对快变的相位异常和慢变的

频率异常均比较有效。

３）基于平稳时间序列的χ
２ 检验法的实质是

在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中发现、探测出不平稳的

时段，而不需要外部检核量。

７８５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５月

图５　星钟相位

异常χ
２ 检测法

Ｆｉｇ．５　χ
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ＰｈａｓｅＡｎｏｍａｌｙ

　

图６　频率异常

星钟钟差

Ｆｉｇ．６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Ｂｉａｓ

ｗｉｔ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ｍａｌｙ

　

图７　频率异常星

钟历元间双差

Ｆｉｇ．７　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Ｃｌｏｃｋｗｉｔ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ｍａｌｙ

　

图８　星钟频率异

常χ
２ 检测法

Ｆｉｇ．８　χ
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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