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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三阶互小波累积量的脉冲星累积
脉冲轮廓时间延迟测量算法

苏　哲１　许录平１　刘　?１　王　勇１

（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西安市太白南路２号，７１００７１）

摘　要：针对运动航天器收到的脉冲星信号受Ｄｏｐｐｌｅｒ效应影响，难以准确测量脉冲到达时间的问题，提出了

基于三阶小波互累积量的脉冲星累积脉冲轮廓时间延迟测量算法。结果表明，当信号受到Ｄｏｐｐｌｅｒ效应影响

时，该算法测量精度优于现有算法，适用于脉冲星导航系统中脉冲到达时间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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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射线脉冲星导航可以满足未来航天任务从

近地轨道至星际空间全程、高精度自主导航应用，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巨大的发展潜力。Ｘ射线

脉冲星导航的基本观测量为脉冲到达时间［１］

（ＴＯＡ）。除了对高灵敏度Ｘ射线探测器的研制

和时间转换模型的精化［２］外，ＴＯＡ测量精度主要

取决于累积脉冲轮廓时间延迟的测量精度。目

前，脉冲星观测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为Ｔａｙｌｏｒ

ＦＦＴ算法
［３］。该算法将时域的延迟量转换为频

域的相位差，测量精度不受采样频率的限制。但

脉冲星信号非常微弱且湮没在噪声中，要达到一

定的测量精度，需要对其进行长时间的累积，基于

双谱的时间延迟测量算法［４］利用双谱抑制高斯噪

声的特点，在累积脉冲轮廓具有较低信噪比时取

得了较高的测量精度。

上述 两种算法均 假 定 脉 冲 星 信 号 不 受

Ｄｏｐｐｌｅｒ效应的影响。但是，一方面，脉冲星导航

系统需对观测信号进行长时间累积［５］，长时间很

难保证航天器一直处于静止状态；另一方面，设计

原理上的差异将导致不同的Ｘ射线探测器具有

不同的时间分辨率。因此，航天器接收到的脉冲

星信号不可避免地会受到Ｄｏｐｐｌｅｒ效应的影响。

将光子到达时间转换到太阳系质心的方法［６］可抑

制Ｄｏｐｐｌｅｒ效应，但是该方法需已知航天器当前

的精确位置，且需对每个到达航天器的光子都进

行时间转换，不适于脉冲星导航系统。

为此，本文将高阶累积量和小波宽带互模糊

函数（ＷＢＷＢＣＡＦ）
［７，８］相结合，提出一种基于三

阶互小波累积量的脉冲星累积脉冲轮廓时间延迟

测量算法。

１　航天器的时间延迟测量模型

假设犳（狋）为事先用大量观测资料建立的高

信噪比标准轮廓，狇（狋）为航天器观测得到的累积

脉冲轮廓，则有：

狇（狋）＝犪＋犫犳（狊０狋＋τ０）＋狀（狋） （１）

式中，犪为直流分量；犫为比例因子；狊０ 为尺度因

子；τ０ 为时间延迟，表示由航天器和太阳系质心

（ＳＳＢ）在脉冲星辐射方向上的距离引起的相位

差；狀（狋）为脉冲星信号中噪声。狊０ 和τ０ 的定义

为：

狊０ ＝
犮－狏·狀
犮＋狏·狀

（２）

τ０ ＝
犇·狀
犮

（３）

式中，坐标系为太阳系质心惯性坐标系，狏为航天

器的飞行速度；狀为脉冲星的辐射方向单位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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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为航天器的位置矢量；犮为脉冲星信号的传播

速率；［·］为点乘运算符。

２　三阶互小波累积量

小波宽带互模糊函数（ＷＢＷＢＣＡＦ）的基本

思想是利用式（４），对犳（狋）和狇（狋）进行互小波变

换，得到犠（τ，犪）：

犠（τ，犪）＝槡狊∫
∞

－∞

狇（狋）犳（狊狋－τ）ｄ狋 （４）

为准确测量τ０ 和狊０，必须寻找一种能够抑制噪声

的时间延迟和尺度因子联合估计算法。基于双谱

的时间延迟测量算法在ＴａｙｌｏｒＦＦＴ算法的基础

上，引入双谱，利用双谱能抑制噪声的特性，在较

低信噪比时取得了较高的测量精度。受到该思想

的启发，本文将三阶累积量同 ＷＢＷＢＣＡＦ相结

合，提出一种基于三阶互小波累积量的时间延迟

测量算法。该算法既能抑制噪声，又能抑制

Ｄｏｐｐｌｅｒ效应的干扰。下面首先给出三阶互小波

累积量的定义［９］。

定义　设狓１（狋）、狓２（狋）、狓３（狋）为三次可积有

界函数，狓１（狋）、狓２（狋）、狓３（狋）的三阶互小波累积量

为：

犠狓
１
狓
２
狓
３
（τ１，狊１；τ２，狊２）＝

狊１狊槡 ２∫
∞

－∞

狓１（狋）狓

２ （狊１狋－τ１）狓


３ （狊２狋－τ２［ ］）ｄ狋

（５）

式中，［］为共轭运算符。

若狓１（狋）、狓２（狋）、狓３（狋）为平稳过程，其统计平

均等于时间平均，则有：

犠狓
１
狓
２
狓
３
（τ１，狊１；τ２，狊２）＝

狊１狊槡 ２犮狌犿 狓１（狋）狓

２ （狊１狋－τ１）狓


３ （狊２狋－τ２［ ］）

（６）

可以看出，狓１（狋）、狓２（狋）、狓３（狋）的三阶互小波累积

量实质上就是它们经过时延和尺度伸缩后的互三

阶累积量。高斯过程经时延和尺度变换后仍为高

斯过程，且理论上，任何高斯过程的三阶累积量均

为零，所以任何高斯过程的三阶互小波累积量均

为零。

针对脉冲星累积脉冲轮廓时间延迟测量，令

式（５）中狓１（狋）＝狓２（狋）＝狇（狋），狓３（狋）＝犳（狋），狊１＝

１，狊２＝狊，τ１＝０，τ２＝τ，可得犳（狋）和狇（狋）的三阶互

小波累积量的二维切片为：

犠（τ，狊）＝犠狇狇狊（０，１；τ，狊）＝

槡狊∫
"

－"

狇（狋）狇（狋）犳（狊狋－τ［ ］）ｄ狋 （７）

式（７）即为基于三阶互小波累积量的宽带互模糊

函数。求其模极大值的位置，即可得到对时间延

迟和尺度因子的测量结果：

τ^，（ ）狊^ ＝ａｒｇｍａｘ
τ，狊

犠（τ，狊｛ ｝） （８）

３　时间延迟测量算法描述

基于三阶小波累积量的脉冲星累积脉冲轮廓

时间延迟测量算法，继承了三阶累积量抑制噪声

的特性和 ＷＢＷＢＣＡＦ对时间延迟和尺度伸缩联

合估 计 的 优 势，测 量 精 度 不 受 高 斯 噪 声 和

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移的干扰，适用于脉冲星导航系统中

累积脉冲轮廓时间延迟的测量。算法步骤如下。

１）在航天器由狆１ 点运动至狆２ 点过程中，接

收一段脉冲星信号；

２）对信号进行周期叠加，得到该段时间内的

累积脉冲轮廓狇（狀）；

３）对标准轮廓犳（狀）进行时间延迟和尺度伸

缩，得到犳τ，狊（狀），时延和尺度变换在频域完成，可

对犳（狀）进行非整数个采样周期的时延操作
［１０］；

４）计算狇（狋）和犳τ，狊（狀）的互三阶累积量，得到

犆３τ，狊：

犆３τ，狊 ＝ｃｕｍ 狆（狀）狆
（狀）犳τ，狊（狀［ ］）＝

１

犖∑
犖－１

狀＝０

狆（狀）狆（狀）犳τ，狊（狀［ ］）
（９）

　　５）犆
３
τ，狊乘以归一化因子槡狊，可得犠（τ，狊）：

犠（τ，狊）＝槡狊犆
３
τ，狊 （１０）

　　６）寻找 犠（τ，狊）中谱峰所在的位置（^τ，^狊），

即为对（τ０，狊０）的估计；

７）计算出的τ^为航天器处于狆１ 点时累积脉

冲轮廓的时间延迟量，通过下式计算航天器当前

位置（狆２ 点）的累积脉冲轮廓时间延迟：

τ^２ ＝ τ^＋^狊狋２－狋（ ）［ ］１ ％犜 （１１）

其中，狋２－狋１ 为航天器由狆１ 运动至狆２ 所耗时间，

犜为该脉冲星的周期。

４　仿真实验及结果分析

选取ＰＳＲＪ０４３７４７１５进行基于三阶互小波

累积量的时间延迟测量实验，观测数据来自于

ＥＰＮ 数据库，观测频段为 ２．３２ＧＨｚ～２．６４

ＧＨｚ，周期为５．７５７ｍｓ。图１中，实线为 ＰＳＲ

Ｊ０４３７４７１５的标准轮廓，虚线为累积脉冲轮廓，由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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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通过标准轮廓模拟得到，其时间延迟真值

τ０＝１．９６８ｍｓ，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移引起的尺度因子的真

值狊０＝１．３９，直流分量犪＝０，比例因子犫＝１，信噪

比ＳＮＲ＝１０ｄＢ，噪声服从高斯分布。

计算脉冲星标准轮廓和信噪比分别为１０

ｄＢ、－２ｄＢ的累积脉冲轮廓的三阶互小波互累积

量二维切片，结果如图２所示，其中狓轴为时间延

迟τ（ｍｓ），狔轴为尺度因子狊，狕轴为二维切片模

值。可以看出，当脉冲星累积脉冲轮廓的信噪比

较高时（ＳＮＲ＝１０ｄＢ），三阶互小波累积量的二维

切片在τ^＝１．９５５ｍｓ、^狊＝１．３９时取得较明显的峰

值，时间延迟的测量误差为１３μｓ；当脉冲星累积

脉冲轮廓的信噪比较低时（ＳＮＲ＝ －２ｄＢ），三阶

互小波累积量的二维切片在多处出现虚假峰值，

在τ^＝１．６４８ｍｓ、^狊＝１．４６处的峰值略高于真实的

谱峰，时间延迟的测量误差为３２０μｓ。

选取同频段的脉冲星ＰＳＲＪ０４３７４７１５，当累积

脉冲轮廓不受Ｄｏｐｐｌｅｒ效应的影响时，在不同信噪

比下，基于ＴａｙｌｏｒＦＦＴ、双谱、三阶互小波累积量的

时间延迟测量算法的测量误差，如图３所示。

图１　ＰＳＲＪ０４３７４７１５

的标准轮廓和累积脉冲轮廓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ｕｌｓａｒ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ＰＳＲＪ０４３７４７１５

　　　　

图２　三阶互小波累

积量二维的切片

Ｆｉｇ．２　Ｔｏｗ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ｃｅ

ｏｆ３ｒｄｏｒｄｅｒＣｒｏｓｓ

Ｗａｖｅｌｅｔｃｕｍｕｌａｎｔｓ

　　　　

图３　三种时间延迟

测量算法测量误差对比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

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ｓ

　　由图３可看出，① ＴａｙｌｏｒＦＦＴ算法没有抑

制噪声的能力，当信噪比较低时，测量误差较大；

② 双谱和三阶互小波累积量算法抑制噪声的能

力均来自于高斯过程的高阶累积量为零的特点，

因此这两种算法在抑制噪声方面的性能相差不

大；③ 双谱和三阶互小波累积量均不能完全抑制

噪声，因为两种算法所处理的脉冲星累积脉冲轮

廓均非无限长的信号。

当累积脉冲轮廓受到Ｄｏｐｐｌｅｒ效应的影响时，

尺度因子的真值狊０＝１．３９，在不同信噪比下，基于

ＴａｙｌｏｒＦＦＴ、双谱、三阶互小波累积量的时间延迟

测量算法的测量误差如图４所示。可以看出，

① 当累积脉冲轮廓存在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移时，Ｔａｙｌｏｒ

ＦＦＴ算法和双谱算法的测量误差增大，说明两种算

法均不适用于受Ｄｏｐｐｌｅｒ效应干扰的累积脉冲轮

廓的时间延迟测量；② 同图３相比，三阶互小波累

积量算法的测量误差基本不变，说明该算法可有效

抑制Ｄｏｐｐｌｅｒ效应对时间延迟测量的影响。

分别采用ＴａｙｌｏｒＦＦＴ算法、双谱算法和三阶

互小波累积量算法对信噪比为１０ｄＢ和－２ｄＢ，尺

度因子为１．３９的５颗脉冲星Ｂ１９２９＋１０，Ｂ０３２９＋

５４，Ｂ１６１７５０，Ｂ０９５０＋０８，Ｂ１９３７＋２１的计算机模拟

累积脉冲轮廓进行时间延迟测量实验，测量误差如

表１。可以看出，基于三阶互小波累积量的时间延

图４　三种时间延迟测量算法测量误差对比

Ｆｉｇ．４　Ｅｒｒ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Ｍｅａｓｕ

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ｓ

迟测量算法，对不同的脉冲星均有效，测量性能不

受脉冲星累积脉冲轮廓形状、脉冲宽度所占脉冲周

期比值（ｄｕｔｙｃｙｃｌｅ）等因素的影响。

表１　三种算法分别对五颗脉冲星的测量误差／ｍｓ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ｆｏｒＦｉｖｅＰｕｌｓａｒｓ

脉冲星

ＳＮＲ＝１０ｄＢ ＳＮＲ＝ －２ｄＢ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ＦＴ

双谱

算法

本文

算法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ＦＴ

双谱

算法

本文

算法

Ｂ１９２９＋１０ ３５．６８４ ２３．７９０ ３．９６５ ５１．５４４ ３５．６８４ １９．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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