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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犡犘犖犃犞系统解整周模糊度搜索算法

张　华１　许录平１　谢　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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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种新的ＸＰＮＡＶ系统解相位模糊度搜索算法，依据检核脉冲星的特征周期，将正确的模糊

向量限定在多个子空间内，使用线性搜索寻找子空间种子向量，采用基于满二叉树的穷举搜索算法遍历子空

间中向量，并建立向量间的关系。理论分析和仿真实验表明，新的解相位模糊度算法能显著降低系统的运算

量，计算过程中的矩阵均是由脉冲星特征属性决定的常数矩阵，便于工程实现，此外二叉树搜索方法还能用于

并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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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Ｘ射线脉冲星的导航定位（ＸＰＮＡＶ）是

一种新的自主天文导航技术，利用Ｘ射线辐射脉

冲到达时间作为信息输入，通过测量同一脉冲到

达航天器和到达太阳系质心（ＳＳＢ）的时间差来计

算航天器在该脉冲星方向相对于ＳＳＢ的位移，再

结合多颗脉冲星方向上的位移确定航天器在ＳＳＢ

坐标系下的位置［１３］。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ＤＡＲＰＡ）于２００４年初提出了 ＸＰＮＡＶ预研计

划［４］。

ＸＰＮＡＶ系统测量的 Ｘ射线辐射脉冲到航

天器和ＳＳＢ的传播时间差通常由脉冲整周期数

和相位余值两部分组成。相位余值通过实测

ＴＯＡ（脉冲到达时间）与ＴＯＡ预测模型（ＳＳＢ坐

标系下）的预测值比对得到，脉冲整周期数通常无

法直接测量，需要解算脉冲相位模糊度，这对于

ＸＰＮＡＶ系统航天器绝对定位和因某些故障而丧

失位置记忆的情况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

保证航天器重新定位的前提。与脉冲多普勒雷达

不同，ＸＰＮＡＶ系统解模糊问题更加复杂
［５，６］，不

能采用脉冲多普勒雷达系统中成熟的解模糊技

术［７］。ＸＰＮＡＶ系统解相位模糊度常用算法有三

种［８］：最小二乘算法、浮点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算法和搜

索空间算法。搜索空间算法利用三颗脉冲星观测

解空间位置，不断加入新的脉冲星观测进行检验，

直到向量唯一，与前两种方法相比可以确保不遗

漏正确的脉冲整周期数向量，但存在计算量大的

问题。Ｓａｌａ对搜索空间方法进行了改进，提出使

用４颗脉冲星作为最小运算单元，不断加入新的

脉冲星观测进行空间搜索，直至向量唯一［９］。Ｓａ

ｌａ提出的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计算量。文献

［１］在Ｓｈｅｉｋ和Ｓａｌ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

正交原理的空间搜索算法，以四颗脉冲星为最小

运算单元，每三颗组合解出空间位置犡犻、犡犼，通过

搜索使犈［（犡犻－犡犼）
２］最小的模糊数向量来解模

糊，该方法简化了解模糊单次运算过程，从而减少

了总的计算次数［１０］，但搜索复杂度并不降低。

１　犡犘犖犃犞系统定位模型及其模糊

空间定义

　　太阳系质心（ＳＳＢ）坐标系下，建立脉冲星标

准轮廓脉冲狊（狋）相对于太阳系质心（ＳＳＢ）的相位

演化模型为［５］：

φ
犻
ｓｓｂ（狋）＝φ

犻
ｓｓｂ（狋０）＋犳犻［狋－狋０］＋

∑
∞

犖＝２

犳
（犿）
狀 ［狋－狋０］

犖

犖！
（１）

航天器携带Ｘ射线光子探测器，接收Ｘ射线光子

并利用星载原子钟记录光子到达时间，将该到达

时间转换到ＳＳＢ惯性系下，按照脉冲星辐射脉冲

周期进行周期累加，获得脉冲星辐射脉冲累积轮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１月

廓狆（狋）。狆（狋）与相位演化模型（１）保持的标准轮

廓狊（狋）比对，获得观测脉冲轮廓的相位余值φ
犻
狆＿犚

（狋）：

φ
犻
狆＿犚（狋）＝ φ

犻
ｓｓｂ（狋）－φ

犻
ｓｓｂ（狆）（狋）

＝ φ
犻
ｓｓｂ（狋）－φ

犻
ｓｓｂ（狋－τ）

＝２π（τ／犳犻－犿犻）

（２）

式中，φ
犻
ｓｓｂ（狋）表示第犻颗脉冲星的相位演化模型狋

时刻的相位余值；φ
犻
ｓｓｂ（狆）（狋）为探测器观测到的第犻

颗脉冲星狋时刻的相位值；设狀^犻表示脉冲星辐射

脉冲方向，犮为光速，犡狆 为航天器在ＳＳＢ坐标系

下的位置向量，τ＝
犡狆·^狀犻
犮

为第犻颗脉冲星辐射

脉冲从航天器运行到ＳＳＢ所需要的时间；犿犻 为

脉冲整周期数；· 表示求余运算。若已经确定

脉冲整周期数犿犻，航天器位置向量在脉冲星犻辐

射电磁波方向上的投影距离可表示为：

犾犻＝犮狘φ
犻
狆＿犚（狋）＋犿犻＋狏犻狘／犳犻 （３）

式中，狏犻为相位测量噪声，与脉冲星计时噪声和

星载原子钟噪声有关。结合３颗脉冲相位测量即

可确定航天器的空间位置：

狀^１，^狀２，^狀［ ］３
Ｔ犡狆 ＝犎犡狆 ＝ 犾１，犾２，犾［ ］３

Ｔ （４）

式中，^狀犻＝［ｃｏｓ（α犻）ｃｏｓ（β犻），ｃｏｓ（α犻）ｓｉｎ（β犻），ｓｉｎ

（α犻）］
Ｔ，α犻、β犻分别为Ｊ２０００坐标系下脉冲星的赤

经和赤纬。采用最小二乘解方程（３）得到：

犡狆 ＝ 犎Ｔ（ ）犎 －１犎［ ］Ｔ
犾１

犾２

犾

熿

燀

燄

燅３

（５）

将式（３）、式（５）合并简化表示为整周期数向量的

函数：

犡狆 ＝犌（犕） （６）

式中，犕＝［犿１，犿２，犿３］
Ｔ。

然而，式（３）中的脉冲整周期数犿犻 通常不能

直接测量获得，航天器空间位置出现模糊问题，即

存在多组犿犻满足式（５），即犿犻应在某一范围内。

定义所有符合条件的向量［犿１，犿２，犿３］
Ｔ，组成整

周期模糊数向量空间。解 ＸＰＮＡＶ整周期模糊

度的目的就是从该向量空间中提取出真实的整周

期数向量。

由于同时满足所有脉冲星辐射脉冲相位观测

的位置矢量具有唯一性，因此也只有唯一的整周

期数满足所有的位置和相位测量。基于这个事实

Ｓｈｅｉｋｈ提出了ＸＰＮＡＶ系统搜索空间解相位模

糊度算法［５，８］。该算法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先验

知识确定脉冲整周期模糊数向量搜索空间，在搜

索空间中选定一试探向量利用式（５）求解航天器

位置向量犡狆；引入新的脉冲星对犡狆 求解狏犻＝犳犻

·τ－犿犻·２π－φ
犻
狆犚
（狋）；根据脉冲星定时精度及星

载钟定时精度确定判决门限δ狏，并保留使狏犻＜δ狏

成立的模糊数向量［犿犻］；若此时模糊数向量唯

一，则犡狆 为最终的位置矢量，否者利用［犿犻］重新

建立搜索空间，重复搜索过程直至［犿犻］唯一。

Ｓａｌａ和文献［１］通过改进判决算法提高解模

糊计算速度，但试探向量数并没有降低，计算量仍

很大。为了进一步降低 ＮＰＮＡＶ系统解模糊计

算量，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模糊数向量搜索方法。

２　解犡犘犖犃犞相位模糊度新算法

在ＳＳＢ惯性坐标系下，使用４颗以上的Ｘ射

线脉冲星相位观测数据解模糊，其中３颗Ｘ射线

脉冲星（称为定位脉冲星）定义整周模糊数向量空

间，其他脉冲星（称为检核脉冲星）用来对空间中

的向量进行检核。

设航天器可以观测到犽（犽∈犣，犽＞３）颗脉冲

星，犣表示自然数，利用三颗定位脉冲星确定航天

器的位置为犡狆，所有满足式（５）的模糊向量构成

整周期模糊数向量空间，用｛ ｝犃 表示，犕∈｛犃｝，犕

＝｛犿１，犿２，犿３｝
Ｔ。犕 所决定的犡狆 在检核脉冲星

犼（犼＞３）方向投影的相位为：

Φ犼（犕）＝ 〈犡狆·狀犼／犮／犜犼〉２π＋φ
犼
狆＿犚 （７）

式中，〈〉表示向下取整，犜犼 为脉冲周期，正确

的模糊数向量使：

Φ犼（犕）∈∪
犿
犼

２π犿犼＋φ
犼
狆＿犚 －犠δ狏，２π犿犼＋φ

犼
狆＿犚 ＋犠δ［ ］狏 （８）

式中，犿犼为检核脉冲星模糊整周期数；δ狏 为量测

相位噪声方差；犠 为阈值系数。若设ψ犿犼为当检

核脉冲星模糊整周期数为犿犼 时的投影相位，显

然，有：

ψ犿犼 ＝ψ犿犼＋１＋Ω （９）

式中，Ω∈［２π－２犠δ狏，２π＋２犠δ狏］。

根据式（８）和式（９），若Ω＞２犠δ狏，定义子空

间 犃ｓｕｂ，犿｛ ｝
犼
为所有满足式（８）的 犕 的集合，可见

∪狀∈｛犿
犼
｝｛犃ｓｕｂ，狀｝为整个模糊数向量空间｛ ｝犃 的一

个子集，即

∪
狀∈｛犿犼

｝
｛犃ｓｕｂ，狀｝ ｛犃｝ （１０）

由于阈值犠δ狏 通常比Ω 小很多，相对于｛ ｝犃 ，子

集的规模大幅度减小。每个子空间 犃ｓｕｂ，犿｛ ｝
犼
中的

模糊数向量检核脉冲星方向的投影相位可统一表

示为：

犳（犕）＝犌（犕）·狀犼／犮／犜犼 （１１）

因此，这些向量彼此之间应具有一定的联系，直观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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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它们满足：

犳（犕犪）－犳（犕犫）＜２犕δ狏 （１２）

式中，犕犪、犕犫 为同一子空间中的任意两个模糊数

向量。进一步可以发现，由于犳（犕）是犕 的线性

函数，有犳（犕犪）－犳（犕犫）＝犳（犕犪－犕犫），因此可

以得到：

Δ１ ＝犳（犕－［
１，０，０］Ｔ）

Δ２ ＝犳（犕－［
０，１，０］Ｔ）

Δ３ ＝犳（犕－［
０，０，１］Ｔ

烅

烄

烆 ）

（１３）

式中，Δ１、Δ２ 和Δ３ 为３颗定位脉冲星整周期模糊

数分别加１时，航天器位置矢量在检核脉冲星方

向的投影增量。不难发现，由于犳（犕）是线性函

数，Δ１、Δ２ 和Δ３ 为常数且与 犕 向量的具体值无

关，因此，犕犪、犕犫 的关系可表示为：

犕犪 ＝犕犫＋犃Δ
Ｔ犐 （１４）

式中，Δ＝［Δ１，Δ２，Δ３］
Ｔ，犃 为常数向量。结合式

（１２）与式（１４）可以发现子空间 犃ｓｕｂ，犿｛ ｝
犼
中向量间

的关系可以用犃 向量表示，而且该向量与犕犪、犕犫

的具体值无关。因此若能找到 犃ｓｕｂ，犿｛ ｝
犼
中的某个

向量作为种子，再找到犃 向量，便可以迅速求解

其他模糊向量。

基于式（８）、式（１１）～式（１３），新解模糊方法

搜索出所有属于∪狀∈｛犿
犼
｝｛犃ｓｕｂ，狀｝的模糊数向量，其

实现步骤如下：

１）建立脉冲整周期数向量空间；

２）根据脉冲星定时精度确定航天器位置误

差的标准方差δ狏，设判决门限为犠δ狏；犠 决定置

信度要求，当犠＝３时，可以获得９９．７％置信度；

３）在式（８）中取犿ｍｉｄ为犿犼的中间值，利用基

于满二叉树的穷举搜索算法搜索满足式（８）的所

有模糊数向量，并记录所有的犃向量；

４）使用最小的整周期模糊数向量犕犽＝犕ｍｉｎ

作为初始向量，利用式（７）计算犡狆，ｍｉ狀，令犿犼＝ｍｉｎ

（｛犿犼｝），犡狆＝犡狆，ｍｉｎ；

５）线性搜索：

ｍｉｎ
λ≥０

（犡狆＋λ犛）·狀犼／犮－２π犿｛ ｝犼

＝ （犡狆＋λ犾犛）·狀犼／犮－２π犿犼｝

令犡狆＝犡狆＋λ犾犛，其中犛＝－"

（犡狆·狀犼／犮）；

６）步骤４）得到的犡狆 为初始值，计算使‖犌

（犕）－犡狆‖最小的模糊数向量犕０。

７）以犕０ 为种子向量，采用基于满二叉树的

穷举搜索算法搜索满足式（８）第一个模糊数向量，

并利用步骤３）中的犃 向量和式（１４）求解其他

向量；

８）令犿犼＝犿犼＋１，若犿犼＞ｍｉｎ｛犿犼｝，结束搜

索，否则令犡狆＝犌（犕０），重复步骤４）。

步骤３）和步骤６）中基于满二叉树的穷举搜

索算法的基础是构造一棵深度为４的满二叉树，

如图１，每个节点命名为 犖犪，犫，其中犪＝１，２，３，４

表示层数，犫＝１，…２犪－１，表示该层中从左到右的

节点数。树的根节点初始化搜索条件，非叶节点

调整模糊整周期数，叶节点进行一次搜索过程。

树中除根节点外，每一个节点犖犪，犫只改变犿犪－１，

且该节点为其父节点的左子节点时，每次遍历该

节点犿犪－１减１，反之每次遍历该节点犿犪－１加１。

图１　深度为４的满二叉搜索树

Ｆｉｇ．１　ＦｕｌｌＢｉｎａｒｙＴｒｅ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４

令向量 犕＝［犿１，犿２，犿３］
Ｔ 决定的航天器位

置在脉冲星犼方向的投影相位为：犳（犕）＝犌（犕）

·狀犼／犮／犜犼，根据构造的二叉树设计具体算法为：

１）搜索开始时，根节点设置判决阈值、种子

向量，令Φｃｍｐ＝ｍｉｎ｛犿犼｝２π＋φ
犼
狆＿犚，并依次向下传

递给第４层的叶节点，转步骤２）；

２）若该叶节点为其父节点的左子节点时，令

犕＝犕－［０，０，１］犜，反之犕＝犕＋［０，０，１］Ｔ，得到

新的向量 犕，若｜犳（犕）－Φｃｍｐ｜≤犠δ狏，保存该向

量，计算并记录犃 向量，否则循环执行该过程直

至犿３｛犿３｝或｜犳（犕）－Φｃｍｐ｜＞犠δ狏，转到步骤

３）；

３）第３层的节点，分以下两种情况：

① 若为其父节点的左子节点，令 犕＝犕－

［０，１，０］Ｔ，当犳（犕）＞Φｃｍｐ－犠δ狏 且犿２≥ｍｉｎ

｛犿２｝，将犕 传给其左子节点；当犿２≤ｍａｘ｛犿２｝，

将犕 传给其右子节点；

② 若为其父节点的右子节点，令 犕＝犕＋

［０，１，０］Ｔ，得到新的向量 犕，当犳（犕）＜Φｃｍｐ＋

犠δ狏，且犿２≤ｍａｘ｛犿２｝，将犕 传给其右子节点；当

犿２≥ｍｉｎ｛犿２｝，将犕 传给其左子节点；

若①、②条件都不满足，则返回到其父节点并

转到步骤４）；

４）第２层节点，若为其父节点的左子节点，

令犕＝犕－［１，０，０］Ｔ，反之令犕＝犕＋［１，０，０］Ｔ，

得到新的向量犕，判决：当犿３≥ｍｉｎ（犿３）且犿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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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犿３），则将 犕 分别传给其左右子节点，转到

步骤３），否则，转到步骤５）；

５）若Φｃｍｐ＞ｍａｘ｛Φｃｍｐ｝，转到步骤６），否则，

Φｃｍｐ＝Φｃｍｐ＋犜４，转到步骤２）。

６）记录步骤２）中所有的犃向量，结束搜索。

二叉树中，搜索过程在叶节点中进行，利用前

一次搜索的结果，重新设定本次搜索的初始向量，

可缩小搜索区间，从而减少试探次数。二叉树的

建立时，每个节点对应的模糊数向量的元素是单

调递增（右节点）或单调递减（左节点）的，当叶节

与其父节点单调性一致时，不需要重新设定初始

值；当叶节与其父节点单调性不一致时，重新设定

初始值的节点及其设置方法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叶节点及其初值设置方法

Ｔａｂ．１　ＬｅａｆＮｏｄｅ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ｅｔＭｅｔｈｏｄ

叶节点（父节点） 初值设置方法

犖４２（犖３１），犖４６（犖３３） 犿３，犽＝ｍａｘ｛犿３，犽－１｜犳（犕）＜Φ－犠δ狏｝

犖４３（犖３２），犖４７（犖３４） 犿３，犽＝ｍｉｎ｛犿３，犽－１｜犳（犕）＞Φ＋犠δ狏｝

３　算法分析与仿真

ＳＳＢ惯性坐标系下，假设以地球质心为参考

点，地球质心位置矢量为［－７３５２３７７７．２２４ｋｍ，

１２７３４６９１７．７１７ｋｍ，－２５９２８４５１．２９７ｋｍ］。定

义搜索空间为半径大约１２１３０９ｋｍ，中心距离

ＳＳＢ大约１４９３０６３３５ｋｍ，总模糊数向量数为

５１７８５７３０。仿真使用的５颗脉冲星及其参数如

表２。

表２　５颗Ｘ射线脉冲星基本属性：空间坐标（Ｊ２０００），

周期和定时精度（观测时间５００ｓ，探测面积１ｍ２，

Ｘ射线背景噪声０．００５ｐｈ／ｃｍ
２／ｓ（２１０ｋｅＶ））

Ｔａｂ．２　Ｂａｓ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５ＸｒａｙＰｕｌｓａｒ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Ｊ２０００），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Ｔｉｍ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５００ｓ，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Ａｒｅａ＝１ｍ２，

Ｂｘ＝０．００５ｐｈ／ｃｍ
２／ｓ（２１０ｋｅＶ）

脉冲星 ＲＡＪＤ／（°） ＤＥＣＪＤ／（°） 犜／ｍｓ δＴＯＡ／μｓ

Ｂ１９５７＋２０ ２９９．９０ ２０．８０ １．６１ ０．８８５９２

Ｂ０５３１＋２１ ８３．６３３ ２２．０４１ ３３．０８ ０．２９４６

Ｂ１８２１２４ ２７６．１３ －２４．８７ ３．０５ １．６５４５

Ｂ１９３７＋２１ ２９４．９１ ２１．５８ １．５５ ４．４５７７

Ｂ１５０９５８ ２２８．４８ －５９．１４ １５０．６６ １６．４７０２

　　判决阈值是影响搜索算法复杂度和结果唯一

性的直接因素。如图２是本文方法中模糊数与判

决阈值的关系，可见随着阈值的增加，模糊数向量

数呈幂指数增加；又由于 ＴＯＡ观测存在各种噪

声，搜索正确的脉冲整周期模糊数向量是一个随

机事件，减小阈值会增加漏警率。因此阈值的设

置要兼顾计算量和漏警率。根据文献［４］的分析，

采用３δ狏 作为判决阈值，可以获得９９．７％置信度，

基本保证不丢失正确的整周期模糊数向量，考虑

到相对论、原子钟误差等误差因素的存在，实验中

阈值设置为５δ狏。

利用式（２）计算地球质心参考点处各脉冲星

辐射脉冲相对于ＳＳＢ的相位差，选取Ｂ１８２１２４、

Ｂ１９５７＋２０、Ｂ１９３７＋２１三颗脉冲星为定位源，

Ｂ１５０９５８为检核脉冲星进行搜索，遍历的模糊数

向量总数为１８８６４，满足判决阈值条件的模糊数

向量数有６２８８个，再引入第５颗脉冲星Ｂ０５３１＋

２１代替Ｂ１５０９５８，利用Ｓｈｅｉｋｈ方法重新检索可

以唯一的脉冲整周期模糊数向量。表３比较了

Ｓｈｅｉｋｈ空间搜索算法、Ｓａｌａ改进搜索算法、基于

正交原理搜索方法和本文方法在解模糊实验中的

计算量，表明新搜索算法显著降低了计算量。

图２　判决阈值与模糊向量数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

表３　犛犺犲犻犽犺、犛犪犾犪空间搜索算、基于正交原理的搜索

算法与本文提出的算法的计算量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ｐａｃｅ

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ｈｅｉｋｈａｎｄＳａｌａ，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ｌ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迭代周期 乘法次数 加法次数 比较次数

Ｓｈｅｉｋｈ空间

搜索算法
３．８１×１０１０ １．３１×１０１０ １．１９×１０９

Ｓａｌａ改进搜

索算法
１．６８×１０９ ５．７８×１０８ ５．１８×１０７

基于正交原

理搜索方法
２．０７×１０８ ２．０７×１０８ ５．１８×１０７

本文方法 ４．７６×１０５ １．６３×１０５ ２．５１×１０５

　　Ｓｈｅｉｋｈ空间搜索算法是 ＸＰＮＡＶ解相位模

糊度的基本算法，Ｓａｌａ搜索算法和基于正交原理

搜索算法，均通过减少单次计算量来减少总计算

量，搜索复杂度并不降低。本文方法通过减少试

探向量数来减少搜索复杂度，使搜索计算量显著

降低；计算中所使用的解航天器位置和解相位余

值的矩阵都是脉冲星特征属性确定的常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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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固化到非易失存储器中或定制成ＦＰＧＡ实

现的硬核逻辑，提高运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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