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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犌犖犛犛的犛狆犜星载原子钟及时间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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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空间铷钟和被动型氢钟的地面批量和寿命试验测试结果，以及卫星在轨试验所达到的最新性

能结果。基于这些星载钟的试验结果，对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面时间站的关键设备及其相关算法作了简要

描述，并介绍了一种新颖的在轨技术，即从星载原子钟组（ＯＮＣＬＥ）直接产生高度稳健的时间频率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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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及高稳定度的宇航级原子钟是精密卫星

导航系统中的关键设备，现有的美国全球定位系

统（ＧＰＳ）和俄罗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ＬＯ

ＮＡＳＳ），以及即将到来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印度区域性卫星导

航系统（ＩＲＮＳＳ）和日本准天顶卫星系统（ＱＺＳＳ）

都装载着不同类型的原子钟。

宇航级原子钟必须满足从发射到多年自动运

行条件下的严格要求：确保在整个项目寿命期间

满意可靠的工作性能，满足对其质量、体积及功耗

的限制，经受发射环境（如冲击、加速度、振动）和

工作环境（真空、热循环、电磁干扰和电磁兼容、辐

射、磁场及其他空间危害）的能力。

不同航天任务对空间原子钟类型的选择是通

过对可靠性、质量、性能及价格等诸多因素综合权

衡后的结果。表１列出了各导航系统中应用的不

同类型的星载原子钟，其中伽利略星载钟的选择

考虑到可靠性（技术多样性）和１２ａ伽利略任务

的寿命要求，采用了“双钟技术”。

表１　不同导航卫星系统中的星载原子钟

Ｔａｂ．１　ＯｎｂｏａｒｄＡｔｏｍｉｃＣｌｏｃｋｓ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美国

ＧＰＳ

俄罗斯

ＧＬＯＮＡＳＳ

欧洲

伽利略

中国

北斗

印度

ＩＲＮＳＳ

日本

ＱＺＳＳ

铷钟 铯钟 氢钟 铷钟 铷钟 铷钟

铯钟 铷钟

（未用于ＧＰＳＩ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ｍｅ公司（ＳｐＴ，原 ＴｅｍｅｘＮｅｕｃｈ

ａ^ｔｅｌＴｉｍｅ公司）为欧洲、中国和印度的多个导航

系统以及其他空间项目提供空间铷钟和被动型氢

钟［１］，并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面精密时间主

站和未来星载频率系统提供高性能的时频同步设

备和解决方案。

ＳｐＴ（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ｍｅ）公司为多个导航系统（欧

洲、中国和印度）及其他空间项目提供空间铷钟和

被动型氢钟。伽利略在轨验证试验卫星（ＧＩＯ

ＶＥ）于２００５１２和２００８０４的两次发射，以及北斗

卫星的相继发射，使这两种原子钟技术拥有了若

干年的飞行经历。迄今为止（２０１１０１）ＳｐＴ公司

已生产交付了６０多台铷钟和１５台被动型氢钟的

飞行件，并进行了批量钟的特性鉴定。

１　空间铷钟（犚犃犉犛）和被动型氢钟

（犘犎犕）

　　伽利略在轨验证试验卫星（ＧＩＯＶＥ）于２００５

１２和 ２００８０４ 的两次发射，以及北斗卫星自

２００９０４的相继发射，使这两种原子钟技术拥有

了若干年的飞行经历。迄今为止ＳｐＴ公司已生

产交付了６０多台铷钟和１５台氢钟的飞行件（正

样），并进行了批量钟的特性鉴定。

１．１　铷钟地面性能

在于１９９１年启动的为ＲａｄｉｏＡｓｔｒｏｎ航天任

务设计的铷钟基础上，ＳｐＴ公司自１９９６年起开展

了铷钟在导航领域的研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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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为欧洲空间局成功研制了５台工程

鉴定件，其长期寿命试验验证了该铷钟在真空环

境下运行１２ａ无明显性能降低的能力
［２］。

在有关伽利略铷钟项目进行的同时，ＳｐＴ公

司联合另一家瑞士生产厂家对铷钟的电路部分进

行了再研制和宇航级质量认证，使１００％瑞士制

造的铷钟成为中国北斗系统的备份星载钟。

从那时起，铷钟整体性能有一定的提高。针

对不同的航天项目，尤其是多个导航卫星项目，已

交付了６０多台飞行件，其中２０多台铷钟正在预

定轨道上飞行工作。

为了保障铷钟的在轨性能，交付前都对其进

行了大量的地面测试。在文献［３］的基础上，笔者

对所有从２００５年交付给用户方的６４台铷钟飞行

件，尤其是一些关键性能参数，如短期稳定度、热

灵敏度和长期频率漂移率，进行了统计分析。

平均时间为６０００ｓ的短期稳定度是伽利略

卫星导航系统的一项重要参数。图１所示的是６４

台已交付铷钟按项目时间顺序排列的平均时间为

６０００ｓ的短稳。６ａ以来短稳性能有一定的改

善。总数８０％的铷钟显示了２．０×１０－１４至４．４×

１０－１４之间优秀的短稳性能，相当于在调频白噪声

作用下阿仑方差１．５～３．４×１０
－１２／槡τ，其大小受

铷钟灯泡散弹噪声的限制。

图２对各台铷钟输出频率相对于基板的温度

变化灵敏度进行了比较，其中铷钟按项目时间顺

序排列。可以看出自最初的项目至今，铷钟的温

度灵敏度至少提高了２倍。从后续产品批次（自

图３第７台铷钟起）以来，５７台钟的８０％显示了

优于４．０×１０－１４／℃的温度灵敏度。

图３给出了按项目时间顺序排列的铷钟长期

频率漂移率。和前面显示的热灵敏度类似，从最

初的项目之后，频率漂移率也显示了改善的趋势。

在后期的铷钟应用项目随着技术要求的提高，频

率漂移率的典型值小于５．０×１０－１３／ｄ。

以上对空间铷钟性能情况的回顾，说明了随

着产品批次的增多，批量生产中引进的工序及调

试过程的改进使得铷钟的性能有了逐步提高。另

外，ＳｐＴ公司正在开展大泡和Ｒｂ８５滤光泡的工

艺设计研究，有望进一步提高铷钟的性能指标。

　
图１　铷钟飞行件的阿仑方差

Ｆｉｇ．１　Ａｌｌａｎ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ｎ

ＲＡＦＳＦＭｓ

　　　
图２　铷钟飞行件的温度灵敏度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ｎＲＡＦＳＦＭｓ

　　　
图３　铷钟飞行件的频率漂移率　

Ｆｉｇ．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ｒｉｆｔｏｎＲＡＦＳＦＭｓ

１．２　被动型氢钟地面性能

欧洲导航卫星载荷采用了具有出色的频率稳

定度性能的被动型氢钟作为主钟，从而开创了该

类型原子钟的首飞记录。

应用于导航领域的被动型氢钟项目于２０００

年启动。在瑞士纳沙泰尔天文台负责设计研制的

工程件的基础上，从２００３年开始，ＳｅｌｅｘＧａｌｉｌｅｏ

（意大利）和ＳｐＴ企业联盟，共同开展了旨在对氢

钟进行设计整合，从而实现飞行件生产的产业化

进程，前者负责整机测试和电路部分，后者负责

物理部分的再设计制造［４］。在伽利略系统试验和

在轨验证项目期间共交付了１５台飞行件，显示了

每月一台氢钟的生产能力及进一步提高的可能

性，为伽利略项目后续阶段的大批量生产打下了

基础。图４给出了为伽利略在轨验证项目提供的

９台被动型氢钟的频率稳定度性能，并显示了产

品性能的可重复性。

图４　被动型氢钟的阿仑方差（含频率漂移率）

Ｆｉｇ．４　Ａｌｌａｎ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ＨＭ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ｒｉｆ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在“氢钟寿命评定”试验项目中，两台氢钟鉴

定件在热真空环境下进行了测试，以期找到制约

其工作寿命的潜在问题。经历了预期的１８个月

试验后，两台钟均显示了在真空环境下运行１２ａ

８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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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显性能降低的能力［５］。

频率稳定度和频率漂移率是评估一台原子钟

性能的重要参数。图５报告了一年半期间ＱＭ１所

有原始频率数据和频率漂移率的变化情况，其中的

频率毛刺信号是由于测试参考信号、热真空罐或数

据采集系统异常等外部干扰引起的。在第３２０ｄ

处，按试验要求，微波腔温度变化了２℃，从而导致

氢钟输出频率的跳动，其变化幅度和理论估计值

相吻合。另外，在长期试验期间氢钟开关机３次

（图５），频率漂移率稳定在３．３×１０－１６／ｄ。值得注

意的是，图中输出频率再现率好于２．０×１０－１３。

图５　被动型氢钟鉴定件（ＱＭ１）１８个月的频率数据和

频率漂移率

Ｆｉｇ．５　ＰＨＭＱＭ１ＦｒｅｑｅｕｅｎｃｙＤａｔａａｎｄＤｒｉｆｔ

Ｏｖｅｒ１８Ｍｏｎｔｈｓ

该台氢钟最后３个月测试结果得出的频率稳

定度如图６所示。

图６　被动型氢钟鉴定件（ＱＭ１）频率稳定度

Ｆｉｇ．６　ＰＨＭＱＭ１Ｆｒｅｑｅｕｎｃｙ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表２列出了被动型氢钟地面测试达到的典型

性能水平。

表２　星载被动型氢钟的典型性能

Ｔａｂ．２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ｐａｃｅＰＨ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性能参数 典型测试值

频率稳定度 ＜５×１０－１５＠１００’０００ｓ

闪变平底 ＜４×１０－１５

频率漂移率 ＜１×１０－１５／ｄ
热灵敏度 ＜２×１０－１４／℃

磁灵敏度 ＜３×１０－１３／Ｇ

　　为了在不降低该被动型氢钟性能的前提下进

一步将其质量减轻至１２ｋｇ，目前正在进行一项

氢钟的技术改进项目。为实现这一目标，ＳｐＴ公

司已成功将氢钟物理部分减至８ｋｇ，经测试其物

理部分性能已达到原氢钟同等水平。

１．３　犌犐犗犞犈星载钟在轨性能

目前，这两种伽利略星载原子钟正在两颗试

验卫星（ＧＩＯＶＥ）上进行在轨技术验证。铷钟在

ＧＩＯＶＥ犃卫星上已运行了５ａ，氢钟在ＧＩＯＶＥ犅

卫星上也已运行了两年半多［６７］。发表了由在此

期间积累的钟数据所得到的星载钟的在轨性能分

析。虽然运行时间已经超过了两颗试验卫星当初

的设计寿命，这两种原子钟仍然继续正常工作，而

且没有显示任何性能降低的迹象。地面和在轨的

观测数据及重要参数变化趋势的一致性，为设备

能够满足伽利略任务要求提供了良好的置信度。

ＧＩＯＶＥ犃卫星的数据显示，铷钟的短期稳

定度没有受到系统估计噪声的影响，优于５×

１０－１２／槡τ。主要由于该卫星的温度波动，中期稳

定度受到卫星轨道周期性变化的影响。至于长期

性能，虽然铷钟的频率变化并不总呈现出单调性，

但其频率漂移率达到低于１×１０－１３／ｄ的水平。

ＧＩＯＶＥ犅卫星的数据显示，被动型氢钟的

稳定度实际值受到ＧＩＯＶＥ系统定轨和时间同步

估计噪声的限制。但是，根据单向载波相位方法

得到的氢钟短期稳定度符合指标１×１０－１２／槡τ。

在１２～２４ｈ的氢钟中期稳定度同样受到卫星轨

道周期性变化的影响。至于长期性能，氢钟表现

出了小于１×１０－１５／ｄ的频率漂移率。

２　时间系统

２．１　地面精密时间系统

精密时间系统是伽利略地面站的重要设施之

一，其目的是提供准确、稳定和精密的伽利略系

统时间主时钟（ＧＳＴ（ＭＣ）），即伽利略物理时间

尺度［８］。正在研制的精密时间系统由在意大利

ＣｏｎｓｏｒｚｉｏＴｏｒｉｎｏＴｉｍｅ总协调，瑞士的ＳｐＴ和

Ｔ４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提供技术合作和支持。

两台主动型氢原子钟（ｉＭａｓｅｒ３０００），其中一

台主钟 ＨＭ１，一台备份钟 ＨＭ２，通过ＰｉｃｏＳｔｅｐ

ｐｅｒ（即微相位调节仪）所得到的外部设备控制指

令精密调整氢钟的时间频率输出，产生具有极高

短期稳定度的ＧＳＴ（ＭＣ）的物理实现，为系统的

导航功能，特别是可靠的卫星时钟模型计算

服务。

９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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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ｃｏＳｔｅｐｐｅｒ能够为主动型氢钟提供０．１ｐｓ

的高分辨率相位或频率校正，通过对输出信号抖

动的削减，使其对主动型氢钟优秀的相位噪声和

短期稳定度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一旦主钟失效，需要向备份钟进行平稳切换，

从而不对伽利略系统时间的连续性、一致性及短

期频率稳定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精密时间系

统中采用了“备份氢钟控制算法”［９］。图７为控制

系统的结构框图。两台氢钟的相位差通过比相仪

输入控制算法程序，产生相位校正值，然后通过

ＰｉｃｏＳｔｅｐｐｅｒ控制调节备份氢钟输出信号。

图７　氢钟控制系统结构框图

Ｆｉｇ．７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ＨＭ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该控制系统满足了伽利略地面精密时间系统

关于备份氢钟始终保持在相位及频率和主钟接近

的技术指标，从而有效保证了主备两台钟之间的

平稳切换。

２．２　星载频率系统

星载时间频率系统产生主时间基准，其性能

直接关系到测距精度等导航性能。在当前导航系

统星上时频控制系统中，当主时间基准发生异常，

星载原子钟的冗余性允许主钟被切换。然而，这

种操作必须将该卫星和整个星座相隔离，因此削

弱了系统的完整性和可用性性能。

为了克服这种技术的局限性，这里介绍一种

新颖的用于未来卫星导航系统的在轨技术，即从

星载原子钟组（ＯＮＣＬＥ）直接产生高度稳健的时

间信号。这种星载频率系统将是一个独立设备，

它输入数目可多达６台的基准钟信号，产生一个

稳健的、性能得到提高的输出频率信号。为了研

制出一个可靠、不受美国“国际武器交易规则”限

制的频率系统，ＳｐＴ提出的首选解决方案基于纯

硬件设计，钟组性能的提高则采用一种简单有效

的算法植入ＦＰＧＡ，而不需要星载软件。

该解决方案具有以下几个功能：① 钟失效检

测和失效钟的排除，同时不影响频率系统输出信号

相位和频率的连续性；② 频率跳动检测和补偿；

③ 钟平均计算，以改善短期稳定度和频率漂移

率；④ 根据地面站后处理数据采取合适的钟加权

计算，从而进一步改善长期稳定度和频率漂移率。

为了实现这些设计功能，将一种简单的以加

权平均为核心的 ＯＮＣＬＥ算法模块，以及钟失效

和频率跳动检测［１０］模块植入ＦＰＧＡ的设计。

图８表示了采用５台铷钟为期３０ｄ的实测

频率数据进行的模拟计算结果。图中给出了５台

铷钟单机以及采用３种不同方法（平均法、１２００ｓ

的稳定度优化和１２００００ｓ的稳定度优化）得到的

铷钟钟组的频率稳定度。图８表明，相对于单台

钟而言，钟组的整体性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图８　五台铷钟单机和钟组的频率稳定度（含漂移率）

Ｆｉｇ．８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Ｄｒｉｆｔ）ｆｏｒＦｉｖ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ＡＦＳａｎｄＣｌｏｃｋ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ｓ

星载频率系统的基本结构框图如图９所示，

其设计特点如下：① 所有钟的频率输出都统一

图９　星载频率系统结构框图

Ｆｉｇ．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Ｏｎｂｏａｒ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ｙｓｔｅｍ

到一个相同频率上；② 通过这种归一化技术，高

分辨率测量各台钟的相对频率和相位值；③ 根据

相位测量值，检测钟的异常或失效情况；④ 根据

频率测量值，通过算法校正输出频率，生成高性能

的钟组频率输出。

３　结　语

１）至２０１１年１月为止，ＳｐＴ为多个导航系

统及其他空间项目提供了６０多台铷钟和１５台氢

钟飞行件，２０多台正在预定轨道上工作。

２）ＧＩＯＶＥ５ａ铷钟和３ａ氢钟的正常在轨运

行性能，验证了这两种传统、成熟的星载钟技术能

够满足伽利略任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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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两种原子钟的技术改进显示了下一代导

航星载钟可以从重量和性能两方面改进。

４）由主动型氢钟、ＰｉｃｏＳｔｅｐｐｅｒ等关键设备

和相关控制算法组成的地面时间系统产生和维持

了具有极高短稳的导航系统时间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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