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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次研究了毫秒脉冲星ＰＳＲＪ１９３９＋２１３４共７．５ａ的双频计时残差序列的特征，通过分析不同行星星历

对脉冲星计时精度的影响，建议使用ＤＥ４２１；采用σ狕（τ）方法估计了脉冲星时与原子时的稳定度，发现脉冲星时

的稳定度一直处于上升趋势，６ａ高于１０－１５。由此可见，脉冲星时作为守时和授时的时间标准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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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主要利用原子钟作为守时和授时

系统的基础，但原子钟的长期稳定度相对较低，严

重制约着长期守时的精度［１］。而位于太阳系外的

脉冲星具有稳定、高速旋转的特性，且周期性地发

射脉冲信号，是自然界最稳定的天然时钟，通过对

脉冲到达时间（ＴＯＡ）的长期监测，表明其长期自

转频率非常稳定［２３］。利用脉冲星的绝好稳定性

建立脉冲星时［４６］，为脉冲星应用于守时和授时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稳定的时间尺度是建立时间标准的必要条件

之一，为了评定脉冲星时作为时间标准的可行性，

本文采用σ狕（τ）方法
［７］对脉冲星时和目前最精确

的时间标准（原子时）的长期稳定度进行了对比分

析研究，并分析了不同行星星历对脉冲星计时精

度的影响。

１　数学原理

１．１　脉冲星钟模型

ＴＯＡ是脉冲星计时的基本观测量，其参考时

间是地球时，地球在太阳的离心力和引力的交替

作用下，会对 ＴＯＡ产生以自然月为周期的正弦

变化的误差，该误差可达１ｍｓ
［８］，而太阳系质心

时对于脉冲星来说是惯性系，基本不存在周期误

差。因此，需要借助太阳系行星星历把地面观测

到的ＴＯＡ转化到脉冲到达太阳系质心的ＴＯＡ，

参考时间为太阳系质心时。

转换后，为了方便计算，一般用相位Φ 的泰

勒级数展开式描述脉冲星钟模型：

Φ＝Φ０＋狏（狋－狋０）＋
１

２
狏（狋－狋０）

２
＋… （１）

式中，Φ０、狏和狏分别是脉冲星在初始时刻狋０的相

位、频率、频率的一阶导数。Φ－Φ０ 为相位残差，

通常用（Φ－Φ０）／狏来表示计时残差，单位为ｓ。

１．２　表征时间稳定度参数的统计方法

描述时间尺度稳定度常用的表征参数是阿伦

方差［９］。阿伦方差的定义为：以固定采样率τ０ 采

样的信号，经过处理形成一个样本长度为 犕，持

续时间分别为τ０，２τ０，τ０，…，犿τ０（犿＜（犕－１）／２）

的数据组，求得每个数据组的平均值，两个组平均

的方差即为阿伦方差：

σ
２
狔 ＝ 〈珔狔狀－珔狔狀－（ ）１

２／２〉 （２）

式中，〈〉是总体平均；珔狔狀（τ）＝（狓狀－狓狀－１）／τ为时

间狋和狋＋τ之间的平均偏差；τ＝犿τ０。阿伦方差

还可以表示为归一化二阶微分的均方值：

犇２（狋，τ）＝
狓（狋＋τ）－２狓（狋）＋狓（狋－τ）

槡２τ
（３）

　　定义σ狔（τ）＝ 犇２（狋，τ槡 ）。根据式（１）给出的

计时模型，结合式（３）和σ狔（τ）的定义，可推断出

σ狔（τ）方法对狏的变化不敏感。而脉冲星的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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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忽略且量级变化较大，每颗脉冲星的狏都不相

同，因此，σ狔（τ）不适用于估计脉冲星时稳定度。

脉冲星的相位、自转频率及其一阶导数等天文参数

在应用计时模型（１）之前已经精确测定，所以计时

残差的三次差分是脉冲星计时残差中的最低阶偏

差。可利用三次差分模型［７］估计脉冲星时稳定度：

犇３（狋，τ）＝

狓（狋＋
τ
２
）－３狓（狋＋

τ
６
）＋３狓（狋－

τ
６
）－狓（狋－

τ
２
）

槡２５τ

（４）

　　定义σ狕（τ）＝ 犇３（狋，τ槡 ）。从推导过程可以看

出，σ狕（τ）方法对脉冲星的狏以及原子钟的频率漂

移都非常敏感。

２　数据解算与分析

１９８２年Ｂａｃｋｅｒ等利用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

发现了第一颗ｍｓ脉冲星（自转周期为１～２０ｍｓ

的脉 冲 星）ＰＳＲＪ１９３９＋２１３４，周 期 为 １．５６

ｍｓ
［１０］。Ｄａｖｉｅｓ等利用该 ｍｓ脉冲星６个月的

ＴＯＡ资料进行分析，采用σ狔（τ）方法计算６个月

的时间稳定度达到１０－１３，可与当时最精确的时间

尺度标准相媲美［１０］。为了定量分析脉冲星时的

长期稳定度，本文利用澳大利亚国家天文台（ＡＴ

ＮＦ）Ｐａｒｋｅｓ射电望远镜观测到的 ｍｓ脉冲星ＰＳＲ

Ｊ１９３９＋２１３４ 的 最 新 双 频 （１３４１ ＭＨｚ 和

１４０５ＮＨｚ）计时数据（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１００６，共７．５

ａ），双频计时数据更加有效地消除色散延迟对

ＴＯＡ的影响，根据互相关技术，由ＰＳＲＣＨＩＶＥ
［１１］

解算得到ＴＯＡ，然后借助太阳系行星星历，利用

ＴＥＭＰＯ２
［１２］获得计时残差（图１）和最新的位置、自

转频率及其变化率、色散等参数值（表１）。

表１　犘犛犚犑１９３９＋２１３４的主要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ＰＳＲＪ１９３９＋２１３４

参数 值

赤经／ｄｍｓ １９：３９：３８．５６０５０２７（３）

赤纬／ｄｍｓ ＋２１：３４：５９．１４９０５（４）

位置参考历元／ＭＪＤ ４７５００

频率／Ｈｚ ６４１．９２８２６１１０６６１８２７７７１（４）

频率一阶微分／１０－１４ －４．３３１３１３９６２８９１６７３×１０－１４（１）

频率参考历元／ＭＪＤ ４７８９９．５

色散／ｃｍ－３ｐｃ ７１．０４５６１６２３１９１６１５６４５６（２）

　　其中，表１的第二列括号内的数字，表示不确

定值。图１中，剔除了粗差较大（大于１个脉冲周

期）的计时残差。由图１可以看出，计时残差中不

仅包含白噪声，还含有红噪声。因此，需要对其

“白化”。一般情况下，尽可能拟合自转频率的更

高阶导数进行“白化”。本文为了达到白化目的，

依次提高了拟合项数，图２和图３分别给出了６

次和７次项拟合结果。

图１　ＰＳＲＪ１９３９＋２１３４

的计时残差序列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ＰＳＲＪ１９３９＋２１３４

　　

图２　ＰＳＲＪ１９３９＋２１３４

的计时残差序列（６次项拟合）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ＰＳＲ

Ｊ１９３９＋２１３４（６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Ｆｉｔｔｉｎｇ）

　　

图３　ＰＳＲＪ１９３９＋２１３４的

计时残差序列（７次项拟合）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ＰＳＲ

Ｊ１９３９＋２１３４（７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Ｆｉｔｔｉｎｇ）

　　理论上，提高拟合项数可以达到“白化”目的，

但为了防止浮点运算溢出，最多可拟合到１２项。

从图２和图３可以看出，随着拟合项数的增多，噪

声也随之而来，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降低了

计时残差的精度。因此，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方法

“白化”计时残差序列，即三角函数法［１２］：

Δ犚＝∑
狀

犽＝１

犃犽ｃｏｓ（犽ωΔ狋）＋犅犽ｓｉｎ（犽ω犮） （５）

ω＝
２π

犜（１＋４／狀）
（６）

式中，Δ狋是脉冲到达太阳系质心的时间与周期历

元的差值；犜是观测数据长度，以年为单位；狀由

实际观测数据而定；犃犽 和犅犽 由拟合计时残差得

到。计时残差减去式（４）的拟合项后，可达到白化

目的，如图４所示。

由此可见，移除脉冲星计时残差中的红噪声，

应该优先选择三角函数法。

脉冲星的计时残差序列是脉冲星时的基石，

因此，为了得到更小的计时残差，本文在解算计时

残差时，分别借助于过去常用的 ＤＥ２００、ＤＥ４０５

和ＩＥＲＳ于２０１０年最新公布的ＤＥ４２１行星星历

进行分析比较，得到的加权均方根误差分别是

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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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ＰＳＲＪ１９３９＋２１３４的计时残差序列（三角拟合）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ＰＳＲＪ１９３９＋２１３４

（ｔｒｉｇ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２．１２７μｓ、１．６７５μｓ和１．５５３μｓ，残差分布差异较

小，由于篇幅有限，序列图没有一一给出。结果表

明ＤＥ４０５和ＤＥ２００相比，可以提高脉冲星计时

精度，这一结论和文献［１２１３］结论一致；利用

ＤＥ４２１能够得到更高精度的计时残差，从而提高

脉冲星时的稳定度。

３　时间稳定度分析

利用§１．２中给出的基本思想，计算脉冲星

时和原子时稳定度的具体计算方法可以归纳为以

下３步。

１）计算观测时间长度犜。将ＴＯＡ采样时间

记作狋犻（犻＝１，２，３，…，狀），则时间长度犜＝狋狀－狋１。

２）计算时间稳定度。将计时残差及其误差

分别记作狓犻和σ犻（犻＝１，２，３，…，狀），这里的狓犻 是

借助ＤＥ４２１把ＴＯＡ从地球时转化到太阳系质心

时得到的计时残差，即图１中时间序列犮。将犜

划分为连续的不重叠的长度为τ的子区间，对每

一个子区间的残差进行三次多项式拟合：

犡（狋）＝犮０＋犮１（狋－狋０）＋犮２（狋－狋０）
２
＋

犮３（狋－狋０）
３ （７）

并使加权平方和 （狓犻－犡（狋犻））／σ［ ］犻
２ 最小，定义

σ狕（τ）为：

σ狕（τ）＝
τ
２

槡２ ５
〈犮３

２〉１／２ （８）

式中，〈〉代表子区间内的加权平均值，权重为犮３

的误差平方的倒数。由于每一个有效的子区间需

要进行三阶多项式拟合，因此，要保证该区间内至

少有４个观测量。为了方便计算σ狕（τ）以及稳定

度变化更加明了，只计算τ＝犜，犜／２，犜／４，犜／８，

…处对应的σ狕 值，实验结果σ狕 随时间的变化由对

数表示。

３）计算σ狕（τ）的误差。σ狕（τ）服从自由度为犖

的χ
２ 分布，犖 为式（８）中出现的犮３ 的平方的个

数。如果犖 比较小，则变为偏态分布，且分布的

中位数比平均值小，因此所得到的σ狕 偏小。可通

过不完全伽马函数犘（犪，狓）得到期望分布为６８％

的１σ误差范围值
［１４］。

为了和国际上现有的原子时稳定度在同时间

跨度内进行对比分析，本文选择了对国际原子时

标准贡献较大的３个机构的原子时数据，这３个

机构分别是 ＵＳＮＯ、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

（ＰＴＢ）和中国国家授时中心（ＮＴＳＣ）。利用它们

从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１００６的观测数据，采用σｚ（τ）方

法对这３个研究机构的原子钟数据和根据 ｍｓ脉

冲星ＰＳＲＪ１９３９＋２１３４定义的脉冲星时进行稳

定度估计分析，结果见图５。

图５　时间稳定度ｌｇ（σ狕）

Ｆｉｇ．５　Ｔｉｍｉｎｇ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ｇ（σ狕）

为了使得ｌｇ（σ狕）变化更加清楚，图５的横轴

用对数表示。从图５可以看出，１ａ内，脉冲星时

稳定度低于１０－１３，这跟脉冲星的短期计时精度较

差有关，但能够看出其稳定度在不断提高；３ａ的

计时长度，稳定度已经接近１０－１４，仍在提高；４ａ

时已经和 ＮＴＳＣ 的原子时稳定度相当，达到

１０－１４；６ａ的稳定度已经达到１０－１５，略高于 ＵＳ

ＮＯ的原子时稳定度，并且随着时间的积累，稳定

度仍旧有上升的趋势；同时可以看出，ＮＴＳＣ的原

子时稳定度在１ａ后有下降的趋势，７ａ内降低了

０．５个数量级；ＵＳＮＯ和ＮＴＳＣ的在４ａ后有降

低的趋势，３ａ内降低了近１个数量级，可能由于

原子钟老化，产生的钟偏和钟漂较大等原因造成，

使得原子时的长期计时存在红噪声，从而证实了

σ狕（τ）方法对红噪声比较敏感。故利用脉冲星的

高速稳定的自转特性建立的脉冲星时具有长期守

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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