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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加窗犔犛犛犞犕拟合犌犘犛在
轨卫星钟差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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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ＳＳＶＭ）来对ＧＰＳ在轨卫星钟差数

据进行拟合，针对ＬＳＳＶＭ拟合钟差两端发散的现象，利用加窗的方法进行抑制。采用ＩＧＳ提供的精密钟差

进行算例分析，发现加窗ＬＳＳＶＭ钟差拟合算法比现有的钟差拟合算法精度更高，且基于多项式的核函数比

较适合加窗ＬＳＳＶＭ钟差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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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在利用ＧＰＳ进行精密单点定位时，通常会用

到由ＩＧＳ提供的精密在轨卫星钟差
［１］，而实际应

用中用到的钟差采样间隔或时刻与ＩＧＳ提供的

有所不同，因此，需要对钟差数据进行拟合，从而

得到实际需要时刻和间隔的钟差。由于在轨卫星

钟受周围复杂电磁环境的影响，其钟差数据中存

在一些不确定干扰量，所以现有的模型并不能很

好地拟合钟差数据［２７］。对此，本文提出用ＬＳＳ

ＶＭ
［８１２］来对在轨卫星钟差进行拟合。

１　算法原理

１．１　犔犛犛犞犕算法

设数据样本为狀维向量，某区域的犾个数据

样本及其值可表示为：

狓１，狔（ ）１ ，狓２，狔（ ）２ ，…，狓犾，狔（ ）犾 ∈犚
狀
×犚 （１）

关于ＳＶＭ的回归问题，即寻求一个最优的函数狔

＝犳（狓），是对样本以外的预测数据 狓犾＋１，狔犾（ ）＋１ ，

狓犾＋２，狔犾（ ）＋２ ，…，狓犽，狔（ ）犽 ，按一定的估计准则进

行计算，使得对样本数据拟合的误差最小。

ＬＳＳＶＭ是ＳＶＭ中的一种改良形式，其采用

等式约束取代了标准ＳＶＭ 的不等式约束，从而

将优化问题转化为：

ｍｉｎ
狑，犫，犲
犑（狑，犲）＝

１

２
狑Ｔ狑＋ξ

２∑
犾

犻＝１

犲２犻

ｓ．ｔ．狔犻＝狑
Ｔ

φ（狓犻）＋犫＋犲

烅

烄

烆 犻

（２）

其中，狑为系数向量，反映了函数的复杂度；犲为残

差向量；犫为常数项；ξ为调节常数。

引入拉格朗日函数并求解，将优化问题转化

为求解一个线性方程组：

０ 犢Ｔ

犢 Ω＋γ
－１犐

［ ］
犾

犫［］
犪
＝
０［］
狔

（３）

其中，犢＝ １ …［ ］１ Ｔ；Ω是一个方阵，且其元素

满 足 Ｍｅｒｃｅｒ 条 件；γ 是 调 节 常 数；犪 ＝

犪１ … 犪［ ］狀
Ｔ；狔＝ 狔１ … 狔［ ］狀

Ｔ。

运用最小二乘法求解该方程组。根据 Ｍｅｒ

ｃｅｒ条件，最终求得ＬＳＳＶＭ的估计函数为：

狔（狓）＝∑
犾

犻＝１

犪犻犓（狓，狓犻）＋犫 （４）

而满足 Ｍｅｒｃｅｒ条件的核函数有很多，常用的有径

向基核函数、多项式核函数等。

１．２　犔犛犛犞犕拟合钟差数据

由于传统的回归算法都是基于经验风险最小

化准则，如最小二乘法与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以及估计

概率密度的最大似然法，而经验风险最小化准则

只是对期望最小化准则的一种近似，ＬＳＳＶＭ 采

取结构风险最小化准则，其思想是选择经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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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置信范围之和的最小子集，就可以达到期望风

险的最小，而这个子集中可以使经验风险达到最

小的函数就是要求的最优函数。

基于ＬＳＳＶＭ拟合的钟差加密算法的具体步

骤为：① 选取需要进行加密的钟差数据，作为训

练集来进行训练，以每个钟差数值对应的历元作

为输入，以钟差值作为输出；② 选取核函数（本文

尝试选取不同的核函数）、核参数以及模型参数；

③ 根据第一步选取的输入和输出，运用设定的参

数来进行ＬＳＳＶＭ模型初始化；④ 把需要进行钟

差加密的历元作为输入，利用初始化后的ＬＳＳＶＭ

模型，对这些历元处的钟差进行回归建模，得到由

ＬＳＳＶＭ回归加密出来的钟差数据；⑤ 对由ＬＳＳ

ＶＭ回归加密出来的钟差数据进行精度分析。

２　算例与分析

采用由ＩＧＳ提供的间隔为３０ｓ的精密钟差

数据来对本文模型的拟合效果进行分析。通常钟

差数据加密时从１５ｍｉｎ加密到３０ｓ，或从５ｍｉｎ

加密到３０ｓ，二者的原理相同。本文从间隔为３０

ｓ的钟差数据中提取间隔为５ｍｉｎ的数据用不同

的算法进行拟合，把拟合结果与３０ｓ的钟差数据

进行对比，从而验证模型的优劣。既要对ＬＳＳ

ＶＭ对钟差的拟合效果与常用的精度较好的方法

进行比较，又要对比不同核函数对ＬＳＳＶＭ拟合精

度的影响，还应当分析ＬＳＳＶＭ对不同种类卫星钟

的拟合效果，故算例分为３个部分来进行。

２．１　算例１

选取ＰＲＮ０２卫星在ＧＰＳ１５４００周的钟差数

据，对分段线性插值、谱分析模型、ＬＳＳＶＭ 的拟

合效果与精度进行分析比较。首先，利用分段线

性插值对钟差数据进行拟合，在图１和表１中分

别显示了其拟合残差和精度。然后，利用谱分析

模型对钟差数据进行拟合，图２为钟差周期项的

频率———能量图，图３为谱分析效果图，图４与表１

图１　分段线性插值拟合残差

Ｆｉｇ．１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ｏｆ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显示了其拟合残差和精度。最后，用本文模型对

钟差进行拟合，ＬＳＳＶＭ 选用最常用的径向基核

函数，图５与表１显示了其拟合残差和精度。针

对ＬＳＳＶＭ拟合存在两端发散的情况，采用加窗

的方式来削弱其影响，图６显示了加窗前后的拟

合残差分布。

由图１、４、５可知，３种不同钟差拟合算法的

拟合残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精度比较见表１，

加窗ＬＳＳＶＭ 的精度高于其他两种模型。在图５

中，基于ＬＳＳＶＭ的钟差拟合算法存在着两端发

图２　钟差残差频率能量图

Ｆｉｇ．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Ｃ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ｒｓ

图３　谱分析效果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图４　谱分析模型拟合残差

Ｆｉｇ．４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图５　ＬＳＳＶＭ拟合残差

Ｆｉｇ．５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ｏｆＬＳＳＶＭ

３３０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９月

图６　加窗前后ＬＳＳＶＭ拟合残差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ＷｉｎｄｏｗｅｄＬＳＳＶＭ

表１　几种不同钟差拟合算法的精度比较／ｎｓ

Ｔａｂ．１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ｒＦｉｔｔ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ｎｓ

模型 最小 最大 平均 ＲＭＳ

分段线性插值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７２１０ ０．００５７６ ０．１８４２４

谱分析模型 ０．０００２３ ０．９４２５８ ０．００１４３ ０．２９８７５

加窗ＬＳＳＶＭ ０．００００８ ０．３２４８６ ０．００３７９ ０．１２６５０

散的现象，可以采用加窗法进行处理，图６显示了

加窗处理前后拟合残差的分布图，显然进行加窗

后的拟合算法的拟合残差比加窗前小得多。

２．２　算例２

在这个算例中，主要讨论不同的核函数对

ＬＳＳＶＭ钟差拟合效果的影响。由于ＬＳＳＶＭ 是

一种基于核函数的方法，所以核函数的选取会对

拟合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算例１中ＬＳＳＶＭ使

用的核函数是最为常用的径向基核函数，算例２

中用不同核函数的ＬＳＳＶＭ 对钟差进行拟合，并

分析其拟合效果及精度。本文用到了４个在核方

法中常见的集中核函数：① 径向基核函数（ｒｂｆ＿

ｋｅｒｎｅｌ）；② 线性核函数（ｌｉｎ＿ｋｅｒｎｅｌ）；③ 多项式

核函数（ｐｏｌｙ＿ｋｅｒｎｅｌ）；④ 多层感知核函数（ＭＬＰ＿

ｋｅｒｎｅｌ）。图７和表２反映了基于几种不同核函

数的钟差拟合效果。

　　图７中，基于几种不同核函数的ＬＳＳＶＭ 在

进行钟差拟合时两端都有不同程度的发散，必须

经过加窗处理才能得到较好的结果。由表２可

知，基于不同核函数的ＬＳＳＶＭ 加密钟差的效果

在同一个数量级，并且多项式核函数（ｐｏｌｙ＿ｋｅｒ

ｎｅｌ）比最常用的径向基核函数（ｒｂｆ＿ｋｅｒｎｅｌ）更为

实用。

图７　基于不同核函数的ＬＳＳＶＭ拟合效果图

Ｆｉｇ．７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表２　基于不同核函数的犔犛犛犞犕拟合精度

Ｔａｂ．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核函数 ｒｂｆ＿ｋｅｒｎｅｌ ｌｉｎ＿ｋｅｒｎｅｌ ｐｏｌｙ＿ｋｅｒｎｅｌ ＭＬＰ＿ｋｅｒｎｅｌ

ＲＭＳ／ｎｓ ０．１２６５０ ０．１３４８６ ０．１１０５６ ０．１７７９４

２．３　算例３

ＧＰＳ在 轨 卫 星 目 前 主 要 有 ３ 种 Ｒｂ 钟

（ＢＬＯＣＫⅡＡＲｂ，ＢＬＯＣＫⅡＲＲｂ，ＢＬＯＣＫⅡＲ

ＭＲｂ）和一种Ｃｓ钟（ＢＬＯＣＫⅡＡＣｓ），不同卫星

钟的性能有所不同，有必要利用加窗ＬＳＳＶＭ 对

不同种类的卫星钟分别进行拟合，用以验证加窗

ＬＳＳＶＭ的拟合效果。图８和表３显示了加窗

ＬＳＳＶＭ对不同种类卫星钟钟差数据进行拟合的

精度。

图８　加窗ＬＳＳＶＭ对不同原子钟拟合

加密钟差的精度比较图

Ｆｉｇ．８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ｉｎｄｏｗｅｄ

ＬＳＳＶ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ｏｃｋｓ

加窗ＬＳＳＶＭ拟合法对三种Ｒｂ钟和一种Ｃｓ

钟的拟合精度在同一个数量级，但Ｃｓ钟的拟合

精度明显较Ｒｂ钟低，这可能是由Ｃｓ钟自身的特

性引起的，但整体的拟合都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

的水平。

表３　加窗犔犛犛犞犕对不同原子钟拟合加密钟差的精度比较表

Ｔａｂ．３　Ｆｉｔｔ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ｉｎｄｏｗｅｄＬＳＳＶ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ｏｃｋｓ

ＰＲＮ编号 钟类型 平均ＲＭＳ／ｎｓ

０３，０８，０９，１０，２４，２７ ＢＬＯＣＫⅡＡＣｓ ０．４５７８

０４，０６，２５，２６，３２ ＢＬＯＣＫⅡＡＲｂ ０．１２１１

０２，１１，１３，１４，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３，２８ ＢＬＯＣＫⅡＲＲｂ ０．１４５４

０７，１２，１５，１７，２０，３１， ＢＬＯＣＫⅡＲＭＲｂ ０．１１１８

４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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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运用加窗法来减弱ＬＳＳＶＭ钟差拟合两

端发散的影响，加窗后的ＬＳＳＶＭ 比常用分段线

性插值和谱分析模型的精度都要高。对基于不同

核函数的ＬＳＳＶＭ 钟差拟合算法进行精度比较，

发现多项式核函数（ｐｏｌｙ＿ｋｅｒｎｅｌ）是一种比较适合

钟差ＬＳＳＶＭ 拟合的核函数。最后用加窗ＬＳＳ

ＶＭ对不同种类卫星钟的钟差进行拟合实验，得

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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