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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了 X射线脉冲星信号辐射模拟技术的发展概况，分析了当前基于非齐次泊松过程（non‑homoge‑
neous poisson process, NHPP）的 X射线信号数值模拟方法，在此基础上，采取了一种齐次泊松过程与经典概

率相结合的数值模拟方法，与 NHPP的模拟方法相比，该方法能够避免对流量密度函数的积分及对积分函数

的求逆过程，可以大幅度简化数值模拟的计算流程，且适用于具有任意流量密度强度的脉冲星信号辐射模拟，

并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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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脉冲星导航是当前发展航天器自主导

航技术的重要研究方向，能为深空和星际飞行器

的自主导航提供有效技术支撑［1‑2］。脉冲星导航

技术的研究主要包括 3方面工作：建立与维持高

精度的导航用脉冲星星表；研制高性能轻便型 X
射线探测器；发展完备的导航理论与算法［3］。通

过大量观测获取丰富的脉冲星 X射线探测数据

是开展以上相关研究的基础。由于 X射线信号

无法穿过大气层到达地面，现有空间观测手段在

技术和平台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导致实测数

据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研究的需要。探讨如何在

实验室建立一套 X射线辐射系统，实现对脉冲星

X信号的逼真模拟，成为脉冲星导航研究面临的

重要问题［4］。为此，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机构建

立了地面试验系统，分别采用实物和数值两种方

法实现对脉冲星 X射线辐射信号的模拟。

在实物模拟方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

德飞控中心于 2012年前建立了地面实验系统，所

研制的 X射线源模拟器能够精确模拟脉冲星流

量密度、自转频率、统计轮廓和相位等相关参数，

有效支撑了 X射线定时和导航技术的空间站探

测器（station explorer for X‑ray timing and naviga‑
tion technology，SEXTANT）任务的实施［5‑6］。与

美国相比，中国多家单位也同期展开实物模拟研

制，如国防科技大学［7‑8］、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9‑10］、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11］、西安电子科技大学［12‑13］等分别基于不同原

理建立实物模拟系统。

在数值模拟方面，2004年，Sale等［14］提出了

基 于 泊 松 点 过 程 的 数 值 模 拟 方 法 ；2010 年 ，

Emadzadeh等［15］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方法，基于

非齐次泊松过程（non‑homogeneous Poisson pro‑
cess，NHPP）进行了算法实现；基于该算法，李建

勋等［16］研究了 X射线脉冲星信号的最大似然到

达时间（time of arrival，TOA）估计；Yu［17］研究了

地球空间轨道的 X射线脉冲星导航性能；2015
年，桂先洲等［18］对 NHPP算法进行了改进，通过

利用分段函数模拟脉冲轮廓，解决了由于脉冲轮

廓函数积分及积分函数的反函数不易求解的

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对基于 NHPP的 X
射线脉冲星信号模拟方法进一步改进，主要采取

了齐次泊松过程（homogeneous Poisson process，
HPP）与经典概率相结合的数值模拟方法，与前

述方法相比，避免了对轮廓积分函数及其反函数

的求解问题，简化了计算流程，提高了算法适用

性，并通过算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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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值模拟理论与方法研究

脉冲星距离遥远，所辐射的 X射线信号到达

地球附近空间后会变得十分微弱，需要用探测面

积大、背景噪声低的轻便型探测器接收。X射线

探测器通过记录入射光子与探测器碰撞时的响

应时刻，达到测量光子 TOA的目的。由于脉冲

星 X射线信号非常弱，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两

个以上光子同时到达探测器的事件，加之探测器

存在死时间，无法同时识别两个以上的光子碰撞

事件，因此，X射线脉冲星信号的探测过程与泊松

过程较为类似。泊松过程是随机过程的一种，它

以事件发生的时间定义，在每一个时间间隔内发

生的事件数是一个随机变量，遵循泊松分布。泊

松过程分为HPP和 NHPP，如果随机事件发生的

强度为常数，不随事件的变化而变化，则事件过

程为 HPP；如果事件发生的强度与时间有关，则

事件过程为 NHPP［19］。由于 X射线脉冲星辐射

信号随相位变化而变化，因此，模拟其信号通常

使用NHPP。
1.1 NHPP的数学描述

描述随机事件累计发生次数的过程称为计

数过程或点过程。对于任意观测时间间隔 ( t0，tf)，
记{ti}M

i= 1
为该时间段内任意具有时间递增的观测

序列{t1，t2⋯tM}，即 t0 ≤ t1 < t2 <…< tM ≤ tf，其

中，M是一个随机变量，代表序列{t1，t2⋯tM}的采

样计数。

定 义 Nt=max{ }n,tn ≤ t 为 点 过 程 ，用

{Nt，t≥ 0} 表 示 。 如 果 该 点 过 程 满 足 以 下 条

件［15］，则此过程为具有时变速率的NHPP：
1）t0 = 0，N 0 = 0；
2）P（Nt+ Δt-Nt=1）=λ（t）Δt，Δt→ 0；
3）P (Nt+ Δt- Nt≥ 2) = 0，Δt→ 0；
4）Nt-Ns，t>s是独立随机过程增量。

对于固定的时间 t，在时间间隔为 (0，t) 的
NHPP 的 计 数 Nt 为 随 机 变 量 ，服 从 参 数 为

∫0
t

λ ( )ξ dξ的泊松分布［15］。在该固定时间内，随机

变量Nt= k的概率为：

P (Nt= k) =
( )∫0

t

λ ( )ξ dξ
k

exp ( )-∫0
t

λ ( )ξ dξ
k! （1）

均值和方差为：

E [Nt]= var [Nt]= ∫0
t

λ ( )ξ dξ≜ Λ ( )t （2）

对任意时间间隔 ( t，s)，NHPP的计数 Nt- Ns

为随机变量，服从参数为 ∫s
t

λ ( )ξ dξ的泊松分布。

在该任意固定时间段内，随机变量Nt- Ns= k的
概率为：

P (Nt- Ns= k) =
( )∫s

t

λ ( )ξ dξ
k

exp ( )-∫s
t

λ ( )ξ dξ
k!

（3）
均值和方差为：

E (Nt-Ns)=var (Nt-Ns)=∫s
t

λ ( )ξ dξ≜Λ ( )t -Λ ( )s
（4）

到达时间集{ti}M
i= 1

的 M维联合概率密度函

数为：

P ({ti}Mi= 1,M) = {e-Λ∏i= 1M λ ( )ti,M ≥ 1
e-Λ,M = 0

（5）

以上有关NHPP的定义和基本性质是进行 X
射线脉冲星信号辐射模拟的基础。

1.2 X射线脉冲星辐射信号的模拟过程

1.2.1 确定 X射线流量模型

模拟脉冲星 X射线辐射信号的前提是确定

脉冲星流量模型，其主要由背景环境和脉冲星源

的光子流量构成：

λ ( t) = λb+ λsh (ϕ det ( t)) （6）
式中，λb= η∙b∙A；λs= η∙s∙A；h (ϕ)为周期脉冲轮

廓；ϕ det ( t)为探测相位；λb为 X射线背景流量；λs为

X射线脉冲星流量；b和 s分别为背景环境和脉冲

星的 X射线流量密度；A为探测器面积；η为探测

效率。若观测起始时间为 t0，初始相位为 ϕ 0，探测

信号频率为 f (τ)，则时刻 t的探测相位为：

ϕ det ( t) = ϕ 0 + ∫ t0
t

f (τ) dτ （7）

式中，f ( t) = fs+ fDoppler ( t)；fs为 X射线脉冲星自转

频 率 ；fDoppler ( t) = fs ∙ v ( )t c 为 多 普 勒 频 移 。 将

式（7）代入式（6），可得时刻 t的探测相位表达

式为：

ϕ det ( t) = ϕ 0 + fs ( t- t0)+ ∫ t0
t

fDoppler (τ) dτ （8）

进一步可得时刻 t的探测流量为：

λ ( t)=λb+λsh ( ϕ0+fs ( t-t0 )+∫ t0
t

fDoppler ( τ ) dτ )
（9）

式（9）为在已知背景环境和脉冲星 X射线流

量密度、脉冲星自转频率、探测器运动速度、探测

面积和效率等输入参数条件下的 X射线流量模

型。若探测器速度 v ( t) = v为常数，则流量模型

为稳频模型；若探测器速度 v ( t)不为常数，则流

量模型为变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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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生成 X射线光子TOA序列

生成 X射线光子 TOA序列需要用到基于联

合密度函数的算法。

定 义 U 为 (0，1) 区 间 上 的 随 机 变 量 ，令

g (u) = F -1
y (u)，F -1

y ( ∙)是 F y ( ∙)的反函数。 y=
g (u)是具有 F y (y)分布的随机变量，则由 P{Y ≤
y}= F y (y)知第 ti个光子TOA的概率为［15］：

P{Z> z|tn= t}= 1- F z|tn= t (z|tn= t) （10）
可解得：

P{Z> z|tn= t}=exp{- [Λ ( t+ z)-Λ ( t)]} ( 11 )
将式（11）代入式（10）得到：

F z|tn= t (z|tn= t) = 1- exp{- [Λ ( t+ z)- Λ ( t)]}
（12）

进一步求解其反函数为：

F -1
z|tn= t (z|tn= t) =- t+ Λ-1 [Λ ( t)- ln (1- z)]

（13）
在不存在损耗的情况下，可得 Z的表达式为：

Z=- t+ Λ-1 [Λ ( t)- lnU ] （14）
进一步可证明-lnU是一个服从指数分布的

随机变量［11］，则第 n+1个 X射线光子的到达时间

tn+ 1时刻可以由以下方法模拟得到：

tn+ 1 = Λ-1 [Λ ( tn)+ E ] （15）

式中，Λ ( tn)为 tn时刻脉冲星 X射线流量模型的积

分函数；Λ-1为流量模型积分函数的反函数；E为

期望值等于 1的指数随机变量。

利用上述方法模拟脉冲星 X射线光子 TOA
的难点在于脉冲星 X射线流量模型积分函数及

反函数的求解。通常情况下，脉冲星 X射线辐射

模型（即 X射线脉冲星累积轮廓）是一个数值统

计模型，需要选取适当的解析表达式对数值统计

模型拟合后生成 X射线辐射的函数模型。在此

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求解函数模型的积分表达式

和该积分表达式的反函数。由此可见，该方法涉

及复杂的解析运算过程，为避免此类问题的求

解，本文采取了一种相对简便模拟方法。基本过

程如下：（1）基于脉冲星 X射线辐射特性建立函

数模型 λ ( t)；（2）求解脉冲星 X射线辐射函数模型

的最大值 λmax；（3）以函数模型的最大值为强度参

数仿真 NPP，得时间间隔序列{si}n
i= 1

；（4）求齐次

泊松分布生成时间序列所对应函数模型值 λ ( si)；
（5）产生一个 (0，1)区间上的与 HPP时间序列等

长的随机序列{xi}n
i= 1

，若 x≤ λ ( )si λmax，保留 si，

否则舍弃；（6）将保留的 si重新输出即可。

以上模拟过程将NPP与经典概率论相结合，

模拟过程最多只涉及对脉冲星 X射线流量密度

的求导运算，避免了对函数模型的积分及积分函

数的求逆，有效简化了计算流程，适用于具有任

意流量密度函数的 X射线脉冲星辐射信号模拟。

2 算例分析

2.1 X射线脉冲星信号辐射的函数模型构建

信号辐射的函数模型也称标准轮廓，是开展

脉冲 TOA测量、衡量脉冲星测距精度的重要指

标，也是表征脉冲星 X射线辐射强度的主要指

标。不同脉冲星具有不同的轮廓特性，同一脉冲

星在不同辐射频段的轮廓形状也不尽相同。通

过大量观测所获得的具有相对稳定形状的脉冲

轮廓一般称为标准轮廓。标准轮廓能够从统计

意义反映脉冲星 X射线辐射的长期特性，是进行

X射线脉冲星信号模拟的基础。本文采取数值模

拟方法得到的 Crab和 B1509两颗脉冲星的标准

轮廓如图 1所示。

由图 1可知，在通常情况下，流量密度函数很

难用完美的解析表达式来表征，这给其积分函数

及积分函数的反函数求解带来困难。一般采用

分段拟合可以对流量密度函数进行解析表达，但

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误差。由于函数分段也导

图 1 Crab和 B1509脉冲星标准轮廓

Fig.1 Crab and B1509 Pulsar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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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积分函数及其反函数需要分段处理，因此，增

加了模拟计算复杂性。

2.2 数值模拟及可行性验证

基于本文采取的信号模拟方法和构建的两

颗脉冲星标准轮廓函数，对两颗 X射线脉冲星辐

射信号的 TOA进行了数值模拟，利用皮尔森卡

方统计量进行轮廓折叠，再与标准轮廓比较验证

模拟方法的可行性。如果经过多次模拟能够生

成与标准轮廓相似的脉冲轮廓，则证明该方法是

可行的。

观测时间 500 s、5 000 s和 50 000 s模拟 Crab
和 B1509脉冲星辐射的 X射线光子 TOA序列，

以及由此序列生成的脉冲轮廓与标准轮廓的比

较如图 2和图 3所示。

由图 2和图 3模拟结果可见，对于同一颗脉

冲星，观测时间越长，脉冲折叠过程所用的仓数

越多，生成的脉冲轮廓越接近标准轮廓；对于不

同脉冲星，脉冲轮廓越尖锐、脉冲半宽越小，相同

时间内生成的脉冲轮廓越精确。该模拟方法产

生的 TOA序列能够按照一定周期折叠生成脉冲

轮廓，且结果与现有实测数据处理结果总体一

致，证明本文所提模拟方法具有可行性。

3 结 语

X射线脉冲星探测信号的模拟方法主要有实

物模拟和数值模拟两种。实物模拟可有效测试

和检验 X射线探测器的性能并评估基于该探测

器的导航精度，但受物理器件性能制约，实物模

拟精度有限、成本较高；数值模拟能够根据输入

参数生成任意数量和精度的 X射线脉冲星辐射

图 2 模拟 Crab脉冲星在不同观测时长下 图 3 模拟 B1509脉冲星在不同观测时长下

所得到的TOA序列及折叠生成的脉冲轮廓 所得到的TOA序列及折叠生成的脉冲轮廓

Fig.2 Simulated TOAs Series and Folded Pulse Profiles Fig.3 Simulated TOAs Series and Folded Pulse Profiles
for Crab Pulsar Under Different Observation Periods for B1509 Pulsar Under Different Observation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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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成本低、灵活性强，可有效支撑脉冲星导航

系统整体性能的评估，但不具备测试与检验 X射

线探测器性能的能力。因此，两种模拟方法在应

用上各有优势、相互补充，共同为脉冲星导航系

统的性能测试和评估提供重要技术支持。

本文主要研究 X射线脉冲星信号的数值模

拟方法，有别于当前基于 NHPP的模拟方法，采

取了一种基于 HPP与经典概率论相结合的数值

模拟方法，该方法避免了求解流量模型的积分函

数及其反函数，简化了计算流程，适用于具有任

意流量密度强度的脉冲星信号辐射模拟，并通过

算例分析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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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of X‐Ray Pulsar Radiation Signal

REN Hongfei 1，2 LIU Siwei 1，2 JI Jianfeng 1，2 ZHOU Qingyong 1，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information Engineering, Xian 710054, China
2 X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At present,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X‑ray pulsar radiation signals is essential for
the research on pulsar navigation. It can generate observation signals of any quantity and quality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It is thus more cost‑effective, maneuverable, and flexible than physical simulation, with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ulsar navigation.Methods：The development of simu‑
lation technologies of X‑ray pulsar radiation signals is reviewed, and the current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s
of X‑ray pulsar signals based on the non‑homogeneous Poisson process are analyzed. Then, a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combining the homogeneous Poisson process with classical probability is utilized, and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is discussed in detail.Results：：With the flux density functions of
the Crab and B1509 pulsars, the time of arrival (TOA) of the signals of the two X‑ray pulsars is numerically
simulated in different observation periods. Then, the pulse profiles of the two pulsars are folded through
Pearson chi‑square statistics. 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for a certain pulsar, a longer observation time
means more bins used in the process of pulse profile folding and a generated pulse profile closer to the pro‑
file template. For different pulsars, a sharper pulse profile and a smaller pulse half‑width indicate a more ac‑
curate pulse profile generated over the same observation time. As a result, the X‑ray pulsar radiation sig‑
nals simulated by this method can fold according to certain periods for the generation of pulse profiles, and
the results are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existing space observation results. This proves that the pro‑
posed simulation method is feasible. Conclusions：：Compared with the simul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non‑homogeneous Poisson process, the proposed method saves the effort of solving the integral of the flux
density function and the inversion of the integral function, thereby greatly simplifying the calculation pro‑
ces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It is suitable for the simulation of pulsar radiation signals with any flux density.
Key words：pulsar navigation；X‑ray source；signal simulation；Poiss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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