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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电文的内容组成与结构特点，在考虑导航电文结构设计中影响导航电文性

能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导航电文结构性能评估的一般准则与方法。作为应用实例，对ＧＰＳ和ＧＬＯ

ＮＡＳＳ导航电文结构的性能作了初步分析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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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４日和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７日，美

国公布了新的ＧＰＳ空间段与用户段之间的接口

规定文件———ＩＳＧＰＳ７０５
［１］和ＩＳＧＰＳ２００Ｒｅｖｉ

ｓｉｏｎＤ
［２］，分别规定了犔５ 上的信号与导航电文

（ＩＳＧＰＳ７０５）、犔１ 上传统的信号与导航电文以及

犔２ 上的民用信号与导航电文（ＩＳＧＰＳ２００Ｒｅｖｉ

ｓｉｏｎＤ）。后来又分别于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２日和

２００６年３月７日公布了这两个文件的最新修订

版。在这两个文件中，规定了一种新的民用导航

电文的结构———ＣＮＡＶ（犔５ 上的导航电文被称作

犔５ＣＮＡＶ，实际上，其结构与犔２ 上的ＣＮＡＶ完

全相同，仅数据发送速率不同）。与ＧＰＳ一直使

用的导航电文（ＩＳＧＰＳ２００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Ｄ中称之为

ＮＡＶ）相比，ＣＮＡＶ的内容和结构有了许多变化，

特别是结构变化很大。内容与结构的变化均反映

了导航电文设计的新趋势，必然给导航定位的性

能带来影响。为了充分利用ＧＰＳ导航资源，应该

对导航电文结构的性能进行定性及定量评

估［３，４］。本文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探讨，并

对目前ＧＰＳ与ＧＬＯＮＡＳＳ导航电文的性能进行

了分析。

１　导航电文的内容与结构

１．１　导航电文的基本内容

为了实现导航定位，导航电文中应提供系统

时间、卫星位置（即卫星星历）、卫星时钟改正等数

据，这些数据是导航电文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组成

部分，而且实时性要求高，可以称之为即时数据。

为了提高系统服务的性能和可靠性，电文中还包

括有系统及卫星工作状况信息，这些信息的实时

性要求也非常高，甚至超过卫星星历等数据。另

外，为了辅助用户接收机捕获卫星信号，电文中还

提供了卫星的历书（又称作卫星日程表）等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称之为非即时数据。近年来，为了

进一步提高导航定位的精度，有些系统的导航电

文中还增加了差分改正数据［１，２］。

１．２　导航电文结构的特点

导航电文中所包含的不同内容具有不同的时

效性，如即时数据和非即时数据。一般来说，用户

接收机希望尽快收到卫星星历和卫星时钟改正等

数据，以便尽快定位，完好性信息（如系统工作状

态等）也希望能够及时提供，而接收其他数据的紧

迫性则要弱一些。从整体结构上来说，导航电文

应能够满足不同时效性数据的发播要求。

为了使用户接收机在捕获卫星信号后能够取

得数据同步，发现和纠正数据传输中出现的错误，

正确地获取所需的数据，导航电文中应该提供数

据同步手段和检错纠错手段，所以导航电文中应

包括有数据同步码和数据检错码甚至纠错码［５］。

导航电文的作用不仅仅是给用户提供定位所

需的数据，还要给用户提供系统时间。导航电文

一般以固定长度的数据段（常被称作帧）为基本单

位进行发送，帧的发送与系统时间之间有一定的



　第３３卷第５期 陈　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电文结构的性能评估

对应关系。用户可以在接收数据过程中获得系统

时间。

一个帧中，导航电文的内容与系统时间之间

的关系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不固定的，如果不

固定，则每个帧中还要给出本帧电文内容的标识

信息。

综上所述，导航电文的结构具有下列特点：

① 从整体结构上来说，导航电文结构应满足具有

不同时效性和不同更新周期的数据的时效性要

求；② 导航电文的内容包括同步码、导航信息、时

间信息和检错纠错码等，以同步码开始，中间为各

种信息，最后为检错纠错码；③ 导航电文帧的长

度是固定的；④ 如果帧中的数据内容与系统时间

之间没有对应关系，则帧中应包括内容标识信息。

２　导航电文结构性能的评估

导航电文设计中要考虑各种不同数据的时效

性、所需发送的数据量、时间关系、电文结构的可

扩充性和灵活性以及通信资源利用率等多种因

素，因此，电文结构性能的评估标准也不应是单一

的，而应以这些因素对导航电文的影响为出发点

来考虑如何对导航电文结构的性能进行评估。由

于导航电文结构性能的优劣由多个方面来体现，

其中有些方面难以进行量化，如可扩充性和灵活

性，因此，本文对导航电文的评估采用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方法。

由于缺乏正式的、系统的导航电文结构性能

进行评估的方法及准则，经综合分析研究，笔者认

为，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来对导航电文结构的性能

进行评估。

１）一个数据单元内的总数据量

一个数据单元是指以重复周期最长的数据的

发播周期为基准的一个计量单位，在这个计量单

位内，所有发播的数据的总和就是一个数据单元

的总数据量。由于数据重复周期不同，在一个数

据单元内，有些数据会多次重复发播。设数据种

类共有犿种，第狀（狀＝１，２，…，犿）种数据有犻狀 位，

在一个数据单元内发播的重复次数为犼狀，则总数

据量狊为：

狊＝∑
犿

狀＝１

犻狀·犼狀 （１）

　　总数据量和数据重复周期决定着单位时间内

需要发播的数据量，即导航电文发播的速率。在

数据重复周期相同的情况下，总数据量少，则导航

电文发播所需的数据发送速率低，有利于提高通

信的可靠性。

２）用户接收机首次定位时间（ＴＴＦＦ）

用户接收机首次定位时间是考察导航电文性

能的一项重要指标。由于随导航信号的结构与特

性以及用户接收机性能的不同，用户接收机从开机

至捕获到卫星信号的时间长短不同，这段时间的长

短与导航电文的结构无关。这里所说的首次定位

时间是指用户接收机开机并捕获到卫星信号以后，

从开始接收导航电文至接收到完整的定位计算所

需数据的时间。一般来说，定位计算所需的数据包

括卫星星历、卫星钟改正数据等即时数据。

用户接收机首次定位时间由即时数据的数据

量、数据发播速率和重复周期决定，由于导航电文

的结构不同，用户接收机首次定位时间的计算方法

也不完全相同。设即时数据的数据量为犱（单位为

ｂｉｔｓ），数据发播的速率为狏（单位为ｂｉｔ／ｓ），数据重

复周期为狋（单位为ｓ），则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ＴＴＦＦｍｉｎ＝犱／狏，ＴＴＦＦｍａｘ＝狋＋犱／狏 （２）

　　ＴＴＦＦ平均值的计算与导航电文的具体结构

有关，一般情况下为ＴＴＦＦｍｉｎ和ＴＴＦＦｍａｘ的算术

平均值。实际的计算与导航电文中即时信息的具

体位置安排有关，计算公式会稍做改动。

３）用户接收机接收一组历书数据所需的时

间

虽然历书数据对实时性要求不高，但历书数

据有助于提高用户接收机捕获卫星的速度和选择

具有最好几何因子的卫星，所以用户接收机仍需

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接收到历书数据。用户接

收机接收历书数据的时间主要取决于导航电文中

历书数据发送的重复周期。对于导航电文结构与

内容具有固定时间关系的导航电文来说，接收历

书所需的时间计算比较简单，而对于结构与内容

没有固定时间关系的导航电文来说，则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计算。

４）电文结构的可扩充性、灵活性

导航电文结构的可扩充性体现在电文结构是

否能够对电文内容进行增加，同时也相应地增加

数据量，也就是说，电文结构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

空间来容纳电文增加新内容所需的数据。电文结

构的可扩充性一般是在电文中预留一些数据空间

来实现。电文结构的灵活性则体现为电文内容是

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电文内容发播的时间和

更新周期是否可以改变等。电文结构的可扩充性

和灵活性只能从定性的角度进行分析。

５）通信资源利用率

通信资源的利用率一般由电文中空白数据段

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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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用的数据位数与电文总数据量（含同步码）之

比来表示。设空白位数为犽，总数据位数为犿，则

通信资源的利用率狊为：

狊＝犽／犿 （３）

　　对于结构固定的导航电文来说，通信资源利

用率可以使用式（３），而对于结构灵活、数据发送

没有规律的导航电文，通信资源利用率的计算方

法要根据实际发送情况对公式作适当修改。

３　犌犘犛与犌犔犗犖犃犛犛导航电文结构

的性能

３．１　总数据量

ＧＰＳ的ＮＡＶ结构电文中，数据重复周期最

长的是历书数据，需一个超帧才能发送一遍。一

个超帧由２５个帧构成，每个帧由５个子帧构成，

每个子帧由１０个字构成，每个字３０ｂｉｔｓ，所以总

数据量为３０×１０×５×２５＝３７５００ｂｉｔｓ。ＮＡＶ数

据的发送速率为５０ｂｉｔ／ｓ，数据全部发送一遍需

７５０ｓ。可以看出，ＮＡＶ 的发送周期还是比较长

的，但由于即时数据是每帧发送一遍，所以即时数

据的重复周期是３０ｓ。

ＧＰＳＣＮＡＶ结构电文采用一种长度为３００

ｂｉｔｓ的基本结构，可以称作数据块。按照发送不

同的数据内容来构成不同类型的数据块。如卫星

星历为类型１０和类型１１数据块，时钟改正参数

为类型３０～３７数据块。ＣＮＡＶ电文数据的发送

速率为 ２５ｂｉｔ／ｓ（或 ５０ｂｉｔ／ｓ）（括号中为 犔５

ＣＮＡＶ的参数，下同），每１２ｓ（６ｓ）可发送一个数

据块。由于数据块和时间之间没有固定联系，什

么时候发送什么类型的数据块也没有明确规定，

只是按照不同数据的时效性规定了各种数据的最

大重复周期。如卫星星历和时钟改正等即时数据

的重复周期为４８ｓ（２４ｓ），历书的更新周期为２０

ｍｉｎ（１０ｍｉｎ）。经粗略计算，ＣＮＡＶ的总数据量

约为３００００ｂｉｔｓ。

ＧＬＯＮＡＳＳ的导航电文
［６］数据内容较少，所以

数据量小。其电文结构由超帧、帧和数据串构成，

每个超帧由５个帧构成，每个帧由１５个数据串构

成，每个数据串由８５ｂｉｔｓ的数据和同步码构成，同

步码占用的时间相当于１５ｂｉｔｓ，所以一个数据串可

认为是１００ｂｉｔｓ，则总数据量为１００×１５×５＝７５００

ｂｉｔｓ。数据发送速率为５０ｂｐｓ，数据全部发送一遍

需１５０ｓ，即时数据的重复周期为３０ｓ。

３．２　用户接收机首次定位时间（犜犜犉犉）

为了简化计算，又不影响计算结果的实质，作

以下假设：① 由于随硬件设计的不同，用户接收

机捕获卫星信号的时间（即锁定ＰＲＮ的时间不

同）也不同，因此分析中不考虑卫星信号的捕获时

间；②假设用户接收机是多通道的，可同时跟踪

所需数量的卫星并采集数据；③假定用户接收机

没有采用差分工作方式，不接收差分改正数据；

④用户接收机计算位置所需的时间与接收数据的

时间相比可忽略。计算结果见表１。

表１　用户接收机首次定位时间／ｓ

Ｔａｂ．１　Ｕｓｅｒ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ＴｉｍｅｔｏＦｉｒｓｔＦｉｘ／ｓ

导航电文 ＴＴＦＦｍｉｎ ＴＴＦＦｍａｘ ＴＴＦＦ平均

ＧＰＳＮＡＶ １８ ４８ ３３

ＧＰＳＣＮＡＶ ３６ ６０ ５１

ＧＰＳ犔５ＣＮＡＶ １８ ３０ ２５．５

ＧＬＯＮＡＳＳ １０ ４０ ２５

３．３　用户接收机接收一组历书所需的时间

用户接收机接收一组历书所需的时间基本上

是发播一遍历书数据所花费的时间。ＧＰＳＮＡＶ

为７５０ｓ（１２．５ｍｉｎ）。按ＧＰＳＣＮＡＶ规定，简化

历书最大更新周期为２０ｍｉｎ（１０ｍｉｎ），ＧＬＯ

ＮＡＳＳ为１５０ｓ（２．５ｍｉｎ）。

３．４　电文结构的可扩充性、灵活性

ＧＰＳＮＡＶ和ＧＬＯＮＡＳＳ结构比较固定，为

了能够给系统扩展和改进留有余地，保留了大量

未定义的数据位，以通信资源的浪费换取灵活性。

而ＧＰＳＣＮＡＶ则不同，一旦需要扩展系统功能，

增添新的数据种类，则可以采取定义一种新类型

的数据块的方式来解决。ＣＮＡＶ中一共可以定

义６４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块，目前已定义的为１４

种，还有很大的扩展余地。

３．５　通信资源利用率

经统计［７］，ＧＰＳＮＡＶ的通信资源利用率为

８６．３％，ＧＰＳＣＮＡＶ的通信资源利用率为９７％。

ＧＬＯＮＡＳＳ一个超帧为７５００ｂｉｔｓ，而保留位数为

１４６ｂｉｔｓ
［３］，其通信资源利用率为９８％。

３．６　综合评价

为了对上述导航电文的结构进行整体评价，

将前面的分析结果列于表２。可以看出：① ＧＰＳ

ＮＡＶ 与 ＧＰＳＣＮＡＶ 的总数据量相当，ＧＬＯ

ＮＡＳＳ的总数据量较小，有利于缩短数据的重复

周期，如历书数据。② 与用户接收机首次定位时

间相关的即时数据重复周期方面，ＧＰＳＮＡＶ与

ＧＬＯＮＡＳＳ相同，但ＧＰＳＣＮＡＶ稍长一些，原因

是ＧＰＳＣＮＡＶ数据的发送速率低，其优点是通

信可靠性高。而ＧＰＳ犔５ＣＮＡＶ因数据发送速率

高而使得即时数据的重复周期最短。③由于即

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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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导航电文性能评价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ａｎｄＧＬＯＮＡＳＳ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ｓｓａｇｅ

电　文

ＧＰＳＮＡＶ ＧＰＳＣＮＡＶ ＧＰＳｌ５ＣＮＡＶ ＧＬＯＮＡＳＳ

总数据量／ｂｉｔｓ ３７５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电文发送速率／ｂｐｓ ５０ ２５ ５０ ５０

即时数据重复周期／ｓ ３０ ４８ ２４ ３０

历书数据重复周期／ｓ ７５０ １２００ ６００ １５０

用户接收机首次定位时间（平均值）／ｓ ３３ ５１ ２５．５ ２５

电文结构的可扩充性和灵活性 　　中等 　　好 　　好 　　差

通信资源利用率／％ ８６．３ ９７ ９７ ９８

　　　　　　注：用户接收机接收一组历书所需的时间与历书数据重复周期基本相同。

时数据的重复周期短及电文结构等原因，ＧＰＳ犔５

ＣＮＡＶ用户可以更快地接收即时数据，因而用户

接收机首次定位时间最短。④ ＧＬＯＮＡＳＳ导航

电文的通信资源利用率最高，但是其灵活性和可

扩充性最差。ＧＰＳＣＮＡＶ和 ＧＰＳ犔５ＣＮＡＶ不

仅通信资源的利用率很高，在系统扩展和增强、增

加功能方面也具有很好的灵活性。

综上所述，ＧＰＳ犔５ＣＮＡＶ统筹考虑了不同

数据的时效性、通信资源利用率、系统功能扩展性

等因素，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一

种较好的导航电文结构。

随着卫星导航技术的不断发展，导航电文的

内容与结构也会不断地变化，对其性能评估的方

法和准则也必将不断地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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