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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实际采集的数据，从信噪比和定位残差上分析了犔２ 载波的数据质量，指出ＧＰＳ现代化后，用犔２

Ｃ码恢复的犔２ 载波信噪比明显提高，与犔１ 载波信噪比接近，两者的差值仅在５ｄＢＨｚ以内；用犔２Ｃ码恢复的

犔２ 载波比ＧＰＳ现代化前的犔２ 载波的信噪比更加稳定，不容易受卫星高度角的影响；同时利用犔２Ｃ码恢复的

犔２ 载波的定位残差比没有犔２Ｃ码的犔２ 载波小，定位精度明显提高。

关键词：ＧＰＳ现代化；犔２Ｃ码；残差；重建载波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在ＧＰＳ现代化前，每颗ＧＰＳ卫星发射两个

载波犔１（１５７５．４２ＭＨｚ）和犔２（１２２７．６０ＭＨｚ）信

号，在其相位上调制加载了测距码和导航电文，供

用户接收机使用［１］。因此，在进行载波相位测量

前，需要对载波相位进行解调工作，从而获取载波

相位观测值。目前的重建载波技术主要有码相关

法、平方法、互相关技术和Ｚ跟踪技术等，主要是

用来恢复具有已知Ｃ／Ａ码结构的犔１ 载波。其

中，相关法恢复的载波信号的信噪比最高，其他三

种方法均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载波的信噪比。ＧＰＳ

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增设了一个新的伪噪

声码，即犔２Ｃ码。本文对由犔２Ｃ码恢复的犔２ 载

波的观测质量进行了分析。

１　犌犘犛现代化措施

美国政府准备对ＧＰＳ实施现代化，在Ｂｌｏｃｋ

ⅡＲ卫星的犔２ 载波上增设了Ｃ／Ａ 码（或犔２ Ｃ

码），此外，在犔１ 和犔２ 载波上各增设一个军用的

伪噪声码（Ｍ 码），增加第三民用信号犔５（１１７６．

４５ＭＨｚ），并增加了卫星间的数据通道等。ＧＰＳ

现代化对卫星信号的改进情况如图１所示
［２］。

图１　ＧＰＳ现代化后的卫星信号

Ｆｉｇ．１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　增加的犆／犃码对犔２载波的影响

犔２Ｃ码调制在犔２ 载波上，码速率为１．０２３

ＭＨｚ，信噪比为４５．４ｄＢＨｚ，与犔１ 频段的信噪比基

本一致（犔１ 为４８．３ｄＢＨｚ），但具有不同于犔１Ｃ／Ａ

码的结构和长度［３］。犔２Ｃ码是由２个不同长度的

伪随机码相乘产生的，其中一个码的长度为１０２３０

码元，周期为２０ｍｓ，并带有速率为２５ｂｉｔ／ｓ的调制

数据；另一个码的长度为７６７２５０码元，周期为

１．５ｓ，不含调制数据
［４］。采用这种信号结构设计

的犔２ Ｃ码具有较强的数据恢复和信号跟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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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５］。

由于ＧＰＳ接收机可以产生与犔２Ｃ码结构完

全相同的复制码，而且犔２Ｃ码上没有调制导航电

文数据码，所以允许比较低的数据率，可以用码相

关技术获得信噪比特别低、信号比较弱的犔２ 载波

和Ｃ码伪距，不再依赖于犔１ 信号，减少了犔２ 载

波上发生周跳的可能性，同时也缩短了求解整周

模糊度的时间［６］。目前，Ｔｒｉｍｂｌｅ接收机可以接

收到犔２Ｃ码的卫星有４颗，分别是１２号、１５号、

１７号和３１号。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９日，在武汉用 Ｔｒｉｍｂｌｅ接收

机进行了观测，采集犔２Ｃ码的数据。表１为０时

０分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历元的接收数据，共观测到９颗

卫星，其中只有１２号和１７号卫星有犔２Ｃ码，并

且１２号和１７号卫星没有犘２ 观测值。表１中分

别列出了这９颗卫星的犔１ 载波、犔１ 载波上的Ｃ／

Ａ码、犔２ 载波、犔２ 载波上的Ｃ码、犔２ 载波上的Ｐ

码、犔１ 载波的信噪比和犔２ 载波的信噪比。

表１　犌犘犛观测数据

Ｔａｂ．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ＰＳ

卫星

号
犔１观测值 犆１观测值 犔２观测值 犆２观测值 犘２观测值 犔１信噪比 犔２信噪比

２ －１６６２１４３２．５８０ ２２０９２１８６．５４７ －１２９４０３９８．４４７ ０．０００ ２２０９２１８１．２９７ ４８．２５０４ ３７．５００４

４ －２３９７３１０６．９５６ ２０６３０４８４．６０２ －１８６６３３５６．４３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６３０４８１．４１４ ４９．０００４ ３７．０００４

１０ －３４２１８１９．０００ ２４５２３５９５．０６３ －２６４５１７９．１４６ ０．０００ ２４５２３５９５．６９１ ３９．７５０４ １９．０００４

１２ －４８５２１７７．８４８ ２４３９１４８１．２８１ －３７７２４６９．８４０ ２４３９１４７８．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０ ４１．７５００

１３ －７７５９１７５．８４７ ２３６２９３１０．２４２ －６０２８０５３．０８２ ０．０００ ２３６２９３０６．２４６ ４５．５００４ ３１．２５０４

１７ －２３５５６６６８．９０７ ２０７６１５３３．０５５ －１８３４９５１９．５０７ ２０７６１５２８．３３６ ０．０００ ４８．５０００ ４３．２５００

２０ －６０５１３４８．７８１ ２４１６８５７０．５５５ －４７０８２４６．２２３ ０．０００ ２４１６８５６６．７２３ ４２．７５０４ ２０．２５０４

２３ －５８３１０２９．２８７ ２４０４８７５１．０５５ －４５２５４９２．２９７ ０．０００ ２４０４８７４３．５１６ ４５．７５０４ ２６．７５０４

２８ －１２９６２２８９．０１４ ２３０１１１４８．０７８ －１００８５５９３．７６８ ０．０００ ２３０１１１４４．５９８ ４１．２５０４ ２０．５００４

３　试验及结果分析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９日，用 Ｔｒｉｍｂｌｅ接收机在武

汉布置了５个测站，每个测站上分别采集１２ｈ的

数据，采样率为１ｓ，然后用自编软件对数据进行

了处理与分析。在采集时间段内，观测到具有犔２

Ｃ码的卫星有１２号、１５号和１７号。

３．１　信噪比（犛犖犚）试验分析

ＳＮＲ主要受天线增益参数、接收机中相关器

的状态、多路径效应三个方面的影响［７］。ＧＰＳ载

波的信噪比可以反映载波的信号质量问题。

本文将采集到的数据提取出一段时间的犔１

和犔２ 载波观测值的信噪比随高度角的变化，如图

２所示。图２中，横坐标为观测时段的历元数，从

第１个历元到第８６３９８个历元。当曲线为信噪

比曲线时，使用左边纵坐标；当曲线是高度角时，

使用右边纵坐标。图２（ａ）至２（ｃ）分别为具有犔２

Ｃ码的１２号、１５号和１７号卫星的信噪比随高度

角的变化图，图２（ｄ）至２（ｆ）分别为没有犔２Ｃ码

的５号、１８号和４号卫星的信噪比随高度角的变

化图。

图２　犔１ 载波和犔２ 载波的信噪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ＮＲＢｅｔｗｅｅｎ犔１ａｎｄ犔２ＣａｒｒｉｅｒＰｈ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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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２可以看出，１２号、１５号和１７号卫星的

犔１载波和犔２ 载波的信噪比非常接近，而５号、１８

号和４号卫星的犔１ 载波与犔２ 载波的信噪比的区

别比较大，信噪比都随卫星高度角发生变化，在卫

星高度角达到最大时，信噪比也同时达到最大。

５号和１２号卫星出现了两个时段，高度角比

较低，在３０°以下。在第一个卫星出现的时间里，

１２号卫星的犔１ 载波和犔２ 载波的信噪比差值仅

在５ｄＢＨｚ左右，而５号卫星的犔１ 载波和犔２ 载

波的信噪比差值基本在２０ｄＢＨｚ左右；第二个卫

星出现的时间，犔１ 载波和犔２ 载波的信噪比仍然

和第一个卫星出现时间的信噪比的趋势一致。同

时，从图２可以看出，５号卫星的犔２ 载波信噪比

的变化率比犔１ 载波信噪比的变化率大，而具有

犔２Ｃ码的１２号卫星的犔１ 载波和犔２ 载波的信噪

比随高度角变化的趋势比较一致，特别是在卫星

升起时，５号卫星的犔２ 载波比犔１ 载波的信噪比

变化更快。

１５号和１８号卫星在中间时刻出现，卫星高

度角由０°变化到５０°。从图２（ｂ）、２（ｅ）可以看出，

１５号卫星的犔１ 载波和犔２ 载波的信噪比的差值

仅在５ｄＢＨｚ左右，而１８号卫星的犔１ 载波和犔２

载波的信噪比差值在１５ｄＢＨｚ以上。随着高度

角的变化，１５号卫星的犔１ 载波和犔２ 载波的信噪

比的变化率比较接近，但１８号卫星的犔２ 载波信

噪比的变化比犔１ 载波信噪比的变化快，当在卫星

升起和落下时，犔２ 载波信噪比曲线的斜率明显比

犔１ 载波信噪比曲线的斜率大。

１７号和４号卫星出现在观测时段的开始时

间，高度角由０°变化到４５°。图中显示出１７号卫星

的犔１ 载波和犔２载波的信噪比的差值小于５ｄＢＨｚ

左右，而４号卫星的犔１ 载波和犔２载波的信噪比的

差值在１８ｄＢＨｚ以上，同时，４号卫星的犔２ 载波

的信噪比曲线比犔１ 载波的信噪比曲线陡。

因此，由上文的数据显示，ＧＰＳ现代化后，具

有犔２Ｃ码的卫星的犔２ 载波的信噪比比没有犔２Ｃ

码的卫星的犔２ 载波的信噪比高，犔２ 载波恢复的

数据质量好。同时，随着高度角的变化，ＧＰＳ现

代化后的犔２ 载波与犔１ 载波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

力，恢复的数据质量比较稳定。

３．２　定位试验分析

为了验证犔２ 载波数据的质量和定位精度，本

文对上述提供的观测数据用自编软件进行了双差

定位处理。数据处理模式为：选取具有犔２Ｃ码的

１７号卫星作为参考卫星，组成四个卫星对，分别

为１７１０、１７１３、１７２８、１７１２，其中，１２号卫星也

是具有犔２Ｃ码观测值的卫星，对犔１ 载波解算后

的残差图如图３（ａ）至３（ｄ）所示，对犔２ 载波进行

解算后的残差图如图３（ｅ）至３（ｈ）所示。图３中，

横坐标表示时间段，纵坐标表示残差大小。将图

中的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列于表２。

从表２可以看出，卫星对１７１２的犔１ 残差标

准值与犔２ 残差标准值相差只有－０．００２ｍ，平均

值差值为０．００４ｍ，最小值差值为０．００５ｍ，最大

值差值为－０．００５ｍ，差值均在 ｍｍ级。虽然卫

星对１７１０、１７２３、１７２８的平均值差值也在 ｍｍ

级，但是其标准值差值都超过了１ｃｍ，最小值偏

差最大达到了０．０２８ｍ，最大值差值最大达到了

表２　卫星残差值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卫星对
平均值／ｍ 标准差／ｍ 最小值／ｍ 最大值／ｍ

犔１ 犔２ 差值 犔１ 犔２ 差值 犔１ 犔２ 差值 犔１ 犔２ 差值

１７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０

１７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８

１７２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０．００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０

１７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５

图３　卫星残差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Ｐｌｏｔ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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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３０ｍ。因此可以得出，具有犔２ Ｃ码的卫星对

１７１２组成的犔１、犔２ 双差载波的残差比较接近，

相差只有几个ｍｍ，犔２ 载波的双差定位精度明显

提高，可以认为犔１ 载波和犔２ 载波具有较为接近

的观测精度。对于其他卫星对，由于没有犔２ Ｃ

码，犔２ 载波的恢复依靠于犔１ 载波，因此两者的残

差差别比较大。

４　结　语

ＧＰＳ现代化后，在犔２ 载波上增加民用码犔２

Ｃ码，利用犔２Ｃ码来恢复犔２ 载波具有重要的意

义：① 恢复的犔２ 载波的信噪比比较好，与犔１ 载

波的信噪比相当，两者差值在５ｄＢＨｚ以内。因

此，用这样的犔１ 和犔２ 载波的组合相位观测值包

含的误差较小，精度较高，使得用来求解模糊度的

时间将至少减少到原来的１／２。② ＧＰＳ现代化

后，犔２ 载波恢复的数据质量比较稳定，具有较强

的抗干扰能力。③ ＧＰＳ卫星在犔２ 载波上调制Ｃ

码，双频ＧＰＳ接收机能够采用码相关法独立重建

高信噪比双频载波，使得双频接收机的制造成本

下降，扩大了用户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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