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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ＧＮＳＳ软件接收机的基本原理出发，阐述了ＧＮＳＳ软件接收机的基本组成及优点，重点介绍了信号

处理模块中的捕获策略、跟踪方案以及误差模型的实现方法。为了测试核心模块设计的正确性与有效性，进

行了真实采集信号捕获与跟踪结果的验证以及定位精度测试。结果表明，接收机的信号捕获策略、跟踪方案

以及导航解算算法正确，可实现单点静态定位，且在ＧＤＯＰ值小于４的情况下定位精度优于１０ｍ，具有良好

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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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硬件ＧＮＳＳ接收机有着很强的处理能

力，但是在面对信号现代化、弱信号处理、多模工

作与多传感器综合应用等挑战时，却有些力不从

心。因此，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接收机软件

化的发展方向上来。本文阐述了 ＧＮＳＳ软件接

收机的基本原理、核心模块设计和原型系统，最后

进行了软件接收机真实信号采集与测试分析。

１　犌犖犛犛软件接收机基本原理

传统ＧＮＳＳ接收机的射频前端和信号处理

部分是由专门定制的芯片来实现的［１］。由于信号

处理算法全部在芯片内部实现，一旦芯片定型，用

户很难改变相应的参数或更换新的算法［２，３］。在

ＧＮＳＳ软件接收机中，信号处理利用通用处理器

及相应软件实现，可带来极大的灵活性。

ＧＮＳＳ软件接收机基本组成如图１所示。图

１中，ＧＮＳＳ软件接收机主要包括硬件结构的射

频前端设备和软件结构的信号处理部分。与传统

硬件接收机有明显不同的是信号相关部分被移至

通用处理器并通过软件实现，硬件部分只需要一

个下变频数字采样单元，数字中频信号流被传送

至计算机，在计算机上运行软件进行相关捕获、追

踪解调及定位处理。

图１　ＧＮＳＳ软件接收机基本构成框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ＧＮＳ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２　犌犖犛犛软件接收机信号处理模块

２．１　相关处理器设计

硬件ＧＮＳＳ接收机的相关处理器通常都是

通过硬件来实现的。而 ＧＮＳＳ软件接收机相关

处理是基于ＰＣ机或ＤＳＰ的中频信号处理程序实

现对ＧＮＳＳ中频采样数据的处理。相关器的作用

就是完成ＧＮＳＳ中频信号的载波剥离、码相关和积

分累加处理。该相关器包括信号的捕获、跟踪、解

调以及卫星导航电文数据与观测数据的获得。本

文相关处理器采用１２通道并行处理
［２］，各通道结

构基本相同，分为捕获、跟踪、解调、同步以及获观

测量等５个单元。捕获单元实现本地码与接收信

号的粗同步；跟踪单元与相关器构成跟踪环路，实

现对信号码相位和载波多普勒的跟踪处理；数据解

调单元进一步消除载波相位误差，解调出导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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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同步单元实现位同步和子祯同步；获观测量单

元获得卫星的导航电文数据与观测数据。

２．２　信号捕获策略

本文采用离散傅立叶变换（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ＤＦＴ）和快速傅立叶变换（ｆａｓｔ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ＦＦＴ）算法来捕获信号。在该算法中，

对频率的搜索仍然在时域进行，但利用ＦＦＴ变换

进行码相位的搜索，可减少计算量，提高软件接收

机的运算速度。其基本原理如下所示［４，５］。

长度为犖 的有限序列狓（狀）的ＤＦＴ变换为：

犡（犽）＝∑
犖－１

狀＝０

狓（狀）ｅｘｐ（－犼２犽π狀／犖） （１）

对两个长度为犖 的序列狓（狀）和狔（狀）进行相关运

算的公式为：

狕（狀）＝∑
犖－１

犿＝０

狓（犿）狔（狀＋犿） （２）

结合式（１）、（２），可得到相关运算的 ＤＦＴ变换

为：

犣（犽）＝∑
犖－１

狀＝０
∑
犖－１

犿＝０

狓（犿）狔（狀＋犿）ｅｘｐ（－犼２犽π狀／犖）

＝犡


（犽）·狔（犽） （３）

　　从式（３）可以看出，两个序列狓与狔 的相关

运算结果可通过计算其ＤＦＴ变换犡 和犢，然后

用犡 的复共轭与犢 相乘，并作傅立叶反变换获

得。这种方法使原本需要在１０２３个码位上进行

相关运算变为只需进行一次ＦＦＴ、一次乘法及一

次ＩＦＦＴ运算，大大降低了运算复杂度。信号捕

获得到了信号中所含的卫星号、Ｃ／Ａ码大致相位

与载波大致频率，其后需要将信号放入各个通道

进行处理，以获得准确跟踪和调制在载波上的数

据。将接收到的中频信号采样数据记为狓（狀），本

地产生的数字信号记为狔（狀），按照式（１）～（３）进

行相应的计算，ＦＦＴ的计算点数取４０９６点（实际

中可以选择设置点数）。这样，当本地生成信号狔

（狀）与输入信号狓（狀）进行相关时，本地信号包含

正确的ＧＮＳＳ信号和正确的频率分量，当达到正

确的码相位时输出将形成峰值，从而对ＧＮＳＳ信

号实现捕获。

２．３　信号跟踪方案

信号捕获完成后，只获得了信号相位和载波

多普勒频差的粗略值。为了得到更精确的值以解

调出导航电文，就需对信号的码相位和载波相位

进行跟踪［６］。在普通的ＧＮＳＳ接收机里，载波跟

踪和码片跟踪都是通过环路实现的。无论是载波

跟踪环还是码跟踪环，通常都是由鉴别器、环路滤

波器和ＤＣＯ（或ＮＣＯ）组成。

２．３．１　码跟踪环路中的码鉴别器

本文采用归一化超前减去滞后功率，其表达

式为：

犞ＧＰＳ
ＮＯＲＭ（ετ）＝犞

ＧＰＳ
ＥＭＬＰ／ＮＯＲＭ＝

［（犐犈２ＧＰＳ＋犙犈
２
ＧＰＳ）－（犐犔

２
ＧＰＳ＋犙犔

２
ＧＰＳ）］

［（犐犈ＧＰＳ＋犐犔ＧＰＳ）
２
＋（犐犈ＧＰＳ＋犐犔ＧＰＳ）

２］

＝犚
２［ε（犽）－δ］－犚

２［ε（犽）＋δ］ （４）

式中，犞ＧＰＳ
ＮＯＲＭ（ετ）为码鉴别器输出控制量；ετ为码跟

踪误差；犐犈ＧＰＳ为超前同相路；犙犈ＧＰＳ为超前正交

路；犐犔ＧＰＳ为滞后同相路；犙犔ＧＰＳ为滞后正交路；

犚［·］为卫星接收信号理想的自相关函数。这

里，超前滞后码片设定为δ＝０．５ｃｈｉｐ。

２．３．２　载波跟踪环路鉴频器

在ＦＬＬ跟踪环中，鉴频器算法采用归一化的

叉积自动频率跟踪算法，其鉴频器输出为：

Δ犳犽 ＝
１

２π犜
犪·

ｔａｎ
犐（犽－１）犙（犽）－犐（犽）犙（犽－１）

犐（犽－１）犐（犽）＋犙（犽）犙（犽－１［ ］） （５）

式中，犜为预检积分时间。

２．４　误差模型的确定

考虑到各种误差对定位精度的影响，电离层

误差模型选择中高纬度地区的 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

对流层误差模型采用经典的霍普菲尔德改正模

型［２，４，７］。由于霍普菲尔德改正模型的温度参数

不便确定，本文采用一经验模型替代：

Δ＝
２．４７

ｓｉｎξ＋０．０１２１
（６）

式中，ξ表示卫星与接收机位置间的仰角。

卫星钟钟差是用导航电文转播出来的校正参

数改正的［３］，其二阶多项式为：

δ狋＝犪犳０＋犪犳１（狋－狋狅犮）＋犪犳２（狋－狋狅犮）
２
＋Δ狋狉

（７）

式中，犪犳０为时钟偏移；犪犳１为时钟漂移；犪犳２为频率

漂移；狋狅犮为时钟数据基准时间；狋为当前时间历元；

Δ狋为由相对论效应引起的校正值。

最后，在最终定位结果解算时要注意地球自

转的影响。

３　犌犖犛犛软件接收机原型系统

３．１　系统界面

系统主程序界面如图２所示。主界面的主要

功能是显示捕获跟踪状态以及定位结果。

３．２　主要功能

１）信息显示功能。在主界面及各子界面中，

捕获、跟踪相关通道信息、导航信息等都有所显

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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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ＧＮＳＳ软件接收机原型系统主界面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ＧＮＳ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示、其中，包括一些程序的中间值显示、信息的图

形显示、实时卫星分布图显示和定位结果在地图

上的显示。

２）算法演示功能。主要包括信号捕获和跟

踪各算法演示以及与Ｇａｌｉｌｅｏ对应的ＢＯＣ信号的

相关演示，同时通过基带设置、门限设置、运行时

间设置和通道设置来控制系统运行。

３）数据选择与存储功能。该软件接收机可

以处理实时数据，也可选择非实时数据进行处理，

存储的数据包括星历文件、卫星相关信息以及定

位结果等。

４）算法选择功能。该系统在运行前可以进

行算法选择，包括信号捕获算法，码跟踪环路和载

波跟踪环路、ＰＶＴ位置解算算法选择，并预留相

关接口，能作进一步的算法研究。

４　真实信号实测分析

４．１　真实信号捕获与跟踪测试

为得到真实ＧＰＳ信号，采集ＧＰＳ卫星信号，使

用捕获算法对其捕获。在捕获过程中，采集信号数

字 中 频 为 ４．１２３ ９６８ ＭＨｚ，采 样 率 为

１６．３６７６６７ＭＨｚ，捕获算法采用ＦＦＴ循环相关算

法。对真实ＧＰＳ卫星采集数据的第６号卫星进行

捕获与跟踪，其捕获与跟踪结果如图３、４所示。

图３　真实采集第６号卫星捕获结果

Ｆｉｇ．３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Ｎｏ．６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图４　真实采集第６号卫星跟踪结果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Ｎｏ．６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从图３可知，捕获到了第６号卫星的信号，表

明算法正确可行。通过对３２颗卫星的捕获，可捕

获到第３、６、１５、１６、１８、２１、２２、２６、２９号等卫星。

同样，从图４可以看出，所采用的信号跟踪算法正

确可行。

４．２　真实信号定位精度测试

该系统的主要算法（包括ＧＰＳ捕获算法、跟

踪算法、导航电文产生算法、定位部分算法等）精

度符合要求，在 ＧＤＯＰ值小于４的情况下，定位

精度优于１０ｍ（９５％），基本满足实验需要，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定位结果精度实测分析

Ｔａｂ．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数据文件 时间段 标准值（水平） 数据总数 达到９５％的精度 数据分布图

ＰＫＵＧ０７３１

（北京大学）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４日

５：４０：００～６：０２：３８

－２１６８５８５．７６７

　４３８６５６０．６７８
１３５４ １０．０

　　在表１的数据分布图中，图形横坐标表示定

位结果狓方向与标准值的差，纵坐标表示狔方向

与标准值的差，坐标原点即为标准值的对应位置，

并表示了各个时刻的位置点，圆所包含的部分为

概率９５％时对应的水平精度，数据文件均为１ｓ

输出１次结果。由数据分布图可知，定位结果主

要分布在［－１０，１０］ｍ之间，比较稳定。另外，位

置解算水平精度都在１０ｍ左右（２σ）。

９７５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５月

参　考　文　献

［１］　ＴａｎｇＢｉｎ，ＬｉｕＳｈｕｓｈｉ，Ｔ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ａ犔１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Ｇ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ＦＧＰＳＳｉｇｎ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Ｃ］．Ｔｈｅ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Ｇｕｉｌｉｎ，２００６

［２］　ＴｓｕｉＪ．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ａ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ＮｅｗＹｏｒｋ：

Ｗｉｌｅｙ，２０００

［３］　唐斌，董绪荣，刘舒莳，等．动态环境下ＧＰＳ软件接

收机研究［Ｊ］．系统仿真学报，２００７，１９（８）：１０８７

１８１０

［４］　ＫｏＳＪ，ＷｏｎＪＨ，ＬｅｅＪＳ．ＦＦＴａｎｄＰＬＬＢａｓｅｄ

ＧＰＳ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ｏ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Ｇ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Ｊ］．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３，８（２Ｂ）：７１９７２１

［５］　张勇，林宝军，徐志瀚．软件 ＧＰＳ接收机信号搜索

捕获的仿真实验研究［Ｊ］．系统仿真学报，２００６，１８

（９）：２６４６２６４９

［６］　陈颖，张福洪．伪卫星接收机数字平台的设计与实

现［Ｊ］．现代电子技术，２００５，２８（２３）：４４４５

［７］　ＳｈａｒａｗｉＭＳ，ＫｏｒｎｉｙｅｎｋｏＯＶ．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

Ｒａｄｉｏｓ：ａ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ＧＰ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Ｃ］．

ＩＥＥＥ／Ａ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ｒｄａｎ，２００７

第一作者简介：张飞舟，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卫星导航、软件

接收机、智能交通。系统以及３Ｓ过程应用，已发表论文８０余篇。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ｚ＠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犐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狀犱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狅犳犌犖犛犛犚犲犮犲犻狏犲狉犛狅犳狋狑犪狉犲

犣犎犃犖犌犉犲犻狕犺狅狌１　犢犃犖犌犇狅狀犵犽犪犻
２
　犆犎犈犖犑犻犪

１
　犆犎犈犖犅狅犵犪狀犵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ｎｅｃｅｓ，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５Ｙｉｈｅｙｕａｎ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ｅｉｈ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３７Ｘｕｅｙｕａｎ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ＧＮＳ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ｗｅｒｅｄｅ

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ＧＮＳ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Ｔｈｅｋｅｙｍｏｄｕｌ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ｏｄｕｌｅ，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ｍｏｄｕ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ｗｅ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ｅｍｐｈ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ｔｅｓ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ｍｏｄｕｌｅｓ，ａｃｔｕａ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ａｃ

ｑｕｉｒ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ｃａｎｂｅ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ｃａｎｒｅａｃｈ１０ｍ

ｗｈｅｎＧＤＯＰｖａｌｕｅｉ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ＮＳＳ；ＧＰ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ｉｇｎａｌ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ＮＧＦｅｉｚｈｏｕ，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１ＴＳ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Ｈｅｈａ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８０ｐａｐｅｒｓ．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ｚ＠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０８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