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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犘犛软件接收机弱信号捕获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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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所建立的ＧＰＳ接收信号模型，从消除互相关干扰的角度出发，设计了ＧＰＳ弱信号捕获系统。并

通过仿真测试出相关的系统参数及系统对捕获灵敏度的改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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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接收机只能捕获到ＳＮＲ较大的ＧＰＳ信

号，本文称为强信号；而在某些复杂环境中，如城

市高楼间的阴影区、森林树木浓密或者峡谷内部

等，接收ＳＮＲ比强信号低２０ｄＢ以上的卫星信号

称为弱信号。由于ＧＰＳ使用的Ｃ／Ａ码具有三值

互相关的特性［１］，强弱信号间的互相关值与弱信

号的自相关值相当，使得弱信号不易被接收机正

常捕获，甚至被错误捕获。

ＧＰＳ接收机提高弱信号捕获能力的方法主

要有以下两种：① 增加接收机的相干和非相干

积分时间［２］，其实质是通过增加所用数据的长度

来提高捕获时的信噪比。但相干积分时间受导航

电文比特翻转特性的限制，不能无限增长，通常采

用半比特即１０ｍｓ。② 削弱强信号对弱信号的互

相关干扰。文献［１］提出了一种自适应Ｃ／Ａ码正

交的互相关消除算法（ＡＯＵＣ）。文献［３］提出了

一种子空间投影相减的算法。

１　信号模型与系统设计

设接收机在经过下变频和采样后的中频信号

为：

犢犽 ＝∑
犖

犻＝１

犃犻犇犻（狋犽）犆犻［（１＋η犻）（狋犽－τ犮犻）］·

ｃｏｓ［（狑犐犉 －狑犱犻）狋犽＋犻］＋犖犽 （１）

令 犕 表示相对于 １ ｍｓ积分时间的相干积

分段；犜表示Ｃ／Ａ码周期；^狑犱犼表示接收机的多普

勒搜索频点。则接收机对任意的第犼颗星进行捕

获时，去载波后相关器输出可以表示为：

狇＝
狋狊
犜∫

（狀＋犕）犜

狀犜
犢犽犆犼［（１＋^η犼）（狋－^τ犼）］ｅｘｐ

｛ｊ［（狑犐犉 －狑^犱犼）狋＋^犼］｝ｄ狋＝犉（τ，犻，^犻）＋
犃犻狋狊
２犜

∫
（狀＋犕）犜

狀犜 ∑
犖

犻＝１，犼≠犻

｛犇犻（狋犽）犆犻（狋－τ犻）犆犼［（１＋^η犼）（狋－^τ犼）］

ｅｘｐ［ｊ（狑犱犻－狑犱犼）狋＋犼（犻－^犼）］｝ｄ狋＋犣 （２）

式（２）第一部份犉（τ，犻，^犻）表示自相关项；犣表示

相关器输出的噪声；中间部份表示互相关项。对

于互相关项，接收机犐、犙通道的相关器输出波形

主要取决于以下两项［７］：

∫
（狀＋犕）犜

狀犜
犆犻（狋－τ犻）犆犼（狋－^τ犼）ｓｉｎ（Δ狑犱狋）ｄ狋 （３）

∫
（狀＋犕）犜

狀犜
犆犻（狋－τ犻）犆犼（狋－^τ犼）ｃｏｓ（Δ狑犱狋）ｄ狋 （４）

　　积分器相当于低通滤波的作用，大多普勒频

差（Δ狑犱）的部份被削弱，而剩下小多普勒频差部

份。而且互相关干扰随多普勒频差的改变呈周期

变化（周期为１ｋＨｚ）。

系统采样频率为５．７１４ＭＨｚ，使用基于ＦＦＴ

的频域捕获方法先对所有卫星进行遍历搜索初次

捕获，记录捕获的若干强信号的多普勒和码相位

等参数。在强信号跟踪环路入锁以后，把其载波

和码相位信息反馈到弱信号的捕获通道中。弱信

号捕获流程及互相关消除算法实现框图分别如

图１、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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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弱信号捕获流程

Ｆｉｇ．１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ｏｆＷｅａｋＳｉｇｎａｌｓ

图２　互相关消除算法

Ｆｉｇ．２　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　弱信号检测

接收机相关器输出的信号为：

狔犿×狀 ＝狔（狀，犳犱）＝

狔犳犱１１ 狔犳犱１２ … 狔犳犱１（狀－１） 狔犳犱１狀



狔犳犱犿１ 狔犳犱犿２ … 狔犳犱犿（狀－１） 狔犳

熿

燀

燄

燅犱犿狀

（５）

根据系统的采样频率，若相干积分时间分别为５

ｍｓ和１０ｍｓ，则犿分别为９１、１８１。从图１看出，

使用５ｍｓ和１０ｍｓ相干积分时间进行捕获时，多

普勒干扰带差别不大，但接收机多普勒搜索点数

却成倍增加，因此弱信号检测阶段折中选择５ｍｓ

的相干积分，则狀＝５７１４×５＝２８５７０。而又因为

Ｃ／Ａ码的周期性，相关峰也会以犜＝１ｍｓ的周期

出现。所以为了节省计算量，在最后解算中，截取

狀＝５７１４。

设相关器输出的第一相关峰为狔（犿０，狀０），在

同一个多普勒频偏犿０下，定义第二相关峰为 狔^

（犿０，^狀０）＝ｍａｘ［狔′（犿０，狀０）］。其中狔′（犿０，狀０）表

示去掉第一相关峰及第一相关峰左右相邻一个码

片内ｆｉｘ［犳狊犜］个相关值后的输出矩阵（ｆｉｘ［·］表

示取整运算）。互相关干扰捕获结果对比如图３。

对于多普勒频点为犿０ 的弱信号互相关干扰

检测方法的定义为：

图３　互相干扰捕获结果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犎０：
狔（犿０，狀０）－狔

Λ

（犿０，狀
Λ

０）

σ犿
０

Λ ＞犞，无互相关干扰

犎１：
狔（犿０，狀０）－狔

Λ

（犿０，狀
Λ

０）

σ犿
０

Λ ＜犞，有互相关干扰。

式中，^σ犿
０
为狔′（犿０，狀０）的标准差：

σ^犿
０
＝
∑

犖－２ｆｉｘ［犳狊犜
］

狀＝１

狔′（犿０，狀）

犖－２ｆｉｘ［犳狊犜］

而犞 则表示判决的门限。

仿真先固定一个强信号信噪比为－９ｄＢ，犞

分别为１、３、５，弱信号信噪比在－３２～－２５ｄＢ的

情况下，得到互相关干扰检测概率性能如图４；再

固定弱信号信噪比为－２９ｄＢ，犞 在１～３范围内

该检测方法的检测概率及虚警概率如图５。

从图４可以看出，当犞＞１，且弱信号ＳＮＲ＜

－２７ｄＢ时，该检测方法的检测概率能超过９０％，

而且对于相同的ＳＮＲ，犞 越大，其互相关干扰检

测概率越大，当然，此时虚警概率也会越大。由图

６可得到，当犞＝２．２时，检测概率和虚警概率差

最大，因此选择犞＝２．２。

３　强信号重构

强信号重构目的在于估计并恢复出能量较强

的卫星信号，在弱信号捕获阶段把所估计的强信

号去除，从而尽可能地消除由强信号造成的互相

关干扰。忽略η的影响，令

犛犽 ＝犆（狋犽－τ犽）ｃｏｓ［（狑犐犉 －狑^犱）狋犽＋^］（６）

犃^ ＝∑

犖
ｓａｍｐ

犽＝１

犛犽犢犽／∑

犖
ｓａｍｐ

犽＝１

犛犽犛犽 （７）

７４８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７月

利用强信号良好的自相关特性，式（７）中分子部分

的主要能量来自于强信号。因此在相干积分时间

段内重构的强信号可以表示为：

犛狉犲 ＝犃^犛犽

由式（７）可以得出，相干积分时间越长，犖ｓａｍｐ越

大，犛狉犲就越接近真实信号。

４　互相关消除算法的性能分析

４．１　捕获概率

在选定一个强信号信噪比为－９ｄＢ的前提

下，设相干积分时间为５ｍｓ，没有额外的非相干

积分时间累加，信道噪声选择高斯白噪声，得到互

相关消除前后接收机对不同信噪比弱信号的捕获

概率如图６。

发现当弱信号的ＳＮＲ＜－２９ｄＢ时，该算法

的引入对弱信号提取的改善程度并不明显，捕获

概率低于７０％。然而当弱信号的ＳＮＲ＞－２９ｄＢ

时，捕获概率高于８０％，互相关消除算法的引入

大大提高了接收机对弱信号的捕获能力。表明了

此方法对弱信号捕获改善的最佳适用范围：强弱

信号间信噪比差在２０ｄＢ左右。

图４　互相关干扰

检测概率

Ｆｉｇ．４　犘犱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ＮＦ

　　　

图５　不同门限的检测

概率与虚警概率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犘犱ａｎｄ犘犳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犞

　　　　

图６　互相关消除前后

对弱信号的捕获概率

Ｆｉｇ．６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

ｔｅｒ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４．２　弱信号相关峰值的改善

选定两个强信号分别为４、２８号星，其输入信

噪比均为－７ｄＢ，多普勒偏移均为０Ｈｚ，码相位

分别为６００和８００；弱信号为２０号星，其输入信

噪比－２７ｄＢ，多普勒偏移为１０００Ｈｚ，码相位为

６００。在使用互相关消除算法前，接收机只能捕获

到４、２８号星，捕获不到２０号星，在互相关消除算

法后能捕获到２０号卫星，其捕获结果如表１。

表１　互相关消除算法捕获仿真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卫星星号
输入信噪

比／ｄＢ

多普勒

／Ｈｚ
码相位

相关

峰

相干积分

时间／ｍｓ

４ －７ ０ ６００ ９８３５．２ ５

２８ －７ ０ ８００ ９７７４．９ ５

２０（互相关消

除后）
－２７ １０１３ ６００ ９４．０８ ５

５　系统的实现及实测结果

５．１　系统硬件平台

射频前端芯片采用ＧＰ２０１５，采集实际ＧＰＳ信

号，经过两级下变频到中频４．３０８ＭＨｚ，再进行

５．７１４ＭＨｚ采样，２比特量化。使用ＣＹ７Ｃ６８０１３

为接口芯片的ＵＳＢ２．０数据采集器把ＧＰ２０１５输

出的２比特数字信号通过 ＵＳＢ接口传到ＰＣ机，

在 Ｍａｔｌａｂ环境中实现接收解算。另外为了减轻

计算复杂度，系统不增加额外的非相干积分段。

５．２　不同通道数据段的调整

为了得到弱信号捕获数据段对应的强信号信

息，必须调整强信号通道的数据段起点。具体算

法如下。

如图７所示，以弱信号通道为基准，取 犜

（ｍｓ）开始的５ｍｓ原始数据，对于强信号通道１：

Ｓｗｉｔｃｈ（犃犅）：

Ｃａｓｅ：犃犅＞５７１４５，｛犅’＝犅［犜＋５（ｍｓ）］

　Ｉｆ：犃犅’＜５７１４５／２，则用犜＋５（ｍｓ）的跟踪结果

　Ｉｆ：犃犅’＞５７１４５／２，则用犜＋５＋２（ｍｓ）的跟踪结果

　｝

Ｃａｓｅ：犅犃＞５７１４５，｛犅’＝犅［犜５（ｍｓ）］

　Ｉｆ：犅犃＜５７１４５／２，则用犜５（ｍｓ）的跟踪结果；

　Ｉｆ：犅犃＞５７１４５／２，则用犜５２（ｍｓ）的跟踪结果

　｝

Ｃａｓｅ：｜犃犅｜＜５７１４５，｛Ｉｆ：犃犅＞５７１４５／２，则用犜

＋２（ｍｓ）的跟踪结果

　　 Ｅｌｓｅｉｆ：犅犃＞５７１４５／２，则用犜２（ｍｓ）的跟踪结果

　　　 Ｅｌｓｅ：则用犜（ｍｓ）的跟踪结果

　｝

其他强信号通道同理。这样，经过调整后各

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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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通道都有至少５７１４×５／２的重复数据，即数据

段偏差在２．５个ｍｓ内。由于本设计针对静态接

收，强信号跟踪环路入锁基本稳定后，前后数据的

频率变化并不大，同一通道相邻几个 ｍｓ内多普

勒变化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可以近似认为虚线范

围内的各个强信号通道多普勒频率基本不变。

图７　弱信号捕获时数据段间的关系

（以两个强信号通道为例）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ａｋＳｉｇｎａｌ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５．３　系统实测结果

为了后续跟踪定位的需要，从ＧＰ２０１５中保

存４０ｓ的实际ＧＰＳ数据到ＰＣ机中，并对此数据

进行捕获研究。接收机开始工作１０．０３ｓ后得到

卫星捕获结果如表２。

表２　实测数据中各个卫星的捕获结果情况

Ｔａｂ．２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ｈｅｎＲｅａｌＧＰＳＤａｔａ

卫星星号 多普勒 码相位 相关峰

相干积

分时间

／ｍｓ

捕获时间

（搜索单

颗星）／ｓ

４ －１０６４ ３７６１ １０８４６．４ ５ ３０．５

２８ ２０８９ ８４９ ２３９０．３ ５ ３０．５

２０（增长积

分时间）
２０００ ８３１ １２１０．２ １０ ２４６．１

２０（引入互

相关消除）
１９７８ ８３１ ２５３．４ ５ ３６．５

　　根据图１、表２可以得到，４、２８、２０号星之间满

足了强弱信号互相关干扰的关系。其捕获结果对

比如图８。

由图８（ａ）、８（ｃ）对比得出，５ｍｓ的相干积分

配合互相关消除算法捕获得到的相关峰虽然较

小，但与互相关消除前相比，能捕获到正确的多普

勒和码相位。图８（ｂ）表明，仅增长相干积分时间

至１０ｍｓ，捕获效果明显提高，但其所耗费的时间

约为互相关消除捕获算法的６．７倍。而捕获的目

的在于为后端的跟踪提供载波多普勒以及码相位

信息，只要能捕获到卫星信号，提供正确的捕获信

息，其码相位图不需要非常完美。

图８　捕获结果

Ｆｉｇ．８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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