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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０犕犎狕至１６１０犕犎狕频段
全球业务及犌犖犛犛频谱兼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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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９６０ＭＨＺ～１６１０ＭＨｚ频段内ＧＮＳＳ系统之间以及其他业务和ＧＮＳＳ之间的兼容环境。以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例，利用抗干扰系数计算了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对北斗系统的干扰；其次，依据ＩＴＵ规定的

发射机频率容限和可允许的最大杂散发射或杂散域发射功率电平等约束条件，定义了其他业务对北斗系统

的潜在干扰，创新性地利用潜在干扰率推演其他业务和北斗犅１、犅２、犅３３个频段业务的频谱兼容性；最后，初

步给出了北斗系统在９６０ＭＨＺ～１６１０ＭＨｚ频段内的兼容分析结果。

关键词：ＧＮＳＳ；ＩＴＵ；频谱兼容；潜在干扰率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ＧＮＳＳ）包括美国ＧＰＳ、

俄罗斯ＧＬＯＮＡＳＳ、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欧盟

伽利略系统、日本ＱＺＳＳ系统和印度ＩＲＮＳＳ系统

等［１］。在ＩＴＵ公布的９６０ＭＨｚ～１６１０ＭＨｚ范

围内，除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外，还包含航空无线

电导航、航空移动、卫星地球探测、太空研究等其

他全球业务［２］。

１　无线电业务划分分析

共存的多种无线电业务之间必然存在相互干

扰［３］。图１为卫星导航业务频段与其他业务频段

的分布情况。通过图１可以发现，根据ＩＴＵ划分

结果，在卫星导航业务频段内，还存在着其他５种

不同的业务（航空无线电导航、卫星地球探测（有

源）、空间研究（有源）、无线电定位、业余），并有可

能对卫星导航信号产生干扰。

　　为了全面地研究卫星导航业务可能受到的带

内干扰，本文将这些干扰分为以下两类：① 卫星

导航业务内干扰；② 其他业务对卫星导航业务的

干扰。

２　卫星导航业务内干扰

以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信号对北斗卫星导

图１　９６０ＭＨｚ～１６１０ＭＨｚ范围内业务划分

Ｆｉｇ．１　Ｔａｂｌｅ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９６０ＭＨｚ～１６１０ＭＨｚ

航系统信号的干扰为例来分析卫星导航业务的内

部干扰［４，５］。

２．１　基本原理

ＧＮＳＳ信号间的干扰采用干扰系数犽ｊａｍ来衡

量：

犽ｊａｍ ＝狇犑／犖０∫
∞

－∞

犛犮，犼（犳）犛犺，狊（犳）ｄ犳 （１）

式中，犳为频率变量；犛犮，犼（犳）和犛犺，狊（犳）分别为目

标导航信号和干扰信号的功率谱密度表达式。

狇犑／犖０＝犘犼／犖０，为干扰功率和噪声功率之比
［６１１］。

２．２　仿真分析

在前端接收带宽为４０ＭＨｚ的情况下，利用

式（１）所定义的干扰系数犽ｊａｍ进行仿真，分析不同

频段内的干扰情况。仿真过程中各个参数取值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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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为：接收相关器积分时间为１／１．０２３×１０６ｓ；接

收机热噪声犖０＝－２０１．５ｄＢＷ／Ｈｚ。

在 犅１ 频 段 内 （１５５９．０５２～１５９１．７８８

ＭＨｚ），ＧＰＳ系统信号有ＢＰＳＫ（１）、ＢＰＳＫ（１０）、

ＢＯＣ（１０，５）和 ＭＢＯＣ（６，１）；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信

号有ＢＯＣＣＯＳ（１５，２．５）和 ＭＢＯＣ（６，１）；北斗系统

信号有 ＭＢＯＣ（６，１）和ＢＯＣ（１４，２）。利用上述原

理进行仿真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

在犅２ 频段内（１１６６．２２～１２１７．３７ＭＨｚ），

ＧＰＳ系统信号为 ＱＰＳＫ（１０）；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信

号为ＡｌｔＢＯＣ（１５，１０）；北斗系统信号为 ＡｌｔＢＯＣ

（１５，１０）。

表１　犅１～犅３ 频段内犌犘犛系统、犌犃犔犐犔犈犗系统

对北斗信号的干扰

Ｔａｂ．１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ｔｏ

ＢｅｉＤｏｕｉｎ犅１～犅３ｂａｎｄ

目标信号 频段干扰信号 干扰系数

犅１

频

段

ＭＢＯＣ（６，１）

ＢＰＳＫ（１） ０．０１０５

ＢＰＳＫ（１０） ０．００３３

ＧＰＳ信号 ＢＯＣ（１０，５） ７．２９４２×１０－４

ＭＢＯＣ（６，１） ０．０１５３

总干扰 ０．０２９８

ＢＯＣＣＯＳ（１５，２．５）７．８５２２×１０－５

ＧＡＬＩＬＥＯ信号 ＭＢＯＣ（６，１） ０．０１５３

总干扰 ０．０１５４

ＢＯＣ（１４，２）

ＢＰＳＫ（１） ５．８６２７×１０－５

ＢＰＳＫ（１０） １．７９５８×１０－４

ＧＰＳ信号 ＢＯＣ（１０，５） ７．９０６０×１０－４

ＭＢＯＣ（６，１） １．３１２８×１０－４

总干扰 ０．００１２

ＢＯＣＣＯＳ（１５，２．５） ０．００８２

ＧＡＬＩＬＥＯ信号 ＭＢＯＣ（６，１） １．３１２８×１０－４

总干扰 ０．００８３

犅２频

段
ＡｌｔＢＯＣ（１５，１０）

ＧＰＳ信号　　ＱＰＳＫ（１０） ０．０１８８

ＧＡＬＩＬＥＯ信号　Ａｌｔｂｏｃ（１５，１０） ０．１９１１

犅３

频

段

ＱＰＳＫ（１０）

ＢＰＳＫ（１０） ８．０７×１０－５

ＢＯＣ（１０，５） ６．１５×１０－５

ＧＰＳ信号 总干扰 １４．２２×１０－５

ＢＯＣ＿Ｃ（１０，５） ０．００１５

ＧＡＬＩＬＥＯ信号 ＢＰＳＫ（５） ３．０７×１０－４

总干扰 ０．００１８

ＢＯＣ（１５，２．５）

ＢＰＳＫ（１０） ４．７２×１０－５

ＧＰＳ信号 ＢＯＣ（１０，５） １．２４×１０－５

总干扰 ５．９６×１０－５

ＢＯＣ＿Ｃ（１０，５） ７．９×１０－４

ＧＡＬＩＬＥＯ信号 ＢＰＳＫ（５） ２．５５×１０－４

总干扰 ０．００１０４５

　　在犅３频段内（１２５０．６１８～１２８６．４２３ＭＨｚ），

ＧＰＳ系统信号为ＢＰＳＫ（１０）、ＢＯＣ（１０，５）；ＧＡＬＩ

ＬＥＯ系统信号为ＢＯＣＣＯＳ（１５，１０）、ＢＰＳＫ（５）；北

斗系统信号为ＱＰＳＫ（１０）、ＢＯＣ（１５，２．５）。

由犅１、犅２、犅３ 频段内干扰分析结果得：犅２ 频

段北斗信号受到其他 ＧＮＳＳ卫星导航信号的干

扰较大，尤其是受到ＧＡＬＩＬＥＯ信号的干扰最大；

其次，在犅１ 频段，北斗信号 ＭＢＯＣ（６，１）受到其

他系统的干扰也较大，而ＢＯＣ（１４，２）信号受到的

干扰较小；相比前两个频段，在犅３ 频段的北斗信

号受到其他ＧＮＳＳ导航信号的干扰最小。

３　其他业务对卫星导航业务的干扰

３．１　相关约束条件

共存的多种无线电业务间必然存在相互干

扰，有效、恰当地选择卫星导航频率是避免相互干

扰的重要措施。在充分分析ＩＴＵ业务划分之后，

为尽量避免不同业务间相互干扰，需进一步总结

ＩＴＵ规定的发射机频率容限和可允许的最大杂

散发射或杂散域发射功率电平等约束条件。

１）可允许的最大杂散发射或杂散域发射功

率电平。对任一杂散分量，其衰减（相对于有关杂

散分量的平均功率而言，在必要带宽内的平均功

率）至少应是下面规定的数值，其绝对平均功率电

平不得超过所表示的数值（表２）。

对于任一杂散分量，其衰减（相对于有关杂散

分量的平均功率而言，在必要带宽内的平均功率）

至少应是表２第１列规定的数值，其绝对平均功

率电平不得超过表２第２列的数值。

表２　９６０犕犎狕至１７．７犌犎狕用于计算无线电设备使

用的最大允许杂散发射功率电平的衰减值和绝对

平均功率电平

Ｔａｂ．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ＭｅａｎＰｏｗ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Ｕｓｅｄ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Ｓｐｕｒｉｏｕ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ｆｏｒＵｓｅ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ｏ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９６０ＭＨｚｔｏ１７．７ＧＨｚ

必要带宽内的平均功率 绝对平均功率电平上限

平均功率大于１０Ｗ ５０ｄＢ

１００ｍＷ

平均功率等于小于１０Ｗ １００μＷ

　　２００３年以前的雷达设备没有杂散发射限制，

但要求尽量降低杂散功率，自２００３０１０１之后增

加参考带宽这一约束条件，具体为：①３０ＭＨｚ～

１ＧＨｚ频段内的参考带宽为１００ｋＨｚ；②１ＧＨｚ

以上频段内的参考带宽为１ＭＨｚ；③ 所有的空间

业务的参考带宽均为４ｋＨｚ。

２）用于计算无线电设备使用的最大允许杂

散域发射功率电平的衰减值如表３所示。

３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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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用于计算无线电设备使用的最大允许

杂散域发射功率电平的衰减电平

Ｔａｂ．３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Ｕｓｅｄ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ＳｐｕｒｉｏｕｓＤｏｍａｉ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ｓ

ｆｏｒＵｓｅ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ｏ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业务划分 相对衰减／ｄＢ

空间业务（地球站） ４３＋１０ｌｇ（Ｐ），或６０ｄＢｃ，取小值

空间业务（空间电台） ４３＋１０ｌｇ（Ｐ），或６０ｄＢｃ，取小值

无线电测定 ４３＋１０ｌｇ（ＰＥＰ），或６０ｄＢｃ，取小值

小功率无线电设备 ５６＋１０ｌｇ（Ｐ），或４０ｄＢｃ，取小值

应急发射机 无限制

　　３）中心频率和杂散域边界之间的频率保护

带。对大多数系统来说，发射的中心频率是必要

带宽的中心。对于多频道或多载波的发射机／转

发器，多个载波可以从末级输出功放或一个有源

天线处同步发射，发射的中心频率位于发射机或

转发器－３ｄＢ带宽的中心，发射机或转发器带宽

替代必要带宽使用以便确定边界。有些系统规定

了相对于频道带宽或频道间隔的无用发射

（表４）。

表４　中心频率和杂散域边界之间的频率保护带

Ｔａｂ．４　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ｐｕｒｉｏｕｓＤｏｍａｉｎ

频率范围
窄带

当犅犖＜ 间隔

正常

间隔

宽带

当犅犖＞ 间隔

３０ＭＨｚ＜犳犮≤１ＧＨｚ ２５ｋＨｚ ６２．５ｋＨｚ ２．５犅犖 １０ＭＨｚ １．５犅犖＋１０ＭＨｚ

１ＧＨｚ＜犳犮≤３ＧＨｚ １００ｋＨｚ ２５０ｋＨｚ ２．５犅犖 ５０ＭＨｚ １．５犅犖＋５０ＭＨｚ

　　表４中，犳犮是发射的中心频率，犅犖是必要带

宽。如果指配的发射频段跨越两个频率范围，那

么应使用较高频率范围对应的值确定边界。

３．２　不同业务间潜在干扰分析

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例，分析其他业务对

北斗系统的潜在干扰。

从图１可以看出，与卫星导航业务有频段共

用情况的其他业务共有５项。为了更清晰直观说

明这些业务对卫星导航业务的干扰影响，将它们

共同在图２中表示。

图２　与卫星导航业务共用频段的其他无线电业务

Ｆｉｇ．２　Ｏｔｈ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ａｎｄｗｉｔｈ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为了合理进行分析，本文进行如下定义。

定义１　在一定频段内存在的、由ＩＴＵ划分

的非卫星导航业务被认为有可能对该频段内的卫

星导航业务产生干扰，称这类干扰为潜在干扰。

３．２．１　犅１ 频段内的潜在干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犅１ 信号的频率范围为

１５５９．０５２～１５９１．７８８ＭＨｚ，该频率范围内无线

电业务为航空无线电导航，具体分布情况如图２

（ｂ）所示。对于北斗系统犅１ 频段，与其共用频段

的非卫星导航业务为航空无线电导航业务。

３．２．２　犅２ 频段内的潜在干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犅２ 信号频率范围为

１１６６．２２～１２１７．３７ＭＨｚ，该频率范围内无线电

业务仅有航空无线电导航业务、卫星地球探测业

务（有源／无源）、无线电定位业务，具体分布情况

如图２（ｃ）所示。对于北斗系统犅２ 频段，与其共

用频段的非卫星导航业务为航空无线电导航业

务、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有源／无源）、无线电定位

业务。由于犅２ 频段内的其他业务共有４项，所以

犅２ 频段内潜在干扰大于犅１ 频段内的潜在干扰。

３．２．３　犅３ 频段内的潜在干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犅３ 信号频率范围为

１２５０．６１８～１２８６．４２３ＭＨｚ，该频率范围内的无

线电业务有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有源／无源）、无线

电定位业务、业余业务，具体分布情况如图２（ｄ）

所示。由于犅３ 频段内的其他业务共有４项，所以

犅３ 频段内潜在干扰大于犅１ 频段内的潜在干扰。

３．２．４　潜在干扰的比较分析

对犅１ 频段、犅２ 频段与犅３ 频段内的潜在干扰

进行比较。在全球业务统一划分的情况下，不考

虑规则对某些业务的约束条件。为此，按照下列

方式建立数学模型。对于频段犅犻（犻＝１，２，３），记

其频率范围为（犪犻，犫犻）；潜在干扰业务的频率范围

为（犮犼，犱犼），其中犼＝１，２，…，犖。那么，如果不考

４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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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业务的主次划分，在频段犅犻 内，定义潜在干扰

概率犘犻为：

犘犻＝∑
犖

犼＝１

１

犖
·ｍｉｎ

（犫犻，犱犼）－ｍａｘ（犪犻，犮犼）
（犫犻－犪犻）

（２）

式中，分子“ｍｉｎ（犫犻，犱犼）－ｍａｘ（犪犻，犮犼）”表明了潜

在干扰业务与目标频段的频率共用情况；其与该

频段带宽的比值表现了共用频率范围占目标频段

的比例。从严密性角度出发，下面证明由式（２）定

义的量犘犻是一个概率。

命题１　由式（２）定义的犘犻是一个概率。

证明　要证明犘犻 是一个概率，即证明犘犻∈

（０，１）。

首先，因为频率是共用的，所以（犪犻，犫犻）∩（犮犼，

犱犼）≠，即ｍａｘ（犪犻，犮犼）＜ｍｉｎ（犫犻，犱犼）。

其次，ｍｉｎ（犫犻，犱犼）＞犫犻，ｍａｘ（犪犻，犮犼）＜犪犻，所

以：

　　０＜ｍｉｎ（犫犻，犱犼）－ｍａｘ（犪犻，犮犼）＜犫犻－犪犻，

即

０＜ （ｍｉｎ（犫犻，犱犼）－ｍａｘ（犪犻，犮犼））／（犫犻－犪犻）≤１

（３）

　　再次：

０＜１／犖 ＜１ （４）

将式（３）、式（４）两式相乘，即得犘犻∈（０，１）。

证毕。

另外，在分析其他业务对北斗系统的干扰时，

必须考虑业务的主次划分以及重合频段业务的应

用范围。这是因为虽然某些业务与北斗系统频段

有大范围重合现象，但是如果这些业务仅在较少

的区域（地区）被使用，则该业务对北斗系统的干

扰概率也是较小的。那么，在频段犅犻内潜在干扰

概率犘犻变形为：

犘犻＝∑
犖

犼＝１

α犼
犖
·ｍｉｎ

（犫犻，犱犼）－ｍａｘ（犪犻，犮犼）
（犫犻－犪犻）

（５）

式中，α犼为干扰业务的业务量权重；０≤α犼≤１。

记５种干扰业务（航空无线电导航、卫星地球

探测（有源）、空间研究（有源）、无线电定位、业余）

的业务量权重分别为１、０．２、０．２、０．３和０．１（此处

可以使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
［１２］进行权重确定，由

于篇幅原因省去细节说明）。将分析结果代入

式（５），得到犘１＝０．５，犘２≈０．１９７，犘３＝０．１６。犅１

频段内的潜在干扰概率最大，犅２ 频段内的潜在干

扰概率次之，犅３ 频段内的潜在干扰概率最小。

４　结　语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划分，ＧＮＳＳ导航业务

频段主要集中在９６０ＭＨｚ～１６１０ＭＨｚ范围。

该频段除卫星无线电导航之外，还包含航空无线

电导航、航空移动、卫星地球探测、太空研究等其

他全球业务。

多种业务的共存必然会产生相互的影响，完

整全面地分析该频段内的电磁兼容，能够有效保

证ＧＮＳＳ导航业务的发展，保护ＧＮＳＳ用户的服

务性能。

通过计算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对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干扰系数，并分析其他业务对北斗导航业务

的潜在干扰概率，可以看出：① 在卫星无线电导

航业务间干扰方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犅１ 和

犅２ 频段内可能受到的干扰较大，犅３ 频段较小；②

在其他非卫星导航业务可能引起的潜在干扰方

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犅１ 频段内可能受到的

干扰最大，犅２ 居中，犅３ 最小。如图３所示。

图３　北斗系统各频段内两种干扰情况

Ｆｉｇ．３　Ｔｗｏ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Ｂａｎｄｏｆ

ＢｅｉｄｏｕＳｙｓｔｅｍ

本文提出的频谱兼容性分析方法，同样可以

分析其他无线电业务在ＩＴＵ框架下的电磁兼容

性能。因此，该方法能够应用在国际电联频率协

调业务中，能够为实现频谱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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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１２年《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学报（英文版）》

《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学报》为我国惟一的英文版测绘专业学术期刊，由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和武汉大学联

合出版。其宗旨是：立足国内，面向国际，通过发表具有创新性和重大研究价值的测绘理论成果，促

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本刊内容包括综述和展望、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本领域重大科技新闻等，涉

及测绘研究的主要方面，尤其是数字摄影测量与遥感、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及其集成等。

收录本刊的数据库包括ＣＡＳ、Ｐ等，读者对象为测绘及相关专业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等。

本刊为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３８３４８，国外代号：ＱＲ１５５６。Ａ４开本，８０面，定价１０

元／册，逢季末月５日出版。漏订的读者可与编辑部联系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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