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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窄相关技术和双△相关技术，对ＢＰＳＫ（１）信号和ＢＯＣ（１，１）信号在不同预相关带宽和不同相关

器间隔时的平均加权多径误差包络进行了仿真，提取了多径误差典型值。结果表明，随着相关器间隔的减小，

多径误差逐渐减小，但当相关器间隔为０．１个码片时，多径误差的减小已不明显；多径误差并不是随着预相关

带宽的增大一直减小，而是有一个最小值。

关键词：多径；预相关带宽；相关器间隔；加权多径误差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众所周知，ＧＮＳＳ的误差源主要有卫星时钟

和星历误差、电离层和对流层延迟以及接收机噪

声和多径等。通过建立更加精确的模型和采用差

分测量等措施，大部分误差可以基本消除，而多径

由于其复杂性和随机性，成为了重要的甚至是支

配性的误差源。

当多径信号延迟较大时，接收机易于解决多

径问题。然而由接收机附近或远处物体反射的多

径信号可能比直达信号延迟很短的时间，这种多

径信号会使接收信号与接收机产生的参考信号的

相关函数发生畸变，同时会引起接收信号合成相

位的畸变，在伪距和载波相位测量值上引入误差，

从而造成位置、速度和时间解算的误差［１］。

影响接收机多径性能的因素有信号的调制方

式、预滤波带宽、码片速率、多径信号的相对功率、

多径信号的数量、多径信号的几何路径延迟、鉴别

器的类型和相关器的间隔等。ＢＰＳＫ信号和ＢＯＣ

信号是ＧＮＳＳ中最为重要的两种信号，同时ＢＯＣ

信号也是现代化ＧＮＳＳ信号的基础，而窄相关技

术和双△相关技术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两种多

径减轻技术，因此，本文以ＢＰＳＫ（１）信号和ＢＯＣ

（１，１）信号为研究对象，采用窄相关技术和双△相

关技术对其多径性能进行仿真。

１　多径减轻技术

１．１　窄相关技术

窄相关技术是第一种用来减小码多径的技

术［２］，ＮｏｖＡｔｅｌ公司将其应用到 ＧＰＳ接收机中。

区别于标准相关器一个码片的相关器间隔，窄相

关的相关器间隔犱要小于一个码片，通常犱＝

０．１。相关器间隔的减小不仅能够提高伪距测量的

精度，而且能够使多径误差大大减小，尤其对于长

时延多径引起的误差［３］。但是，为了充分地利用

窄相关技术，接收机的预滤波带宽需要相应地

增大。

１．２　双△相关技术

双△相关器又称高分辨率相关器（ｈｉｇｈ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ＨＲＣ）
［４］，它采用两个超前和两

个滞后相关器组成码鉴别器。如图１所示，超前

相关器和滞后相关器对称分布，犈１ 和犔１ 之间间

隔犱，犈２ 和犔２ 之间间隔２犱。

原则上，通过４个相关器的不同线性组合可

以构成不同的码鉴别器，文献［４］中采用如下组合

的码鉴别器犇ＨＲＣ：

犇ＨＲＣ ＝ 犈１－犔（ ）１ －
１

２
犈２－犔（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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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双△相关器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

这里采用如下的码鉴别器：

犇＝２犈１－犔（ ）１ － 犈２－犔（ ）２ （２）

２　多径误差的评价方法

２．１　基于统计信道模型的多径误差

在给定信号和接收机条件下准确地描述信号

的多径性能不仅需要考虑信号特征和接收机结构，

而且需要考虑不同的多径环境和不同的仰角。本

文使用适用于陆地移动卫星服务（ｌ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ｅｓａｔ

ｅｌｌｉｔ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ＭＳ）的宽带信道模型
［５６］。这个模

型给出了不同环境和仰角条件下多径信号数目、路

径延迟和相对幅度的分布以及相关的模型参数。

模型将信号分成直达信号、近反射信号和远

反射信号３类。直达信号的幅度服从莱斯分布，

阴影条件下服从瑞利分布；近反射信号和远反射

信号的数目服从泊松分布，幅度服从瑞利分布；近

反射多径信号的延迟τ服从指数分布：

犘（）τ ＝
１

τ０
ｅ－

τ
τ０ （３）

基于统计信道模型，文献［７］给出了２５°仰角条件

下不同多径环境中的平均信号多径比（ＳＭＲ）和

典型路径延迟。

统计信道模型虽然能够得出真实准确的多径

误差，但是需要大量复杂的计算，而且只要多径环

境发生一点变化，就需要重新进行计算。

２．２　基于功率延迟图的多径误差

文献［８］给出了另一种多径模型，模型不再需

要信道的详细统计信息，而是假设一个简单的功

率延迟图（ｐｏｗｅｒｄｅｌａｙｐｒｏｆｉｌｅ）犘（）τ ：

犘（）τ ＝狆０犘（）τ ＝
狆０

τ０
ｅ
－
τ
τ０ （４）

模型假设任意数量的多径信号等间隔地分布在

τ＝０和τ＝τｍａｘ之间。

如图２所示，相邻多径信号的路径延迟间隔

为Δτ，第犻个多径信号的相对功率犘犻τ（ ）犻 为：

犘犻τ（ ）犻 ＝犘

τ（ ）犻 ·Δτ （５）

相应地，第犻个多径信号的相对幅度α犻为：

α犻τ（ ）犻 ＝ ２狆犻τ（ ）槡 犻 （６）

图２　多径信号功率延迟图

Ｆｉｇ．２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Ｓｉｇ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ＤｅｌａｙＰｒｏｆｉｌｅ

　　基于功率延迟图的多径误差能够定性定量地

描述信号的多径性能，相比基于统计信道模型的

方法也更为简单，但计算仍较为复杂，不便于评价

信号多径性能的好坏。

２．３　平均加权多径误差包络

多径误差包络是最常用的描述特定信号和接

收条件下多径性能的方法。它描述的是只有一条

多径信号，且其相对幅度恒定，对应于每个几何路

径延迟的最大多径误差。它只能定性地描述多径

性能，且其描述的是最差性能。多径误差包络面

积是另一种定性描述多径性能的方法，其包含了

所有的几何路径延迟。可以认为，多径误差包络

面积越小，多径性能越好。考虑多径信号的相对

相位，对多径误差包络取平均，得到平均多径误差

包络，它可以描述信号多径的平均性能。通常小

的平均多径误差以及平均多径误差包络的快速减

小代表了更好的多径性能，但是平均多径误差包

络仍然不能定量描述多径误差的大小。

上面的几种方法之所以不能定量地描述信号

的多径性能，是因为其前提是假设对应于每个几

何路径延迟的多径信号的相对幅度恒定不变，这

跟实际是不相符的，同时多径信号的几何路径延

迟并不是均匀分布的。采用平均的加权多径误差

包络来描述多径性能的好坏，文献［７］中研究表

明，这种方法不但可以定性而且可以定量地描述

信号的多径性能，且计算简单。

多径信号的几何路径延迟服从式（３）的指数

分布，假设多径信号功率服从式（４）的分布，考虑

多径信号功率和幅度有式（６）的关系，可得：

犘１（）τ ＝
１

τ０
ｅ
－
τ
τ０ 牔犘２（）τ ＝

α０

τ槡０

ｅ
－
τ
２τ０ （７）

式中，犘１（）τ 对几何路径延迟建模；犘２（）τ 对幅度

建模；α０ 为反射系数；τ０ 为典型路径延迟。由此

可得多径信号路径延迟和幅度的联合分布为：

犇１（）τ ＝犘１（）τ·犘２（）τ ＝
α０

τ０ τ槡０

ｅ
－
３τ
２τ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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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多径误差包络为犈（）τ ，因为反射系数α０ 在多

径误差包络计算时已经考虑，则修改后的联合分

布为：

犇′１（）τ ＝
１

τ０ τ槡０

ｅ
－
３τ
２τ０ （９）

对其进行归一化，则加权多径误差包络为：

犈′１（）τ ＝
犈（）τ·犇′１（）τ
犇′１ τ＝（ ）０

＝犈（）τ·ｅ
－
３τ
２τ０ （１０）

对加权多径误差包络取平均即得平均加权多径误

差包络，根据从统计信道模型中提取的典型路径

延迟即可得多径误差典型值，但前提是参数的输

入必须以统计信道模型为准。

３　预相关带宽和相关器间隔对多径

性能的影响

　　预相关带宽（指接收机的前端带宽，即信号的

接收带宽，实际中，ＢＰＳＫ（１）信号和ＢＯＣ（１，１）信

号的发射带宽通常为２４ＭＨｚ，本文认为发射带

宽为无限）和相关器间隔是影响接收机多径性能

的两个重要因素，针对这两个因素，对ＢＰＳＫ（１）

信号和ＢＯＣ（１，１）信号的平均加权多径误差包络

进行了仿真，并根据典型多径延迟从中提取了多

径误差典型值。本文分别采用窄相关技术和双△

相关技术，仿真环境为表１中的城市环境，多径信

号相对幅度为０．５，典型多径延迟为５１ｍ，仿真结

果如图３～６所示。

图３为采用窄相关技术时ＢＰＳＫ（１）信号和

ＢＯＣ（１，１）信号的多径误差典型值。从图中可以

看出：

１）两种信号的多径误差典型值均随着相关

器间隔的减小而减小，但当相关器间隔减小到０．１

个码片时，多径误差的减小已不明显。一方面，随

着相关器间隔的减小，码鉴别器受多径信号的扰

动也越来越小，因此多径误差就越来越小；另一方

面，由于预相关带宽对信号的滤波作用，信号的相

关峰变得圆滑，因此相关器间隔减小所带来的多

径性能改善也就越来越有限。相关器间隔的减小

可以减小多径误差，但是也会降低鉴别器的稳定

性，而且对接收机射频带宽和采样速率的要求也

越高，因此综合考虑，通常选用０．１个码片的相关

器间隔。

２）多径误差并不是随着预相关带宽的增大

而一直减小，而是有一个最小值。如图中犱＝０．２

时，带宽为２０ＭＨｚ时多径误差最小，犱＝０．３时，

带宽为１４ＭＨｚ时多径误差最小。当犱为０．０５、

０．０８、０．１时多径误差并未达到最小值，是受预相

关带宽的仿真范围所限。

３）采用窄相关技术时，ＢＰＳＫ（１）信号和

ＢＯＣ（１，１）信号的多径性能基本相同，只是在预相

关带宽较小时（如预相关带宽为２、４、６ＭＨｚ），

ＢＰＳＫ（１）信号的多径误差典型值略大于ＢＯＣ（１，

１）信号的多径误差典型值。

图３　采用窄相关技术时ＢＰＳＫ（１）与ＢＯＣ（１，１）

信号的多径误差典型值

Ｆｉｇ．３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ｒｒｏｒｏｆＢＰＳＫ（１）ａｎｄＢＯＣ（１，１）

ＳｉｇｎａｌＵｓｉｎｇＮａｒｒｏｗ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图４为采用双△相关技术时ＢＰＳＫ（１）信号

和ＢＯＣ（１，１）信号的多径误差典型值。从中可以

图４　采用双△相关技术时ＢＰＳＫ（１）与ＢＯＣ（１，１）

信号的多径误差典型值

Ｆｉｇ．４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ｒｒｏｒｏｆＢＰＳＫ（１）ａｎｄＢＯＣ（１，１）

ＳｉｇｎａｌＵｓｉｎｇ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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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与采用窄相关技术相类似的结果，区别在于

随着预相关带宽的增大，采用双△相关技术时的

多径误差更小，能够获得更好的多径性能；同样采

用双△相关技术时，ＢＰＳＫ（１）信号和ＢＯＣ（１，１）

信号的多径性能基本相同，但是在预相关带宽较

小时（如预相关带宽为２、４、６ＭＨｚ），ＢＰＳＫ（１）信

号的多径误差典型值却略小于ＢＯＣ（１，１）信号的

多径误差典型值。

文献［９］中认为双△相关技术在相关器间隔

和信号单边带宽的乘积等于１时其多径性能达到

最优。图４的仿真结果对这一结论符合较好（考

虑到鉴别函数系数的不同，这里乘积等于２时多

径性能最优），图３的仿真结果同样对这一结论符

合较好。但是，采用不同多径减轻技术和对于不

同调制方式的信号来说，这个结论是否成立还需

要作进一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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