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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遥感的犌犖犛犛反射信号接收处理系统及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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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ＧＮＳＳＲ信号接收处理系统（ＧＮＳＳＲ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ＧＲｒＳｖ．２）的结构及信号处理

方法。该系统可同时针对直射和反射的ＧＮＳＳ信号协同处理，并输出可配置延迟和多普勒的二维相关值矩

阵。为了验证系统的性能，进行了针对海洋和陆地遥感的机载和岸基验证实验，并给出了初步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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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ＧＮＳＳ反射信号可以实现对地球表面

的遥感应用，这种技术被称为 ＧＮＳＳＲ（ＧＮＳ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技术。１９９３年，ＭａｒｔｉｎＮｅｉｒａ提出了

利用反射信号测量海面高度的新概念———ＰＡＲＩＳ

（ｐａｓｓｉ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ｓｙｓ

ｔｅｍ）
［１］。Ａｕｂｅｒ在航空实验中验证了海面反射的

ＧＰＳ信号可以被成功地检测
［２］。自此，国内外各

研究机构针对此项技术纷纷展开了研究工作。在

利用ＧＮＳＳ反射信号实现海面风场反演
［３５］、海面

高度测量［６９］、海态监测［１０１２］、海冰遥感［１３１５］和土

壤湿度测量［１６１７］等方面，不同的研究机构提出了

相应的解决方案。但是，通用的ＧＰＳ接收机不能

获取面向遥感应用的直射和反射信号的必要信

息，因此，针对 ＧＮＳＳ反射信号的接收处理设备

也是该技术领域内的另一个研究热点［１８］，各研究

机构针对不同平台、采用不同实现方式开发了

ＧＮＳＳ反射信号接收处理系统
［４，１９２３］，并进行了一

系列的验证性实验。

２００４年，笔 者 所 在 课 题 组 利 用 Ｚａｒｌｉｎｋ

ＧＰ２０２１芯片开发了国内第一套ＧＰＳ反射信号接

收机［２４］，并进行了针对海面风场的机载验证实

验，获取了大量的有效数据［２５］。自２００６年，课题

组开发了一套可适用于地基空基ＧＰＳ反射信号

接收的新系统———ＧＲｒＳｖ．２。该系统实时输出的

遥感数据可以用于海面风场反演、海面高度测量、

土壤湿度检测等多种应用场景。

１　系统结构与组成

ＧＲｒＳｖ．２系统组成如图１所示，主要包括信

号接收天线、双通道射频前端、采样量化单元、信

号处理后端和任务监控工作站几部分。

图１　ＧＲｒＳｖ．２系统组成

Ｆｉｇ．１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ＧＲｒＳｖ．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１．１　信号处理后端及信号处理算法

为了满足平台的通用性和可扩展性，信号处

理后端采用ＤＳＰ＋ＦＰＧＡ组合的设计结构，其结

构组成和信号处理流程如图２所示。

基于ＦＰＧＡ的相关通道包含直射信号相关

通道（ＣＨ犇）和反射信号相关通道（ＣＨ犚）两部分，

其中反射信号相关通道需要完成对反射信号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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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信号处理后端的结构组成和信号处理流程

Ｆｉｇ．２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Ｂａｃｋｅｎｄ

维相关处理。此外，ＦＰＧＡ中还包含本地码和载

波的产生、控制和传输等功能。

１．１．１　反射信号二维相关处理结构

ＧＮＳＳ反射信号包含多个具有不同码延迟和

多普勒的反射分量，对应于反射面内不同的反射

区域，因此，反射信号的时频域可以通过码延迟

多普勒二维相关值矩阵来描述。在 ＧＮＳＳ导航

定位接收机中，基于乘法加法单元（ＭＡＣ）的相关

器完成对时频域相关功率最大点处的相关值计

算，以获取精确的距离和速度信息，无法并行计算

给定范围内所有的时频域相关值；而基于ＦＦＴ

的相关处理需计算所有码相位上的相关值，需要

消耗 很 大 的 硬 件 资 源。针 对 这 个 问 题，在

ＧＲｒＳｖ．２设计中采用了时域并行频域并行的二

维相关处理结构，如图３所示。该二维相关处理

结构由犖Ｄｏｐｐｌｅｒ个时域相关处理阵列组成，每个相

关处理阵列可以完成对反射信号在单一给定频率

上的时延一维相关处理。可以针对不同的导航卫

星，完成对反射信号的时延一维相关处理；也可以

针对同一导航卫星在不同频率上获得时延一维相

关处理，构成反射信号时频域二维相关值矩阵。

１．１．２　本地信号产生与反射信号同步方法

为了获取反射信号二维相关值，需要使本地

码相位和载波多普勒与反射信号的码相位和载波

多普勒同步。

１）载波多普勒同步

反射信号的载波多普勒频移为：

犳犚 ＝犳犇 ＋犳犈 （１）

式中，犳犇 为直射信号的多普勒频率；犳犚 为反射信

图３　反射信号相关通道中的二维相关处理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ｏｆ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ｏ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Ｓｉｇｎａｌ

号的多普勒频率；犳犈 为反射信号相对于直射信号

的多普勒频移。反射信号的本地载波产生方法如

图９所示。直射信号多普勒频率分量可以通过直

射信号的捕获和载波跟踪过程获得，犳犈 可以通过

式（２）进行估计：

犳犈 ＝ 狏狋·狌犻－狏狉·狌狉－ 狏狋－狏（ ）狉狌［ ］狉狋 ／λ（２）

　　２）码相位同步

反射信号相对导航卫星发射点的路径延迟

为：

ρ犚 ＝犮·τ犚 ＝ρ犇 ＋Δρ犈 （３）

式中，τ犚 为反射信号相对于发射点的时间延迟；犮

为光速；ρ犇 是直射信号相对于发射点的路径延

迟；Δρ犈 是反射信号相对于直射信号的路径延迟。

反射信号的本地码产生如图４所示。

图４　反射信号本地码产生

Ｆｉｇ．４　Ｃ／ＡＣｏｄｅＳｅｒｉ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ｓ

直射信号相对于发射点的路径延迟可以通过

直射信号的捕获和码跟踪过程消除，Δρ犈 的估计

过程如下。

① 利用反射事件的几何关系对反射信号的

５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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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延迟进行粗估计，并按计算结果滑动本地生

成的Ｃ／Ａ码序列：

Δρ犈 ＝２犺犚－犺（ ）犝 ｓｉｎθ （４）

式中，犺犚 为平台相对基准水平面的高度；θ为所处

理卫星的仰角。

② 计算二维相关值矩阵的包络值犈狀（ ）犱 。

③ 如果 犈 狀（ ）犱 的最大值小于门限值，以

犖ｄｅｌａｙ·Δτ为步长滑动本地生成Ｃ／Ａ码序列，并

重新执行③步；如果犈 狀（ ）犱 的最大值大于门限，

则进入第④步。

④ 以Δτ为步长精细滑动本地Ｃ／Ａ码序列，

使犈狀（ ）犱 的最大值位于相关窗口内的给定位置

上。

⑤ 每１０ｍｓ调整本地生成Ｃ／Ａ 码序列一

次，使犈 狀（ ）犱 的最大值一直处于给定位置。

１．２　监控工作站

平台的监控单元主要用于对所采集的直射信

号和反射信号原始数据进行存储，以便用于事后

分析处理及处理方法验证；对于平台中所处理的

结果，如直射信号处理后获得的导航定位信息，反

射信号处理后获得的二维复相关值等信息，实现

可视化显示；同时可以对平台的各种参数进行配

置。另外，监控工作站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实现

反射信号的二维相关值的数据预处理，主要包括

相干累加和非相干累加。

１）相干累加

监控单元对信息处理后端输出的１ｍｓ累加

的二维相关值矩阵首先进行累加时间为犜ｃｏｈ的相

干累加：

ＤＤＭｃｏｈ＝∑

犜
ｃｏｈ

犽＝１

ＤＤＭｒａｗ犽 （５）

式中，ＤＤＭｒａｗ犽 为第犽ｍｓ信号处理后端输出的原

始二维相关值；ＤＤＭｃｏｈ为相干累加结果。

由于在信号处理单元通过直射信号辅助方式

消除了导航电文数据位对反射信号的二维相关值

矩阵的影响，因此，相干累加时间不受导航数据位

长度（２０ｍｓ）的限制。但粗糙的反射面有可能使

反射信号相干时间变短，此时过长的相干累加时

间反而会造成信号载噪比的下降。因此，本系统

结合了非相干累加实现反射信号信噪比的提高。

２）非相干累加

监控单元对相干累加结果进行累加时间为

犜ｉｎｃｏｈ的非相干累加：

ＤＤＭｉｎｃｏｈ＝∑

犜
ｉｎｃｏｈ

犾＝１

ＤＤＭｃｏｈ犾
２ （６）

式中，ＤＤＭｃｏｈ犾 为第ｌ次相干累加结果；ＤＤＭｉｎｃｏｈ为

非相干累加后的二维相关功率。

２　实验及结果

２．１　机载海洋遥感实验

２００９年２～３月，课题组利用本系统在三亚

完成了航空机载飞行实验。本次实验的目的是利

用系统在机载条件下实现对海面风场的遥感，在

实验的过程中，ＱｕｉｋＳＣＡＴ卫星及博鳌海洋站的

数据被作为同比数据，海浪谱模型采用 ＧＮＳＳＲ

海面风场测量所通用的Ｅｌｆｏｕｈａｉｌｙ谱
［２８］。

本次实验共完成７航次１８ｈ的海洋遥感飞

行，获取有效海洋遥感数据３５组，利用平台输出

的二维相关值反演获得的风速和风向与博鳌海洋

站的同比数据对比结果如图５和图６所示。相关

实验的统计结果表明，利用该平台进行风速测量

的平均误差为１．４ｍ／ｓ；风向测量的平均误差为

２４°。这可以看出，由于该系统采用了高分辨率的

二维相关结构使海面风速测量精度与采用前期系

统进行的相关实验［２４２５］有较为显著的提高，且具

备了海面风向测量能力。

图５　实验各航次风速反演结果

Ｆｉｇ．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图６　实验各航次风向反演结果

Ｆｉｇ．６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２．２　地基土壤湿度观测实验

２００９年５月，为了验证系统对地面反射信号

的接收处理性能，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海拉尔实验

基地开展了陆基土壤湿度观测实验，如图７所示。

６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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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陆基土壤湿度测量实验设备安装

Ｆｉｇ．７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在实验过程中，从第２００ｓ处开始在附近进

行人工灌溉，使土壤湿度加大。采集的反射信号

功率明显随之增大，而且其趋势和同步观测的土

壤湿度结果一致，如图８所示为土壤湿度与反

射／直射信号功率比的对应关系。

图８　ＧＮＳＳ反射信号功率与土壤湿度对比图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

ｉｎｓｉｔｕ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从图８可以看出，由于采用了较高的码相位

分辨率，ＤＤＭ 峰值功率可以精确反映出土壤湿

度的变化，通过建立适当的土壤湿度模型，系统可

应用于陆基土壤湿度测量。

３　结　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ＧＲｒＳｖ．２系统的总体架构

和反射信号处理方法，该系统可实时计算反射信

号的时延多普勒二维相关值，可满足不同应用领

域和应用场景的需求。机载和陆基实验证明该系

统的可用性。

未来的研究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① 对实验

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相关应用领域中的反

演方法；② 进行海面高度测量、海冰遥感、海洋盐

度测量、合成孔径成像等其他 ＧＮＳＳＲ应用实

验，并根据实验结果对系统进行进一步的改进；③

研究星载ＧＮＳＳＲ反射信号接收处理中的关键

技术，包括高增益窄波束数字聚束天线、高精度的

ＧＮＳＳＲ几何关系计算和高动态条件下的反射信

号同步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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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ＳＳｉｇｎａ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ｃｅａｎ ｗｉｔｈ Ｗｉ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Ｒｅｍ

Ｓｅｎ，２０００，３８（２）：９５１９６４

［４］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ＪＬ，ＫｏｍｊａｔｈｙＡ，ＺａｖｏｒｏｔｎｙＶＵ，ｅｔａｌ．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ＧＰＳＳｉｇｎａｌ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ＲｅｍＳｅｎ，

２００２，４０（１）：５０６５

［５］　路勇，杨东凯，熊华钢，等．基于ＧＮＳＳＲ的海面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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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３４（４）：４７０４７３

［６］　ＬｏｗｅＳＴ，ＺｕｆｆａｄａＣ，ＣｈａｏＹ，ｅｔａｌ．５ｃｍ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Ｏｃｅａｎ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ｙＵｓｉｎｇＧＰ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２００２，２９（１０）：１３７５１３７８

［７］　ＲｕｆｆｉｎｉＧ，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Ｓ，Ｃａｐａｒｒｉｎｉ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ｄ

ｄ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ＧＮＳＳＲＯｃｅａｎ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ｙ

ｆｒｏｍＬｏｗ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

２００４，３１：１２３１２９

［８］　ＲｉｖａｓＭＢ，ＭａｒｔｉｎＮｅｉｒａＭ．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ＧＰＳ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Ｊ］．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Ｒｅｍ

ＳｅｎＬｅｔｔ，２００６，３（１）：２８３１

［９］　ＲｉｕｓＡ，ＣａｒｄｅｌｌａｃｈＥ，ａｎｄＭａｒｔíｎＮｅｉｒａＭ．Ａｌｔｉｍ

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Ｐ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Ｓｉｇ

ｎａｌ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ＲｅｍＳｅｎ，２０１０，４８

（４）：２１１９２１２７

［１０］ＳａｂｉａＲ，ＣａｐａｒｒｉｎｉＭ，ＣａｍｐｓＡ，ｅｔ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ＵｓｅｏｆＧＮＳＳＲＳｉｇｎａｌ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ＳｅａＳｔａｔ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Ｅｓｔｉ

ｍ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ＭＯ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Ｊ］．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Ｒｅｍ Ｓｅｎ，２００７，４５（７）：

２０８８２０９７

［１１］ＷａｎｇＸ，ＳｕｎＱ，ＺｈａｎｇＸＪ，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Ｃｈｉｎａｏ

ｃｅａ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ｃｏａｓｔａｌＧＮＳＳＲ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Ｂｕｌｌ，２００８，５３（７）：１１１７１１２０

［１２］Ｍａｒｃｈａｎ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ＪＦ，ＶａｌｅｎｃｉａＥ，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ｌｖａｒｅｚＮ．ＳｅａＳｔａｔ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ＧＮＳＳＲ

Ｄａｔａ［Ｊ］．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ＲｅｍＳｅｎＬｅｔｔ，２０１０，７（４）：

６２１６２５

［１３］ＫｏｍｊａｔｈｙＡ，ＭａｓｌａｎｉｋＪ，ＺａｖｏｒｏｔｎｙＶ Ｕ，ｅｔａｌ．

Ｓｅａｉｃ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ＧＰＳＳｉｇｎａｌｓ［Ｊ］．ＩＥＥＥ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００，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７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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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００

［１４］ＷｉｅｈｌＭ，ＬｅｇｒｅｓｙＢ，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Ｒｅ

ｆｌｅｃｔｅｄＧＮＳＳＳｉｇｎａｌｓｆｏｒ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Ｊ］．Ｐｒｏ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Ｒｅｓ，２００３，４０：１７７２０５

［１５］ＲｉｖａｓＭＢ，ＭａｓｌａｎｉｋＪＡ，ＡｘｅｌｒａｄＰ．ＢｉｓｔａｔｉｃＳｃａｔｔｅｒ

ｉｎｇｏｆＧＰＳ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ｆｆＡｒｃｔｉｃＳｅａＩｃｅ［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

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ＲｅｍＳｅｎ，２０１０，４８（３）：１５４８１５５３

［１６］ＭａｓｔｅｒｓＤ，ＡｘｅｌｒａｄＰ，Ｋａｔｚｂｅｒｇ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Ｌ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ＧＰＳ Ｂｉｓｔａｔｉｃ Ｒａｄａ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ＭＥＸ０２［Ｊ］．ＲｅｍＳｅ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０４，９２

（４）：５０７５２０

［１７］ＳｔｅｐｈｅｎＪ，Ｋａｔｚｂｅｒｇａ，ＯｍａｒＴｏｒｒｅｓａ．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Ｃａｌｉ

ｂｒａｔｅｄＧＰ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ｓ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ｉｌ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ＳＭＥＸ０２

［Ｊ］．ＲｅｍＳｅ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０６，１００（１）：１７２８

［１８］刘经南，邵连军，张训械．ＧＮＳＳＲ研究进展及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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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５５９６０

［１９］ＬｏｗｅＳＴ，ＫｒｏｇｅｒＰ，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ＡＤｅｌ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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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ｍＳｅｎ，２００２，４０（５）：１１５０１１６３

［２０］Ｈｅｌｍ Ａ，Ｂｅｙｅｒｌｅ Ｇ，Ｒｅｉｇｂｅｒ Ｃ，ｅｔａｌ．Ｔｈｅ

ＯｐｅｎＧ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Ｒｅｍｏｔ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Ｏｃｅａｎ

Ｈｅｉｇｈｔｓｂｙ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ＧＰＳ Ｓｉｇｎａｌｓ［Ｊ］．ＧＮＳ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Ｇｕｉｌｄｆｏｒｄ，ＵＫ，２００５

［２１］ＭｅｅｈａｎＴＫ，ＥｓｔｅｒｈｕｉｚｅｎＳ，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Ｇ Ｗ．ＴＯ

ＧＡ，ａ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ｆｏｒａ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ＯｒｂｉｔｉｎｇＧＮＳＳ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Ｊ］．ＩＥＥＥ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０７，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Ｓｐａｉｎ，２００７

［２２］Ｍａｒｃｈａｎ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ＪＦ，ＣａｍｐｓＡ，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Ａｌ

ｖａｒｅｚＮ，ｅｔａｌ．ＰＡＵ／ＧＮＳＳ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Ｆｉｒ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Ｄｅ

ｌａｙＤｏｐｐｌｅｒＭａｐ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ｍｅｔｅｒＵｓ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Ｎａｖｉ

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ｇｎａｌｓ［Ｊ］．Ｓｅｎｓｏｒｓ，２００８，

８（５）：３００５３０１９

［２３］ＮｏｇｕéｓＣｏｒｒｅｉｇＯ，ＣａｒｄｅｌｌａｃｈＥ，ＣａｍｐｄｅｒｒóｓＪＳ，

ｅｔａｌ．Ａ ＧＰ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ｓ

Ｄｏｐｐｌｅｒ／ＤｅｌａｙＭａｐｓｉ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

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ＲｅｍＳｅｎ，２００７，４５（１）：１５６１７４

［２４］ＹａｎｇＤＫ，ＺｈａｎｇＹＱ，ＺｈａｎｇＱＳ．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Ｏｃｅａｎ

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ＰＳＳｃａｔｔｅｒ

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ｓ［Ｊ］．Ａｃｔａ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ＥＴ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６，２７（２）：３１０３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ＹａｎｇＤＫ，ＺｈａｎｇＹＱ，ＬｕＹ，ｅｔａｌ．ＧＰＳ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

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ＲｅｍＳｅｎＬｅｔｔ，２００８，５（４）：５６９５７２

［２６］ＫａｐｌａｎＥＤ，ＨｅｇａｒｔｙＣ．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ＧＰＳ：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Ｎｏｒ

ｗｏｏｄ：Ａｒｔｅｃｈ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６

［２７］ＶａｎＮｅｅＤ，ＣｏｅｎｅｎＡＪＲＭ．ＮｅｗｆａｓｔＧＰＳｃｏｄ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ｕｓｉｎｇＦＦＴ［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ｅｔｔ，

１９９１，２７（１７）：１５８１６０

［２８］ＥｌｆｏｕｈａｉｌｙＴ，ＣｈａｐｒｏｎＢ，ＫａｔｓａｒｏｓＫ，ｅｔａｌ．ＡＵ

ｎｉｆｉ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

ＷｉｎｄｄｒｉｖｅｎＷａｖｅｓ［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９９７，１０２

（Ｃ７）：１５７８１１５７９６

第一作者简介：李伟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ＧＮＳＳ）接收机中的信号处理方法。

Ｅｍａｉｌ：ｃｏｋｅｓｌｅｅ＠ｓｉｎａ．ｃｏｍ

犇犲狊犻犵狀犪狀犱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狊狅犳犌犖犛犛犚犚犲犮犲犻狏犲狉犛狔狊狋犲犿犳狅狉犚犲犿狅狋犲犛犲狀狊犻狀犵

犔犐犠犲犻狇犻犪狀犵
１
　犢犃犖犌犇狅狀犵犽犪犻

１
　犔犐犕犻狀犵犾犻

１
　犣犎犃犖犌犙犻狊犺犪狀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ｅｉｈ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３７Ｘｕｅｙｕａｎ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Ｅａｒｔｈ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ＧＮＳＳ（Ｇｌｏｂ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ｉｇｎａｌｓ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ｌ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ｈｉｓｂｒｉｎｇｓｏｕｔｔｈｅｎｅｅｄ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ｉｓｋｉｎｄ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ｔｈ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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