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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频段用于卫星导航的电磁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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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不同的信号调制方式，在满足一定伪距误差的条件下，从所需信号发射功率小和与北斗一代相互

干扰小的角度论证了ＲＮＳＳ应用ＢＯＣ（６，１）和ＢＯＣ（６，２）两种调制方式的优势。并且对２４８３．５～２５００ＭＨｚ

频段中导航系统与其他通信系统之间的干扰作出估计，论证了ＧＮＳＳ系统与其他无线电业务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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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现代社会中，导航系统体现出了巨大的军事

和经济价值，各国纷纷发展本国的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ＧＮＳＳ）。当前计划或正在建设的无线电导

航卫星系统（ＲＮＳＳ）参见文献［１］。

在最近的世界无线通信会议（ＷＲＣ’０７）中，

有代表提议给ＧＮＳＳ系统加入新的频段，其中Ｓ

频段中的２４８３．５～２５００ＭＨｚ是备选之一，并将

在２０１２年的 ＷＲＣ会议上决定是否将该频段正

式列为ＧＮＳＳ频段。目前，该频段已经被广泛用

于通信和导航领域，如低轨卫星星座通信系统

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ｒ，部分国家正在使用的固定业务（ＦＳ）

系统，正在迅猛发展的 ＷｉＭａｘ系统，以及我国的

北斗一代［２３］导航系统等。因此，充分研究Ｓ频段

用于卫星导航时与无线电测定卫星服务（ＲＤＳＳ）

系统之间以及 ＧＮＳＳ系统与现存其他通信系统

之间的干扰影响，将会对未来我国ＧＮＳＳ系统的

建设和频率协调工作起到支撑作用。

１　计算方法

１．１　频谱分离系数

当同一频段内存在多个系统时，在接收机输入端

可能存在系统内和系统间其他信号的干扰，可以用频

谱分离系数（ＳＳＣ）作为评判有用信号和干扰信号重

叠和干扰程度的依据。频谱分离系数可定义为［４］：

［ＳＳＣ］ｄＢ ＝１０ｌｇ∫
犅狉

犎 （犳）犻犎 （犳）犼ｄ［ ］犳 （１）

１．２　等效载噪比衰减

由于干扰信号的存在，使得在接收机输入端

等效噪声变大。等效载噪比（犆／犖０）的衰减可以

有效反映由于干扰导致的信号性能的下降，是判

断信号兼容性的重要参数。

等效载噪比衰减可以定义为无系统间噪声时

的载噪比和有系统间噪声时的载噪比的差：

犆
犖［ ］
０ ｄｅｇ

＝
犆

犖０＋犘［ ］
０ ｄＢＨｚ

－
犆

犖０＋犘０＋犐［ ］
０ ｄＢＨｚ

＝
犖０＋犘０＋犐０
犖０＋犘［ ］

０ ｄＢ

（２）

犐０ 可如下计算
［５］：

犐０（ｄＢＷ／Ｈｚ）＝ＰＳＤ犻＋犅犠 ＋犌犪＋ＳＳＣ （３）

２　干扰分析

２．１　与北斗一代的相互影响

北斗一代采用的是ＲＤＳＳ体制（即有源定位

方式），国际上的 ＧＮＳＳ卫星导航系统大多采用

ＲＮＳＳ体制（即无源定位方式）。在未来，两种导

航方式将会有益互补，共同满足不同条件下的导

航需求。ＩＴＵ 为包括我国区域的 ＲＤＳＳ分配的

下行频段包括了２４８３．５～２５００ＭＨｚ。未来，如

果 ＷＲＣ通过为ＧＮＳＳ增加Ｓ频段的决议，ＲＮＳＳ

与ＲＤＳＳ之间不可避免存在同频段干扰。

对于不同的调制方式，由于信号带宽等因素

的影响，使得在一定伪距精度的条件下，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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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发射功率不同，当然，我们希望发射功率越小

越好，因此所需要的发射功率可作为选择调制方

式的参考因素。

由于和干扰信号频谱重叠程度不同，不同调

制方式信号在受到干扰时的等效载噪比下降的程

度不同。本文将通过计算干扰信号与期望信号的

频谱分离系数进一步推导出ＲＮＳＳ与ＲＤＳＳ同时

存在时系统之间干扰所引起的接收机犆／犖０的下

降，以判断在新的Ｓ频段下，信号的相互干扰是否

可接受，作为选择调制方式的另一参考因素。

文中涉及的不同调制方式，可参考文献［６］。

２．１．１　链路计算

卫星系统中的星上资源十分宝贵，星上功率

和带宽都受限，在设计信号体制时，要充分考虑这

一点。本文将考虑８种信号功率集中在规定的Ｓ

频段带宽内的调制方式，计算在一定伪距误差下，

不同调制方式所需要的发射功率，从发射功率的

角度考虑优先选择的调制方式。

参考文献［５］认为系统内部噪声最大不超过

－２２２ｄＢＷ／Ｈｚ，并假设接收机噪声电平为－

２００．８２ｄＢＷ／Ｈｚ。在Ｌ频段，一般认为ＲＮＳＳ系

统的地面接收功率为－１６３ｄＢＷ～－１４０ｄＢＷ，假

设新的Ｓ频段信号与Ｌ频段信号有相同的地面接

收功率，这里取值为－１５７．２５ｄＢＷ。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伪距误差［７］：

σ狆狉 ＝
犮
犚犮

犅犮犱

２α×（犆／犖０）
１＋

２犅ＦＩ
犆／犖（ ）槡 ０

（４）

式中，犮为光速，犮＝３×１０８ｍ／ｓ；犚犮为信号的码片

速率，犚犮＝１．０２３Ｍｃｐｓ；犱为码片延迟，犱＝０．５；

犅犮为码环带宽，犅犮＝１Ｈｚ；犅ＦＩ为数据速率，犅ＦＩ＝

２５０ｂｐｓ；犆／犖０为载噪比；α为不同调制方式的相

关函数主峰附近斜率［８］，对于ＢＰＳＫ（犚），α＝１，对

于ＢＯＣ（１，１），α＝３，对于ＢＯＣ（６，１），α＝２３，对

于 ＭＢＯＣ（６，１），α＝５３／１１，对于ＢＯＣ（４，４），α＝

３，对于ＢＯＣ（６，２），α＝１１。

计算ＢＯＣ（１，１）在假设条件下的伪距误差，

并计算不同调制方式在此伪距误差的发射功率，

如表１所示。

表１　犛频段链路计算

Ｔａｂ．１　ＳＢａｎｄＬｉｎｋＢｕｄｇｅｔ

最小接收功率／ｄＢＷ －１５７．２５

Ｓ频段在５°仰角时的全部损耗／ｄＢ １９０．９５

Ｓ频段所需ＥＩＲＰ／ｄＢＷ ３３．７

接收机天线增益／ｄＢ －３

噪声电平／ｄＢＷ（犜＝６００Ｋ） －２００．８２

犆／犖０／ｄＢＨｚ ４０．５７

伪距误差／ｍ ０．８１

　　Ｓ频段在５°仰角时的全部损耗参见文献［７］。

以伪距误差０．８１ｍ为标准，反推上面公式，

不同调制方式所需的载噪比和发射功率为：

［犆／犖０］ｄＢ ＝

犮２犅犮犱

４α犚
２
犮σ
２
狆狉
１＋ １＋１６α犅ＦＩ

犚２犮σ
２
狆狉

犮２犅犮槡（ ）［ ］
犱 ｄＢ

（５）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ＢＰＳＫ（４）、ＢＰＳＫ（８）、

ＢＯＣ（６，１）、ＢＯＣ（６，２）和ＢＯＣ（４，４）相对于ＢＰＳＫ

（１）、ＢＯＣ（１，１）和 ＭＢＯＣ（６，１）而言，在相同伪距

误差条件下，所需要的发射功率较小。表中计算

的结果表明，在伪距精度相同的情况下，所占的频

谱宽的调制信号，其所需要的发射功率较小，因

此，从发射功率的角度考虑，可优先考虑ＢＰＳＫ

（４）、ＢＰＳＫ（８）、ＢＯＣ（６，１）、ＢＯＣ（６，２）和ＢＯＣ（４，

４）调制方式。

２．１．２　干扰计算

由于北斗一代ＲＤＳＳ体制中使用的Ｓ频段的

信号频谱与新的ＲＮＳＳ的Ｓ频段的信号频谱重

叠，这必然导致ＲＮＳＳ系统与ＲＤＳＳ系统之间的

信号干扰。本文将计算ＲＮＳＳ系统与ＲＤＳＳ系统

之间的信号干扰，并结合前面计算的所需要的发

射功率考虑优先选择的调制方式。

北斗一代采用的是ＢＰＳＫ（４）调制方式。文

中假设ＲＮＳＳ系统最多在空中可同时看到１２颗

星，ＲＤＳＳ系统可同时看到两颗星，并假定地面接

收机视线内每颗干扰卫星造成的干扰相同。

表３、表４中假设了８种ＲＮＳＳ系统在Ｓ频

段下可能采用的调制方式。这里假设接收机等效

噪声电平为－２０３．８３ｄＢＷ／Ｈｚ，系统内部噪声最

大不超过－２２２ｄＢＷ／Ｈｚ。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到，在由于北斗一代对

ＲＮＳＳ系统的干扰所导致的接收机的犆／犖０下降

结果中，ＭＢＯＣ（６，１）调制方式的犆／犖０下降超过

１ｄＢ，其余７种调制方式的 犆／犖０下降不超过

０．７５ｄＢ；从表４中可以看到，在由于ＲＮＳＳ对北

斗一代的干扰所产生的接收机的犆／犖０下降的结

果中，ＢＯＣ（６，１）和ＢＯＣ（６，２）的犆／犖０下降不超

过０．１６ｄＢ，其余６种调制方式的犆／犖０下降都超

过０．８７ｄＢ，最大可达３．５２ｄＢ。基于以上结果，

可以认为，在假设的８种调制方式中，使用ＢＯＣ

（６，１）和ＢＯＣ（６，２）可以使得两系统之间的干扰

较小。结合表２计算的所需信号发射功率，未来

ＲＮＳＳ新信号调制方式的选取可优先考虑ＢＯＣ

（６，１）和ＢＯＣ（６，２）。

４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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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Ｓ频段信号发射功率计算

Ｔａｂ．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ＰｏｗｅｒｉｎＳＢａｎｄ

ＢＰＳＫ（１） ＢＰＳＫ（４） ＢＰＳＫ（８） ＢＯＣ（１，１） ＢＯＣ（６，１）ＭＢＯＣ（６，１）ＢＯＣ（４，４） ＢＯＣ（６，２）

所需犆／犖０／（ｄＢＨｚ） ４５．２２ ３３．９２ ２９．１５ ４０．５７ ３２．５９ ３８．６１ ３０．０７ ３５．３３

噪声／（ｄＢＷ／Ｈｚ）（犜＝６００Ｋ） －２００．８２

接收机在５°仰角时天线增益／ｄＢ －３

Ｓ频段在５°仰角时的全部损耗／ｄＢ １９０．９５

发射机天线增益／ｄＢ １５．４０

Ｓ频段所需发射的功率／ｄＢＷ ２２．９５ １１．６５ ６．８８ １８．３０ １０．３２ １６．３４ ７．８１ １３．０６

表３　犚犇犛犛对犚犖犛犛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ＲＤＳＳｔｏＲＮＳＳ

ＢＰＳＫ（１） ＢＰＳＫ（４） ＢＰＳＫ（８） ＢＯＣ（１，１） ＢＯＣ（６，１） ＭＢＯＣ（６，１） ＢＯＣ（４，４） ＢＯＣ（６，２）

ＰＳＤＲＤＳＳ／（ｄＢＷ／ＭＨｚ） －１５５．４

最大可见卫星数 ２

累计ＰＳＤ／（ｄＢＷ／ＭＨｚ） －１５２．３８９７

天线增益／ｄＢ ３

接收机带宽／ＭＨｚ ２．０４６ ８．１８４ １６．３６８ ４．０９２ １４．３２２ １４．３２２ １６．３６８ １６．３６８

频谱分离系数／（ｄＢ／Ｈｚ）－６６．２２ －６７．４５ －６９．４８ －６６．７４ －７８．５７ －６７．５０ －７３．２４ －７７．８４

犐０／（ｄＢＷ／Ｈｚ） －２１２．５０ －２０７．７１ －２０６．７３ －２１０．０１ －２１６．４０ －２０５．３３ －２１０．４９ －２１５．０９

犘０／（ｄＢＷ／Ｈｚ） －２２２

犖０／（ｄＢＷ／Ｈｚ） －２０３．８３

犆／犖０衰减／ｄＢ ０．２１ ０．６１ ０．７５ ０．３７ ０．０９ １．０１ ０．３３ ０．１２

表４　犚犖犛犛对犚犇犛犛的影响

Ｔａｂ．４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ＲＮＳＳｔｏＲＤＳＳ

ＢＰＳＫ（１） ＢＰＳＫ（４） ＢＰＳＫ（８） ＢＯＣ（１，１） ＢＯＣ（６，１） ＭＢＯＣ（６，１） ＢＯＣ（４，４） ＢＯＣ（６，２）

ＰＳＤＲＮＳＳ／（ｄＢＷ／ＭＨｚ） －１５５．４

最大可见卫星数 １２

累计ＰＳＤ／（ｄＢＷ／ＭＨｚ） －１４４．６１

天线增益／ｄＢ ３

接收机带宽／ＭＨｚ ８．１８４ ８．１８４ ８．１８４ ８．１８４ ８．１８４ ８．１８４ ８．１８４ ８．１８４

频谱分离系数／（ｄＢ／Ｈｚ）－６６．０５ －６７．４５ －６９．５１ －６６．９３ －８４．２７ －６７．３４ －７３．５８ －８１．２６

犐０／（ｄＢＷ／Ｈｚ） －１９８．５３ －１９９．９３ －２０１．９９ －１９９．４１ －２１６．７５ －１９９．８２ －２０６．０６ －２１３．７４

犘０／（ｄＢＷ／Ｈｚ） －２２２

犖０／（ｄＢＷ／Ｈｚ） －２０３．８３

犆／犖０衰减／ｄＢ ３．５２ ２．８０ １．９４ ３．０６ ０．０８ ２．８６ ０．８７ ０．１６

２．２　与犌犾狅犫犪犾狊狋犪狉的相互影响

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ｒ是目前唯一使用２４８３．５～２５００

ＭＨｚ频段的移动卫星通信系统（ＭＳＳ），主要为南

北纬７０°之间的地区提供通信业务服务。使用Ｓ

频段信号后，将ＧＮＳＳ与 ＭＳＳ结合，优势是显而

易见的［７］。

１）不需要增加Ｌ频段模块就可将ＧＮＳＳ与

ＭＳＳ集成在一部手持终端中，将较大程度地方便

用户的使用。

２）可通过ＧＮＳＳ为 ＭＳＳ提供精确的定位和

授时数据。

３）通过 ＭＳＳ的通信信道为ＧＮＳＳ接收机提

供辅助定位信息。

因此，分析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ｒ与ＲＮＳＳ之间的干扰

十分必要。以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的参数为例，参考文献

［５］中的数据，文献中数据是在假定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ｒ和

Ｇａｌｉｌｅｏ对地面接收机的合成功率通量密度（ｐｆｄ）

都处于无线电频谱规范门限值－１２６ｄＢＷ／ｍ２／

ＭＨｚ，可以认为是最坏的情况。通过使用前面叙

述的方法得到表５、表６。

表５　犌犾狅犫犪犾狊狋犪狉信号干扰导致的犌犪犾犻犾犲狅犆／犖０ 衰减

Ｔａｂ．５　Ｇａｌｉｌｅｏ犆／犖０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ＰＳＫ（１）ＢＰＳＫ（４） ＢＰＳＫ（８）ＢＯＣ（１，１）

每颗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ｒ卫星

ＰＳＤ／（ｄＢＷ／ＭＨｚ）
－１５５．４

最大可见卫星数 ４

累计ＰＳＤ／（ｄＢＷ／ＭＨｚ） －１４９．４

天线增益／ｄＢ ０

接收机带宽／ＭＨｚ ２．０４６ ８．１８４ １６．３６８ ４．０９２

ＳＳＣ／（ｄＢ／Ｈｚ） －７２．４ －７２．３ －７２．０ －７２．５

犐０／（ｄＢＷ／Ｈｚ） －２１８．７ －２１２．５ －２０９．２ －２１５．８

犘０／（ｄＢＷ／Ｈｚ） －２２２

犖０／（ｄＢＷ／Ｈｚ） －２０１．５

犆／犖０衰减／ｄＢ ０．０８ ０．３３ ０．６８ 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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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犌犪犾犻犾犲狅信号干扰导致的犌犾狅犫犪犾狊狋犪狉犆／犖０ 衰减

Ｔａｂ．６　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ｒ犆／犖０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

Ｇａｌｉｌｅｏ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ＰＳＫ（１） ＢＰＳＫ（４） ＢＰＳＫ（８）ＢＯＣ（１，１）

每颗Ｇａｌｉｌｅｏ卫星

ｐｆｄ／（ｄＢＷ／ｍ２／ＭＨｚ）
－１２６

每颗Ｇａｌｉｌｅｏ卫星

ＰＳＤ／（ｄＢＷ／ＭＨｚ）
－１５５．４

天线增益／ｄＢ ０

最大可见卫星数 １２

Ｇａｌｉｌｅｏ合成ｐｆｄ最

大值／（ｄＢＷ／ｍ２／ＭＨｚ）
－１１５．２

信道带宽／ＭＨｚ １．２３

频谱分离系数／（ｄＢ／Ｈｚ）－７２．８ －７７．１ －７９．９ －７７．１

犐０／（ｄＢＷ／Ｈｚ） －２１６．５ －２２０．８ －２２３．６ －２２０．８

犖０／（ｄＢＷ／Ｈｚ） －２０１．５

犆／犖０ｄｅｇ．／ｄＢ

犘０＝－２２０ｄＢＷ／Ｈｚ

（９５％时间）

０．１３ ＜０．１ ＜０．１ ＜０．１

犆／犖０衰减／ｄＢ

犘０＝－２０５ｄＢＷ／Ｈｚ

（最坏情况）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从表５、表６中的数据可以看到，由两系统之

间的干扰所引起的接收机载噪比的下降很小。基

于以上结果，可以认为，两系统之间的干扰在一个

合理的范围内，未来ＲＮＳＳ使用新的Ｓ频段的信

号不会产生争议。

２．３　与固定业务（犉犛）系统之间的影响

参考文献［９］中的数据，得到表７、表８。

表７　当犌犪犾犻犾犲狅接收机位于犉犛天线主瓣范围内的分隔距离

Ｔａｂ．７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ＦＳ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

ａｎｄＧａｌｉｌｅ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ｉｎＩｔｓＭａｉｎＢｅａｍ

ＦＳ参数

带宽／ＭＨｚ １４

ＥＩＲＰ／（ｄＢＷ／ＭＨｚ） ２１．５

天线高度／ｍ １５ ３０

交叉极化隔离度／ｄＢ ３

最大各向同性ＲＮＳＳ干扰／（ｄＢＷ／ＭＨｚ） －１４６

传播损耗／ｄＢ １６４．５

分隔距离／ｋｍ（０．１％） ２８８ ２９３

分隔距离／ｋｍ（５０％） ３９ ４４

表８　当犌犪犾犻犾犲狅接收机位于犉犛天线旁瓣范围

内分隔距离

Ｔａｂ．８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ＦＳ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

ａｎｄＲＤＳ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ｉｎＩｔｓＳｉｄｅｌｏｂｅｓ

ＦＳ参数

带宽／ＭＨｚ １４

ＥＩＲＰ／（ｄＢＷ／ＭＨｚ） ２１．５

天线高度／ｍ １５ ３０

交叉极化隔离度／ｄＢ ２９

最大各向同性ＲＮＳＳ干扰／（ｄＢＷ／ＭＨｚ） －１４６

传播损耗／ｄＢ １３８．５

分隔距离／ｋｍ（０．１％） ２２．６ ２８．０

分隔距离／ｋｍ（５０％） １３．７ １７．１

　　考虑最差情况，将 ＲＮＳＳ信号的地面接收

ｐｆｄ限制在－１３２ｄＢＷ／ｍ
２／ＭＨｚ，可以对ＦＳ系

统内不造成干扰。如果考虑一般情况，可放宽至

－１２９ｄＢＷ／ｍ２／ＭＨｚ。为保证 ＲＮＳＳ接收机使

用，一般与ＦＳ系统要相隔至少２８ｋｍ以上。

２．４　与 犠犻犕犪狓系统之间的影响

参考文献［１０］中的数据，得到表９。

表９　犠犐犕犃犡参数

Ｔａｂ．９　Ｗｉｍａｘ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基 站 移动站

信道带宽／ＭＨｚ ５

平均功率／ｄＢｍ ３６ ２０

天线增益／ｄＢｉ １８ ０～６

天线高度／ｍ １５～３０ １．５

线路损耗／ｄＢ ２ ０

噪声系数／ｄＢ ３ ５

热噪声／（ｄＢＷ／Ｈｚ） －２０４ －２０４

干扰准则犐／犖／ｄＢ －６ －６

最大可接受干扰功率／ｄＢＷ －１４０ －１３８

　　当考虑 ＧＮＳＳ的最大地面接收到的ｐｆｄ是

－１２９ｄＢＷ／ｍ２／ＭＨｚ时，可以得到表１０。

表１０　犌犪犾犻犾犲狅最大犘犉犇为－１２９犱犅犠／犿２／犕犎狕

时地面接收功率

Ｔａｂ．１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ｆｏｒａ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ＦＤｏｆ－１２９ｄＢＷ／ｍ２／ＭＨｚ

调制方式 ＢＰＳＫ（１）ＢＰＳＫ（４）ＢＰＳＫ（８）ＢＯＣ（１，１）

每移动站／ｄＢＷ －１５４．１ －１４８．１ －１４５．１ －１５１．６

每基站／ｄＢＷ －１４２．１ －１３６．１ －１３３．１ －１３９．６

　　表１０中，基站受到的干扰信号功率比移动站

受到的干扰信号功率大，这可能是因为基站的天

线增益较大。参考移动站和基站可接受的干扰功

率数值，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移动站受到 ＲＮＳＳ

卫星的干扰较少，但当 ＲＮＳＳ使用 ＢＰＳＫ（４）、

ＢＰＳＫ（８）调制方式时，基站会受到较大干扰。

３　结　语

本文分析了当使用Ｓ频段时，ＲＮＳＳ导航系

统与北斗一代之间的干扰所造成的接收机信噪比

下降，并结合现有的结论，论述了与 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ｒ、

ＦＳ、ＷｉＭａｘ系统之间的影响。由前面的分析得

到，ＲＮＳＳ与北斗一代在不同调制方式下的干扰

程度不同，建议在新信号的调制方式选择上进一

步论证，可优先考虑 ＢＯＣ（６，１）和 ＢＯＣ（６，２）。

ＲＮＳＳ干扰引起的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ｒ的接收机信噪比衰

减很小，不会引起争议。在使用Ｓ频段ＦＳ的国

家中使用ＲＮＳＳ时要考虑分隔距离至少在２８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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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ＷｉＭａｘ基站受到ＢＰＳＫ（４）和ＢＰＳＫ（８）

信号调制方式的影响较大，未来需要进一步在信

号兼容性设计上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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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ＭＳ），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ｆｉｇｕｒｅｏｕ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ｒａｄｉｏ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ｂａｎｄ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ａｙ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ａｓｓｅｓ

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ＮＳ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ｒａｄｉｏ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ｔｈｉｓｂ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ｓａｍｅ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ｎｇ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ＢＯＣ（６，１）ａｎｄＢＯＣ（６，２）ａｓ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ＲＮＳＳｓｉｇｎａｌ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ｅ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ｅｒＩｎｔｅｒ

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Ｂｅｉｄｏｕ１ａ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ａｎｄ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ＮＳ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ｒａ

ｄｉｏ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ｂ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ＯＹＡＮＧ，ｍａｓｔｅ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ｚｙ＿ｍｊ＿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７１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