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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抗远近效应的目标———提高远近距离比，深入地总结了已有的解决方案及其优缺点，然后提出

了利用自适应抗干扰天线来抗远近效应的方案，并搭建了半实物仿真平台。最后，通过实验证明这种结合抗

干扰天线的方案有效提高了远近距离比，扩大了伪卫星增强系统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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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卫星起初主要用于ＧＰＳ卫星发射之前对

地面用户接收机的原理验证，但适当布置，可增加

可见星数量，极大改善几何因子，显著提高系统定

位精度［１２］，所以自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以来，伪卫

星定位技术就受到广泛的重视。利用伪卫星单独

或与导航卫星组合进行定位成为提高导航系统性

能的有效途径之一［３４］。但在伪卫星定位技术研

究和应用中远近效应是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与导航卫星相比，伪卫星和接收机之间的距

离要近得多，且相对变化较大，因此，在整个工作

区域内所接收到的信号强度会产生明显差异。在

某些位置，当来自伪卫星和卫星的信号强度差异

大于某个门限时，就使得功率较弱的卫星信号被

遮蔽，无法完成捕获。远近效应问题本质上是用

户接收机跟踪来自太空远距离卫星发射的弱信号

与接收地面或空中近距离伪卫星发射的强信号之

间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程度可由远近距离比

（或伪码间互相关余量）来表征。以采用Ｃ／Ａ码

的伪卫星增强ＧＰＳ系统为例，在最坏情况下接收

机对两个伪码互相关跟踪能力是２１．１ｄＢ
［５］。

１　现有方案概述

１．１　频域方法

带外发射指在卫星导航频段外发射伪卫星信

号。文献［６］中描述了其缺点，需要一个分离的射

频调谐器来接收伪卫星信号，且通过第二个射频

通道接收的伪卫星信号随着时间和温度相对于主

射频中的信号而定时漂移［６］。这使得伪卫星导航

算法复杂化了。其优点是可以容易地得到在卫星

导航波段外的伪卫星发射的容许调整范围。

１．２　时域方法

目前，解决远近效应问题比较成熟可行的方

法是采用脉冲调制技术。利用低占空比的脉冲发

射伪卫星信号大幅提高了远近距离比，这种实现

也写入了ＲＴＣＭ１０４建议。但是，此模型并不能

精确描述实际接收机中的硬件。通常，从饱和状

态恢复到正常状态所需的时间与超过门限值的过

载程度成正比，会累积噪声，使信噪比下降［７８］。

在极限情况下，超出的功率电平将对任何接收机

造成永久性的物理损坏［６］，且这种技术需对用户

接收机作较多修改。

１．３　码域方法

新的扩频码方法是使与现有卫星扩频码之间

的互相关最小。这种码的频谱比较尖锐，其能量

聚集在较小的区域。这种方法本质上受到卫星信

号多普勒频移的限制。非标准的扩频码的选择包

括改变码的位模式、传输速率和调制方式，这些因

素并不互相排斥，进行适当组合可达到更好的效

果［６］。但是为了测量伪卫星发射新伪码信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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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需要接收机增加新带宽或新相关器等。

１．４　信号处理

远近效应发生时，伪卫星通道的自相关值会

远大于卫星通道的自相关值［９］，所以据此能够判

断出是否发生了“远近效应”。文献［９，１０］中提

到，在作出判断后，产生控制信号，对产生强干扰

的伪卫星信号分量进行重构，并将重构的伪卫星

信号从总的接收信号分量中减去之后，再重新送

回各通道的相关解扩器进行解扩，此时输入到相

关器的就是去除了强干扰分量的信号。这就是干

扰抵消法，其缺点是处理延时可能会较长。另外，

一些通信中常用到的多用户检测算法也可用来抑

制远近效应［１１］。

２　空域处理方案

２．１　空域方法

当接收到的各可见星信号功率差距过大时，

强弱信号之间的互相关峰值就会接近甚至可能大

于弱信号的自相关峰值，使弱信号无法完成捕获。

互相关峰值比自相关峰值大得越多，说明远近效

应问题越严重。本文从空域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抑

制强弱信号互相关峰值的办法———利用卫星导航

抗干扰自适应调零天线与低增益普通天线相结合

的接收机解决方案。图１是在伪卫星增强 ＧＰＳ

背景下的空域处理方案和基于上述思路搭建的半

实物仿真测试平台。

图１　半实物仿真平台

Ｆｉｇ．１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ｏｐ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２．２　实验平台

伪卫星模拟设备由ＧＰＳ模拟源改进得到，它

在带ＧＰＳ的原子钟驯服下实现与天空卫星同步，

共同为接收设备提供伪距和导航电文，并根据授

时信息模拟与系统时同步的两颗伪卫星信号。伪

卫星采用与现有 ＧＰＳＣ／Ａ码相似的信号体制，

使用３４和３６号伪码，伪卫星具备６０ｄＢ的功率

调节功能。卫星导航接收设备由双模卫星导航接

收机软件升级实现。抗干扰自适应调零天线是７

单元的圆阵天线，通过分析ＧＰＳ信号和干扰信号

的特征，自动在干扰源方向产生零陷，同时保证

ＧＰＳ信号尽量不失真。

２．３　工作原理

由模拟信号源改造成的伪卫星在与天空

ＧＰＳ卫星同步运行后，导航系统内相当于增加了

可见星数量，较显著地改善了几何因子。将伪卫

星信号和ＧＰＳ信号看作来自两个系统，合路送入

兼容定位接收机后，采用最小二乘法处理以消除

伪卫星系统与ＧＰＳ系统的时差。在近场情况下，

抗干扰自适应调零天线接收天空卫星信号，对高

电平的伪卫星信号，当作宽带干扰进行处理，接着

与低增益普通天线接收的伪卫星信号合路后送入

标准的双模接收机进行通常的捕获、跟踪、解扩、

解调、测量数据提取以及定位解算等后续处理。

本方案的特点主要是利用自适应调零天线的抗干

扰能力来抗远近效应。

３　半实物仿真

３．１　测试条件

按照如图１所示搭建半实物仿真测试平台，

选择增益为４０ｄＢ的抗干扰天线和增益为２７ｄＢ

的普通ＧＰＳ天线进行实验。为了评估抗干扰天

线对远近效应的改善能力，这里暂定义将图１中

的抗干扰天线换成普通天线的模式为双普通天线

接收模式，定义图１为普通天线加抗干扰天线接

收模式。因为接收功率和距离平方的反比关系，

所以可以通过调整功率来考察远近效应情况。先

后使用上述两种接收模式，分别逐渐加大伪卫星

功率，测试两种接收模式下使接收机性能恶化的

功率值，两者之差即为改善能力。这里设定组合

定位误差超过１０ｍ的概率大于９０％时即为接收

机性能恶化。

通过摸底，双普通天线接收模式下，设定伪卫

星信号功率调整量为－１０、－５、－３、０ｄＢ等４种，

各持续１０ｍｉｎ。普通天线加抗干扰天线接收模式

下，伪卫星信号功率调整量为０、５、８、１０ｄＢ等４

种，各持续１０ｍｉｎ。这两种情况均为静态测试。

３．２　性能仿真

调整伪卫星信号功率值，接收机收到伪卫星

信号和 ＧＰＳ信号进行组合定位，输出并保存数

据，统计定位误差。

３．２．１　双普通天线接收模式

伪卫星信号功率变化与测试时间的对应关系

如表１所示。定位误差曲线如图２所示。

３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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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双普通天线模式伪卫星信号功率选择情况

Ｔａｂ．１　ＰｓｅｕｄｏｌｉｔｅＳｉｇ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ｔｅｎｎａＭｏｄｅ

时间段／ｍｉｎ ０～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４０

功率改变／ｄＢ －１０ －５ －３ ０

图２　双普通天线模式的定位误差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Ｕｎｄｅｒ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ｅｎｎａＭｏｄｅ

　　由图２可知，在０～１０ｍｉｎ之内定位精度较

好，随着伪卫星信号功率的增强，定位误差逐渐增

大。对各时间段内定位误差大于１０ｍ的概率进

行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双普通天线模式的定位误差概率情况

Ｔａｂ．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ｔｅｎｎａＭｏｄｅ

时间段／ｍｉｎ ０～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４０

定位误差超出

１０ｍ的概率／％
０ ０ ０ ９０

　　当伪卫星信号功率调整量为上限值０ｄＢ时，

使用双普通天线接收模式的定位性能恶化。

３．２．２　普通天线加抗干扰天线接收模式

伪卫星信号功率变化与测试时间的对应关系

如表３所示。不同时间段的定位误差曲线如图３

所示。

表３　普通天线加抗干扰天线模式的伪卫星

信号功率选择情况

Ｔａｂ．３　ＰｓｅｕｄｏｌｉｔｅＳｉｇ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ｕｓ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Ｍｏｄｅ

时间段／ｍｉｎ ０～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４０

功率改变／ｄＢ ０ ５ ８ １０

　　由图３可知，第３０ｍｉｎ之后定位误差逐渐增

大。对各时间段内定位误差大于１０ｍ的概率进

行统计如表４所示。

图３　普通天线加抗干扰天线模式的定位误差

Ｆｉｇ．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ｕｓ

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Ｍｏｄｅ

表４　普通天线加抗干扰天线模式的定位误差概率情况

Ｔａｂ．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ｕｓ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Ｍｏｄｅ

时间段／ｍｉｎ ０～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４０

定位误差超出

１０ｍ的概率／％
０ ０ ８ ９５

　　当伪卫星信号功率调整量为上限值１０ｄＢ

时，使用普通天线加抗干扰天线的接收模式定位

性能恶化。

通过半实物仿真测试，在这种实验环境下，空

域处理方案对远近效应的改善有１０ｄＢ，远近距

离比比原来增大３倍多。显然，这种改善程度会

随着抗干扰天线的抗干扰能力的提高而提高。

３．３　性能分析

双普通天线接收模式和普通天线加抗干扰天

线接收模式相比较，当接收机定位误差超过１０ｍ

的概率大于９０％时，它们的功率调整的差值为１０

ｄＢ，即这种条件的改善为１０ｄＢ。显然，这种改善

主要得益于加入了抗干扰天线。

利用双普通天线接收模式时，由于使用了增

益一致的两个普通天线，它们对噪声和信号放大

系数都一样。当在近场时普通天线不能抑制强的

伪卫星干扰信号，随着伪卫星信号的增强，合路后

伪卫星信号电平也不断增大，从而影响到整个合

路信号的信噪比。在伪卫星信号达到一定强度

时，合路后的信噪比就超过了接收机所能容忍的

范围，造成定位发散。

普通天线加抗干扰天线接收模式时，使用普

通天线接收伪卫星信号，抗干扰天线接收天上

ＧＰＳ信号，抗干扰天线的增益比普通天线增益大

很多，因此，抗干扰天线对合路信号的噪声电平权

重远大于普通天线，且抗干扰天线的抗干扰性能，

４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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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地抑制强的伪卫星信号。只有伪卫星信

号更加强的时候，由普通天线接收到的伪卫星信

号才会对整个合路信号的信号质量产生决定性影

响，造成接收机定位发散。也可以从能量的角度

考虑，当进入接收机的卫星信号能量相同时，普通

天线加抗干扰接收模式情况下进入的伪卫星信号

能量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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