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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一种基于码跟踪多径误差包络的多径抑制性能评估准则为基础，首先根据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的基

本原理，首次推导出了其在无限带宽时的码跟踪多径误差公式，并由此得出了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的理论性能

计算公式；然后以数值计算的方法分析了不同信道带宽条件下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的多径抑制性能。仿真结果

表明，当信号传输链路的信道带宽有限时，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的多径抑制性能在其相关间隔与信道单边带宽的

乘积等于１时达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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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径信号所导致的误差包括码跟踪多径误差

和载波相位跟踪多径误差，是ＧＮＳＳ（全球导航卫

星系统）的主要误差源之一［１，２］。其中码跟踪多

径误差可以达到几 ｍ 甚至几十 ｍ 的量级，在

ＧＰＳ动态监测技术应用中也可能带来ｃｍ级的定

位精度误差。因此，受到广泛的重视，众多用于抑

制码跟踪多径误差的研究成果［３８］不断地被开发

出来并在各类接收机中得到应用，其中尤以对

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
［８］的研究最为活跃。

在以往对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进行的性能分析

中［９１２］，一般都认为信号的带宽是无限的。事实

上，无论是在信号的发射端还是接收端，为了避免

与其他信号的相关干扰或者提取有用信号，信道

带宽都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

技术的实际性能，尤其是多径抑制性能，异于其在

无限带宽信道条件下的理想性能。因此，对有限

带宽信道条件下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的性能进行分

析具有十分重要的工程意义。文献［１３］系统分析

了不存在多径信号时较小相关间隔的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ｅｌｔａ技术在有限带宽信道条件下的测距精度，但

是目前仍无文献对这种情况下的多径抑制性能进

行分析。

１　犇狅狌犫犾犲犱犲犾狋犪技术的基本原理

当不考虑信号传输链路（包括发射端和接收端）

有限带宽信道的滤波作用时，若有犿路多径信号进

入ＧＮＳＳ接收机，则基带接收信号可以表示为：

狉（狋）＝犃狆（狋－τ０）ｃｏｓ（φ０）＋…

　犃∑
犿

犻＝１

α犻狆（狋－τ０－Δτ犻）ｃｏｓ（φ０＋Δφ犻）

（１）

式中，狆（狋）为接收信号中码速率为犳犮 的伪随机码

信号；犃２／２、τ０ 和φ０ 分别为直达信号的功率、到

达接收机时的时间延迟和载波初相，而α犻、Δτ犻 和

Δφ犻分别是第犻路多径信号相对于直达信号的功

率、时延和载波相位。尽管现实性受限，但只有一

路多径信号存在时的多径模型在多径性能的理论

评估中是应用最广泛的［１４］。本文以犿＝１为例进

行分析。

当存在一路多径信号时，接收信号与接收机

中的本地参考信号狆（狋－^τ０）ｃｏｓ（φ犮）之间的相关

函数具有如下的形式：

犚狉狊（τ）＝ＡＴＲ（τ）ｃｏｓ（φ０－φ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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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１犚（τ－Δτ１）ｃｏｓ（φ０＋Δφ１－φ犮） （２）

式中，^τ０ 和φ犮分别为本地参考信号的时延和载波

初相；τ＝０时本地参考信号与接收信号达到同

步；犜为相关累加的时间长度；犚（τ）表示狆（狋）的

自相关函数，即犚（τ）＝∫
犜

０
狆（狋）狆（狋－τ）ｄ狋。当假

设信道带宽无限时，犚（τ）具有以下表达式：

犚（τ）＝
－
１

犜犮
τ ＋１，０≤ τ ≤犜犮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３）

式中，犜犮＝１／犳犮。因此犚（τ）关于τ＝０成对称的

三角形。图１给出了存在一路同相（φ０－Δφ１－φ犮

＝０）或反相（φ０－Δφ１－φ犮＝π）多径信号时，直达

信号、多径信号及两者的合成接收信号与本地参

考信号之间的互相关函数。

图２是合成相关函数τ＝０附近的缩近图，即

图１中圆圈内部分。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在相关峰

两侧各分布两个相关器，犈１、犈２、犔１ 和犔２ 分别代

表４个相关器的位置，相邻两个相关器之间的时

间间隔从左至右依次为犱／２、犱和犱／２（犱≤犜犮／

２），则相关峰两侧的坡度为：

犛犈 ＝ 犚犈１（τ）－犚犈２（τ（ ））／（犱／２） （４）

犛犔 ＝ 犚犔１（τ）－犚犔２（τ（ ））／（犱／２） （５）

式中，犚犈
２
（τ）＝犚狉狊（τ－犱１），犚犈

１
（τ）＝犚狉狊（τ－犱／

２），犚犔
１
（τ）＝犚狉狊（τ＋犱／２），犚犔

２
（τ）＝犚狉狊（τ＋犱２）。

利用坡度信息，则可用下式对同步时刻进行

估计：

τ^＝

犚犔１（τ）－犚犈１（τ）－
犱
２
（犛犈－犛犔）

２（犛犈＋犛犔）
（６）

图１　同相和反相多径信号存在时的相关

函数（犃＝１，α１＝０．５）

Ｆｉｇ．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

ｉｎ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Ｏｕｔｐｈａｓ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犃＝１，α１＝０．５）

图２　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原理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估计值与真值之间的误差即为码跟踪误差，可以

表示为：

ε（α１，Δτ１，Δφ１）＝τ^－τ＝

α１Δτ１犮狅狊（φ０＋Δφ１－φ犮）

１＋α１犮狅狊（φ０＋Δφ１－φ犮）
，０＜Δτ１ ≤τ犃

α１ 犱－Δτ（ ）１ 犮狅狊（φ０＋Δφ１－φ犮）

１－α１犮狅狊（φ０＋Δφ１－φ犮）
，τ犃 ＜Δτ１ ≤犱

α１犮狅狊（φ０＋Δφ１－φ犮）

２＋α１犮狅狊（φ０＋Δφ１－φ犮）
（犱－犜犮＋Δτ１），犜犮－犱≤Δτ１ ≤τ犅

α１犮狅狊（φ０＋Δφ１－φ犮）

２－α１犮狅狊（φ０＋Δφ１－φ犮）
（犜犮－Δτ１），τ犅 ＜Δτ１ ≤τ犆

α１犮狅狊（φ０＋Δφ１－φ犮）

２＋α１犮狅狊（φ０＋Δφ１－φ犮）
（－犱－犜犮＋Δτ１），τ犆 ＜Δτ１ ≤犜犮＋犱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７）

２　基于多径误差包络的多径抑制性

能评估

　　由式（７）可知，当α１ 和Δτ１ 相同时，同相和反

相多径信号所造成的码跟踪误差分别达到正值和

负值的最大。因此，如果保持多径信号的相对幅

度α１ 不变，相对时延Δτ１ 遍历 ［０，＋∞］范围内

所有可能的取值（本文取０≤Δτ１≤２犜犮）时，同相

和反相多径信号的误差曲线便构成了误差包络，

如图３所示。

多径误差包络反映了一种跟踪环路对多径信

号的敏感程度，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误差包络的

量化分析来建立对跟踪环路多径抑制性能的评估

标准。但是多径误差包络本质上是两条误差曲

线，因此，在被用来评估某种多径抑制技术的性能

２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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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首先确定多径信号的相对幅度和时延参数。

在本文以下的分析中，限制０≤Δτ１≤２犜犮，且当涉

及定量分析时，取α１＝０．５。以下给出了３种指标

定义［１５］：① 包络极值 Ｍａｘ（ε）；② 有效包络区间

长度Ｌｅｎｇｔｈ（ε）；③ 包络面积Ａｒｅａ（ε）。

根据式（７）可以得到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在无限

带宽条件下的三项多径抑制性能指标计算公式为：

Ｍａｘ（ε）＝α１犱／２ （８）

Ｌｅｎｇｔｈ（ε）＝３犱 （９）

Ａｒｅａ（ε）＝α１犱
２ （１０）

图３　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的码跟踪误差包络（α１＝０．５）

Ｆｉｇ．３　Ｃｏｄ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α１＝０．５）

３　有限带宽信道条件下的多径抑制

性能

３．１　理论模型的修正

若考虑信号传输链路的信道具有有限的带

宽，且信道的滤波作用可等效为传递函数犺（狋），则

式（１）中的接收信号需要修正为（取犿＝１）：

珓狉（狋）＝犃［狆（狋－τ０）ｃｏｓ（φ０）＋…

α１狆（狋－τ０－Δτ１）ｃｏｓ（φ０＋Δφ１）］犺（狋）

（１１）

其与本地参考信号的相关函数可以改写为：

犚狉狊（τ）＝犃犜［犚（τ）ｃｏｓ（φ０－φ犮）＋…

　犃α１犚（τ－Δτ１）ｃｏｓ（φ０＋Δφ１－φ犮）］犺（τ）＝
Δ

　犃犜［珟犚（τ）ｃｏｓ（φ０－φ犮）＋…

　犃α１珟犚（τ－Δτ１）ｃｏｓ（φ０＋Δφ１－φ犮）］

（１２）

式中，珟犚（τ）＝犚（τ）犺（τ）。假设犺（狋）为理想矩形

低通滤波器，单边带宽为犫，取犫＝犽犳犮（犽为正数），

即其频域表达式为：

犎（犳）＝
１，犳 ≤犫

０，｛ 其他
（１３）

图４分别给出了犫＝犳犮、犫＝５犳犮 和无限带宽时珟犚

（τ）的时域和频域波形对比。由图５中可以看出：

１）当犫＝５犳犮时，由于珟犚（τ）的主要能量都保

留在了通带之内，因此，珟犚（τ）与无限带宽时的

犚（τ）相比相似度较高。

２）当犫＝犳犮时，只有犚（τ）的主瓣可以通过滤

波器，因此珟犚（τ）相比犚（τ）发生了较大的形变，主

要表现为相关峰变得圆滑，且在 τ ≥犜犮 范围内

出现了拖尾。

因此当信道带宽有限特别是带宽较窄时，由

于珟犚（τ）的变形，当采用式（４）、式（５）两式对相关

函峰两侧的坡度进行估计时便不可避免地引入了

误差，从而导致了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多径抑制性

能的变化。

图４　有限带宽信道对珟犚（τ）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ｉｍｉｔｅｄ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ｎ珟犚（τ）

３．２　性能仿真

首先以犫＝犳犮、犫＝５犳犮 为例，给出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

技术的码跟踪误差包络曲线与无限带宽时的包络

曲线进行对比，如图５所示。由图５中可以看出：

图５　有限带宽信道条件下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的

码跟踪误差包络（α１＝０．５）

Ｆｉｇ．５　Ｃｏｄ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ｗｉｔｈＬｉｍｉｔｅｄ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Ｃｈａｎｎｅｌ（α１＝０．５）

１）与珟犚（τ）的变形程度相对应，当犫＝５犳犮 时

两种相关间隔的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码跟踪误差包

络与无限带宽时的包络均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而

当犫＝犳犮时两种相关间隔的误差包络相比无限带

宽时均发生了较大的形变。

２）从§２给出的三项多径抑制性能评估指

标的角度来分析，两种相关间隔的 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

技术码跟踪误差包络在有限带宽信道的滤波作用

下，包络极值、有效包络区间长度以及包络面积都

３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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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了；而且很明显，当带宽不断减小时，犱＝０．

１犜犮时的３项指标对于带宽变化的敏感性远大于

犱＝０．５犜犮时。

图６及表１给出了更多带宽和相关间隔组合

下的多径抑制性能数据（以犱＝０．５犜犮 且无限信

道带宽条件下的相应指标值为单位１）。更进一

步地得到以下结论：① 对于确定的相关间隔犱，

随着带宽的增大，包络极值和包络面积先逐渐减

小，当犫犱＝１时达到最小，然后逐渐增大，最终趋

于稳定并接近无限带宽时的指标值。需要注意的

是，相关间隔越小，犫犱＝１时所达到的最小值也越

小；有效包络区间长度大致呈逐渐减小的趋势，并

趋于接近无限带宽时的指标值。② 对于确定的带

宽犫，随着相关间隔的减小，有效包络区间长度先逐

渐减小，当犫犱＝１时达到最小，然后逐渐增大。同

样地，带宽越大，犫犱＝１时所达到的最小值也越

小；包络极值和包络面积逐渐减小，并趋于稳定。

图６　有限带宽信道条件下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的

有效包络极值及包络面积（α１＝０．５）

Ｆｉｇ．６　Ｍａｘ（ε）ａｎｄＡｒｅａ（ε）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ｗｉｔｈＬｉｍｉｔｅｄ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Ｃｈａｎｎｅｌ（α１＝０．５）

表１　有限带宽信道条件下犇狅狌犫犾犲犱犲犾狋犪技术的

有效包络区间长度（α１＝０．５）

Ｔａｂ．１　Ｌｅｎｇｔｈ（ε）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Ｃｈａｎｎｅｌ（α１＝０．５）

犫／犳犮
犱＝０．５

犜犮

犱＝０．４

犜犮

犱＝０．３

犜犮

犱＝０．２

犜犮

犱＝０．１

犜犮

犱＝０．０５

犜犮

∞ １．００ ０．８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４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１００

２０ １．００ ０．８１６ ０．６１６ ０．４１５ ０．２１２ ０．１１４

１０ １．０２ ０．８７０ ０．７００ ０．４５５ ０．２９２ ０．７４２

５ １．１４ ０．９７２ ０．９８６ ０．６９７ １．０６ １．１１

３．３ １．２５ １．３２ １．１５ １．３１ １．３１ １．３１

２．５ １．３３ １．２９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３３ １．３４

２ １．２９ １．２７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３１ １．３１

１ １．６７ １．６５ １．６３ １．６２ １．６１ １．６１

　　以ＧＰＳ犔１ 频点信号为例，发射端存在单边

带宽为１０．２３ＭＨｚ的滤波器，而在接收端还可能

存在更窄的信道滤波器，则对于伪码速率为

１．０２３ＭＨｚ的Ｃ／Ａ码信号而言有犫≤１０犳犮。由图

６可以看出，犱＝０．０５犜犮与犱＝０．１犜犮 在这个带宽

范围内的包络极值和包络面积指标基本相同，从

这一角度来看相关间隔最小可以选择犱＝０．１犜犮。

另外，若要求包络区间长度最小，则接收端需要在

保证系统性能的基础上使带宽尽可能宽，且取

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的相关间隔为单边带宽的

倒数。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ａｒｉｎＬＪ．Ｔｈ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ＮｏｖｅｌＭｕｌ

ｔｉｐａｔｈ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Ｇａｌｉｌｅｏ

ＢＯＣ（１，１）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ｉｎＨｉｇｈＶｏｌｕｍ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Ｃ］．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üｎｉｃｈ，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０５

［２］　黄声享，李沛鸿，杨保岑，等．ＧＰＳ动态监测中多

路径效应的规律性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

科学版，２００５，３０（１０）：８７７８８０

［３］　吴雨航，陈秀万，吴才聪．利用信噪比削弱多路径

误差的方法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８，３３（８）：８４２８４５

［４］　ｖａｎＤｉｅｒｅｎｄｏｎｃｋＡＪ，ＦｅｎｔｏｎＰ，ＦｏｒｄＴ．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Ｎａｒｒｏｗ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Ｓｐａｃｉｎｇｉｎａ

Ｇ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Ｊ］．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２，３９（３）：２６５２８３

［５］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Ｂ，ＦｅｎｔｏｎＰ．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ｎｇ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ａ

Ｌ１Ｇ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Ｃ］．Ｔｈｅ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ｉ

ｃ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ｔＬａｋｅＣｉｔｙ，ＵＳＡ，１９９４

［６］　ＶａｎＮｅｅＲＤＪ．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Ｄｅｌａｙ

ＬｏｃｋＬｏｏｐ［Ｃ］．ＩＥＥＥ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Ｓｐｒｅａ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Ｊａｐａｎ，１９９２

［７］　ＦｅｎｔｏｎＰＣ，ＪｏｎｅｓＪ．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ＮｏｖＡｔｅｌＩｎｃ’ｓ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Ｃ］．Ｔｈｅ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ＧＮＳＳ，ＬｏｎｇＢｅａｃｈ，ＵＳＡ，２００５

［８］　ＩｒｓｉｇｌｅｒＭ，ＥｉｓｓｆｅｌｌｅｒＢ．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ｔｕｒ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Ｔｈｅ１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ＵＳＡ，２００３

［９］　ＭｃＧｒａｗＧＡ，ＢｒａａｓｃｈＭＳ．ＧＮＳＳ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Ｍｉｔｉ

ｇ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Ｇａｔｅｄａｎｄ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ＴＭ，

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ＵＳＡ，１９９９

［１０］ＧａｒｉｎＬ，ｖａｎＤｉｇｇｅｌｅｎＦ，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Ｍ．Ｓｔｒｏｂｅ＆

Ｅｄｇ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ｄｅ［Ｃ］．

４３２１



　第３６卷第１０期　　　　刘荟萃等：有限带宽信道条件下的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技术多径抑制性能分析及优化设计

Ｔｈｅ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ａｔ

ｅｌｌｉｔ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Ｋａｎｓａｓ

Ｃｉｔｙ，ＵＳＡ，１９９６

［１１］ＪａｓｏｎＪ，ＦｅｎｔｏｎＰ，ＳｍｉｔｈＢ．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ｕｌｓｅ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Ｏ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ｏｖａｔｅｌ．ｃｏｍ／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ａｐｅｒｓ／ＰＡＣ．ｐｄｆ，

２０１１

［１２］ＨａｔｃｈＲＲ，ＫｅｅｇａｎＲＧ．Ｌｅｉｃａ’ｓＣｏｄｅａｎｄＰｈａｓｅ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Ｃ］．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ＴＭ，ＳａｎｔａＭｏｎｉｃａ，ＵＳＡ，１９９７

［１３］ＭｏｒｒｉｓｓｅｙＴＮ，ＳｈａｌｌｂｅｒｇＫＷ，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Ｂ．Ｃｏｄ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ｓｆｏｒ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Ｎａｒｒｏ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ＳｐａｃｉｎｇａｎｄＢ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Ｃ］．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ＴＭ，

Ｍｏｎｔｅｒｅｙ，ＵＳＡ，２００６

［１４］ＥｌｌｉｏｔｔＤＫ，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ＧＰ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Ｂｏｓ

ｔｏｎ：Ａｒｔｅｃｈ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６

［１５］刘荟萃，倪少杰，张锴，等．码相关参考波形技术

在ＢＯＣ信号接收中的多径抑制性能研究［Ｊ］．中国

科学，２０１０，４０（５）：５８１５９１

第一作者简介：刘荟萃，工程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卫星导航定位

系统中的多径效应分析和深空探测信号处理技术。

Ｅｍａｉｌ：ｖｌｃｘ２６＠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犜犺犲犕狌犾狋犻狆犪狋犺犕犻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狅犳犇狅狌犫犾犲犱犲犾狋犪

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犻狀犅犪狀犱犾犻犿犻狋犲犱犚犲犮犲犻狏犲狉犆犺犪狀狀犲犾狊

犔犐犝犎狌犻犮狌犻１　犆犎犈犖犌犡犻犪狅
２
　犠犃犖犌犉犲犻狓狌犲

３

（１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Ｆｌｉｇｈ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２６Ｂｅｉｑｉｎｇ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４，Ｃｈｉｎａ）

（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ｅｎｔｅｒ，２６Ｂｅｉｑｉｎｇ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４，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７ＹａｎｗａｃｈｉｚｈｅｎｇＳｔｒｅｅｔ，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７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ＧＮＳＳ．Ｉｔ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ｍｕｌ

ｔｉｐａｔｈ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ｎｂ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ｅ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ｂｕｔｓｅｌｄｏｍｈａｓｉｔｂｅｅｎ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ｉｎａｎｙｆｏｒｍ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ｒｒｏｒｆｏｒｍｕｌａｆｏｒ

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ｔｓ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ｒｅ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ｐｅａｋ，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ａｒｅａ，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ｒｒｏｒ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ｅｉｎ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ａｎｄａ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ｍｉ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ｓ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ｔｉｓｄｒａｗ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ｓｐａｃｉｎｇ

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ｓｉｄｅ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ｉｓｅｑｕａｌｔｏｏｎｅ，ｔｈｅｂｅｓｔ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ｓａ

ｃｈｉｅｖｅｄｆｏｒ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ＮＳＳ；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ｌｔａ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ｂ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ｅｄ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ＵＨｕｉｃｕｉ，Ｐｈ．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ＮＳ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ｄｅｅｐｓｐａｃ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ｖｌｃｘ２６＠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５３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