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６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１５。

项目来源：中国卫星导航年会青年优秀论文基金资助项目（ＣＳＮＣ２０１１ＱＹ１４）。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１）１１１３４４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卫星导航接收机抗欺骗干扰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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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各种可能的欺骗干扰方法的基础上，研究了欺骗干扰信号的特性，并从信号体制设计和接收机

信号处理两个不同层面提出了一系列通用的抗欺骗措施，可直接用于关键民用基础设施ＧＮＳＳ接收机的抗

欺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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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欺骗干扰将逐渐成为

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威胁，它通过转发或自主产

生与真实信号非常类似的欺骗信号，阻塞目标导

航系统或使其得出错误的定时定位结果。无线电

导航安全专家ＤａｖｉｄＬａｓｔ教授在２０１０年２月于

英国伦敦举行的全球卫星导航安全会议上指出：

导航应该不只是关注精度的时代了，而应更关注

可靠、安全和鲁棒性［１，２］。

２００１年，美国交通部的报告评估了交通系统

利用ＧＰＳ带来的脆弱性
［３］，并指出民用基础设施

对ＧＰＳ的依赖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２００９年，

美国海军水面作战中心发布了第二份针对民用基

础设施欺骗干扰的评估报告［４］，指出欺骗干扰将

逐步上升为卫星导航系统在民用领域的主要威

胁。本文研究了欺骗干扰信号的特性，从信号体

制设计和接收机信号处理两个不同层面提出了一

系列通用的抗欺骗措施，可直接用于关键民用基

础设施ＧＮＳＳ接收机的抗欺骗设计。

１　犌犖犛犛接收机抗欺骗干扰方法

根据产生机理不同，欺骗信号可分为转发式

和产生式两类。转发式欺骗干扰在实现方法上可

以分为自然转发式［５］和智能转发式［４］两种方式。

ＧＮＳＳ接收机抗欺骗的主要目标是准确地检

测到欺骗信号的存在，并区分真实卫星信号和欺

骗干扰信号。在此基础上，接收机可将接收信号

中的欺骗信号标记出来，并排除在定时定位计算

之外，从而消除欺骗干扰对接收机的影响。

１．１　残留信号检测

残留信号检测的前提是欺骗干扰信号无法有

效地抑制真实卫星信号，因此接收机可以在接收信

号中同时检测到欺骗干扰信号和真实卫星信号。

为了完全抑制真实卫星信号，干扰方需要产

生在目标接收天线相位中心处与真实卫星信号幅

度相反、相位相同的欺骗信号。将到达接收机天

线相位中心的真实卫星信号表示为：

Ｓａｔ（）狋 ＝犃犐（）狋ｃｏｓω狋＋（ ）φ ＋犃犙（）狋ｓｉｎω狋＋（ ）φ

（１）

其中，犃犐（）狋 、犃犙（）狋 分别表示同相和正交分量上

的信号幅度、导航电文以及扩频码三项之积；ω和

φ分别表示真实卫星信号的载波频率和载波相

位。

假定干扰方可以准确地模拟真实卫星信号的

信号幅度、导航电文、扩频码以及载波频率信息，

则到达目标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的欺骗信号可表

示为：

Ｓｐｏｏｆ（）狋 ＝－犃犐（）狋ｃｏｓω狋＋φ（ ）′ －

犃犙（）狋ｓｉｎω狋＋φ（ ）′ （２）

即欺骗信号与真实卫星信号只有载波相位不同

步。由此，目标接收机得到的合成信号可表示为：

（）狉狋 ＝Ｓａｔ（）狋＋Ｓｐｏｏｆ（）狋 ＝

－２犃犐（）狋ｓｉｎ
Δφ
２
ｓｉｎω狋＋φ

＋φ′（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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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犃犙（）狋ｓｉｎ
Δφ
２
ｃｏｓω狋＋φ

＋φ′（ ）２
（３）

因此，欺骗信号在目标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处对

真实卫星信号造成的功率衰减可表示为：

Ｌｏｓｓ＝１０×ｌｇ
（）狉狋 ２

Ｓａｔ（）狋（ ）２ ＝
１０×ｌｇｓｉｎ

２Δφ（ ）２ （ｄＢ） （４）

　　如图１所示，要将真实卫星信号抑制１０ｄＢ，

需要欺骗信号与真实卫星信号在目标接收机天线

相位中心处的载波相位差不超过１／２０个载波周

期（１８°）。要达到如此高精度的载波同步，必须已

知欺骗干扰源与目标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 ｍｍ

量级的３Ｄ位置，这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实现。因

此，即使接收机受到欺骗干扰，仍然可以在接收信

号中检测到真实卫星信号。在实际接收机设计中，

针对欺骗信号进行残留信号检测，可分为捕获阶段

的残留信号检测和跟踪阶段的残留信号检测。

１．１．１　捕获阶段的残留信号检测

接收机在捕获阶段进行残留信号检测的目的

是开机初始捕获时，检测当前接收信号中是否存

在针对某一颗卫星的欺骗信号。若存在欺骗信

号，则给出告警指示，说明当前针对某一颗卫星可

能存在欺骗干扰，并在接收机专门的模块中同时

跟踪真实卫星信号和欺骗信号，以提取信息，在后

续处理中区分真实卫星信号和欺骗信号。

捕获阶段进行残留信号检测是通过对每颗可

视卫星在整个载波多普勒伪码相位二维不确定

范围内搜索的，如果检测到两个以上的时频单元

信号超过既定门限，如图２所示，则说明当前接收

信号中针对该卫星可能存在欺骗干扰。如果在整

个载波多普勒伪码相位二维不确定范围内只检

测到唯一的信号，则说明该信号是真实卫星信号，

可按正常流程转入跟踪环节。

１．１．２　跟踪阶段的残留信号检测

如果接收机在干扰方开始针对某些卫星信号

进行欺骗干扰之前，已经跟踪上了相应的真实卫

星信号，那么转发式欺骗干扰和简单产生式欺骗

干扰由于与真实信号不同步，从而对接收机无效。

但复杂的产生式欺骗干扰可以通过对接收机跟踪

环路的引导，实现对已跟踪上真实卫星信号的目

标接收机的欺骗干扰。因此，接收机在正常跟踪

过程中，仍需要实时检测接收信号中是否存在可

能的欺骗干扰。

由于目标接收机与欺骗干扰源天线之间的三

维位置关系难以精确测定，尤其是对于安全防范

措施严密的关键基础设施接收机以及处于运动状

态的接收机，因此，干扰方通道会首先测定干扰源

天线与目标接收机之间的大概位置关系，从而确

定一个载波多普勒和伪码相位的欺骗干扰区间，

并控制其欺骗信号到达目标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

的载波多普勒和伪码相位相对于真实卫星信号在

此区间内存在一定速率的相对移动，当欺骗信号

和真实卫星信号在相对移动过程中实现同步时，

即可实现对目标接收机工作环路的引导，从而实

现欺骗干扰的目的。

因此，针对此类欺骗干扰，接收机可以在其正

在跟踪信号附近的载波多普勒伪码相位空间内

检测到欺骗信号的存在。跟踪阶段的残留信号检

测步骤如下：① 首先接收机将前端输入的数字信

号进行缓存，用于残留信号检测；② 在目前正在

跟踪的信号附近确定一个载波多普勒／伪码相位

二维搜索范围，通常在±１ｋＨｚ／±１０ｃｈｉｐｓ即可

（此范围之外的欺骗干扰不会对接收机造成影

响）；③ 在既定搜索范围内进行信号捕获，若检测

到信号超过门限，则进入下一步，否则回退至步骤

②检测另一路跟踪信号的残留信号；④ 由专门的

通道跟踪捕获到的欺骗信号，并提取该欺骗信号

的信号参数进行欺骗信号再生，以消除输入到正

常跟踪通道的数字信号中的欺骗干扰。

１．２　到达角检测

由欺骗干扰产生的原理可知，目前的欺骗干

扰源大都采用单一天线发射欺骗信号，因此，多路

欺骗信号到达接收机天线的方向角完全一致，而

不同卫星的真实信号到达接收机天线下的方向角

不会完全相同。利用欺骗信号与真实卫星信号的

这一空间特性，通过接收机的多个天线对接收信

号进行到达角检测，是检测欺骗信号的有效手段。

到达角检测欺骗干扰的原理如图３所示。图

中，犛表示在东北天坐标系中接收天线到卫星的

单位方向矢量；犑表示在东北天坐标系中接收天

线到欺骗干扰源发射天线的单位方向矢量；犫表

示在平面坐标系中两副接收天线间的基线矢量

（单位为载波周期数）。由此可得两副天线接收同

一颗卫星信号的载波相位差为：

ｄφ犻 ＝犫
Ｔ犃犛犻＋犖犻＋犅＋γ犻 （５）

其中，犃表示东北天坐标系内卫星单位方向矢量

到平面坐标系的方向余弦矩阵；犖犻表示载波相位

的整周数；犅表示两副天线到接收机的时延差；γ犻

表示对卫星犻接收的各种载波相位误差之和。

式（５）中，犫Ｔ犃犛犻实际上是卫星单位方向矢量

与天线基线矢量的内积，转化为以信号到达接收

天线平面入射角α表示的标量形式即为｜犫｜α。则

５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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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５）可以重新写为：

ｄφ犻 ＝狘犫狘α犻＋犖犻＋犅＋γ犻 （６）

　　因此，两副接收天线对同一卫星信号的载波相

位差与信号到达角α相关。对真实卫星信号而言，

由于不同卫星相对于接收天线的到达角不同，并且

随时间不断变化（ＧＥＯ卫星除外），因此不同卫星

信号在两副天线上的载波相位差互不相同，并且随

时间不断变化。美国德州大学的研究者曾利用固

定安装于楼顶、距离为１．４６ｍ的两副同源天线

对ＧＰＳ卫星信号进行了测试
［６］，得出两副天线对

各卫星的载波相位差互不相同，且随时间变化。

如图３所示，如果干扰源通过单一天线发射

欺骗信号（无论是转发式还是产生式），双天线对

欺骗信号的载波相位差只与干扰发射天线和接收

机接收天线间的几何关系有关，即不同卫星的欺

骗信号的载波相位差将重合在一起。利用信号到

达角与天线间载波相位差的这种关系，可以制定

如下欺骗信号检测策略：① 首先根据已知的双天

线距离和姿态以及卫星位置，计算每一颗可视卫

星的理论相位差；② 根据卫星仰角以及信号条件

确定不同的相位差误差门限；③ 将实测的双天线

载波相位差与理论值进行比较，若二者差值以一

定概率超过既定门限，则判定当前跟踪信号为欺

骗信号。

图１　欺骗信号引入的

真实信号功率衰减

Ｆｉｇ．１　Ｐｏｗｅｒ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Ｓｐｏｏｆｉｎｇ

　　　　

图２　捕获阶段的

欺骗信号检测

Ｆｉｇ．２　Ｓｐｏｏｆ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

　　　　

图３　以双天线接收机进行

到达角欺骗干扰检测的模型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ＯＡＤｅｔｅ

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ｏｏｆ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

　　上述方法需要已知两副天线的姿态。如果接

收机位置固定（如用于时间同步和位置监测的接

收机），天线姿态可预先测定；如果接收机处于动

态，则需要额外的姿态传感器实时测量 （如

ＩＭＵ）。

另一种无需对运动中的接收机增加姿态测量

确定设备的欺骗信号检测策略是：若双天线接收

机对接收各卫星的天线间的相差彼此重叠（在一

定的误差范围内），则判定当前跟踪信号为欺骗信

号。但来自不同卫星的真实卫星信号也有可能在

一段时间内在两副接收天线上的载波相位差基本

相同，因此采用该策略需要进行多次判断，以避免

虚警。

美国德州大学的研究者在室内对转发式欺骗

干扰进行的实际测试结果［６］说明，由于欺骗信号

发射天线与接收天线均固定，因此双天线接收机

对欺骗信号的载波相位差的测量值不随时间变

化，并且所接收的４路欺骗信号的载波相位差基

本重合在一起。

１．３　电文加密认证检测

通过对卫星播发的导航电文进行加密处理，

是对抗产生式欺骗干扰最有效的方法。由公开的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以及Ｇａｌｉｌｅｏ试验系统的民用信

号接口控制文件可知［７］，目前各系统在电文格式

设计中均存在预留字节，因此，ＲＮＳＳ导航系统运

营机构可以通过在这些预留字节上加入电文加密

认证［８］，从而使接收机可以准确地区分出真实卫

星信号和产生式欺骗干扰信号。

一种简单的公私钥加密认证方案如下：

① ＧＮＳＳ控制段和空间段通过私钥对导航电文的

特定字段进行加密处理；② ＧＮＳＳ接收机通过公

钥对导航电文的特定字段进行解密认证，从而验

证所接收信号的有效性；③ 用户只能通过政府部

门获取有效公钥，从而防止欺骗干扰方发布其虚

假的公钥，以引导接收机跟踪欺骗信号；④ ＲＮＳＳ

导航系统运营机构还可以通过不定期更换加密私

钥并公布公钥，以避免因私钥被破解而造成接收

机无法正确检测出欺骗信号。

１．４　信号传输延迟检测

对于转发式欺骗干扰，由于转发信号数的电

文内容与真实信号完全相同，因此无法通过简单

的电文加密认证检测出此类欺骗信号。但经欺骗

干扰源转发后，卫星到达接收机天线的信号路径

相对于直达信号存在明显延迟，如图４所示。

６４３１



　第３６卷第１１期 黄　龙等：卫星导航接收机抗欺骗干扰方法研究

图４　转发式欺骗干扰模型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ｙｉｎｇＳｐｏｏｆ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因此，对经电文加密认证检测确认其电文有

效性的两路信号，可以通过信号传输延迟检测来

直接区分直达卫星信号和转发式欺骗干扰信号，

即超前的信号为直达卫星信号，滞后的信号为转

发式欺骗干扰信号。

２　结　语

本文针对 ＧＮＳＳ接收机的多种欺骗信号检

测方法提出了具体的欺骗检测步骤，可直接用于

抗欺骗ＧＮＳＳ接收机的设计，着重分析了对欺骗

信号的检测，但检测出来的欺骗信号仍存在于接

收机的接收信号中，这些信号仍可能对真实信号

的伪距测量造成影响。因此，欺骗信号的消除方

法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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