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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相位和频率反馈环路的犌犖犛犛
弱信号跟踪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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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频率反馈锁相环和相位频率反馈锁相环的环路噪声转移函数出发，分析预检测积分时间和等效噪

声带宽的乘积与环路稳定性的关系；提出了针对软件接收机和硬件接收机的相位频率反馈环路实现方式；通

过对实际信号的测试表明，当接收信号的载噪比在１５ｄＢ×Ｈｚ左右时，使用长预检测积分时间的相位频率反

馈锁相环可以稳定工作，且跟踪性能优于频率反馈锁相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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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ＧＮＳＳ（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现代化，

新一代的导航信号在传统数据通道的基础上普遍

增加了没有电文数据调制的导频通道。ＧＮＳＳ接

收机可以使用较长的预检测积分去跟踪导频通道

信号，从而提高接收机跟踪的灵敏度。由于导航

信号中存在有一定的动态应力，接收机本地的晶

振也存在相位噪声，载波跟踪环的等效噪声带宽

不能设置得很小。因此，延长预检测积分时间会

使得预检测积分时间和等效噪声带宽的乘积（此

后简称归一化等效噪声带宽）变大。对于传统的

仅反馈频率的载波跟踪环（此后简称频率反馈环）

在归一化等效噪声带宽较大时（接近０．５），环路会

变得不稳定［１３，６，１０，１２］。

为了解决在较大的归一化等效噪声带宽下传

统锁相环的不稳定性，文献［１３］给出了传统频率

反馈环的等效数学模型。文献［６］中给出了一种

带相位和频率反馈的锁相环（此后简称相位频率

反馈环）结构，并且与传统频率反馈环进行比较，

给出了性能方面的分析。从实验结果来看，频率

反馈环在设定较大的归一化等效噪声带宽时，环

路噪声转移函数的极点将移出单位圆，使得环路

不再收敛。而增加相位反馈的锁相环，在同样情

况下，依然能稳定工作。本文将相位频率反馈环

应用到ＧＮＳＳ新信号的跟踪技术中，旨在允许接

收机跟踪环延长预检测积分时间，从而使得接收

机对于弱信号有良好的跟踪性能。

１　频率反馈环路

１．１　等效数学模型

在传统的ＧＮＳＳ接收机中，载波跟踪环中的

数控振荡器（ＮＣＯ）仅有频率输入。该类环路的

结构和等效数学模型如图１所示
［１３］。

图１　频率反馈环结构和数学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

Ｒａｔｅｏｎｌｙ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Ｌｏｏｐ

从图１中可以看到，相比经典锁相环的数学

模型［４５］，频率反馈环的等效数学模型中存在一项

对于相位误差的平滑过程 ［１３，６］：

φ
（犃）
犲犽 ＝ （φ犲犽＋φ犲犽－１）／２ （１）

式（１）犣变换后，可以得到：

犃（狕）＝
狕＋１
２狕

（２）

１．２　环路噪声转移函数

频率反馈环的噪声转移函数为［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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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狀（狕）＝
犉（狕）犖（狕）

１＋犃（狕）犉（狕）犖（狕）
（３）

式中，犉（狕）为环路滤波器的传递函数；犖（狕）为载

波数控振荡器的传递函数：

犖（狕）＝
犜ｃｏｈ
狕－１

（４）

式中，犜ｃｏｈ为预检测积分时间。

频率反馈环的噪声转移函数和环路转移函数

是不同的［３］，而本文关心的是能推导出环路等效

噪声带宽的噪声转移函数：

犅狀 ≡∫
#

０
犎狀（犳）

２ｄ犳 （５）

式中，犅狀是环路等效噪声带宽。

　　最常用的锁相环是二阶和三阶锁相环，对应

的环路滤波器的传递函数分别为［７，８］：

犉（狕）＝犆１＋
犆２

１－狕
－１
（二阶环） （６）

犉（狕）＝犆１＋
犆２

１－狕
－１＋

犆３
（１－狕－

１）２
（三阶环）

（７）

式中，犆１、犆２、犆３ 为滤波器系数，与环路等效噪声

带宽和预检测积分时间有关。

将式（６）、式（７）分别代入式（３），加上式（２）和

式（４），可以得到仅带频率反馈的二阶、三阶锁相

环的环路噪声转移函数：

犎
（２）
狀 （狕）＝

犜ｃｏｈ（犆１＋犆２）狕
－１
－犜ｃｏｈ犆１狕

－２

１＋［
犜ｃｏｈ
２
（犆１＋犆２）－２］狕

－１
＋（
犜ｃｏｈ
２
犆２＋１）狕

－２
－
犜ｃｏｈ
２
犆１狕

－３

（８）

犎
（３）
狀 （狕）＝

犜ｃｏｈ（犆１＋犆２＋犆３）狕
－１
－犜ｃｏｈ（２犆１＋犆２）狕

－２
＋犜ｃｏｈ犆１狕

－３

１＋［
犜ｃｏｈ
２
（犆１＋犆２＋犆３）－３］狕

－１
＋［
犜ｃｏｈ
２
（犆３－犆１）＋３］狕

－２
－［
犜ｃｏｈ
２
（犆１＋犆２）＋１］狕

－３
－
犜ｃｏｈ
２
犆１狕

－４

（９）

１．３　频率反馈环的稳定性分析

二阶、三阶频率反馈环的噪声转移函数和归

一化等效噪声带宽设定值的关系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二阶还是三阶频率

反馈环，当归一化等效噪声带宽增大时，噪声转移

函数在一个频段会对输入噪声有明显的增益。这

不仅使得环路滤波器丧失抑制热噪声的能力，还可

能造成整个锁相环的自激现象，导致环路不稳定。

图２　二阶、三阶频率反馈环的噪声转移函数

Ｆｉｇ．２　Ｎｏｉｓ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２
ｎｄａｎｄ３ｒｄ

ＯｒｄｅｒＲａｔｅｏｎｌｙ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Ｌｏｏｐ

进一步，频率反馈环的噪声转移函数的零极点和

归一化的等效噪声带宽设定值的关系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频率反馈环的极点随着

归一化等效噪声带宽的增大将接近甚至移出单位

圆。根据数字信号处理的相关理论，极点在单位

圆外的系统将不再稳定。

由以上分析和仿真可见，频率反馈环在归一

化等效噪声带宽较小时，其性能稳定。由于传统

图３　二阶、三阶频率反馈环的噪声转

移函数的零极点图

Ｆｉｇ．３　ＰｏｌｅｚｅｒｏＰｌｏｔｓｏｆ２
ｎｄａｎｄ３ｒｄＯｒｄｅｒ

Ｒａｔｅｏｎｌｙ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Ｌｏｏｐ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接收机的跟踪环路仅使用１ｍｓ的预检测积分，所

以，频率反馈环可以正常使用，且易于工程实现。

但是，随着归一化等效噪声带宽的增大，频率反馈

环不再可靠。

２　相位频率反馈环路

２．１　等效数学模型

由§１的分析可见，由于在频率反馈环路中，

所估计的相位误差被进行了平滑，导致归一化等

效噪声带宽接近０．５时，环路稳定性变差。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使用相位频率反馈环路。

相位频率反馈环结构和数学模型如图４所

示。对比图１可见，该环路在反馈频率误差的同

时，将相位误差一同反馈给 ＮＣＯ，以补偿每段预

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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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积分时间内因频率误差所累积的相位误差，

从而消除了等效数学模型中的相位误差平滑项。

图４　相位频率反馈环结构和数学模型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

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ｒａｄ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Ｌｏｏｐ

２．２　环路噪声转移函数

相位频率反馈环的噪声转移函数为
［７］：

犎（狕）＝
犉（狕）犖（狕）

１＋犉（狕）犖（狕）
（１０）

式中，犉（狕）为环路滤波器的传递函数，参考式（６）

和式（７）；犖（狕）为载波数控振荡器的传递函数，参

考式（４）。

相位频率反馈环的噪声转移函数和环路转

移函数是一致的。

将式（６）、式（７）分别代入式（１０），加上式（４），

可以得到带相位和频率反馈的二阶、三阶锁相环

的环路噪声转移函数［７，８］：

犎
（２）（狕）＝

犜ｃｏｈ（犆１＋犆２）狕
－１
－犜ｃｏｈ犆１狕

－２

１＋［犜ｃｏｈ（犆１＋犆２）－２］狕
－１
＋（１－犜ｃｏｈ犆１）狕

－２
（１１）

犎
（３）（狕）＝

犜ｃｏｈ（犆１＋犆２＋犆３）狕
－１
－犜ｃｏｈ（２犆１＋犆２）狕

－２
＋犜ｃｏｈ犆１狕

－３

１＋［犜ｃｏｈ（犆１＋犆２＋犆３）－３］狕
－１
＋［３－犜ｃｏｈ（２犆１＋犆２）］狕

－２
＋［犜ｃｏｈ犆１－１］狕

－３
（１２）

２．３　环路稳定性分析

二阶、三阶相位频率反馈环的噪声转移函数

和归一化等效噪声带宽设定值的关系如图５所示。

图５　二阶、三阶相位频率反馈环的

噪声转移函数

Ｆｉｇ．５　Ｎｏｉｓ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２
ｎｄａｎｄ３ｒｄ

Ｏｒｄｅｒ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ｒａｔ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Ｌｏｏｐｓ

对比图２与图５可以看出，相位频率反馈环

的噪声转移函数在一些频段的增益明显低于频率

反馈环。进一步，相位频率反馈环的噪声转移函

数的零极点和归一化的等效噪声带宽设定值的关

系如图６所示。

对比图３和图６，相位频率反馈环的极点在

归一化等效噪声带宽很大时并没有移出单位圆，

这证明了相位频率反馈环在大的归一化等效噪

声带宽时仍然能稳定工作。

可见，在使用同样的滤波器的条件下，在大的

归一化等效噪声带宽的情况下（接近０．５），频率

反馈环将不再稳定，而相位频率反馈环在同样情

况下，依然能稳定工作。因此，相位频率反馈环

的稳定性优于频率反馈环。但由于传统硬件接收

机的ＮＣＯ的输入仅为频率控制字，这导致在等

图６　二阶、三阶相位频率反馈环的噪声转移

函数的零极点图

Ｆｉｇ．６　ＰｏｌｅｚｅｒｏＰｌｏｔｓｏｆ２
ｎｄａｎｄ３ｒｄＯｒｄｅｒ

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ｒａｔ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Ｌｏｏｐ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效噪声带宽设定值确定后，传统的接收机的跟踪

环路无法使用很长的预检测积分时间。

２．４　相位频率反馈环设计

２．４．１　软件接收机跟踪环设计

在软件接收机中，相位频率反馈环的跟踪程

序流程如图７所示。

　　从图７中可以看出，相比传统的频率反馈跟

踪环，频率相位反馈环的跟踪流程在得到所估计

的载波频率后增加了对当前相位调整的模块。调

整相位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１）若第犽段预检测积分前本地载波相位为

φ犽－１（其中犽为正整数），若仅反馈频率，在第犽段

预检测积分后本地载波相位为：

φ′犽＝φ犽－１＋ω犽－１犜ｃｏｈ （１３）

　　在得到第犽段预检测积分时间内的频率估计

值ω犽 后，调整第犽段预检测积分后的本地载波相

位为：

９１４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４月

图７　带相位频率反馈环的软件接收机跟踪程序流程设计

Ｆｉｇ．７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ｒａｔ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Ｌｏｏｐ

φ犽 ＝φ犽－１＋ω犽犜ｃｏｈ （１４）

　　２）可以在未调整的第犽段预检测积分后的

本地载波相位之上进行补偿：

φ犽 ＝φ′犽＋Δφ犽 ＝φ′犽＋（ω犽－ω犽－１）犜ｃｏｈ （１５）

２．４．２　硬件接收机跟踪环设计

对于硬件接收机，比较图１和图４可以看出，

在环路结构上，仅数控振荡器有所不同。传统的

数控振荡器仅有频率输入，而带相位和频率反馈

的硬件数控振荡器需要有相位和频率两个输入，

其结构如图８所示。

对于硬件实现，式（２０）描述的方法较为简单，

仅需要在第犽次预检测积分后，反馈Δφ犽 给数控

振荡器，就可以修正相位误差。

图８　相位频率反馈环的硬件数控

振荡器结构设计

Ｆｉｇ．８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ｒａｔ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Ｌｏｏｐ

３　仿真测试

为了验证相位频率反馈环相比于传统频率

反馈环在低信噪比下的优势，在实际采样的信号

的基 础 上，加 入 热 噪 声，调 节 载 噪 比 至 １５

ｄＢ×Ｈｚ。为了跟踪这个弱信号，载波环必须使用

长的预检测积分时间，由于实际信号中存在弱动

态，载波跟踪环的等效噪声带宽设置不能太小。

于是，归一化等效噪声带宽设定值就会较大。

３．１　仿真条件

由于现在实际接收的ＧＰＳＬ１Ｃ／Ａ码信号上

是调制有５０ｂｉｔ／ｓ的导航电文的，而本仿真需要

使用较长的预检测积分时间，因此，对于所接收的

Ｃ／Ａ码信号需要进行一些预处理。接收的射频

信号，经过下变频模块调制到零中频，正交两路，

采样率为５ＭＨｚ，１６ｂｉｔ量化。其预处理过程如

图９所示。

图９　中频信号预处理流程

Ｆｉｇ．９　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ｉｇｎａｌｓ

预处理部分通过对中频强信号的跟踪，解调出

电文并估计出信号、噪声能量，从而剥离原信号中

的电文并加上一定比例的热噪声，以调配到所需要

的载噪比。表１给出了一些重要参数的设置
［９１１］。

表１　仿真参数设置

Ｔａｂ．１　Ｓｅｔ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设定值

载噪比／（ｄＢ×Ｈｚ） １５

载波环预检测积分时间／ｍｓ １２０

载波环等效噪声带宽／Ｈｚ １．５

码环预检测积分时间／ｍｓ ２４０

码环等效噪声带宽／Ｈｚ ０．０４

３．２　评价标准

由表２，可以得到载波环路的归一化等效噪

声带宽设定值为０．１８。由第１、２节分析可知，在

该归一化的等效噪声带宽设定值的情况下，是否

反馈相位对于环路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幸运的

是，可以通过环路锁定值去衡量这两种环路的实

际效果，环路锁定值定义如下［１１］：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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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犕 为相干积分次数，在相干积分期间内，不

能跨越电文翻转边界，本仿真中由于剥离了电文，

无需担心电文翻转的问题；犖 为非相干平滑次

数；本仿真中，犕 取１００（即相干积分１００ｍｓ），犖

取４００；︵φ为载波环平均残余相位差。在环路正常

锁定时，有︵
φ≈０，此时环路锁定值将接近于１。

３．３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如图１０所示。

１）无论是否反馈相位，两种环路都可以通过

延长预检测积分时间来跟踪弱信号；实测的载噪

比在１５ｄＢ×Ｈｚ左右，符合设定值；跟踪的载波

频率变化约０．５Ｈｚ／ｓ。

２）相位频率反馈环的环路锁定值大于频率

反馈环的锁定值，验证了增加相位反馈对于载波

环跟踪弱信号是可以减小跟踪误差的。

３）当前给出的跟踪效果是良好的，该结构的

环路可以进一步跟踪更弱的信号。

图１０　软件接收机跟踪环路测试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Ｌｏｏｐ

４　结　语

本文分析了带相位和频率反馈的 ＧＮＳＳ弱

信号跟踪环路的性能，并给出了实现方式和仿真

结果。结论如下：① 在较大的归一化等效噪声带

宽的情况下，传统的频率反馈环将变得不稳定；

② 从理论分析及仿真中都可以看出相位频率反

馈环的优势：环路稳定以及较小的跟踪误差；

③ 给出了相位频率反馈环的软、硬件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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