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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信号不完善性对卫星导航系统内
及系统间干扰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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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３种典型的卫星发射信号不完善性———载波泄漏、互调失真和杂散辐射对于卫星导航信号的

接收所带来的干扰，通过信号建模以及谱分离系数、码跟踪谱灵敏度系数和等效载噪比的解析计算对干扰效

果进行量化分析；针对ＧＰＳ和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犔１／犈１ 频段的信号进行了多层次的仿真计算，给出了综合考虑噪

声、信号损耗、外源干扰、ＧＮＳＳ系统内和系统间干扰，以及３种信号不完善性单独作用、两两组合和综合作用

下的结果，其中对于ＧＰＳ犔１Ｃ／Ａ短码考虑了电文调制对线谱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总的不完善干扰功率水

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接收机信号捕获跟踪和解调的影响大于系统间干扰，不能忽略。

关键词：ＧＮＳＳ；信号不完善性；谱分离系数；码跟踪谱灵敏度系数；射频兼容性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Ｐ２４５

　　随着更多的导航信号集中在 ＧＮＳＳ的有限

频段内，卫星导航系统的干扰问题引起了更多关

注。文献［１］提出谱分离系数（ＳＳＣ），并通过等效

载噪比（犆／犖０）ｅｆｆ衰减来定量评估系统干扰；文献

［２］引入码跟踪谱灵敏度（ＣＴＳＳＣ）的概念，将干

扰等效为具有相同码跟踪误差的噪声；文献［３］对

ＧＰＳ和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内和系统间干扰进行了计

算。这些干扰分析都是建立在发射信号无失真条

件下的，没有考虑发射信号不完善性的影响。文

献［４］对发射信号不完善性进行了建模，并用ＳＳＣ

对不完善发射下的信号兼容性进行了仿真。

本文建立了３种典型的卫星发射信号不完善

性（载波泄漏、互调失真和杂散辐射）干扰评估模

型，通过比较ＳＳＣ和ＣＴＳＳＣ探讨了信号不完善性

对等效载噪比衰减和码跟踪误差的影响，并给出了

ＧＰＳ犔１和ＧａｌｉｌｅｏＧＩＯＶＥＡ犈１频段信号的综合仿

真结果。研究结果表明，载波泄漏对类似ＢＰＳＫＲ

的信号有较大影响，并且载波泄漏对码跟踪误差影

响很小，互调失真对等效载的信号有较大影响，并

且载波泄漏与互调信号本身的调制特性有关，杂

散辐射对期望信号的影响与信号发射带宽有关，

当信号不完善干扰达到一定的功率水平后，对系

统兼容性评估结果的影响不能忽略。

１　干扰分析的不同参数

发射信号不完善性的干扰影响可以通过失真

信号与期望信号间的ＳＳＣ和ＣＴＳＳＣ来分析，并

可量化为等效载噪比损耗或码跟踪误差。

综合考虑噪声、信号损耗、外源干扰、ＧＮＳＳ

系统内和系统间干扰，等效载噪比可表示为［１］：

犆狊
犖（ ）
０ ｅｆｆ

＝
犆狊犔狊

犔狀犖０＋犐ｅｘｔ＋犐ＧＮＳＳ
（１）

式中，犆狊是信号接收功率；犔狊是信号处理损耗；犖０

为热噪声基底的功率谱密度；犔狀是噪声处理损

耗；犐ｅｘｔ是由外部源其他干扰引入的等效噪声功率

谱密度；犐ＧＮＳＳ是ＧＮＳＳ系统内和系统间干扰引入

的等效噪声功率谱密度。将相同类型的干扰信号

归为一组，当有犓 组干扰信号存在时，犐ＧＮＳＳ定义

为［１］：

犐ＧＮＳＳ＝∑
犓

犽＝１

犆犽犔犽狊κ犽狊 （２）

式中，犆犽是接收机收到的第犽组干扰信号的总功

率；犔犽狊是相应的干扰处理损耗；κ犽狊则为ＳＳＣ
［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４月

κ犽狊 ＝∫
β狉
／２

－β狉
／２

犌犽（犳）犌狊（犳）ｄ犳 （３）

式中，犌犽（犳）为第犽组干扰信号的功率谱密度；犌狊

（犳）为期望信号的功率谱密度；β狉 表示接收机处

理带宽。

干扰信号对码跟踪的影响可用ＣＴＳＳＣ来表

示［２］：

η犽狊 ＝

∫
β狉／２

－β狉
／２

犌犽（犳）犌狊（犳）ｓｉｎ（Δπ犳）
２ｄ犳

∫
β狉／２

－β狉
／２

犌狊（犳）ｓｉｎ（Δπ犳）
２ｄ犳

（４）

２　发射信号的不完善性建模

２．１　信号不完善性造成的干扰

卫星发射信号的不完善性会加大系统内和系

统间干扰对接收机性能的影响。来自犖 个星座

的卫星发射信号不完善性所造成的干扰［４］为：

犐狀 ＝∑
犖

狀＝１

犆狀，犮犔狀，犮狊κ狀，犮狊＋∑
犖

狀＝１

犆狀，犻犔狀，犻狊κ狀，犻狊＋

∑
犖

狀＝１

犆狀，狊犔狀，狊狊κ狀，狊狊

（５）

式中，犆狀，犮、犆狀，犻和犆狀，狊分别表示载波泄漏、互调失

真和杂散辐射对应的等效接收功率；犔狀，犮狊、犔狀，犻狊和

犔狀，狊狊则分别表示相应的接收机处理损耗；κ狀，犮狊、κ狀，犻狊

和κ狀，狊狊分别表示相应的ＳＳＣ。则犐ＧＮＳＳ可定义为：

犐ＧＮＳＳ＝犐Ｉｎｔｒａ＋犐Ｉｎｔｅｒ＋犐狀 （６）

式中犐Ｉｎｔｒａ表示来自系统内部其他干扰信号的等效

噪声功率谱密度；犐Ｉｎｔｅｒ表示来自其他ＧＮＳＳ系统

干扰信号的等效噪声功率谱密度。

２．２　载波泄漏

载波泄漏是指由于在卫星信号发生器合成射

频调制信号的过程中载波抑制不完全，而在发射

信号中心频点处产生的一个窄带分量，又称不完

善载波抑制。

在典型情况下，载波泄漏的信号带宽远小于

期望信号的扩频码速率，因此在接收机处理带宽

范围内，ＣＴＳＳＣ远小于ＳＳＣ，载波泄漏对于接收

机码跟踪误差的影响相对小得多。

图１仿真了载波泄漏对Ｃ／Ａ码信号的等效

载噪比影响。设 Ｃ／Ａ 码信号的接收功率为

－１５８．５ｄＢＷ
［５］，接 收 机 的 信 号 处 理 损 耗 为

－２ｄＢ；接收机热噪声等效功率谱密度－２０１．５

ｄＢＷ／Ｈｚ，外源其他类型干扰引起的等效噪声功

率谱密度－２０６．５ｄＢＷ／Ｈｚ。

在评估时本文考虑了最恶劣的情况［４］，即期

望信号发射功率最小，干扰信号发射功率最大。

设Ｐ（Ｙ）码和 Ｍ码干扰信号的功率分别为－１５５．

５ｄＢＷ 和－１５０ｄＢＷ，星座内其他卫星的Ｃ／Ａ码

干扰信号功率为－１５３ｄＢＷ；设卫星仰角屏蔽角

为５°，对应天线增益为－４．５ｄＢｉｃ；干扰信号的星

座总增益因数为１２ｄＢ，接收机对干扰信号处理

损耗为－１ｄＢ。

同时，在计算Ｃ／Ａ码信号之间的ＳＳＣ时，考

虑了短码造成的线谱结构受电文调制的影响，得

到ＳＳＣ为－４６．３ｄＢ／Ｈｚ，比理论值（－６１．８ｄＢ／

Ｈｚ）大１５．５ｄＢ
［３，９，１０］。

图１　载波泄漏功率对等效载噪比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ＮｏｆｏｒＧＰＳ犔１Ｃ／ＡＤｅｓｉｒｅｄＳｉｇｎａｌ

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ＣａｒｒｉｅｒＰｏｗｅｒ

由图１可见，当载波泄漏功率达到－１５０

ｄＢＷ 时，等效载噪比相对－１８０ｄＢＷ 干扰时下降

大约为０．４ｄＢ。

２．３　互调失真

互调失真是指多个信号分量复用调制在同一

载波上时，由于产生互调项而造成的有用信号非

线性失真。

假设 ＧＰＳ犔１ 频段采用互复用的调制方

法［７］，图２仿真比较了不同前端带宽条件下互调

信号对Ｃ／Ａ码信号的ＳＳＣ和ＣＴＳＳＣ。

图２　互调信号对Ｃ／Ａ码信号的ＳＳＣ和ＣＴＳＳＣ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ＳＣａｎｄＣＴＳＳＣ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ＧＰＳ犔１Ｃ／ＡＤｅｓｉｒｅｄ

Ｓｉｇｎａｌ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ｅｎｄ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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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２可见，前端带宽３０ＭＨｚ时互调信号

对Ｃ／Ａ码信号的ＣＴＳＳＣ比ＳＳＣ大了约１０ｄＢ，

可知在这种条件下，互调失真对接收机码跟踪误

差的影响较大。

图３采用ＳＳＣ仿真了不同的互调信号功率

对Ｃ／Ａ码信号等效载噪比的影响。

图３　互调失真对等效载噪比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ＮｏｆｏｒＧＰＳ犔１Ｃ／ＡＤｅｓｉｒｅｄ

Ｓｉｇｎａｌ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

由图３可见，当互调信号功率达到－１２５

ｄＢＷ时，等效载噪比相对－１５０ｄＢＷ干扰时下降

大约０．１４ｄＢ。

２．４　杂散辐射

杂散辐射是指除了有用信号和上述两种失真

外，频带内发射机输出的所有其他辐射。

假设所有杂散辐射之和在卫星发射带宽β狋

内具有平坦的分布［４］，由于期望信号功率谱能够

很好地落在接收机的接收带宽内，并且发射带宽

一般都大于接收机的前端带宽，因此有：

κ狀，狊狊 ＝κ狀，狊狊 ＝η狀，狊狊  （１／β狋） （７）

即杂散辐射的ＳＳＣ与ＣＴＳＳＣ相等，且主要与发

射带宽有关。

图４为不同杂散功率对Ｃ／Ａ码等效载噪比

的影响。

图４　杂散辐射对等效载噪比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ＮｏｆｏｒＧＰＳ犔１Ｃ／ＡＤｅｓｉｒｅｄ

Ｓｉｇｎａｌ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Ｓｐｕｒｉｏｕ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ｏｗｅｒ

由图４可见，当杂散辐射的功率达到－１３０

ｄＢＷ时，等效载噪比相对－１７０ｄＢＷ干扰时下降

约０．０８ｄＢ。

３　综合仿真计算结果

以ＧＰＳ犔１ 和 ＧａｌｉｌｅｏＧＩＯＶＥＡ犈１ 频段的

信号为仿真对象，分别计算３种发射信号不完善

性干扰对系统内和系统间干扰评估结果的影响。

分别选择Ｃ／Ａ和犈１Ｂ作为期望信号，期望信

号与干扰信号的接收功率设置如表１所示
［４，７，８］。

表１　期望信号与各干扰信号的接收功率设置

Ｔａｂ．１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ＲＦＳｉｇｎ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Ｄｅｓｉｒｅｄ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ｇｎａｌｓ

期望信号 调制方式 接收功率／ｄＢＷ

Ｃ／Ａ ＢＰＳＫＲ（１） －１５８．５

犈１Ｂ ＢＯＣｓ（１，１） －１５５．７

干扰信号 调制方式 接收功率

ＧＰＳ

系统

Ｃ／Ａ ＢＰＳＫＲ（１） －１５３

Ｐ（Ｙ） ＢＰＳＫＲ（１０） －１５５．５

Ｍ ＢＯＣｓ（１０，５） －１５０

载波泄漏 － 可变

互调失真 ＢＯＣｓ（１０，１０） －１６０

杂散辐射 － 可变

Ｇａｌｉｌｅｏ

系统

犈１Ａ ＢＯＣｃ（１５，２．５） －１５４

犈１Ｂｄａｔａ ＢＯＣｓ（１，１） －１５４

犈１Ｃｐｉｌｏｔ ＢＯＣｓ（１，１） －１５４

载波泄漏 － －可变

互调失真 ＢＯＣｃ（１５，２．５） －１５５．７

杂散辐射 － 可变

　　表２计算了干扰信号与期望信号间的ＳＳＣ

和ＣＴＳＳＣ（设前端带宽２４ＭＨｚ）
［３］。

表２　犔１ 频段各干扰信号与期望信号的犛犛犆
和犆犜犛犛犆（ｄＢ／Ｈｚ）

Ｔａｂ．２　ＳＳＣａｎｄＣＴＳＳＣ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Ｄｅｓｉｒ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ｎ犔１
期望信号 干扰 ＳＳＣ ＣＴＳＳＣ

Ｃ／Ａ码

Ｃ／Ａ码 －４６．３ －７３．９

Ｐ（Ｙ）码 －７０．３ －７４．３

Ｍ码 －８７．９ －７５．０

犈１Ａ －１０９．８ －８１．５

犈１Ｂ －６７．９ －７４．０

犈１Ｃ －６７．９ －７４．０

载波泄漏 －６０．１ －

互调失真ＢＯＣｓ（１０，１０） －８８．０ －７５．０

互调失真ＢＯＣｃ（１５，２．５） －１０９．８ －８１．５

杂散辐射 －７４．９ －７４．９

ＢＯＣｓ（１，１）

Ｃ／Ａ码 －６７．９ －７８．８

Ｐ（Ｙ）码 －７０．６ －７４．３

Ｍ码 －８３．２ －７４．９

犈１Ａ －１０４．４ －９０．６

犈１Ｂ －６４．９ －７１．８

犈１Ｃ －６４．９ －７１．８

载波泄漏 －１００ －

互调失真ＢＯＣｓ（１０，１０） －８３．２ －７５．０

互调失真ＢＯＣｃ（１５，２．５） －１０４．４ －９０．６

杂散辐射 －７４．９ －７４．９

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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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２可知，Ｃ／Ａ、Ｐ（Ｙ）、犈１Ｂ、犈１Ｃ干扰和

载波泄漏对ＳＳＣ的影响比对ＣＴＳＳＣ的影响大，

而信号主瓣远离中心频率的 Ｍ 码、犈１Ａ干扰及

互调失真对ＣＴＳＳＣ的影响较大。

图５仿真比较了两种期望信号的等效载噪比

在不同的载波泄漏和互调失真作用下的变化。

图５　不同载波泄漏功率下互调失真对

等效载噪比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Ｎ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Ｃａｒｒｉｅｒ

从图５可知，犈１Ｂ信号不受载波泄漏的影

响，而Ｃ／Ａ码信号对载波泄漏较敏感；Ｃ／Ａ码信

号对互调失真不敏感，而犈１Ｂ信号受互调失真影

响较大。

图６仿真比较了两种期望信号的等效载噪比

在不同的杂散辐射和互调失真作用下的变化，杂

散干扰的功率小于－１５０ｄＢＷ 时，Ｃ／Ａ与犈１Ｂ

信号均对杂散辐射干扰不敏感，而杂散干扰功率

大于－１５０ｄＢＷ 后，Ｃ／Ａ与犈１Ｂ信号受干扰影

响的程度接近。

参照文献［１］的仿真计算方法，根据前述仿真

条件分别计算所有的系统内、系统间和信号不完

善干扰所造成的等效载噪比衰减，其中设载波泄

漏功率为－１７５ｄＢＷ，杂散辐射功率为－１４０

图６　不同杂散功率下互调失真对

等效载噪比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

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Ｎ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Ｓｐｕｒｉｏｕ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ＢＷ。

　　１）系统内干扰犐Ｃ／Ａ＝－１８８．３３ｄＢＷ／Ｈｚ。

２）系统间干扰犐ＩｎｔｅｒＣ／Ａ＝－２０７．８９ｄＢＷ／Ｈｚ。

３）总的信号不完善干扰犐狀＝ －２００．８１

ｄＢＷ／Ｈｚ。

４）考虑热噪声和外部源干扰的等效载噪

比［１］：

　（犆／犖０）ｅｆｆ＝３９．８１ｄＢＨｚ

考虑系统内干扰后的等效载噪比：

　（犆／犖０）ｅｆｆ，ＧＰＳ＝２７．５５ｄＢＨｚ

考虑系统间干扰后的等效载噪比：

　（Ｃ／Ｎ０）ｅｆｆ，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２７．５１ｄＢＨｚ

考虑信号不完善干扰后的等效载噪比：

　（犆／犖０）ｅｆｆ，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Ｉｎ＝２７．２９ｄＢＨｚ

在该仿真条件下，系统内干扰导致的等效载

噪比衰减为１２．２６ｄＢ，这主要是由于采用最恶劣

的仿真条件以及Ｃ／Ａ码信号的实际自ＳＳＣ很大

造成的；系统间干扰导致的等效载噪比衰减为

０．０４ｄＢ；由发射信号不完善性导致的等效载噪比

衰减为０．２２ｄＢ。此时，发射信号不完善性干扰

对接收机信号捕获跟踪和解调的影响大于系统间

干扰，因此不能忽略。

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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