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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各电文信息的重要程度和需要的重复周期是不同的，以及高播发速率和低播发速率有各自的优

势这两个认识，提出了一种多速率播发方式。在一个信号上可以根据信息内容、区域使用环境等因素改变播

发速率，达到解决使用灵敏度与首次定位时间、信息容量间矛盾的目的。给出了此种播发方式的播发方法、接

收方法和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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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导航系统中的导航电文是调制在导航卫

星信号上的二进制码流，包含星历信息、历书信

息、各种修正参数等用户机定位解算必需的信息。

导航电文设计包括电文内容设计和播发方式设计

两个部分。播发方式是指电文编排格式、编码方

式、播发速率、帧结构、频间播发次序、星间播发次

序等，对用户机的接收灵敏度、定位精度、首次定

位时间、完好性告警时间等有很大的影响。

随着卫星导航系统日益复杂，卫星导航应用

范围日益广泛，这对电文播发方式提出了新的要

求。电文播发方式研究近年来有了很大的进

展［１４］，文献［１］分析了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导航信息播发

的设计原则，文献［２］给出了ＧＰＳ犔１Ｃ信号的设

计方案，其中讨论了播发速率对导航性能的影响。

文献［３］给出了电文结构的评价标准，提出一个数

据单元内的总数据量、用户接收机首次定位时间、

接收一组历书数据所需的时间、电文结构的可扩

充性、灵活性、通信资源利用率等５个标准。

在ＧＰＳ现代化方案设计和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设计

中确定的ＣＮＡＶ、ＣＮＡＶ２、Ｆ／ＮＡＶ、Ｉ／ＮＡＶ等

电文格式，集中反映了当前的研究成果。它们与

ＧＰＳ的ＮＡＶ电文格式相比在播发速率、编码校

验方式、编排结构、播发顺序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改

进，提高了接收灵敏度、电文播发的可扩充性、灵

活性、通信资源利用效率等指标。但是这几种播

发方式并非完美，还存在如低速率电文下的首次

定位时间变长、授权信号电文速率高影响接收门

限等问题。

本文分析了北斗导航系统的特殊问题，给出

了对应的电文播发方式设计原则，提出了一种根

据信息内容、使用环境灵活设置播发速率的多速

率播发方式，可以提高工作灵敏度、首次定位时

间、灵活性、可扩充性等性能，并且给出了播发方

法、接收方法，分析了此方式的优势。

１　电文播发方式对用户机性能影响

分析

１．１　对使用灵敏度的影响

现代导航系统为了扩展应用范围，希望在弱

信号环境或强干扰环境下也能工作，在引入了导

频通道后信号的捕获跟踪灵敏度都有了很大的改

善，如何有效地得到导航电文便成为主要问题。

误码率与信噪比和编码增益有关，采用高编码增

益的编码方式，如前向纠错编码（ＦＥＣ）等带来硬

件复杂度的上升，目前的硬件处理能力由此带来

的成本上升极其有限，因此，在ＣＮＡＶ、Ｆ／ＮＡＶ

等电文格式中都采用了ＦＥＣ编码和ＣＲＣ校验等

高编码增益的编码方式。提高信噪比的方法有提

高信号发射功率和减小信息速率。由于受到各种

限制一般到达地面的卫星信号功率只能在

－１２０ｄＢｍＷ左右，特殊情况下可在局部地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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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功率增强，功率可达－１００ｄＢｍＷ左右。因此，

ＣＮＡＶ（Ｌ２Ｃ）、Ｆ／ＮＡＶ与ＮＡＶ相比都降低了一

半的信息速率来提高信噪比。

１．２　对首次定位时间的影响

根据存储导航信息的有效性，用户机可以分

为冷启动、温启动、热启动３种启动模式。在冷启

动和温启动模式下的首次定位时间由捕获时间和

必要电文接收时间组成。现代的用户机技术可以

在无历书的情况下用极短的时间完成捕获。首次

定位时间几乎全部是收集必要电文的时间，电文

播发速率越高、必要电文重复频率越高、编码块越

小则收集必要电文的时间就越短。其中电文播放

速率与编码块大小与使用灵敏度要求相反，需要

在设计中作出平衡。不同频率和不同卫星间异步

播发电文也可缩短接收时间。在Ｉ／ＮＡＶ中频间

异步播发可以使双频接收机减少一半的星历、钟

差接收时间，Ｆ／ＮＡＶ中星间异步播发历书，可以

减少接收历书时间。

１．３　完好性告警时间

为了提高用户机完好性，在电文中增加了完

好性告警信息。完好性告警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发

生，如何更快的播发给用户是电文播发设计中的

一个重要问题。帧短在Ｉ／ＮＡＶ中采用了在两个

频率上分奇偶页播放的帧结构可以保证最长１ｓ

即可播发出告警信息。

１．４　定位性能

电文播发速率、帧结构等决定了电文信息容

量，电文信息越多，用户机的定位性能越好。如播

发高精度的星历参数、播发各系统间的转换参数、

电离层网格信息等都可以提高定位性能。

１．５　硬件成本

复杂的电文播放方式需要用户机具备更高的

数据处理能力，如复杂的编码需要更多的硬件资

源进行解码，数据块结构需要更复杂的解析程序。

但以目前处理器水平和发展速度，足以支持复杂

的播放方式。

２　犌犘犛与犌犪犾犻犾犲狅电文播发方式特

点分析

　　ＧＰＳ系统有ＮＡＶ、ＣＮＡＶ、ＣＮＡＶ２三种电

文格式，其播发方式如表１所示。对比这３种电

文的播发方式可以看出，电文播发方式的发展趋

势是编码方式更加复杂、播发灵活性更大。文献

［４］中详细对比了ＮＡＶ和ＣＮＡＶ电文格式性能

的差异，得到的结论是：ＣＮＡＶ的首次定位时间

更长，通信资源利用率更高，灵活性更强。

表１　ＧＰＳ各种电文播放方式
［６，７］

Ｔａｂ．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ＭｏｄｅｓｏｆＧＰＳ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ｓｓａｇｅ

ＮＡＶ（犔１Ｃ／Ａ） ＣＮＡＶ（犔２Ｃ／Ｌ５） ＣＮＡＶ２（犔１Ｃ）

符号速率 ５０ｂｐｓ 犔２Ｃ：５０ｓｐｓ（２５ｂｐｓ）

犔５：１００ｓｐｓ（５０ｂｐｓ）

１００ｓｐｓ（５０ｂｐｓ）

信道编码 扩展汉明码 卷积码 ＢＣＨ、ＬＤＰＣ、交织

校验方式 奇偶校验 ＣＲＣ校验 ＣＲＣ校验

帧结构 子帧、主帧、

超帧结构

基于信息类型

的数据块结构

长度不同的３

类子帧

播发顺序 播发顺序

固定

播发顺序可变 整体顺序固定，

子帧３页面播

发顺序可变

　　Ｇａｌｉｌｅｏ 系 统 的 电 文 格 式 有 Ｆ／ＮＡＶ、Ｉ／

ＮＡＶ、Ｃ／ＮＡＶ三种，其播发方式如表２所示，其

中Ｃ／ＮＡＶ格式没有发布详细信息。这３种播发

方式特点在于具有不同的符号速率，频间、星间异

步播发，这种设计可以满足不同条件下和不同服

务的特殊需求。

表２　犌犪犾犻犾犲狅各种电文播放方式
［８］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ＭｏｄｅｓｏｆＧａｌｉｌｅｏ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ｓｓａｇｅ

Ｆ／ＮＡＶ（犈５ａ） Ｉ／ＮＡＶ（犈５ｂ／犈１ｂ）Ｃ／ＮＡＶ（犈６）

符号速率 ５０ｓｐｓ（２５ｂｐｓ） ２５０ｓｐｓ（１２５ｂｐｓ） １０００ｓｐｓ

（５００ｂｐｓ）

信道编码 卷积码＋交织 卷积码＋交织 －

校验方式 ＣＲＣ校验 ＣＲＣ校验 －

帧结构 页面、子帧、

帧结构

页面、子帧、帧结构 －

播发顺序 历书星间异

步播发

可随时插入告警页

频间异步播发，历

书星间异步播发

－

　　虽然这几种电文方案在ＮＡＶ格式基础上作

了很多改进，但是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低信息速率信号虽然灵敏度有所提高，但

首次定位时间变长；

２）授权信号使用高信息率，虽然可以传递丰

富的数据，但灵敏度下降了；

３）存在多种编码方式，增加了用户机成本；

４）ＣＮＡＶ格式采用数据块结构提供升级空

间，但新加入的数据会降低现有数据块的播发频

率；

５）告警信息只能在高信息率下插入，需要双

频信号才能保证告警时间达到要求。

３　北斗导航系统电文播发方式的设

计原则

　　 北斗导航系统电文播放方式设计面临与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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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等卫星导航系统共同的问题，同时

也有其特殊性，因此，在设计时可以借鉴ＧＰＳ和

Ｇａｌｉｌｅｏ的设计思想，也要充分考虑北斗导航系统

的特点。根据北斗导航系统的特点提出以下设计

原则。

１）在不同信号上采用不同的播发方式以满

足各自的服务需求；

２）合理确定电文内容，尽量降低信息速率；

３）各种信号的播发方式尽量采用一致的高

增益编码方式，降低用户机成本；

４）确定合适的升级方案，即留有充分的余

地，又不牺牲当前方案的性能。

４　一种多速率电文播发技术

根据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电文播放方式中存在

的问题和北斗导航系统电文播放方式的设计原

则，本文提出了一种多速率电文播发技术，这种技

术可以实现在同一个信号中的不同时间段采用不

同的速率播发电文，播发速率可以根据使用环境、

播发内容等因素来配置。

４．１　播发方法

为了降低信号播发系统的复杂度，播发速率

应成整倍数关系，且一个编码块应采用相同的速

率，这样只需根据策略进行扩位，以最高速率调制

即可。

播发方法如图１所示，这种播发方式实现方

式简单、可行，资源需求很小。

图１　多速率播发方法

Ｆｉｇ．１　Ｍｕｌｔｉｒａｔｅ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

播发速度方案可采用约定速率方案或随机速

率方案。约定速率方案具有发射、接收方法简单

等优点，但灵活性较差。随机速率方案可根据区

域使用环境的干扰情况、电文内容、信息总量等因

素灵活地调整，可扩展性强。

在随机速率播发方式中可以采用接收机自主

判断速率或加入速率指示标志两种方式。如存在

较多播发速率则适宜采用指示标志法，较少播发

速率则适宜采用自主判断法。

４．２　接收方法

约定速率播发方式对应的接收方法如图２所

示。接收机在完成时间同步后即可按照约定速率

方案调整提取电文的周期。随机速率播发方式的

自主检测法接收方案如图３所示，需要首先对信

息速率进行判断。提取标志信息法接收方案如图

４所示，需要提取出固定速率的、没有经过编码的

信息速率指示位。

图２　约定速率方式接收方法

Ｆｉｇ．２　Ｒｅｃｅ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Ｆｉｘｒａｔｅ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Ｍｏｄｅ

图３　 随机速率方式自主检测接收方法

Ｆｉｇ．３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Ｒｅｃｅ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ｒａｔｅ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Ｍｏｄｅ

图４　随机速率方式提取标志接收方法

Ｆｉｇ．４　ＭａｒｋｐｉｃｋｉｎｇＲｅｃｅ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ｒａｔｅ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Ｍｏｄｅ

４．３　性能分析

多速率播发方式是基于以下两种认识提出

的：① 各电文信息的重要程度和需要的重复周期

是不同的；② 高播发速率和低播发速率有各自的

优势。多速率播发可以发挥各速率的优点，从而

提高电文播发性能，解决目前电文格式中的一些

矛盾。

１）可以在使用灵敏度和首次定位时间、定位

性能的矛盾中取得更好的折衷。低速播发定位需

要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信息，如星历、钟差、完好性

等参数，保证使用灵敏度；高速播发次要和辅助的

信息，如历书、系统间转换参数等，满足在正常环

境下的定位性能和首次定位时间。

２）提高了系统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区域的

使用环境确定最佳的播发策略。如在有干扰情况

下采用快慢结合的播放策略，在弱干扰时隙中用

高速率尽快完成信息播发，在强干扰时段用低速

率来提高信噪比。

３）提高了系统的可扩展性。不需要预留扩

充位，在加入新信息时可根据各信息具体情况重

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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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调整播发速率方案，做到升级前后的性能都接

近最优。

该种播发方式对电文格式设计、运行控制系

统、星上信号生成处理、用户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会增加一些成本，但是以现在技术的发展程

度，增加的成本是可以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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