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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射频与基带时钟不同源对载波相位测量的影响，构建了由晶振各类误差源引起的载波环跟踪

误差模型。分析与实验结果表明，时钟不同源会导致载波相位测量出错，晶振引起的载波环测量误差随环路

噪声带宽增大而减小，减小晶振的犺系数和犵灵敏度可提高测量精度。选用单一稳定度高、犵灵敏度小的晶

振作为ＧＮＳＳ接收机时钟，可改善载波相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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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Ｐ２４５

　　目前，载波相位周整模糊度和周跳问题研究

得较多［１］，而接收机晶振对载波相位正确性和精

度的影响，相关文献较少。射频和基带时钟均与

ＧＮＳＳ接收机载波相位提取有关
［２］。影响接收机

载波跟踪精度的误差源包括热噪声、载体动态应

力和晶振误差［３］，其中，晶振误差理论尚未成熟。

本文旨在系统分析接收机晶振对载波相位测量质

量的影响（包括载波相位提取过程中时钟不同源

的影响），构建振动、阿仑偏差、加速度在内的晶振

因素对锁相环（ＰＬＬ）跟踪环测量误差的贡献模

型，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策略。

１　载波相位误差分析

载波相位测量值同时受射频和基带参考时钟

钟差影响［２］。设犔１载波频率为犉犜，射频参考时

钟的标称频率为犉犚，时钟钟差为Δ犳犚（狋），若射频

时钟倍频系数为 犖，则下变频的本振为犖（犉犚＋

Δ犳犚（狋）），标称中频犉犐＝犉犜－犖·犉犚。设卫星相

对接收机的多普勒频移为犳犇（狋），则接收机实际

得到的中频信号为：

犳犮（狋）＝犉犜＋犳犇（狋）－犖 犳犚＋Δ犳犚（狋（ ））＝

犉犐＋犳犇（狋）－犖Δ犳犚（狋） （１）

设基带参考时钟的标称频率为犉犅，时钟钟差为

Δ犳犅（狋），当载波相位测量时间间隔为犜时，将第犻

次测量输出的时刻记作狋犻，第犻和犻＋１次测量时

间间隔内由基带参考时钟钟差导致的接收机计时

误差记作Δ狋犻，则由接收机计时原理可得：

∫
狋犻＋犜－Δ狋犻

狋犻

犉犅＋Δ犳犅（）（ ）狋 ｄ狋＝犉犅·犜 （２）

连续两次测量时间间隔内的载波积分多普勒为：

θ犻 ＝－∫
狋犻＋犜－Δ狋犻

狋犻

犳犇（狋）ｄ狋 （３）

而接收机实测的积分多普勒为：

θ犮 ＝－∫
狋犻＋犜－Δ狋犻

狋犻

犳犮（狋）ｄ狋－犉犐·（ ）犜 ＋σＰＬＬ （４）
其中，σＰＬＬ是载波环测量误差。由式（３）、（４）可得

接收机测量误差为：

Δθ＝θ犮－θ犻 ＝犮·δ狋＋σＰＬＬ （５）

其中，δ狋是接收机射频和基带时钟钟差引起的载

波相位测量钟差。将式（２）～（４）代入式（５）得：

δ狋＝
犉犚犖

犮∫
狋犻＋犜－Δ狋犻

狋犻

Δ犳犚（狋）

犉犚
－
Δ犳犅（狋）

犉［ ］
犅

ｄ狋＋Δ狋犻

（６）

　　由式（６）可知，接收机的射频和基带时钟钟差

均会给载波相位测量结果引入误差。前一项会因

射频晶振与基带晶振不同引入较大误差。若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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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射频和基带采用同一时钟源，则Δ犳犚（狋）／犉犚－

Δ犳犅（狋）／犉犅 为零。因此，对于需要提取载波相位

的接收机，必须保证射频时钟与基带时钟同源。

２　晶振对犘犔犔测量精度的影响

ＰＬＬ相位测量误差源包括热噪声、平台动态

应力误差、接收机和卫星晶振频漂以及平台抖动

和加速度引起的晶振相位抖动［３］。ＰＬＬ的相位

测量误差均方差可表示为：

σＰＬＬ ＝ σ
２
狋ＰＬＬ＋σ

２
狉狏＋σ

２
狉犃 ＋σ

２
狊犃 ＋σ

２
槡 狆 ＋

θ犲＋θａｃｃ
３

（７）

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３］。

２．１　振动引起的晶振相位噪声

振荡器相位噪声造成的ＰＬＬ跟踪误差为
［４］：

σ
２
狉 ＝∫

∞

０
犛φ（犳）１－犎（ｊ２π犳）

２ｄ犳 （８）

式中，犎（ｊ２π犳）是ＰＬＬ的系统传输函数；犛φ（犳）是晶

振单边带相位噪声谱密度。传输函数可表达为［４］：

１－犎（ｊ２π犳）
２
＝

犳
２犽

犳
２犽
狀 ＋犳

２犽
（９）

式中，犽是ＰＬＬ阶数；犳狀 是ＰＬＬ特征频率。振动

引起的晶振相位噪声的单边带噪声谱可表示

为［４］：

犛狉狏（犳）＝ （犓犵犳０）
２犌犵（犳）

犳
２

（１０）

式中，犓犵 是晶振的犵 灵敏度；犌犵（犳）是单边振动

谱密度；犳０ 是载波频率。将式（８）、（９）代入式

（１０），二阶和三阶锁相环由振动引起的晶振相位

噪声可分别表示为：

σ
２
狉狏 ＝ （犓犵犳０）

２

∫
"

０

犳
２犌犵（犳）

犳
４
狀＋犳

４ｄ犳 （１１）

σ
２
狉狏 ＝ （犓犵犳０）

２

∫
"

０

犳
４犌犵（犳）

犳
６
狀＋犳

６ｄ犳 （１２）

　　假设所有振动在整个频域内同等分布，则

犌犵（犳）在（０，∞）范围内均匀分布，二阶锁相环噪

声带宽犅犔＝０．５３ω狀，三阶锁相环犅犔＝０．７８４５

ω狀
［３］，积分结果分别为：

σ
２
狉狏 ＝

π犳０
２犓犵

２犌犵

槡２ ２犳狀
＝
０．５３π

２
犳０

２犓犵
２犌犵

槡２犅犔
（１３）

σ
２
狉狏 ＝

π犳０
２犓犵

２犌犵
３犳狀

＝
０．５２３π

２
犳０

２犓犵
２犌犵

犅犔
（１４）

２．２　阿仑偏差晶振相位噪声

晶振的随机噪声φ（狋）包括随机游走频率调

制、闪烁频率调制、白色频率调制、闪烁相位调制

和白色相位调制。５种随机频率噪声过程的单边

功率谱密度在频域可以由５种单独的噪声过程之

和表示：

犠狉犃（犳）＝∑
２

犻＝－２

犺犻犳
犻，０≤犳≤犳犺 （１５）

式中，犳犺 是一个无限陡的低通滤波器的高频截止

频率；犺犻是一个常数。犠狉犃（犳）被定义在晶振中心

频率，而真实的相位噪声功率谱应该是在接收信

号频率犳０ 处。因此，ＰＬＬ输入端的相位噪声谱

密度应该表示为：

犛狉犃（犳）＝ （
犳０

犳
）
２

犠狉犃（犳） （１６）

采用式（８）模型分析阿仑偏差晶振相位噪声，表示

为：

σ
２
狉犃 ＝∫

∞

０
犛狉犃（犳）１－犎（ｊ２π犳）

２ｄ犳 （１７）

　　由于闪烁相位调制和白色相位调制对ＧＮＳＳ

接收机载波环设计影响非常小［５］，所以对于二阶

和三阶锁相环而言，阿仑偏差噪声积分整理后分

别为：

σ
２
狉犃 ＝２π

２
犳０

２
２π

２犺－２

槡２（１．８８６８犅犔）
３［ ＋

π犺－１
２（１．８８６８犅犔）

２＋
犺０

槡２ ２（１．８８６８犅犔
］） （１８）

σ
２
狉犃 ＝２π

２
犳０

２
２π

２犺－２
３（１．２７４７犅犔）

３＋
２π犺－１

槡３３（１．２７４７犅犔）
［ ２

　　＋
犺０

３（１．２７４７犅犔 ］）
（１９）

２．３　晶振加速度应力误差

由动态应力引起的晶振频率变化为［３］：

Δ犳犵 ＝犓犵犳０犃（狋） （２０）

式中，犃（狋）表示作为时间函数的加速度应力。

对于由加速度动态应力引起的晶振频率变

化，三阶和更高阶的锁相环可以进行准确无误的

跟踪，晶振加速度应力误差可以忽略。然而，不管

环路滤波器阶数如何，当载体处于动态时总会有

更高阶动态应力分量。三阶ＰＬＬ跟踪存在误差，

即

θａｃｃ＝２π
Δ犳犵
ω
３
狀

＝２π
Δ犳犵

（１．２７４７犅犔）
３
（２１）

３　分析与实验

３．１　模型分析

１）随机振动。假设信号是ＧＰＳ犔１，晶振的

加速度灵敏度为１×１０－９（１／犵），均匀分布的单边

噪声谱为０．０５（犵
２／Ｈｚ）（航空应用典型值）

［６］，根

４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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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式（１３）、（１４）给出的噪声模型描述相位噪声与

噪声带宽之间的关系（见图１）。结果表明，振动

噪声随着ＰＬＬ环路噪声带宽的增大而减小，二阶

ＰＬＬ比三阶ＰＬＬ对振动噪声抑制能力强。然而，

为了抑制热噪声，适当减小环路噪声带宽是必要

的。在ＰＬＬ带宽和阶数一定的情况下，如何降低

振动噪声对跟踪性能的影响更有价值。对比晶振

犵灵敏度缩小５倍前后，振动引起的相位噪声与三

阶ＰＬＬ带宽之间的关系（见图２），结果表明，减小

晶振的犵灵敏度可以较好地抑制振动噪声。

２）阿仑偏差。犺系数体现晶振的稳定度，

ＴＣＸＯ和ＯＣＸＯ的犺系数如表１所示。根据式

（１８）、（１９）给出的噪声模型描述ＴＣＸＯ阿仑偏差

相位噪声与环路带宽之间的关系（见图３），结果

表明，阿仑偏差相位噪声随着ＰＬＬ环路噪声带宽

的增大而减小，同时，二阶ＰＬＬ比三阶ＰＬＬ对振

动噪声的抑制能力更强。晶振系数不同，阿仑偏

差相位噪声大小也不同，图４给出了基于ＴＣＸＯ

与ＯＣＸＯ的三阶 ＰＬＬ阿仑偏差噪声。结果表

明，采用ＯＣＸＯ可大幅度降低阿仑偏差相位噪声

对ＰＬＬ性能的影响。

表１　犜犆犡犗和犗犆犡犗的犺系数

Ｔａｂ．１　犺ｐａｒｅ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ＣＸＯａｎｄＯＣＸＯ

种类 犺－２ 犺－１ 犺０

ＴＣＸＯ ２．００×１０－２０ ０１．００×１０－２０ １．００×１０－２１

ＯＣＸＯ ２．５１×１０－２２ ２．５１×１０－２３ ２．５１×１０－２６

图１　随机振动噪声与

环路带宽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ａｎｄｏｍ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ｉｓｅ

ａｎｄＬｏｏｐ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图２　犵灵敏度对随机

振动噪声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犵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Ｒａｎｄｏｍ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ｉｓｅ

　　

图３　阿仑偏差噪声

与环路带宽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ｌｌａｎＤｅ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Ｎｏｉｓｅ

ａｎｄＬｏｏｐ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图４　犺系数对阿仑

偏差噪声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犺

ＰａｒｅｍｅｔｅｒｓｔｏＡｌｌａｎ

Ｄｅ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Ｎｏｉｓｅ

　　３）晶振加速度。假设晶振的加速度应力分量

犃（狋）为１０（犵／ｓ
２），在加速度灵敏度分别为１×

１０－９（１／犵）和２×１０
－１０（１／犵）时，根据式（２１）给出

的应力误差模型描述晶振引起的应力误差与环路

带宽之间的关系，如图５所示。结果表明，晶振引

起的应力误差随带宽的增大而减小，同时，减小加

速度灵敏度可减小晶振加速度引起的应力误差。

图５　加速度应力误差与环路带宽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ｃｅｌ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ｓｓ

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Ｌｏｏｐ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３．２　实测验证

图６所示为ＤＳＰ＋ＦＰＧＡ的 ＧＮＳＳ接收机

平台，研发平台为接收机系统设计提供了多种可

选时钟源，包括频率稳定度为±２０×１０－６的普通

有源晶振（ＳＰＸＯ）、频率稳定度为±０．３×１０－６的

温补晶振（ＴＣＸＯ）和频率稳定度为±５×１０－６的

恒温晶振（ＯＣＸＯ）。

图６　多时钟源ＧＮＳＳ接收机平台

Ｆｉｇ．６　ＧＮＳ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Ｂａｓｅｄｏｎ

ＭｕｌｔｉｃｌｏｃｋＳｏｕｒｃｅ

１）时钟不同源。通过对比同一历元周期内

码伪距变化量和载波相位变化量，可以判断载波

相位变化量正确与否。图７、８分别是时钟不同源

和时钟同源结构下的对比结果。结果表明，基带

时钟源采用ＳＰＸＯ而射频时钟采用ＴＣＸＯ时，载

波相位变化量与伪距变化量发生了偏离，验证了

时钟不同源影响载波相位测量数据提取的结论；

射频和基带采用同一ＴＣＸＯ时，载波相位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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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伪距变化量的平均值，与理论相符。因此，载

波相位测量必须保证接收机时钟同源。

２）ＰＬＬ跟踪精度。因为ＰＬＬ的鉴相器输出

结果是本地复制载波与输入 ＧＮＳＳ信号载波之

间的相位差，而载波相位测量数据是从本地复制

载波发生器中得到的，因此，通过分析ＰＬＬ鉴相

结果可以得到载波相位测量精度。在接收机系统

时钟分别选用 ＴＣＸＯ和 ＯＣＸＯ时，对比静态下

同一卫星通道ＰＬＬ鉴相器输出结果（见图９）。

ＴＣＸＯ时钟作用下，ＰＬＬ鉴相误差平均为６°；

ＯＣＸＯ作用下，其鉴相误差平均为２．６°。结果表

明，在相同环境下，ＯＣＸＯ比 ＴＣＸＯ作为时钟引

入的鉴相误差更小，与犺系数和犵灵敏度越小引

入、误差越小的理论相符。因此，接收机选用

ＯＣＸＯ作时钟源，可减小ＰＬＬ载波跟踪误差，进

而提高载波相位测量精度。

图７　时钟不同源时

变化量比较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ｏｃｋｓ

　　　

图８　时钟同源时

变化量比较

Ｆｉｇ．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ｌｏｃｋ

　　　

图９　两种时钟源下ＰＬＬ

鉴相结果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ＰＬＬＰｈａ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ｏｃｋｓ

　　由上述分析和实验可以总结出晶振对载波相

位影响的改善策略：① 减小晶振的犵灵敏度可以

抑制振动噪声；② 采用 ＯＣＸＯ可大幅度降低阿

仑偏差相位噪声对ＰＬＬ性能的影响；③ 减小加

速度灵敏度可减小晶振加速度引起的应力误差；

④ 必须保证接收机射频和基带时钟同源；⑤ 接

收机选用 ＯＣＸＯ作时钟源，可减小ＰＬＬ载波跟

踪误差。

４　结　语

模型分析表明，振动和阿仑偏差引起的晶振

相位噪声随ＰＬＬ环路带宽增大而减小，随环路阶

数增高而增大；晶振加速度引起的应力误差随

ＰＬＬ环路带宽增大而减小，随环路阶数增高而减

小。实测实验表明，载波相位测量要求接收机射

频与基带时钟同源，同时，采用高品质晶振可降低

ＰＬＬ跟踪误差。为接收机选择犺系数和犵 灵敏

度较小的晶振，可改善接收机载波相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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