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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互操作信号在性能与处理复杂度上平衡点不唯一的特点，提出了一种非匹配接收模式下的信号

性能评估方法，在此基础上为北斗二期Ｂ１频点互操作信号提出了４种参考调制方案，并从综合接收性能的

角度给出了一种优选方案。与国际上现有的互操作信号调制方案相比，本文提出的优选方案可获得最小的解

调损失以及最佳的跟踪性能，在处理方式灵活性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作为我国自主ＧＮＳＳ信号体制

设计和优化的一种可行的参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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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导航系统性能的好坏最终都要在接收机

的性能上得到体现。在不同的应用需求下，用户

对各方面性能的要求存在差异，这一点对于互操

作频点上的民用公开服务信号更为明显。互操作

信号的应用领域广阔，需要面向多种不同的应用

需求。从高端的精密测量到低端的消费电子，其

对信号的性能以及接收设备的复杂度要求是不同

的。因此，一个面向用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互操

作信号调制方式应当在设计之始即为用户提供多

种可能的接收处理模式，并确保信号在各种典型

接收模式下均具有良好的性能。但在现有的文献

中，绝大多数对信号性能的评估都是基于匹配接

收机的假设进行的。这种宽带匹配接收模式假设

下的评估方法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高端测量型接

收机的实际性能，但对于低成本消费电子的应用，

接收机更多地工作在低复杂度非匹配接收模式

下，此时现有的评估方法不再适用。本文提出了

一种非匹配接收模式下的信号评估方法，将现有

的信号评估方法扩展到一般非匹配接收的情况。

１　互操作信号的调制方式

在众多信号调制方式中，ＢＰＳＫＲ调制是导

航领域实现最为简单的调制技术。ＢＰＳＫＲ信号

的频谱集中在中心频率附近，用较窄的带宽即可

接收到绝大多数的信号能量，而且对这种信号的

处理复杂度低，有大量成熟完善的技术可供使用。

相比较而言，ＢＯＣ（１，１）信号的频谱比ＢＰＳＫＲ

（１）信号的频谱更加扩展。更宽的 ＲＭＳ带宽带

来了更高的潜在跟踪精度，多径性能也得到改善，

但为捕获跟踪引入了模糊度隐患。而 ＧＰＳＬ１Ｃ

所使用的ＴＭＢＯＣ
［１］、用于ＧａｌｉｌｅｏＥ１ＯＳ信号中

的ＣＢＯＣ
［１］和最新提出的ＱＭＢＯＣ调制

［２］这三种

ＭＢＯＣ调制的时域实现方式则在ＢＯＣ（１，１）的基

础上增加了更多的高频分量。对于高端接收机，

当采用宽带匹配接收方式处理 ＭＢＯＣ信号时，可

以获得比ＢＯＣ（１，１）更好的跟踪精度以及抗多径

性能，但同时也使接收机的匹配接收处理变得更

加复杂。

在一些对接收机的复杂度有苛刻限制的应用

中，如面向消费电子的低成本低功耗接收机开发

中，更倾向于使用非匹配接收的方式来处理

ＭＢＯＣ信号，将其近似看作ＢＯＣ（１，１）信号，本地

使用ＢＯＣ（１，１）信号与输入信号进行非匹配相关

操作。这样不仅可以大幅简化本地波形的生成电

路，而且接收机还可以使用比匹配接收时更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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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带宽和更低的采样率，而且对不同 ＭＢＯＣ实

现方式的信号可以采用相似的通道结构进行处

理。这样的处理方式对于低成本接收机的开发而

言无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但在信号调制方式的

性能评估中，对这类接收模式下的捕获跟踪性能

缺乏有效的理论评估方法。

２　信号调制方式性能评估

　　在扩频序列具有理想的相关特性的条件下，

扩频信号狊（狋）的ＰＳＤ可以近似表示为犌狊（犳）＝

犳犮 犛（犳）
２，其中，犛（犳）是输入信号狊（狋）的扩频

码片波形的傅立叶变换，犳犮 是扩频码速率。在非

匹配接收模式下，本地信号狓（狋）通常使用与输入

信号相同的扩频序列，但码片波形可能不同，此时

狊（狋）与狓（狋）之间互相关的傅立叶变换形式为：

犎狊狓（犳）＝犳犮犛（犳）犡
（犳） （１）

其中，犡（犳）是本地信号狓（狋）的扩频码片波形的

傅立叶变换；犎狊狓称为狊（狋）与狓（狋）的互谱。

为了能对不同调制方式的信号在统一条件下

进行比较，在后面的分析中，对所有狊（狋）和狓（狋）

在无限带宽下进行能量归一化，即假设∫
＋∞
－∞犌狊

（犳）ｄ犳＝∫
＋∞
－∞犌狓（犳）ｄ犳＝１。

２．１　相关输出信噪比衰减

相关输出信噪比衰减这一参数直接反映了限

带和波形失配导致信号捕获与数据解调性能的下

降程度。为易于推导，在非匹配接收模式下，相关

输出信噪比衰减ηｍｉｓｍａｔｃｈ可以表示为：

η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β狉
／２

－β狉
／２
犎狊狓（犳）ｄ犳

２

／∫
β狉
／２

－β狉
／２
犌狓（犳）ｄ犳

（２）

　　图１分别给出了在匹配接收模式下和非匹配

接收模式下各种参考调制方式的ηｍｉｓｍａｔｃｈ随接收带

宽的变化。其中，非匹配接收模式下采用ＢＯＣ

（１，１）信号对各 ＭＢＯＣ信号进行接收。

对比图１（ａ）和图１（ｂ）可以看到：

１）ＢＰＳＫＲ（１）信号的相关损失明显要小于

其他调制信号，在接收带宽４ＭＨｚ时就可以接收

到９５％的信号功率，信噪比损失仅为０．２ｄＢ，

ＢＯＣ（１，１）的性能其次。

２）ＣＢＯＣ＋信号与其他 ＭＢＯＣ信号相比，具

有更小的信噪比损失，４ＭＨｚ带宽下的信噪比损

失为１ｄＢ，１０ＭＨｚ带宽时的损失约为０．６ｄＢ。

３）ＴＭＢＯＣ与 ＱＭＢＯＣ在匹配接收情况下

的性能完全相同，４ＭＨｚ带宽下的信噪比损失为

图１　不同调制方式的相关输出信噪比损失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ＲＬｏｓｓｆｏ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２ｄＢ，但在非匹配情况下，ＴＭＢＯＣ的性能恶化

严重，在接收带宽４ＭＨｚ和１０ＭＨｚ两种情况

下，衰减分别达到１．８ｄＢ和１．４ｄＢ，即使使用４０

ＭＨｚ带宽进行接收，损失也有１．２ｄＢ。

４）ＣＢＯＣ＋、ＣＢＯＣ－和ＱＭＢＯＣ信号在接收

带宽小于１０ＭＨｚ时，匹配接收性能与非匹配接

收性能没有明显区别。

２．２　码跟踪精度

在匹配接收情况下，热噪声下信号狊（狋）的码

跟 踪 能 力 普 遍 采 用 ＲＭＳ 带 宽 βｒｍｓ ＝

（∫
＋β
狉
／２

－β狉
／２
犳
２犌狊（犳）ｄ犳）

１／２

来评估［３］。信号的ＲＭＳ带

宽越大，其潜在的跟踪精度就越高。

但对于非匹配接收，无法直接使用 ＲＭＳ带

宽进行评估。文献［４］虽然给出了一种对非匹配

情况下等效ＲＭＳ带宽的计算公式，但结果并不

正确。这里通过对相干码环在失配条件下的跟踪

精度取极值来得到非匹配模式下的等效 ＲＭＳ

带宽。

通过对相干码环输出噪声统计特性的分析不

难得到，在非匹配情况下，整个环路的误差可以表

示为：

σ
２
ＣＥＬＰ＝

犅犔（１－０．５犅犔犜）∫
＋β／２

－β／２
犌狓（犳）ｓｉｎ

２（π犳Δ）ｄ犳

（２π）
２犆狊
犖０

（∫
＋β／２

－β／２
犳·犎狊狓（犳）ｓｉｎ（π犳Δ）ｄ犳）

２

（３）

其中，犅犔 是环路带宽；犜 是相干积分时间；犆狊／犖０

是载噪比；Δ是超前滞后相关器间距。令Δ趋近

于零，将式（３）中的三角函数用麦克劳林级数展

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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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经过化简可以得到在非匹配接收模式下跟踪

精度的下界为：

σ
２

ＬＢ，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犅犔（１－０．５犅犔犜）／ （２π）
２（犆狊／犖０）狏

２［ ］狊狓 （４）

其中，

狏狊狓 ＝∫
＋β狉
／２

－β狉
／２
犳
２犎狊狓（犳）ｄ犳／∫

＋β狉
／２

－β狉
／２
犳
２犌狓（犳）ｄ槡 犳 （５）

就是非匹配接收模式下的等效ＲＭＳ带宽。容易

验证，当狊（狋）＝狓（狋）时，狏狊狓退化为βｒｍｓ。

图２给出了各种参考调制方式在匹配接收情

况下及采用ＢＯＣ（１，１）信号非匹配接收 ＭＢＯＣ

信号情况下的等效 ＲＭＳ带宽随接收带宽的变

化。由图２可见，当接收机带宽小于１２ＭＨｚ时，

各种 ＭＢＯＣ调制具有与ＢＯＣ（１，１）近似相同的

跟踪精度，匹配接收的性能与非匹配接收的性能

相差不大。但当接收带宽大于１２ＭＨｚ时，在匹

配接收条件下，ＣＢＯＣ－（６，１，１／１１）、ＴＭＢＯＣ（６，

１，４／３３）以及ＱＭＢＯＣ（６，１，４／３３）均具有最佳的

跟踪精度，ＣＢＯＣ＋（６，１，１／１１）其次，ＢＯＣ（１，１）调

制再次之，ＢＰＳＫＲ（１）调制则具有最低的跟踪精

度。而非匹配接收条件下，只有ＣＢＯＣ－（６，１，１／

１１）的性能仍优于ＢＯＣ（１，１），其余 ＭＢＯＣ的调

制性能均不及ＢＯＣ（１，１），ＴＭＢＯＣ的性能下降

最为明显。

图２　不同调制方式下等效ＲＭＳ带宽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ＭＳ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ｆｏｒ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３　抗多径能力

图３给出了４０ＭＨｚ接收带宽下各种调制信

号的平均距离误差包络，其中 ＭＤＲ均为－５ｄＢ。

可以看到，在宽带接收时，ＣＢＯＣ－、ＴＭＢＯＣ以及

ＱＭＢＯＣ这三种调制在匹配接收条件下均具有最

佳的抗多径能力。但当采用ＢＯＣ（１，１）本地信号

对ＭＢＯＣ进行非匹配接收时，ＣＢＯＣ－的抗多径性

能下降最小，ＱＭＢＯＣ其次，ＴＭＢＯＣ则下降最

大。在接收带宽小于１０ＭＨｚ的接收条件下，各

种调制及处理方式的抗多径性能没有明显差别。

图３　不同调制方式的宽带接收抗多径性能比较

Ｆｉｇ．３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３　优选的互操作调制方案

３．１　参考方案设计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三种互操作调制

参考方案，如表１所示。此外，ＧＰＳＬ１Ｃ所使用

的调制方案也可作为一种参考方案。

表１　互操作信号参考方案参数

Ｔａｂ．１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ｌｅＳｉｇｎａｌ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考方案 数据信道调制 导频信道调制
数据／导频

功率配比

方案① ＢＰＳＫＲ（１） ＱＭＢＯＣ（６，１，４／３３） １／３

方案② ＢＰＳＫＲ（１） ＴＭＢＯＣ（６，１，４／３３） １／３

方案③ ＢＯＣ（１，１） ＱＭＢＯＣ（６，１，４／３３） １／３

Ｌ１Ｃ方案 ＢＯＣ（１，１） ＴＭＢＯＣ（６，１，４／３３） １／３

３．２　不同处理模式下的性能评估

在性能分析中，考虑以下三种接收机处理模

式下的性能：① 高端处理模式（ＨＭ）。数据信道

用于解调电文，导频信道使用匹配接收完成捕获

和跟踪。这种模式对应的典型接收机是高精度接

收机。② 中端处理模式（ＭＭ）。数据信道用于

解调电文，导频信道使用低复杂度接收方法完成

捕获和跟踪，对于 ＭＢＯＣ信号，本地将使用ＢＯＣ

（１，１）进行非匹配处理。这种模式对应互操作接

收机以及一些需要在性能与复杂度之间折中的应

用接收机。③ 低端处理模式（ＬＭ）。仅使用数据

信道完成解调电文、捕获和跟踪。这种模式主要针

对现有接收机的技术过渡，以及一些对成本功耗的

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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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非常严苛而对定位性能要求不高的应用。

在数据信道解调性能方面，由图１可以看到，

在所有带宽下，ＢＰＳＫＲ（１）调制始终具有比ＢＯＣ

（１，１）更大的相关信噪比。尤其在窄带接收的条

件下，ＢＰＳＫＲ（１）信号在解调上的优势更为明

显。当接收带宽小于５ＭＨｚ时，在其他信号参数

相同的情况下，ＢＰＳＫＲ（１）信号在解调门限可以

比ＢＯＣ（１，１）信号低０．５～２ｄＢ。

在导频信道捕获性能方面，由图１也可以看

到，由于具有相同的频谱形状，在匹配接收情况

下，ＱＭＢＯＣ和ＴＭＢＯＣ两种调制具有相同的捕

获灵敏度，但在非匹配接收情况下，ＱＭＢＯＣ明显

优于 ＴＭＢＯＣ，当接收带宽大于５ ＭＨｚ时，有

０．５ｄＢ以上的优势。这一特性使 ＱＭＢＯＣ信号

在中端处理模式下、低信噪比环境中可以明显改善

捕获性能。对于低端处理模式，如果采用数据信道

捕获，ＢＰＳＫＲ（１）信号可以获得比ＢＯＣ（１，１）信号

更高的灵敏度。而且ＢＰＳＫＲ（１）信号在捕获中可

以使用更大的搜索步长，且不存在模糊度问题，在

降低捕获时间的同时减小了所需相关器的数量，这

对低端处理模式而言也无疑是一大优势。

在跟踪性能方面，对于中高端应用模式，对比

ＱＭＢＯＣ相对于ＴＭＢＯＣ的ＲＭＳ带宽的额外增

益，可以看到：在匹配接收情况下，两种调制具有

相同的跟踪性能，但在ＢＯＣ（１，１）接收模式下，

ＱＭＢＯＣ有明显的优势。尤其当接收带宽较宽

时，ＱＭＢＯＣ调制与ＴＭＢＯＣ相比最多可以改善

０．９ｄＢ的跟踪精度。针对低端应用模式，如果使

用数据信道完成伪距测量，由图２可见，尽管与

ＢＯＣ（１，１）相比，ＢＰＳＫＲ（１）的测量精度并不理

想，但ＢＰＳＫＲ（１）信号的处理复杂度低，且不存

在模糊度，与之相比，ＢＯＣ（１，１）信号处理所必需

的去模糊技术增加了接收机的处理复杂度。因

此，处理复杂度明显降低的ＢＰＳＫＲ（１）信号对于

复杂度苛刻的应用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对于多径性能，在高端模式下，ＱＭＢＯＣ与

ＴＭＢＯＣ性能相同。而中低端模式由于带宽较

窄，所以各种方案的性能差别并不明显。因此，对

于表１中的各参考方案，在高端接收模式下，方案

①与②的解调性能优于方案③和Ｌ１Ｃ方案，而捕

获与跟踪性能四者持平。在中端接收模式下，方

案①与②的解调性能优于方案③和Ｌ１Ｃ方案，方

案①与③的捕获和跟踪性能优于方案②与Ｌ１Ｃ

方案。在低端接收模式下，方案①与②的解调与

捕获性能优于方案③和Ｌ１Ｃ方案，其处理复杂度

也明显低于方案③和Ｌ１Ｃ方案，而方案③和Ｌ１Ｃ

方案在跟踪精度上有优势。表２给出了各参考方

案性能比对的结果，其中犇、犃、犜、犆分别代表解

调、捕获、跟踪、复杂度，“√”表示在对应方面具有

最优的性能，其中存在有并列最优。

表２　各参考方案性能对比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ｐｔｉｏｎｓ

ＨＭ ＭＭ ＬＭ

犇 犃 犜 犇 犃 犜 犇 犃 犜 犆

方案① √ √ √ √ √ √ √ √ √

方案② √ √ √ √ √ √ √

方案③ √ √ √ √ √

Ｌ１Ｃ方案 √ √ √

　　由表２可见，考虑到高端模式更加注重信号

的性能，而低端模式更关注于处理复杂度，因此认

为方案①能够同时兼顾各种接收模式下的信号性

能，与其他方案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方案①不

仅可获得最小的解调损失以及最佳的跟踪性能，

而且同时向下兼容 ＧＰＳＣ／Ａ码信号，向上兼容

其他系统的 ＭＢＯＣ调制。

考虑到与其他系统的互操作，方案①除了上

述三种接收模式外，还可以为低端用户提供数据

信道与ＧＰＳＣ／Ａ码信号的双模互操作处理，以

及为中端用户提供与Ｌ１Ｃ和Ｅ１ＯＳ信号的三模

互操作处理。任何具有ＧＰＳＣ／Ａ码信号处理能

力的接收机都可以以最小的改动升级到同时支持

接收方案①的数据信道。而任何可以以非匹配方

式处理Ｌ１Ｃ和Ｅ１ＯＳ信号的接收机同样可以以

最小的改动升级到同时支持接收方案①的导频信

道。

４　频谱兼容性评估

方案①的信号总频谱形状并不满足 ＭＢＯＣ

频谱的限制，其在载频附近的功率不为零。但事

实上，具有相同频谱形状并非互操作信号的必要

条件。

表３对４种参考方案在４０ＭＨｚ带宽下与

ＧＰＳＬ１频点各信号之间的谱分离系数（ＳＳＣ）进

行了比较。可见，与Ｌ１Ｃ方案相比，方案③具有

完全相同的频谱兼容性，而方案①和方案②与Ｃ／

Ａ码信号之间的ＳＳＣ增加了２．６ｄＢ，但与Ｐ（Ｙ）

码之间的ＳＳＣ仅增加了０．１４ｄＢ，而与Ｌ１Ｃ和 Ｍ

码信号之间，其频谱兼容性均有改善。

由于ＧａｌｉｌｅｏＥ１频点的信号均采用了谱分裂

结构，因此方案①和方案②与Ｌ１Ｃ方案相比，具

有与Ｇａｌｉｌｅｏ信号之间更好的射频兼容性。

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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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参考方案与犌犘犛犔１频点信号的犛犛犆对比／ｄＢ

Ｔａｂ．３　ＳＳＣ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ＧＰＳＬ１Ｓｉｇｎａｌｓ／ｄＢ

Ｃ／Ａ码 Ｐ（Ｙ）码 Ｌ１Ｃ Ｍ码

方案①／方案② －６５．５３８ －７０．６１６ －６６．１００ －９９．０１９

方案③／Ｌ１Ｃ方案 －６８．１８３ －７０．７５７ －６５．５５７ －９８．１９６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非匹配接收模式下的信号评

估方法，进一步完善了信号体制评估的理论方法。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不同接收机处理模式下各种

调制方式的性能进行评估，提出了４种参考调制

方案，并从接收性能的角度确定出一种优选方案。

分析表明，该优选方案能够同时兼顾各种接收模

式下对信号性能以及处理复杂度的要求，与其他

参考方案相比，不仅可获得最小的解调损失以及

最佳的跟踪性能，而且同时向下兼容 ＧＰＳＣ／Ａ

码信号，向上兼容其他系统的 ＭＢＯＣ调制，在高

中低端的接收机处理模式下均能发挥出最佳的性

能。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我国自主 ＧＮＳＳ信号

体制的设计和优化提供一种可行的参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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