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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犖犛犛信号多径误差非包络评估方法

杨建雷１　金　天１　黄智刚１　秦红磊１　崔吉慧１

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针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ｌｏｂ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ＧＮＳＳ）信号体制评估过程中，多径误差包络评

估方法给出了多径误差的上界，并没有反映反射信号载波和子载波相位引入的码跟踪误差问题，提出了一种码

跟踪多径误差非包络评估方法。该方法将反射信号的码相位延时映射到载波和子载波相位延时，为码跟踪多径

误差提供了准确的理论值，而且避免了多径误差包络方法求包络曲线的过程。给出了该方法的理论表达式，对

ＢＰＳＫ、ＡｌｔＢＯＣ、ＭＢＯＣ和ＢＯＣ信号进行了多径性能仿真，并与多径误差包络评估方法进行了对比。理论和仿真

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能准确的估计码跟踪多径误差，为ＧＮＳＳ信号多径误差测量值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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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ｇｌｏｂ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

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ＧＮＳＳ）中，多径效应是影响卫星导

航接收机测量精度的一个主要误差源，因此在

ＧＰＳ现代化，Ｇａｌｉｌｅｏ导航系统和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Ｂｅｉｄｏｕ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ＢＤＳ）信

号体制设计过程中，信号抗多径性能的评估是信

号体制设计和优化的重要方面。

目前常用的多径误差评估方法主要有用于实

际场景测定的评估方法和理论评估方法［１］。前者

相对于后者采用较为复杂的分析模型，后者适用

于理想条件下信号体制多径性能的对比。

在实际的多径场景中，多径信号与接收天线

的周围环境、电离层延时、运动状态及方向图等有

关，在不同条件下多径误差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也

是不同的，因此常采用考虑影响多径性能综合因

素的统计学方法对信号的多径误差进行测定评

估［２］。常用的方法有最大似然估计法［３］和贝叶斯

最小均方误差估计法［４］，这两种方法已经在实际

场景的多径性能评估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２］。为

了消除电离层对码和载波相位的影响，进而能准

确地评估多径误差，学者们提出了多径误差双频

和多频估计法，并用于实际环境的ＧＰＳ和Ｇａｌｉｌｅ

ｏ信号多径误差的分析
［５，６］。

常用的多径误差理论评估方法有传统包络

法［７］、加权包络法和平均包络法［８］。传统包络法

给出了多径误差的隐式表达，利用数值方法求解

方程的根，得出多径误差。这种方法能够获得可

靠的多径误差包络曲线，反映了在给定的接收条

件下一路多径信号所能引入的最大误差和最小误

差包络，在ＧＰＳ现代化和Ｇａｌｉｌｅｏ信号体制设计

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９，１０］。为了能分析在不

同多径环境下的信号体制的多径误差性能以及得

到多径误差的绝对值，学者们在传统包络法基础

上分别提出了加权包络法和平均包络法［８］。加权

包络考虑了多径反射信号的特点，将不同环境的

多径反射和相位延时特性参数［１１］引入到传统包

络法中，平均包络法则将传统包络法对应的多径

误差值取平均得到多径误差的绝对值。多径误差

包络给出了多径误差的上界，对动态环境中不可

预见的多径误差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在信号体制评估中，信号源端发射的多径信号

的参数是已知的，因此有必要将已知的载波和子载

波相位引入到多径误差估计模型中，为信号体制的

多径误差提供准确的理论值。针对该问题，本文提

出了一种多径误差非包络评估方法，给出了

ＢＰＳＫ、ＡｌｔＢＯＣ、ＭＢＯＣ和ＢＯＣ信号体制在典型

跟踪方法下的多径误差估计模型的理论表达式，

对ＢＤＳ全球信号体制多径误差进行了仿真，并与

多径误差包络进行了对比，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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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多径误差包络

多径信号分为反射信号和散射信号两种，散

射信号往往表现为一个附加的噪声通道，它对伪

随机（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ｎｄｏｍｎｏｉｓｅ，ＰＮ）码跟踪性能的影

响很小，因此在导航信号的多径误差分析中仅考

虑反射信号的影响。对于ＰＳＫ信号体制，输入信

号与本地载波及ＰＮ码混频，假设载波多普勒被

完全剥离，则滤波后相应的超前、滞后支路的输出

分别为［１２］：

犐犈 ＝犪０ｃｏｓ（ ）０ 犚τ０－
Δ（ ）２ ＋

∑
犖

狀＝１

犪狀ｃｏｓ０－θ（ ）犿狀 犚 τ０－δ狀－
Δ（ ）２

犙犈 ＝犪０ｓｉｎ（ ）０ 犚τ０－
Δ（ ）２ ＋

∑
犖

狀＝１

犪狀ｓｉｎ０－θ（ ）犿狀 犚 τ０－δ狀－
Δ（ ）２

犐犔 ＝犪０ｃｏｓ（ ）０ 犚τ０＋
Δ（ ）２ ＋

∑
犖

狀＝１

犪狀ｃｏｓ０－θ（ ）犿狀 犚 τ０－δ狀＋
Δ（ ）２

犙犔 ＝犪０ｓｉｎ（ ）０ 犚τ０＋
Δ（ ）２ ＋

∑
犖

狀＝１

犪狀ｓｉｎ０－θ（ ）犿狀 犚 τ０－δ狀＋
Δ（ ）２

（１）

式中，犪０ 和犪狀 分别为直达信号和第狀路反射信号

幅度；Δ表示早晚码相关器间距；０ 和τ０ 表示跟

踪环路对直达信号载波相位和码相位时延估计

值；δ狀 和θ犿狀分别表示第狀路反射信号相对于直达

信号的码相位延迟和载波相位误差；犖 为反射信

号的路径数目；犚（ ） 表示码自相关函数，其与功

率谱密度的关系为：

犚（）τ ＝∫
β狉
／２

－β狉
／２
犛（）犳犲犼

２π／δ１ｄ犳 （２）

式中，β狉为前端带宽；犛（）犳 为信号功率谱密度。

超前减滞后功率（ｅａｒｌｙｍｉｎｕｓｌａｔｅｐｏｗｅｒ，

ＥＭＬＰ）和点积（ｄｏ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Ｐ）鉴相器是跟踪

环路鲁棒性最强的两种鉴相器［１３］。为了方便导

航信号多径误差性能的对比分析且不失一般性，

在导航信号评估过程中广泛采用单反射路径的分

析模型［１４，１５］，仅考虑１条反射路径时，ＥＭＬＰ鉴

相器输出如下：

犲犛 ＝犪０
２犚２ τ０－

Δ（ ）２ ＋犪１
２犚２ τ０－δ１－

Δ（ ）２ ＋

　２犪０犪１ｃｏｓθ犿（ ）１ 犚τ０－
Δ（ ）２ 犚τ０－δ１－

Δ（ ）２ －

　犪０
２犚２ τ０＋

Δ（ ）２ －犪１
２犚２ τ０－δ１＋

Δ（ ）２ －

　２犪０犪１ｃｏｓθ犿（ ）１ 犚τ０＋
Δ（ ）２ 犚τ０－δ１＋

Δ（ ）２
（３）

　　在小误差假设条件下，式（３）可用线形等效模

型来表示，即犲犛≈犲（）０ ＋犲′（）０ ·τ犮犿，利用码跟踪

平衡条件可得码跟踪多径误差τ犮犿：

τ犮犿 ＝

槡αｃｏｓθ犿（ ）１∫
β狉
／２

－β狉
／２
犌犛（）犳ｃｏｓπ犳（ ）Δ ｄ犳∫

β狉
／２

－β狉
／２
犌犛（）犳ｓｉｎπ犳（ ）Δ ｓｉｎ２π犳δ（ ）１ ｄ犳

＋α∫
β狉
／２

－β狉
／２
犌犛（）犳ｃｏｓπ犳（ ）Δ ｃｏｓ２π犳δ（ ）１ ｄ犳∫

β狉
／２

－β狉
／２
犌犛（）犳ｓｉｎπ犳（ ）Δ ｓｉｎ２π犳δ（ ）１ ｄ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犳

２π

槡αｃｏｓθ犿（ ）１
∫

β狉
／２

－β狉
／２
犌犛（）犳ｃｏｓ２π犳δ（ ）１ ｃｏｓπ犳（ ）Δ ｄ犳∫

β狉
／２

－β狉
／２
犳犌犛（）犳ｓｉｎπ犳（ ）Δ ｄ犳

＋∫
β狉
／２

－β狉
／２
犌犛（）犳ｃｏｓπ犳（ ）Δ ｄ犳∫

β狉
／２

－β狉
／２
犳犌犛（）犳ｓｉｎπ犳（ ）Δ ｃｏｓ２πδ１（ ）犳 ｄ

熿

燀

燄

燅
犳

＋∫
β狉
／２

－β狉
／２
犳犌犛（）犳ｓｉｎπ犳（ ）Δ ｄ犳∫

β狉
／２

－β狉
／２
犌犛（）犳ｃｏｓπ犳（ ）Δ ｄ犳

＋α
∫

β狉
／２

－β狉
／２
犌犛（）犳ｃｏｓπ犳（ ）Δ ｃｏｓ２πδ１（ ）犳 ｄ犳∫

β狉
／２

－β狉
／２
犳犌犛（）犳ｓｉｎπ犳（ ）Δ ｃｏｓ２πδ１（ ）犳 ｄ犳

－∫
β狉
／２

－β狉
／２
犳犌犛（）犳ｃｏｓπ犳（ ）Δ ｓｉｎ２πδ１（ ）犳 ｄ犳∫

β狉
／２

－β狉
／２
犌犛（）犳ｓｉｎπ犳（ ）Δ ｓｉｎ２πδ１（ ）犳 ｄ

熿

燀

燄

燅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犳

＝

槡αｃｏｓθ犿（ ）１ 犘１＋α犘｛ ｝２
２π槡αｃｏｓθ犿（ ）１ 犘４＋犘３＋α犘｛ ｝５

（４）

式（４）中，α表示反射信号和直达信号幅度之比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ｔｏｄｉｒｅｃｔｒａｔｉｏ，ＭＤＲ）。

将θ犿１＝０或π代入式（４）可得ＰＳＫ信号多

径误差传统包络的表达式：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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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ＰＳＫ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ｅｎｖ＝

±槡α犘１＋α犘｛ ｝２
２π犘３±槡α犘４＋α犘｛ ｝５

（５）

　　多径误差加权包络反映了与具体环境相关的

多径误差估计值，平均包络给出了多径误差的绝

对值，由文献［８］可得，加权包络和平均包络表达

式分别如式（６）和式（７）所示：

τ
ＰＳＫ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ｅｎｖ＝τ

ＰＳＫ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ｅｎｖ犲

－
３δ１

２τｔｙｐｉｃａｌ （６）

τ
ＰＳＫ
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ｎｖ＝

１

２

＋槡α犘１＋α犘｛ ｝２
２π犘３＋槡α犘４＋α犘｛ ｝５

＋
－槡α犘１＋α犘｛ ｝２

２π犘３－槡α犘４＋α犘｛ ｝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５

（７）

式（６）中，τｔｙｐｉｃａｌ表示与环境（如开阔地区、乡村、郊

区和城市市区等）有关的典型时间延迟［１６］；式（７）

中  表示取绝对值。

动态导航系统中，多径环境是复杂多变的，难

以对多径效应进行既适合一般应用又适合精确的

定量分析。在信号体制评估系统中，反射信号的

参数可控，接收端可根据反射信号的参数对信号

体制的多径误差性能进行准确的评估，因此采用

相对于多径误差包络更为准确的多径误差评估方

法是可取的。

２　多径误差非包络评估方法

２．１　犘犛犓信号跟踪环路多径误差非包络评估方

法

　　在ＧＰＳ现代、Ｇａｌｉｌｅｏ和ＢＤＳ
［１７］信号体制设

计过程中都将采用 ＰＳＫ、ＡｌｔＢＯＣ、ＭＢＯＣ 和

ＢＯＣ信号体制，其中ＡｌｔＢＯＣ、ＭＢＯＣ和ＢＯＣ由

于其自相关函数的多峰特性，可以采用边带跟踪

方法［１８，１９］和跳峰法［２０］，以及适用于 ＭＢＯＣ的匹

配跟踪法和类ＢＯＣ（１，１）跟踪法
［２１，２２］。边带跟

踪方法将上述信号的一个边带当作ＰＳＫ信号，跳

峰法、匹配跟踪和类ＢＯＣ（１，１）跟踪方法将信号

剥离载波后直接与本地ＰＮ码相关，跳峰法还需

要对相关峰进行判断是否是主峰，因此边带处理

法、跳峰法、匹配跟踪法和类ＢＯＣ（１，１）跟踪方法

跟踪环路与ＰＳＫ信号跟踪环路相同。

反射信号在延时过程中，不仅ＰＮ码有延时，

相应的载波相位也有延时，如图１所示为ＰＳＫ调

制方式的反射信号载波和ＰＮ码相对于直达信号

的延时示意图。

由图１可以看出，θ犿１与δ１ 一一对应，即有

式（８）成立：

图１　ＰＳＫ信号体制多径信号载波和ＰＮ码

相位延时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ａｒｒｉｅｒａｎｄＰＮＣｏｄ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

ＰｈａｓｅＤｅｌａｙｆｏｒＰＳＫＳｉｇ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θ犿１ ＝犳δ（ ）１ ＝
犳犮

犳ＰＮ
δ１ （８）

式中，犳ＰＮ表示ＰＮ码速率。

将式（８）代入式（４）可得到ＰＳＫ跟踪环路多

径误差本文方法表达式如下：

τ
ＰＳＫ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槡αｃｏｓ
犳犮

犳ＰＮ
δ（ ）１ 犘１＋α犘｛ ｝２

２π犘３＋槡αｃｏｓ
犳犮

犳ＰＮ
δ（ ）１ 犘４＋α犘｛ ｝５

（９）

２．２　犅犗犆信号跟踪环路多径误差非包络评估方法

　　ＢＯＣ信号除可以采用边带跟踪方法和跳峰

法外，还可以采用基于副载波的跟踪方法［２３］，该

方法的环路结构与ＰＳＫ跟踪环路结构不同。输

入信号与本地载波及ＰＮ码混频后，假设载波多

普勒被完全剥离，则滤波后，相应的超前、滞后支

路的输出分别为［２３］：

犐犈 ＝犪０ｃｏｓφ（ ）０ ｃｏｓ（ ）０ 犚τ犆－
Δ（ ）２ ＋

∑
犖

狀＝１

犪狀ｃｏｓφ０－（ ）犿狀 ｃｏｓ０－θ（ ）犿狀 犚τ犆－δ狀－
Δ（ ）２

犙犈 ＝犪０ｓｉｎφ（ ）０ ｓｉｎ（ ）０ 犚τ犆－
Δ（ ）２ ＋

∑
犖

狀＝１

犪狀ｓｉｎφ０－（ ）犿狀 ｓｉｎ０－θ（ ）犿狀 犚τ犆－δ狀－
Δ（ ）２

犐犔 ＝犪０ｃｏｓφ（ ）０ ｃｏｓ（ ）０ 犚τ犆＋
Δ（ ）２ ＋

∑
犖

狀＝１

犪狀ｃｏｓφ０－（ ）犿狀 ｃｏｓ０－θ（ ）犿狀 犚τ犆－δ狀＋
Δ（ ）２

犙犔 ＝犪０ｓｉｎφ（ ）０ ｓｉｎ（ ）０ 犚τ犆＋
Δ（ ）２ ＋

∑
犖

狀＝１

犪狀ｓｉｎφ０－（ ）犿狀 ｓｉｎ０－θ（ ）犿狀 犚τ犆－δ狀＋
Δ（ ）２
（１０）

式中，φ０ 为直达信号的子载波相位；犿狀为反射信

号相对于直达信号的子载波相位延时；犿狀＝φ狀－

φ０，φ狀 为反射信号的子载波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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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式（１０）可以得到仅考虑１条反射路径时， ＥＭＬＰ多径误差输出如下：

τ犮犿 ＝
槡αｃｏｓ犿（ ）１ ｃｏｓθ犿（ ）１ 犘１＋αｃｏｓ

２
犿（ ）１ 犘｛ ｝２

２π犘３＋槡αｃｏｓ犿（ ）１ ｃｏｓθ犿（ ）１ 犘４＋αｃｏｓ
２
犿（ ）１ 犘｛ ｝５

（１１）

　　对于反射信号，不仅ＰＮ码相位有延时，子载

波相位也有延时，有下式成立：

犿１ ＝犵δ（ ）１ ＝
犳犮

犳ｓｕｂ
δ１ ＝

１

犽
θ犿１ （１２）

式中，犳ｓｕｂ表示子载波频率。

将式（１２）代入式（１１），对其求极值可得当θ犿１

＝０或π时多径误差达到极值。将θ犿１＝０或π代

入式（１１）可得ＢＯＣ信号采用基于副载波跟踪方

法的传统包络如下：

τ
犅犗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ｅｎｖ＝

－槡αｃｏｓ
π（ ）犽 犘１＋αｃｏｓ２ π（ ）犽 犘｛ ｝２

２π犘３－槡αｃｏｓ
π（ ）犽 犘４＋αｃｏｓ２ π（ ）犽 犘｛ ｝５

，上包络

槡α犘１＋α犘｛ ｝２
２π犘３＋槡α犘４＋α犘｛ ｝５

，

烅

烄

烆
下包络

（１３）

　　由文献［８］可得，ＢＯＣ信号跟踪环路多径误

差加权包络法和平均包络法如式（１４）和式（１５）所

示：

τ
ＢＯＣ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ｅｎｖ＝τ

ＢＯ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ｅｎｖ·犲

－
３δ１

２τｔｙｐｉｃａｌ

（１４）

τ
ＢＯＣ
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ｎｖ＝

１

２
·

－槡αｃｏｓ
π（ ）犽 犘１＋αｃｏｓ２ π（ ）犽 犘｛ ｝２

２π犘３－槡αｃｏｓ
π（ ）犽 犘４＋αｃｏｓ２ π（ ）犽 犘｛ ｝５

＋
槡α犘１＋α犘｛ ｝２

２π犘３＋槡α犘４＋α犘｛ ｝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５

（１５）

将式（１２）代入式（１１）可得到ＢＯＣ跟踪环路的本

文方法，表达式为：

τ
ＢＯＣ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槡αｃｏｓ
犳犮
犽犳ＰＮ

δ（ ）１ ｃｏｓ 犳犮犳ＰＮδ（ ）１ 犘１
＋αｃｏｓ

２ 犳犮
犽犳ＰＮ

δ（ ）１ 犘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２

２π

犘３＋槡αｃｏｓ
犳犮
犽犳ＰＮ

δ（ ）１ ｃｏｓ 犳犮犳ＰＮδ（ ）１ 犘４
＋αｃｏｓ

２ 犳犮
犽犳ＰＮ

δ（ ）１ 犘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５

（１６）

３　试验与性能分析

为了证明本文提出的多径误差评估方法的有

效性，本文对ＢＤＳ所采用的ＢＰＳＫ、ＭＢＯＣ、Ａｌｔ

ＢＯＣ和ＢＯＣ信号体制
［１７］进行了多径误差性能仿

真，并与传统包络、加权包络和平均包络多径误差

曲线对比。信号源端以矢量信号收发仪ＮＩＰＸＩｅ

５６４４Ｒ为平台，采用ＬａｂＶｉｅｗ语言编程实现，反射

信号相位延时和ＳＭＲ值均在基带通过软件控制；

经下变频后，采用数字化仪ＮＩＰＸＩｅ５６２２对数据

进行量化采集，存贮介质采用流盘ＮＩＨＤＤ８２６５，

采样速率１５０ＭＳ／ｓ，量化比特１６ｂｉｔ，读写速率

７５０ＭＢ／ｓ；采用Ｃ语言编写的软件接收机对多径

误差进行分析；仿真系统采用铷钟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ｏｍ

８０４０Ｃ１０ＭＨｚ输出作为同源时钟。

图２为 ＢＰＳＫ（１０）、ＭＢＯＣ（６，１）、ＡｌｔＢＯＣ

（１５，１０）和ＢＯＣ（１４，２）信号在单路反射信号存在

时，不同多径时延条件下的码跟踪多径误差曲线，

其中 ＭＢＯＣ（６，１，１／１１）信号采用ＧＰＳＬ１ＣＴＭ

ＢＯＣ（６，１，４／３３）生成方式
［１５，２４］，其他信号参数参

考文献［１７］，统计次数为１００００次，ＭＤＲ 为

－１０ｄＢ，加权包络法中τｔｙｐｉｃａｌ取乡村和郊区环境

下的典型延时值９０ｍ
［１６］，仿真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码跟踪多径误差曲线仿真试验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ｄ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ｒｒ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信号体制名称 前端带宽／ＭＨｚ 中频频率／ＭＨｚ 跟踪方法 相关器间隔／ｃｈｉｐｓ

ＢＰＳＫ（１０） ３０ ３０．６９ 经典ＰＳＫ跟踪方法［２５］ ０．５

ＢＯＣ（１４，２） ４０ ４２．９６６ 基于副载波的跟踪方法 ０．５

ＴＭＢＯＣ（６，１，４／３３） ４０ ２０．４６ 匹配跟踪法 ０．２

ＡｌｔＢＯＣ（１５，１０） ９０ ４２．９６６ 边带跟踪方法 ０．５

　　由图２可以看出，本文方法仿真与理论曲线

统一，能准确地表示被测信号的码跟踪多径误差；

传统多径误差包络反映了多径误差在特定ＳＭＲ

值、多径时延和跟踪环路参数条件下，多径误差的

极值，可作为本文方法多径误差的上界，对本文方

法多径误差估计值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虽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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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包络法综合了环境因素，平均包络法可以得出

多径误差的绝对值，但是这两种方法均是以传统

包络为基础，给出了在特定条件下的信号的多径

误差极值。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方法在多径误差分析中

的有效性，对本方法和包络法与坐标轴围成的面积

进行统计，面积的大小可用于比较多径误差的大

小［８］。选取ＢＰＳＫ（１）、ＢＯＣ（１，１）、ＭＢＯＣ（６，１，４／

３３）和 ＭＢＯＣ（６，１，１／１１）信号，前端带宽为２０

ＭＨｚ，ＢＯＣ（１，１）、ＭＢＯＣ（６，１，４／３３）和 ＭＢＯＣ（６，１，

１／１１）均采用匹配跟踪方法，中频频率与表１相同。

图３为各种信号体制的多径误差对比。

图２　不同信号体制的四种多径误差评估方法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ｇ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３　不同信号体制多径误差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ｒｒｏ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ｇ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由图３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得到的理论值与

仿真得到的数据最接近。ＭＢＯＣ（６，１，４／３３）码跟

踪多径误差较小，ＭＢＯＣ（６，１，１／１１）次之，ＢＯＣ

（１，１）多径性能优于ＢＰＳＫ（１），这是由于高频分

量比重大的信号，其 Ｇａｂｏｒ带宽更大，有利于减

小多径误差［１４］，本文方法与该理论分析相统一。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采用该方法可以正确估计

信号体制的码跟踪多径误差，相对于平均多径误

差，可提高相对误差５７％～６１％。

４　结　语

本文所提出的多径误差评估方法可以有效地

反映反射信号载波和子载波相位延时对码跟踪多

径误差的影响，为信号体制评估过程中码跟踪多

径误差测试值提供准确的理论参考，且避免了多

径误差包络方法中求包络（多径误差极值）的过

程。现有的多径误差传统包络法提供了多径误差

的极值，可作为本方法多径误差的上界，对本方法

多径误差分析值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相对于平

均包络误差评估方法提高相对误差５７％～６１％，

能为ＧＮＳＳ信号体制的评估提供有效的理论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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