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卷 第 1期 指 挥 与 控 制 学 报 Vol. 6, No. 1

2020年 3月 JOURNAL OF COMMAND AND CONTROL March, 2020

信息辅助快速捕获的抗欺骗干扰技术

金磊 1 曾富华 1 王娜 1

摘 要 接收机在欺骗干扰环境下直接进行信号捕获时,会出现捕获错误或捕获失败,将得到错误的处理信息甚至作出错误决
策.针对接收信号易受敌方欺骗干扰的问题,接收机在信号捕获阶段采用信息辅助、多峰检测、精确测频等方法,具备较优的抗
欺骗干扰能力,并加快信号捕获的处理速度.试验与分析表明: 无论转发式、产生式干扰源,或者静态、动态干扰源,接收机在信
号捕获阶段采用抗欺骗干扰技术后几乎可辨识并消除所有种类的欺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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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ceiver occurs acquisition errors or failures when directs signal acquisition in the deception jamming environment,
even obtains false processing information or makes false decisions. Aiming at the received signal susceptibly encountered the enemy
deception jamming, some algorithms as information-aided, multiple-peak detection, accurate frequency measurement in the process of
signal acquisition are utilized, getting superior ability of anti-deception jamming and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speed of signal acquisition.
The experiments and analysis verify that the receiver almost identifies and eliminates all kinds of deception jamming, no matter the
repeater/generator jammer or the static/dynamic jammer, when the signal acquisition uses anti-deception jamming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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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干扰[1−2]是接收或模拟通信信号,人为地发
送具有相同参数的虚假信号以干扰接收机,使其得
到错误的处理信息甚至作出错误决策,从干扰机理
上可将其分为转发式和产生式,转发式欺骗干扰[3−4]

将自身天线接收到的真实信号经过信号延时、功率

放大后再转发出去使接收机捕获虚假信号; 而产生
式欺骗干扰[5] 是欺骗干扰源自主生成特定的欺骗干

扰信号,由于其信号结构与真实信号相似度极高、手
段隐蔽、难以辨别,相比于其他干扰手段危害性更
大,因此,抗欺骗干扰技术[6] 在国防军事和数据通信

领域至关重要.
目前开展抗欺骗干扰信号捕获的研究越来越多.

董斌研究了欺骗干扰对接收机捕获阶段的影响,总
结了基于上下限阈值和外部信息辅助的捕获阶段欺

骗干扰检测与抑制方法[7] ;王芝应基于相关峰个数判
别及功率大小分析的检测算法,实现了转发式欺骗
干扰信号的检测[8] ;李雅宁详细介绍了基于循环相关

收稿日期 2020-02-10
Manuscriptreceived February 10, 2020
1．中国西南电子技术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36
1．Southwest China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36, China

捕获的欺骗检测技术,可有效检测提取欺骗信号[9] ;
王雪东设计了基于 Doppler频率估计的弹载接收机
抗欺骗干扰方法,在捕获阶段利用残留信号检测存
在欺骗干扰的卫星编号[10].
基于欺骗干扰的信号特点和现有研究,本文采

用信息辅助[11−12]、多峰检测[13−14]、精确测频[15] 等

技术提高接收机快速捕获的抗欺骗干扰能力,试验
与分析表明: 无论转发式、产生式干扰源,或者静态、
动态干扰源,接收机采用信息辅助快速捕获后几乎
可辨识并消除所有种类的欺骗干扰,极大地提高了
其抗欺骗干扰性能[16].

1 欺骗干扰信号

实际应用场景中, 接收信号一般同时含有真实
信号和多个欺骗干扰[17],可表示为

r (t) = s(t) + n jam (t) + n (t) (1)

式中, s(t) 为接收到的真实信号; n jam(t) 为接收到的
欺骗干扰; n(t)为等效输入的高斯白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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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信号常为扩频信号,可表示为

s(t) = A · D (t) ·C [
(1 + ∆ f / fL) t − τ] ·

exp
[
j (2π∆ f t + θ0)

]
(2)

式中, A、D(t)、C(t)分别为真实信号的信号幅度、导
航电文、扩频码元; fL、∆ f、τ、θ0为真实信号的波段

频率、频率偏移、码相位延迟、载波初始相位.
欺骗干扰具有与真实信号相同的信号结构,

接收信号中常存在多个不同种类的欺骗干扰, 可
表示为

n jam (t) =

K∑

k=1

Ak · Dk (t) · ck (t − τk) ·

exp
[
j (2π∆ f t + θ0)

]
(3)

式中, K 为接收信号所包含的欺骗干扰数;下标 k为
欺骗干扰编号; Ak、Dk(t)、ck(t)分别为第 k个欺骗干
扰的信号幅度、导航电文、扩频码元; ∆ fk、τk、θk分

别为第 k个欺骗干扰的频率偏移、码相位延迟、载波
初始相位.
当接收信号同时含有真实信号和多个欺骗干扰

时,传统信号捕获算法对其进行载波多普勒频移和
扩频码相位的二维搜索[18], 其相关积分结果如图 1
所示.
由图 1可知: 当接收信号同时含有真实信号和

多个欺骗干扰时,传统信号捕获方法得到的二维相
关积分结果中会存在多个较为明显的相关积分峰,
其中一个为真实信号的相关积分峰,其他均为欺骗
干扰的相关积分峰,若直接进行检测判决时,会出现
捕获错误或捕获失败,将直接导致接收机无法正常
工作.

图 1 信号捕获的二维相关积分结果

2 抗欺骗干扰技术

接收机根据外部提供的先验信息解算预报出当

前时刻真实信号的载波多普勒频移,极大地缩小了
信号捕获的搜索范围,避免搜索欺骗干扰的相关积
分峰所在区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欺骗干扰,也加快
信号捕获的处理速度; 针对搜索区域内存在多个相
关积分峰的情况,接收机采用所有相关积分值与自
适应检测门限比较判决的方法实现多峰检测,避免
欺骗干扰造成的捕获错误或捕获失败,提高信号捕
获的抗欺骗干扰能力; 根据多峰检测结果对接收信
号完成粗同步,采用精确测频技术得到相关积分峰
所对应的载波多普勒频移及其变化率,结合先验信
息预报的载波多普勒频移及其变化率,二者比较判
决后进一步辨识并消除欺骗干扰. 因此,接收机采用
信息辅助、多峰检测、精确测频等技术后可具备抗

欺骗干扰能力,同时加快信号捕获的处理速度,则信
息辅助快速捕获的实现结构如图 2所示.

图 2 信息辅助快速捕获的实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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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信息辅助技术

信号从发射源传播到接收机的过程中会使载波

频率产生频率偏移,高动态场景会使其急剧变化,其
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发射源的时钟频漂、接收机的时

钟频漂、发射源与接收机之间相对运动.发射源的时
钟采用长期稳定性较好的原子钟,其时钟频漂较小,
可以忽略不计; 接收机的射频前端一般采用温度补
偿晶体振荡器,造成的频率偏移较小,且可采用线性
拟合予以消除.因此,主要考虑发射源与接收机之间
相对运动造成的频率偏移,当前时刻接收信号的载
波多普勒频移、载波多普勒变化率为


fdopl = 1

λ
·
(
⇀

Vrec−
⇀

Vsrc

)
· ⇀ej

ḟdopl = 1
λ
·
(
⇀

Arec−
⇀

Asrc

)
· ⇀ej

(4)

式 (4)中, λ为信号波长;
⇀

Vsrc、
⇀

Asrc为当前时刻发射

源的速度、加速度;
⇀

Vrec、
⇀

Arec为当前时刻接收机的

速度、加速度; ⇀
ej 为当前时刻观测视线方向的单位距

离矢量.
接收机根据外部提供的先验信息,采用式 (4)进

行频率预报,预测当前时刻接收信号中真实信号的
载波多普勒频移、载波多普勒变化率,图 2中的搜索
控制模块对载波频率、伪码速率进行实时调整,载波
NCO以调整后的本地载波频率作为中心频率开始搜
索,码产生器以调整的伪码速率对混频后的信号进
行相关解扩,这极大地缩小了信号捕获的搜索范围,
避免搜索欺骗干扰的相关积分峰所在区域,在一定
程度上消除欺骗干扰,也加快信号捕获的处理速度.

2.2 多峰检测技术

接收机一般采用最大相关积分峰与固定检测门

限作比较、或最大相关积分峰与次大相关积分峰作

比较来进行信号检测,当接收信号同时含有真实信
号和多个欺骗干扰时,如图 1所示,二维相关积分结
果中会存在多个较为明显的相关积分峰,传统检测
方法会存在捕获错误或捕获失败的情况,无法实现
真实信号的准确检测.
为避免欺骗干扰对接收机造成的捕获错误或捕

获失败,采用一种所有相关积分值与自适应检测门
限作比较的方法: 将所有相关积分值进行加权平均
得到相关积分均值,结合检测门限比例因子可得自
适应检测门限,可表示为

Ythr = κthr · 1
M

M∑

m=1

(|Xm|) (5)

式中, Xm为非相干积分输出的相关积分值; M 为非

相干积分输出总数; κthr 为检测门限比例因子.
所有相关积分值与自适应检测门限作比较判决

进行信号检测,若相关积分值大于自适应检测门限,
则信号检测成功,记录该相关积分峰的检测信息,否
则信号检测失败,依次搜索和检测所有相关积分值.
若所有相关积分值均不满足判决则捕获失败,通过
搜索控制模块对载波频率、伪码速率进行实时调整

后重新进行信号捕获; 若成功检测到一个或多个相
关积分峰满足判决则捕获成功,将所有相关积分峰
的检测信息送至频率精测模块,进一步检测和辨识
捕获结果.

2.3 精确测频技术

根据多峰检测结果先对接收信号进行频率补偿

和相关解扩以完成粗同步,采用载波多普勒变化率
补偿、非线性变换、快速傅里叶变换等方法实现接

收信号的精确测频,其实现结构如图 3所示.

图 3 精确测频模块的实现结构图

在精确测频模块中, 根据多峰检测得到的一个
或多个相关积分峰的多峰检测信息,对接收信号进
行频率补偿、相关解扩完成载波频率和扩频码相位

的粗同步; 对粗同步后的信号进行降采样处理并将
采样数据存入缓存中; 将所需要搜索的载波多普勒
变化率范围细分为数个载波多普勒变化率子槽,从
缓存中读取采样数据并依次对其进行载波多普勒变

化率补偿; 变化率补偿后的采样数据进行非线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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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平方运算)完成载波恢复;最后通过快速傅里叶
变换、峰值搜索、频率解算完成载波多普勒频移、载

波多普勒变化率的双重精确测量. 其中,载波多普勒
频移测量精度与数据采样频率、快速傅里叶变换点

数直接相关,而载波多普勒变化率测量精度由载波
多普勒变化率细分搜索步进决定.
精确测频模块根据多峰检测结果得到相关积分

峰所对应的载波多普勒频移、载波多普勒变化率的

高精度测量值,结合先验信息预报的当前时刻真实
信号的载波多普勒频移及其变化率,二者进行比较
判决.若载波多普勒频移误差、载波多普勒变化率误
差均在频率误差判决门限范围内,则该相关积分峰
为真实信号,否则为欺骗干扰,若检测所有相关积分
峰后未找到真实信号,则通过搜索控制模块重新对
接收信号进行信号捕获.

3 试验与分析

为验证上述抗欺骗干扰技术的性能,模拟某低
轨通信卫星作为信号发射源,在欺骗干扰源载体上
均同时放置转发式、生成式两种欺骗干扰,其中产生
式欺骗干扰根据破译获取的真实信号参数实时伪造

并发送信号,而转发式欺骗干扰接收真实信号并延
时 0.1 s后直接转发出去.
考虑到先验信息精度、恶劣复杂场景等因素[11],

接收机以载波多普勒频移测量误差优于 ±100.0 Hz、
载波多普勒变化率测量误差优于 ±20.0 Hz/s为频率
误差判决门限,若载波频率测量误差均小于频率误
差判决门限时相关积分峰为真实信号,否则为欺骗
干扰.

3.1 静态干扰试验

地基式、气球系留是较为常见的实际静态干扰

源,因其实现方便、成本低廉而得到广泛应用,在接
收机的正东、正南、正西、正北 4个方向约 100 km
处分别放置某气球系留的静态干扰源,并将气球悬
浮在距离地面 10 km处进行欺骗干扰,则接收信号中
真实信号与欺骗干扰的载波频率误差如图 4所示.
由图 4可知: 在干扰源转发延时相同的条件下,

影响静态欺骗干扰源产生的欺骗干扰与真实信号之

间载波频率误差的主要因素有: 发射源机动轨道、干
扰源与接收机的距离. 接收机采用抗欺骗干扰技术
后,以频率误差判决门限进行判决检测,可辨识绝大
部分场景下的静态欺骗干扰.

3.2 动态干扰试验

在接收机的正东、正北、正西、正南 4个方向约
100 km处分别放置机载式欺骗干扰源,飞机沿某方
向以高度: 100 km、速度: 1 200 km/h进行机动欺骗干
扰,则接收信号中真实信号与欺骗干扰的载波频率
误差如图 5所示.
由图 5可知: 在干扰源转发延时相同的条件下,

影响动态欺骗干扰源产生的欺骗干扰与真实信号之

间载波频率误差的主要因素有: 发射源机动轨道、干
扰源载体机动.接收机采用抗欺骗干扰技术后,以频
率误差判决门限进行判决检测,可辨识绝大部分场
景下的动态欺骗干扰.

3.3 多峰检测试验

当接收机分别采用最大相关积分峰与固定检

测门限比较判决法、所有相关积分值与自适应检测

门限作比较判决法,欺骗干扰与真实信号存在不同
功率差时,信号捕获的检测概率试验结果分别如图
6所示.

图 4 静态欺骗干扰时接收信号的载波频率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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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动态欺骗干扰时接收信号的载波频率误差

图 6 接收机采用两种检测方法的检测概率

由图 6可知: 若接收机采用最大相关积分峰与
固定检测门限比较判决法,仍可成功检测到真实信
号,但欺骗干扰的功率大于真实信号时会造成检测
概率的降低,极易造成捕获错误;若接收机采用所有
相关积分值与自适应检测门限作比较判决法,在欺
骗干扰与真实信号存在一定功率差时,均可保证较
高的检测概率,消除了捕获错误或捕获失败.

4 结论

接收信号的抗欺骗干扰措施目前主要是对欺骗

干扰的检测和消除[19−20],只有实时、正确、可靠地检
测出欺骗干扰,用户终端才能减轻或消除欺骗干扰,
随着我国各种无线通信系统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

的逐步深入, 抗欺骗干扰技术在航天测控、雷达检
测、卫星导航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21−22].
本文研究了在接收机信号捕获阶段的抗欺骗干

扰技术[23−24],在总结欺骗干扰的信号特点和国内外

研究现状的基础上[25−28],详细分析了信息辅助、多
峰检测、精确测频等抗欺骗干扰技术,最后通过静态
干扰试验、动态干扰试验、多峰检测试验等验证: 无
论转发式、产生式干扰源,或者静态、动态干扰源,接
收机采用抗欺骗干扰技术后几乎可辨识并消除所有

种类的欺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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