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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动中通天线余弦扫描的

惯导航向修正方法，使用余弦扫描的方法搜索卫

星信号，该方法只存在方位轴的转动，省去的俯

仰运动，降低了控制复杂度；且在信标机精度不

高的情况下，通过圆锥扫描方式得到的信号偏差

曲线具有随机性，因此该方法更适用于信标机精

度不高的动中通设备，进而节约了成本；通过使

用AGC信号差值通过比例控制方法对天线方位偏

差进行补偿，通过AGC信号最大值反解航向进行

方位补偿的方式，该方法由于找出了AGC信号余

弦扫描左右差值与方位偏差角之间的线性关系

与最佳线性系数，省去了复杂的计算过程，且通

过比例控制使得补偿更加平稳，点击扰动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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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动中通天线的余弦扫描的惯导航向修正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动中通天线进行360度扫描寻星，完成初始化对准卫星；然后利用卫星信号反向

解算惯导航向角，并据此校准惯导的航向角；

步骤2、根据卫星坐标、天线坐标以及惯导的姿态数据解算方位误差角及俯仰误差角，

并通过PID控制方法实现天线跟踪控制；其中，在天线的方位角控制量上叠加余弦函数控制

量Ecos，以通过PID跟踪控制天线进行余弦扫描运动；其中， A为余弦扫描

幅度控制量，N为扫描节拍控制变量，Tcos为余弦扫描周期，Tcon为控制节拍周期，N的取值范

围为

步骤3、采用方位偏差角Eoffset对天线的余弦扫描运动的方位误差进行修正，其中，

Eoffset＝KAAGCoffset，KA为比例控制系数，AGCoffset＝AGCL-AGCR，AGCR为天线进行余弦扫描运动

过程中扫描到右侧时采集到的AGC值，AGCL为天线进行余弦扫描运动过程中扫描到左侧时

采集到的AGC值；

步骤4、在天线完成一个余弦扫描周期时，在惯导输出的航向角上叠加Yoffset修正量，来

修正惯导航向角；其中，Yoffset＝KBAGCoffset，KB为比例控制系数；

所述步骤3对天线的余弦扫描运动进行误差修正过程中，将方位偏差角Eoffset分散到天

线余弦扫描运动前半周期的固定节拍中；

所述AGCR和AGCL的计算方法为：令天线每周期余弦扫描的节拍数为Nmax，则以左侧为余

弦扫描的起始点，则在右侧 五个控制节拍分别记录AGC值，

并按如下公式计算AGCR；

Nmax为扫描节拍数；

同理，以右侧为余弦扫描的起始点，则在左侧 五个控

制节拍分别记录AGC值，并计算AGCL的值。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动中通天线的余弦扫描的惯导航向修正方法，其特征在于，

方位偏差角Eoffset均匀分散到天线余弦扫描运动前半周期的固定节拍中，当控制节拍的个

数为X时，对方位误差在每个节拍上调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动中通天线的余弦扫描的惯导航向修正方法，其特征在于，

为AGCoffset设定上限值和下限值；当计算得到的AGCoffset大于上限值时，此时AGCoffset取该上

限值；当计算得到的AGCoffset小于下限值时，此时AGCoffset取该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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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中通天线余弦扫描的惯导航向修正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卫星通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动中通天线余弦扫描的惯导航向修

正方法，适用于低成本惯导且要求系统长时间保持天线跟踪卫星精度的场合。

背景技术

[0002] 动中通就是利用固定业务卫星资源和安装于载体上的天线系统，在静止和运动状

态下建立和保持载体与目标卫星之间卫星链路的宽带移动卫星通信系统。其实质就是在运

动状态下，时刻保持天线方位、俯仰、极化三维对准卫星。现有技术条件下大多动中通产品

需要昂贵的姿态航向参考系统AHRS(Attitude  and  heading  reference  system,航姿参考

系统)来得到载体姿态，进而补偿天线由于载体姿态变化引起的扰动，始终保持与目标卫星

的三维对准。由于高精度的AHRS产品价格昂贵，使用低成本MEMS惯导代替昂贵的高精度

AHRS产品，已经成为当前动中通系统的研究热点。

[0003] 针对精度不高的MEMS惯导，根据惯导系统误差传播特性可知，载体俯仰角与横滚

角满足84.4min的舒拉振荡周期，在舒拉周期的限制下载体俯仰角与横滚角保持在一定的

角度范围内振荡。由于惯导系统姿态解算精度较高，又受到舒拉周期限制，所以载体两水平

姿态角长期漂移误差较小，可以忽略其对天线跟踪卫星精度的影响。但惯导系统航向角不

满足舒拉振荡周期，其误差随时间增长而不断增加，惯导长时间使用过程中航向角将存在

较大的误差累积，从而导致天线系统卫星指向精度不断变差。单纯依靠惯导系统高精度导

航技术来实现动中通天线系统长期高精度卫星信号跟踪功能，成本较高，如何克服低成本

惯导系统航向角误差随时间不断累积的弊端，实现长时间不间断运行情况下天线系统的高

精度稳定卫星跟踪功能是目前基于惯导方案动中通系统的一个难点。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动中通天线余弦扫描的惯导航向修正方法，

实现了对卫星信号的闭环跟踪，解决了惯导系统产生航向漂移误差对动中通产生的影响。

[0005] 一种动中通天线的余弦扫描的惯导航向修正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步骤1、动中通天线进行360度扫描寻星，完成初始化对准卫星；然后利用卫星信号

反向解算惯导航向角，并据此校准惯导的航向角；

[0007] 步骤2、根据卫星坐标、天线坐标以及惯导的姿态数据解算方位误差角及俯仰误差

角，并通过PID控制方法实现天线跟踪控制；其中，在天线的方位角控制量上叠加余弦函数

控制量Ecos，以通过PID跟踪控制天线进行余弦扫描运动；其中， A为余弦

扫描幅度控制量，N为扫描节拍控制变量，Tcos为余弦扫描周期，Tcon为控制节拍周期，N的取

值范围为

[0008] 步骤3、采用方位偏差角Eoffset对天线的余弦扫描运动的方位误差进行修正，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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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ffset＝KAAGCoffset，KA为比例控制系数，AGCoffset＝AGCL-AGCR，AGCR为天线进行余弦扫描运动

过程中扫描到右侧时采集到的AGC值，AGCL为天线进行余弦扫描运动过程中扫描到左侧时

采集到的AGC值；

[0009] 步骤4、在天线完成一个余弦扫描周期时，在惯导输出的航向角上叠加Yoffset修正

量，来修正惯导航向角Yoffset；其中，Yoffset＝KBAGCoffset，KB为比例控制系数。

[0010] 较佳的，所述步骤3对天线的余弦扫描运动进行误差修正过程中，将方位偏差角

Eoffset分散到天线余弦扫描运动前半周期的固定节拍中。

[0011] 较佳的，方位偏差角Eoffset均匀分散到天线余弦扫描运动前半周期的固定节拍中，

当控制节拍的个数为X时，对方位误差在每个节拍上调整

[0012] 较佳的，AGCR和AGCL的计算方法为：令天线每周期余弦扫描的节拍数为Nmax，则以左

侧为余弦扫描的起始点，则在右侧 五个控制节拍分别记

录AGC值，并按如下公式计算AGCR；

[0013]

[0014] Nmax为扫描节拍数；

[0015] 同理，以右侧为余弦扫描的起始点，则在左侧 五

个控制节拍分别记录AGC值，并计算AGCL的值。

[0016] 较佳的，为AGCoffset设定上限值和下限值；当计算得到的AGCoffset大于上限值时，此

时AGCoffset取该上限值；当计算得到的AGCoffset小于下限值时，此时AGCoffset取该下限值。

[0017]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8] 1、本发明使用余弦扫描的方法搜索卫星信号，相对于传统机械扫描方式的圆锥扫

描的方法，该方法只存在方位轴的转动，省去的俯仰运动，降低了控制复杂度。且在信标机

精度不高的情况下，通过圆锥扫描方式得到的信号偏差曲线具有随机性，因此该方法更适

用于信标机精度不高的动中通设备，进而节约了成本。

[0019] 2、本发明通过使用AGC信号差值通过比例控制方法对天线方位偏差进行补偿，相

对于传统的圆锥扫描方法中，通过AGC信号最大值反解航向进行方位补偿的方式，该方法由

于找出了AGC信号余弦扫描左右差值与方位偏差角之间的线性关系与最佳线性系数，省去

了复杂的计算过程，且通过比例控制使得补偿更加平稳，点击扰动更小。

[0020] 3、通过以上两个过程，对于低成本动中通中精度不高的惯导航向的漂移进行了有

效的补偿。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惯导航向修正的流程图；

[0022] 图2为RIU300惯导航向静态漂移速度测试图；

[0023] 图3为天线方位信标信号方向图；

[0024] 图4为AGC差值与中心位置偏差角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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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5为通过余弦扫描修正后方位偏差角与惯导航向角度曲线图；

[0026] 图6为比例控制惯导航向校准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并举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28]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惯导航向修正方法包括如下具体步骤：

[0029] 步骤1、初始化：动中通天线进行360度扫描寻星，完成初始化对准卫星。然后利用

卫星信号反向解算惯导航向角，并校准惯导航向角。

[0030] 步骤2、惯导跟踪控制：根据卫星坐标、天线坐标、惯导姿态数据解算方位及俯仰误

差角，通过PID控制算法实现天线跟踪控制。在跟踪过程中由于惯导航向的漂移，天线方位

指向逐渐偏离卫星，导致信号丢失。瑞特RIU300惯导的静态航向漂移测试数据如附图2，可

见每分钟惯导将会有大约1度的航向漂移，因此需要借助卫星信标信号实现对卫星的闭环

跟踪。

[0031] 步骤3、本发明通过余弦扫描方法实现方位误差修正：在天线的方位角控制量上叠

加余弦函数控制量Ecos，通过PID跟踪控制实现天线不断进行余弦扫描运动，所叠加的余弦

扫描控制函数为：

[0032]

[0033] 其中Ecos为方位误差余弦叠加控制量，A余弦扫描幅度控制量，N为扫描节拍控制变

量，Tcos为余弦扫描周期，Tcon为控制节拍周期，N的取值范围 A的取值根据信标

机的灵敏度设定，取值越大余弦扫描范围将越大，但会损链路信号功率。

[0034] 本实施例中，取A为0.1°，Tcos为1s，Tcon为0.01s，则N的取值范围为N∈[1,100]。即

在100个控制节拍完成一次余弦扫描，扫描幅度为±0.1°。

[0035] 步骤4、余弦扫描修正：

[0036] 在方位误差角上叠加余弦控制量Ecos实现方位余弦扫描，通过N控制余弦扫描节

拍。

[0037] 在余弦扫描的最左侧和最右侧采集AGC值，为了减小AGC取值的噪声误差，采用多

次采样取平均值的方法减小噪声误差，若每周期余弦扫描的节拍数为Nmax则以左侧为余弦

扫描的起始点，则在右侧 五个控制节拍分别记录AGC值按

如下公式计算。

[0038]

[0039] AGCR为余弦扫描右侧采集AGC值，同理得AGCL左侧采集AGC值。

[0040] 当控制节拍N为Nmax时，单个余弦扫描结束，根据AGCR和AGCL计算方位偏差角Eoffset。

[0041] 上述实时例中天线方位方向图如附图3所示，其中x轴代表方位偏差角，取天线正

对卫星方向天线方位的偏差角为0，则y轴表示随天线扫描偏差角变化过程中AGC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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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方向图，可知AGC的值在天线正对卫星方向时取最大值，随着方位偏差角的增加，AGC值

逐渐减小，且AGC曲线接近二次曲线。

[0042] 由于余弦扫描的扫描幅度为0.1度，则余弦扫描左右两端点的角度差为0.2°，绘制

0.2度间隔AGC差值与该点距离中心位置偏角的关系曲线，如附图4所示。从图中可看出，AGC

左右差值与AGC中心位置偏差角二者近似线性关系，拟合直线R2＝0.9798。

[0043] 令AGCoffset＝AGCL-AGCR，采用比例控制方式修正方位偏差，方位偏差角控制公式

为：

[0044] Eoffset＝KAAGCoffset

[0045] KA为比例控制系数，与惯导漂移速度有关，可根据控制效果进行KA参数整定，KA太

大，修正量过大，会造成PID跟踪控制扰动，导致调节调节震荡，电机抖动。KA太小，则修正过

慢，随时间积累偏差角逐渐变大大，会造成AGC减小，牺牲信号增益。

[0046] 为了防止调节过大，设定AGCoffset上下限值，AGCoffset上限设置为AGCoffset_MAX，下

限为AGCoffset_MIN，当AGCoffset大于AGCoffset_MAX时，取AGCoffset＝AGCoffset_MAX，当AGCoffset小

于AGCoffset_MIN时，取AGCoffset＝AGCoffset_MIN。

[0047] 得到方位偏差角Eoffset之后进行方位误差的修正。为了进一步减小方位误差修正

对PID跟踪控制的扰动，将方位偏差角Eoffset分散到余弦扫描前半周期的固定节拍中，使方

位电机在该时间段内平稳实现偏差角的补偿，例如1～40控制节拍中，每个节拍调整

[0048] 经过上述余弦扫描修正过程后，天线实现对卫星信号的闭环跟踪，方位偏差角实

现对惯导航向漂移的跟随。KA为0.3，的控制效果如附图5所示。为了便于观察，航向角偏置-

176°。

[0049] 步骤5、惯导航向修正：

[0050] 从附图5可看出，惯导航向角随时间漂移。本发明利用AGCoffset修正惯导的航向角，

校准采用比例控制算法，控制方程如下：

[0051] Yoffset＝KBAGCoffset

[0052] 其中Yoffset为惯导航向修正角，KB为比例控制系数。在一个余弦扫描周期完成时，

在惯导输出的航向角上叠加Yoffset修正量，来修正惯导航向角。修正后的航向角通过PID姿

态控制影响方位指向，进而影响余弦扫描解算的方位偏差角Eoffset，形成闭环控制，最终实

现惯导航向实时修正。

[0053] 本控制器修正惯导航向角的同时，Yoffset值尽量小，以减小PID姿态控制的扰动，防

止天线出现方位电机抖动。为了达到该目标，KP取值应尽量小。取KP＝0.1，控制跟踪效果如

附图6所示。E_OFFSET为方位偏差角Eoffset，Y_K为惯导航向修正角Yk，YAW为惯导输出的航向

角，为了便于观察，航向角偏置-175.5°。

[0054] 综上所述，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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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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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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