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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基于双卫星系统进行定位和时钟同步

的变电站采集终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基于双卫星系统进行

定位和时钟同步的变电站采集终端，包括控制中

心、电源、主控芯片、双卫星模块和天线，所述电

源分别连接主控芯片和双卫星模块，所述主控芯

片连接控制中心，其中，双卫星模块包括互相连

接的双模基带处理器和双模射频接收器，所述双

模基带处理器连接主控芯片，所述双模射频接收

器连接天线。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采用

双卫星系统进行自动定位和时钟同步，结合GPS

卫星和北斗一代、北斗二代卫星，充分融合和发

挥多卫星系统的优势，提升采集系统的时钟管理

水平和计量水平，有效降低采集终端参数异常对

采集业务的影响，为实现高效，稳定的数据采集

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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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双卫星系统进行定位和时钟同步的变电站采集终端，其特征在于，包括控

制中心、电源、主控芯片、双卫星模块和天线，所述电源分别连接主控芯片和双卫星模块，所

述主控芯片连接控制中心，其中，双卫星模块包括互相连接的双模基带处理器和双模射频

接收器，所述双模基带处理器连接主控芯片，所述双模射频接收器连接天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双卫星系统进行定位和时钟同步的变电站采集终端，其

特征在于，所述双模射频接收器包括第一射频前端和第二射频前端，所述天线包括第一接

收天线和第二接收天线，所述双模基带处理器包括第一数字基带和第二数字基带，所述第

一接收天线、第一射频前端、第一数字基带和主控芯片依次连接形成第一接收通道，所述第

二接收天线、第二射频前端、第二数字基带和主控芯片依次连接形成第二接收通道，第一射

频前端和第二射频前端互相连接，第一数字基带和第二数字基带之间还设有OSC振荡器，

OSC振荡器的一端连接第一射频前端和第二射频前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双卫星系统进行定位和时钟同步的变电站采集终端，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接收天线、第一射频前端和第一数字基带依次分别为北斗一代接收

天线、北斗一代射频前端和北斗一代数字基带。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双卫星系统进行定位和时钟同步的变电站采集终端，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接收天线为北斗二代\GPS双模接收天线，第二射频前端为北斗二代\

GPS双模射频前端，第二数字基带为北斗二代\GPS双模数字基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双卫星系统进行定位和时钟同步的变电站采集终端，其

特征在于，所述天线为有源天线或无源天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双卫星系统进行定位和时钟同步的变电站采集终端，其

特征在于，所述双模基带处理器是SOC芯片。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双卫星系统进行定位和时钟同步的变电站采集终端，其

特征在于，所述电源、主控芯片、双卫星模块和天线均集成在一块PCB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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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双卫星系统进行定位和时钟同步的变电站采集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力配电自动化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基于双卫星系统进行

定位和时钟同步的变电站采集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通过卫星系统实现定位和时钟同步在采集系统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通过卫星

能够实现终端精准的定位和实时的对时。在智能变电站采集终端的定位和时钟同步技术方

面，目前主流方式是利用GPS系统，但是GPS系统是由国外卫星运行的，因国际关系变化等各

类原因，很可能使GPS接收系统性能大幅度降低或失灵，这对GPS信号设备的系统的安全性、

可靠性留下了非常大的隐患。

[0003] 随着我国北斗卫星系统的不断完善，北斗卫星近年来已经开始向中国及周边地区

提供连续无源的导航、定位和时钟同步等运行服务，其功能和GPS几乎没有差别，利用北斗

卫星作为智能变电站采集终端的定位和时钟同步的应用也越来越多，但是，两者的技术特

点有很大的不同，其主要不同点在于：北斗卫星是基于中心控制系统和卫星的工作，对中心

控制系统的依赖性明显要大很多，因为定位解算在一固定中心而不是由用户设备完成的，

具有易损性，但是，北斗卫星采用地球同步卫星做测量，在移动静态应用中，可以确保永远

接受到同一颗卫星，从而保证正规时钟同步应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GPS是被动式伪码单向

测距三维导航，由用户设备独立解算自位解算在哪里，一旦地面控制中心遭受破环，仍然可

以工作，但是，GPS采用低轨运动卫星，容易发生卫星切换和卫星定位精度突跳。

[0004] 而一些利用GPS和北斗卫星两者结合的装置大都是基于国外厂商成熟的GPS模块

与北斗卫星单向模块进行组合，两个模块独立解算，通过应用选择一个系统的时钟同步信

息和定位信息，在这种模式下，不同卫星的观测数据不能共用，不能充分融合和发挥两个导

航系统的优势。因此，如何结合两者所长，克服缺点，进一步实现智能变电站采集终端在定

位和时钟同步技术方面的突破是十分必要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基于双卫

星系统进行定位和时钟同步的变电站采集终端。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基于双卫星系统进行定位和时钟同步的变电站采集终端，包括控制中心、电

源、主控芯片、双卫星模块和天线，所述电源分别连接主控芯片和双卫星模块，所述主控芯

片连接控制中心，其中，双卫星模块包括互相连接的双模基带处理器和双模射频接收器，所

述双模基带处理器连接主控芯片，所述双模射频接收器连接天线。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双模射频接收器包括第一射频前端和第二射频前端，所述天线包

括第一接收天线和第二接收天线，所述双模基带处理器包括第一数字基带和第二数字基

带，所述第一接收天线、第一射频前端、第一数字基带和主控芯片依次连接形成第一接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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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所述第二接收天线、第二射频前端、第二数字基带和主控芯片依次连接形成第二接收通

道，第一射频前端和第二射频前端互相连接，第一数字基带和第二数字基带之间还设有OSC

振荡器，OSC振荡器的一端连接第一射频前端和第二射频前端。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第一接收天线、第一射频前端和第一数字基带依次分别为北斗

一代接收天线、北斗一代射频前端和北斗一代数字基带。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第二接收天线为北斗二代\GPS双模接收天线，第二射频前端为

北斗二代\GPS双模射频前端，第二数字基带为北斗二代\GPS双模数字基带。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天线为有源天线或无源天线。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双模基带处理器是SOC芯片。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电源、主控芯片、双卫星模块和天线均集成在一块PCB板上。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15] 1、本实用新型采用双卫星系统进行自动定位和时钟同步，结合GPS卫星和北斗一

代、北斗二代卫星，充分融合和发挥多卫星系统的优势，提升采集系统的时钟管理水平和计

量水平，有效降低采集终端参数异常对采集业务的影响，为实现高效，稳定的数据采集提供

了保障。

[0016] 2、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接收通道采用较为成熟的北斗一代卫星作为主要信号源，第

二接收通道同时兼容GPS或北斗二代卫星，将两个通道的信号综合处理，实现了双通道定

位、时钟同步技术方案，使得不同源的观测数据能够共用，在城市峡谷地区或部分天空被遮

蔽出现卫星数少和几何因子差等情况时，其可用性和可靠性也能不受到影响，而且通过数

据共享，能充分发挥两个导航系统的优势来进行完好性监测。此外，在出现外界故意或无意

干扰、故意降低服务精度、卫星健康状况等情况时，其可靠性、安全性也得到保障。

[0017] 3、本实用新型的主控MUC采用差分GNSS的定位技术，差分GNSS是一种并行且又行

之有效的降低升值并消除各种测量误差的方法，差分定位精度要明显地高于单点定位精

度，从而极大提高了测量终端的定位和定时的精度。

[0018] 4、本实用新型针对电力系统复杂的应用环境，结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运行的现

状，选择多通道和多模式的高精度时钟同步技术方案，可以保证时钟同步终端即使处于恶

劣的野外环境或受遮挡环境下也能稳定输出精确的时钟信号，有效提高时钟同步的可靠

性。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双卫星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差分GNSS定位的原理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1、电源，2、主控芯片，3、双卫星模块，31、双模基带处理器，311、北斗一

代数字基带，312、北斗二代\GPS双模数字基带，32、双模射频接收器，321、北斗一代射频前

端，322、北斗二代\GPS双模数字基带，33、OSC振荡器，4、天线，41、北斗一代接收天线，42、北

斗二代\GPS双模接收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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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本实施例以本实用新型

技术方案为前提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不限于下述的实施例。

[0024]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于双卫星系统进行定位和时钟同步的变电站

采集终端，包括控制中心5、电源1、主控芯片2、双卫星模块3和天线4。电源1、主控芯片2、双

卫星模块3和天线4均集成在一块PCB板上。电源1分别连接主控芯片2和双卫星模块3，主控

芯片2连接控制中心5，其中，双卫星模块3包括互相连接的双模基带处理器31和双模射频接

收器32，所述双模基带处理器31连接主控芯片2，所述双模射频接收器32连接天线4，天线4

为无源天线。

[0025] 如图2所示，天线4包括北斗一代接收天线4和北斗二代\GPS双模接收天线4，双模

射频接收器32包括北斗一代射频前端321和北斗二代\GPS双模射频前端322，双模基带处理

器31是一款SOC芯片，兼容北斗二代和GPS卫星导航系统，包括北斗一代数字基带311和北斗

二代\GPS双模数字基带312，其中，北斗一代接收天线4、北斗一代射频前端321、北斗一代数

字基带311和主控芯片2依次连接形成第一接收通道，北斗二代\GPS双模接收天线4、北斗二

代\GPS双模射频前端322、北斗二代\GPS双模数字基带312和主控芯片2依次连接形成第二

接收通道，北斗一代射频前端321和北斗二代\GPS双模射频前端322互相连接，北斗一代数

字基带311和北斗二代\GPS双模数字基带312之间通过OSC振荡器33互相连接，OSC振荡器33

还连接北斗一代射频前端321和北斗二代\GPS双模射频前端322。

[0026] 本实用新型工作过程为：第一接收通道中，北斗一代接收天线41(2.48GHz)接收到

北斗一代卫星信号后，信号经过北斗一代射频前端321进行前端放大、下混频，模数转换后

输出包含时间、延时等状态信息的数字信号到北斗一代数字基带311，数字基带电路通过硬

件算法恢复出标准时间信息及延时信息等关键信息后，输出位置信息、标准时间、通道时钟

同步状态等信息到主控芯片2。第二接收通道中，根据采集终端所处的现场区域选择北斗二

代卫星或GPS卫星，北斗二代\GPS双模接收天线42(1.22GHz)接收北斗二代卫星或GPS信号

后，信号同样经过北斗二代\GPS双模射频前端322和北斗二代\GPS双模数字基带312之后输

出位置信息、标准时间、通道时钟同步状态等信息到主控芯片2。主控芯片2内以北斗一代卫

星的时间信息为主，北斗二代或GPS信号的时间信息为辅，完成时钟的同步，同时，主控芯片

2通过内部的差分GNSS定位计算确定各个卫星的位置信息，并且以北斗一代卫星的位置信

息为主，北斗二代或GPS信号的位置信息为辅，完成采集终端的定位。

[0027] 差分GNSS是一种现有的并行且行之有效的降低升值并消除各种测量误差的方法。

如图3所示，GNSS的基本工作原理为：控制中心将接收到的测量误差通过发射电台送给采集

终端，那么采集终端就可以利用接收到的控制中心的测量误差来校正采集终端对同一卫星

的距离测量值，从而提高采集终端的测量和定位精度。

[0028] 第二接收通道的工作原理为：

[0029] 第二接收通道能接收L1、L2频段的GPS信号和B1、B2频段的北斗信号。载波相位观

测值可用式(4-2)和式(4-3)表述，G代表GPS卫星，C代表北斗卫星。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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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0032]

[0033] 式中： 为L1频段上的载波观测值；ρG为GPS卫星到测站的距离；C为光速； 为接

收机时钟差；δTG为卫星钟差； 为卫星轨道偏差； 为对流层延迟； 为电离层

延迟； 为波长； 为整周未知数； 为多路径误差； 观测噪声值；x1、y1、z1为接收机

1的坐标。同理，对于北斗卫星，是B2频段的观测值。考虑GPS与北斗的系统时间差参数为δt

＝t-ts，t为对于GPS的接收机时钟，ts为GPS系统时间；对北斗观测值，ts为北斗系统时，联合

处理时，包含两个接收机时钟差，将北斗的时钟差表达成GPS形式：

[0034]

[0035] 代入(4-3)式可以得到：

[0036]

[0037] 在以后的历元中，如果控制中心和采集终端能够一直保持M+N颗卫星的同步观测，

那么当方程的个数大于或等于未知数个数的时候，就能够求解监测站三维坐标的偏差dx、

dy、dz和实际偏差模糊度。

[0038] 通过上述论证可以发现，北斗卫星与GPS卫星的系统组成、定位原理和编码方式等

相同，从信息融合的角度来看二者是完全兼容的。对于通过联立得到的北斗/GPS双模载波

相位双差监测系统其数据的处理过程与GPS相似，由此可以实现第二通道的构建，而且由于

主控芯片采用了GNSS的方式进行建模分析，其定位精度相较于单一的北斗或GPS定位方式

能够得到大大提高。

[0039] 通过卫星系统实现定位和时钟同步，能够实现终端定位及精确、实时对时，在采集

系统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电网公司范围内采集终端时钟同步主要通过主站时钟

同步实现，且采集终端自身不具备定位功能，对基于双卫星系统进行定位和时钟同步的采

集终端的研究与应用，有利于提升采集系统的时钟管理水平和计量水平，提升公司优质服

务的水平，能够降低采集终端参数异常对采集业务的影响，为实现高效、稳定的数据采集提

供保障。

[0040]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无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

域中技术人员依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

验可以得到的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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