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138961.1

(22)申请日 2019.02.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84195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6.04

(73)专利权人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九

研究所

地址 71000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三

路30号

(72)发明人 沈泉　杨东　张明社　高巍　

卢光磊　刘兆明　赵亮　乔温程　

高航　吴怡　王海花　杨则南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北工业大学专利中心 

61204

代理人 陈星

(51)Int.Cl.

H01Q 3/0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6450758 A,2017.02.22

CN 106374223 A,2017.02.01

CN 107331967 A,2017.11.07

CN 108511908 A,2018.09.07

US 2015116155 A1,2015.04.30

审查员 邓艳妮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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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

法，利用天线系统本身的伺服精度，将其与天线

接收到的信号电平对应，对跟踪精度范围内的相

关区域进行划分，最终通过数据处理来计算出卫

星所在的真实方向，从而调整天线完成对卫星实

时稳定地跟踪。本发明提出的跟踪方法利用天线

系统本身的伺服精度来实现动中通系统的实时

跟踪，有效的消除了圆锥扫描原理跟踪方式下天

线形成的偏移角，提高了天线的跟踪精度。利用

一段时间内信号电平经数据处理后，可获得较为

准确的电平值，数据利用率高，尤其是能有效避

免偶然情况下带来的干扰，从而大大提高系统的

容错力，实现高性能稳定可靠的卫星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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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判断天线是否对准卫星，若已对准，则进行步骤2，否则控制天线偏转直至对准

卫星；

步骤2：在卫星通信系统所处载体运动状态下采集时间长度T内的天线指向偏差和信号

电平；且在时间长度T内，信号电平下降的幅值小于设定阈值；

步骤3：对步骤2采集的天线指向偏差值进行筛选；

步骤4：根据经过步骤3处理后的天线指向偏差值进行区域划分，均等划分形成九宫格

区域；其中所划分区域的边界为：

BUp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上边界，取俯仰方向上天线指向偏差值的正方向最大值；BUpM表示

所划分区域的上中边界；BDownM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下中边界；BDown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下边界，

BDown为负值，绝对值取值为俯仰方向上天线指向偏差值的负方向绝对值的最大值；BLeft表示

所划分区域的左边界，BLeft为负值，绝对值取值为方位方向上天线指向偏差值的负方向绝

对值的最大值；BLeftM表示所划分区域的左中边界；BRightM表示所划分区域的右中边界；BRight

表示所划分区域的右边界，取方位方向上天线指向偏差值的正方向最大值；

步骤5：根据步骤4的区域划分结果，判断在九宫格区域中十字分布的5个区域是否都具

有天线指向偏差数据点，且九宫格区域中天线指向偏差数据点总个数不小于采样次数的

40％，若是，则该次采集的数据有效，否则该次采集的数据无效，返回步骤2；

步骤6：计算九宫格区域中每个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其中Pn表示第n区域中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Pi表示落在该区域内的天线

指向偏差对应信号电平值的累加值，NUMn表示落在该区域内的天线指向偏差数据点数；

找出9个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的最大值，并依此确定天线指向调整

量：

若右上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调整量为 P1为右上区域

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若正上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不调整，俯仰

调整量为 P2为正上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若左上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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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调整量为 P3为左上区

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若正左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不作调整；P4为正左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

电平值；

若正中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不作调整；

若正右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不作调整；P6为正右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

平值；

若右下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调整量为 P7为右下区域的

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若正下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不调整，俯仰

调整量为 P8为正下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若左下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调整量为 P9为左下区域

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其中Kaz为方位调整系数，Kel为俯仰调整系数， Kθ为中间变量，K为常系数，

θ0.5为半功率波束宽度；P_M为卫星通信系统天线能接收到的最大信号电平值；

步骤7：根据步骤6确定的天线指向调整量确定天线指向调整策略，并执行天线指向调

整策略；

步骤8：重复步骤2至步骤7，直至结束跟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判断天

线对准卫星的依据为：满足

其中P_T1为信号电平平坦度阈值，P_T2为信号电平与最大信号电平差阈值，P_max和P_

min分别表示在时间长度T1内采集到信号电平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时间长度T1为20

秒，信号电平与最大信号电平差阈值P_T2为0.5dB。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的天线

指向偏差指转换到大地坐标系下的天线实际指向与当前理论天线指向二者之间的差值；该

偏差值按方位方向和俯仰方向分别记录。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的设定

阈值为0.2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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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对天线

指向偏差值进行筛选的过程为：对天线指向偏差值的集中程度进行判别，剔除离散程度超

过离散度阈值的点。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的离散

度阈值为0.1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中的天线

指向调整策略为：将方位方向调整量用于对载体惯导的航向值进行修正；将俯仰方向调整

量用于直接对天线的指向进行修正。

权　利　要　求　书 3/3 页

4

CN 109841957 B

4



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主要应用于移动卫星通信领域，尤其是车载或船载卫星通信系统的跟踪技

术，具体为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移动卫星通信(动中通)技术广泛应用于军民领域的各个方面，常用的跟踪

技术有步进跟踪、单脉冲跟踪、圆锥扫描跟踪。其中，圆锥扫描跟踪技术由于其结构简单，成

本低的特点在移动卫星通信领域得到普遍应用。基于圆锥扫描原理的跟踪方式主要包括，

副面偏离跟踪方式和天线偏离跟踪方式。例如：公告号为CN103259090A的中国发明专利，公

开了“一种新型的圆锥扫描天线”，其通过电机带动副面实现偏焦旋转锥扫，这种方式为副

面偏离的跟踪方案。公告号为CN106443738A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动中通天线的跟

踪方法”，其通过采集天线在固定偏移角上的信号来计算天线调整方向，这种方式为天线偏

离的跟踪方案。以上两种方式均存在缺陷，副面偏离方式由于圆扫电机、曲轴的存在使得天

线结构变得复杂并且遮挡了部分信号；天线偏离方式由于要形成固定偏移角，导致天线指

向偏离真实卫星位置，损失部分信号强度。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天线结构复杂及天线指向固定偏移造成的信号强度减弱等

缺陷。本发明提出一种新型的动中通天线跟踪方法，利用天线系统本身的伺服精度，将其与

天线接收到的信号电平对应，对跟踪精度范围内的相关区域进行划分，最终通过数据处理

来计算出卫星所在的真实方向，从而调整天线完成对卫星实时稳定地跟踪。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5] 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1：判断天线是否对准卫星，若已对准，则进行步骤2，否则控制天线偏转直至

对准卫星；

[0007] 步骤2：在卫星通信系统所处载体运动状态下采集时间长度T内的天线指向偏差和

信号电平；且在时间长度T内，信号电平下降的幅值小于设定阈值；

[0008] 步骤3：对步骤2采集的天线指向偏差值进行筛选；

[0009] 步骤4：根据经过步骤3处理后的天线指向偏差值进行区域划分，均等划分形成九

宫格区域；其中所划分区域的边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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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0011] BUp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上边界，取俯仰方向上天线指向偏差值的正方向最大值；BUpM

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上中边界；BDownM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下中边界；BDown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下

边界，BDown为负值，绝对值取值为俯仰方向上天线指向偏差值的负方向绝对值的最大值；

BLeft表示所划分区域的左边界，BLeft为负值，绝对值取值为方位方向上天线指向偏差值的负

方向绝对值的最大值；BLeftM所划分区域的左中边界；BRightM示所划分区域的右中边界；BRight

表示所划分区域的右边界，取方位方向上天线指向偏差值的正方向最大值；

[0012] 步骤5：根据步骤4的区域划分结果，判断在九宫格区域中十字分布的5个区域是否

都具有天线指向偏差数据点，且九宫格区域中天线指向偏差数据点总个数不小于采样次数

的40％，若是，则该次采集的数据有效，否则该次采集的数据无效，返回步骤2；

[0013] 步骤6：计算九宫格区域中每个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0014]

[0015] 其中Pn表示第n区域中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Pi表示落在该区域内的

天线指向偏差对应信号电平值的累加值，NUMn表示落在该区域内的天线指向偏差数据点

数；

[0016] 找出9个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的最大值，并依此确定天线指向

调整量：

[0017] 若右上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调整量为 P1为右上区域

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0018] 若正上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不调整，

俯仰调整量为 P2为正上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

平值；

[0019] 若左上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调整量为 P3为左上区

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0020] 若正左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不作调整；P4为正左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

电平值；

[0021] 若正中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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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若正右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不作调整；P6为正右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

平值；

[0023] 若右下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调整量为 P7为右下区域的

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0024] 若正下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不调整，

俯仰调整量为 P8为正下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

值；

[0025] 若左下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调整量为 P9为左下区域

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0026] 其中Kaz为方位调整系数，Kel为俯仰调整系数， Kθ为中间变量，K为常

系数，θ0.5为半功率波束宽度；P_M为卫星通信系统天线能接收到的最大信号电平值；

[0027] 步骤7：根据步骤6确定的天线指向调整量确定天线指向调整策略，并执行天线指

向调整策略；

[0028] 步骤8：重复步骤2至步骤7，直至结束跟踪。

[0029]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

判断天线对准卫星的依据为：满足

[0030]

[0031] 其中P_T1为信号电平平坦度阈值，P_T2为信号电平与最大信号电平差阈值，P_max

和P_min分别表示在时间长度T1内采集到信号电平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0032]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时间长度

T1为20秒，信号电平与最大信号电平差阈值P_T2为0.5dB。

[0033]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

的天线指向偏差指转换到大地坐标系下的天线实际指向与当前理论天线指向二者之间的

差值；该偏差值按方位方向和俯仰方向分别记录。

[0034]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

的设定阈值为0.2dB。

[0035]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

对天线指向偏差值进行筛选的过程为：对天线指向偏差值的集中程度进行判别，剔除离散

程度超过离散度阈值的点。

[0036]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

的离散度阈值为0.15。

[0037]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一种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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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线指向调整策略为：将方位方向调整量用于对载体惯导的航向值进行修正；将俯仰方

向调整量用于直接对天线的指向进行修正。

[0038] 有益效果

[0039] 本发明提出的跟踪方法利用天线系统本身的伺服精度来实现动中通系统的实时

跟踪，有效的消除了圆锥扫描原理跟踪方式下天线形成的偏移角，提高了天线的跟踪精度。

利用一段时间内信号电平经数据处理后，可获得较为准确的电平值，数据利用率高，尤其是

能有效避免偶然情况下带来的干扰，从而大大提高系统的容错力，实现高性能稳定可靠的

卫星通信。

[0040] 本发明的附加方面和优点将在下面的描述中部分给出，部分将从下面的描述中变

得明显，或通过本发明的实践了解到。

附图说明

[0041] 本发明的上述和/或附加的方面和优点从结合下面附图对实施例的描述中将变得

明显和容易理解，其中：

[0042] 图1为本发明所述一种新型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跟踪方法流程图；

[0043] 图2为本发明所述数据筛选情况示意图；

[0044] 图3为本发明所述区域划分及信号电平情况示意图；

[0045] 图4为本发明所述划分后的区域示意图；

[0046] 图5为本发明所述天线调整方向示意图；

[0047] 其中，AZ,EL为所建立的天线指向偏差坐标系，AZ表示方位方向上的偏差，EL表示

俯仰方向上的偏差；1和2表示天线指向偏差离散程度较大的点；3表示判定离散程度的的阈

值边界；4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上边界；5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上中边界；6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下

中边界；7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下边界；8表示所划分区域的左边界；9表示所划分区域的左中

边界；10表示所划分区域的右中边界；11表示所划分区域的右边界；P1-P9分别表示计算后

区域一至区域九内的电平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本发明，而

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49] 图1为本发明采用的跟踪方法主要流程。

[0050] 首先判断移动卫星通信系统天线是否对准卫星，在天线未对准的情况下进行跟踪

会严重影响跟踪性能，所以若已对准，则进行步骤2，否则控制天线偏转直至对准卫星。

[0051] 判断天线对准卫星的过程为：

[0052] 在时间长度T1内实时采集天线接收信号电平强度，并筛选出最大电平值P_max、最

小电平值P_min，当满足下式条件时，即表示天线指准卫星：

[0053]

[0054] 其中P_M为卫星通信系统天线所能接收到的最大电平值，P_T1为信号电平平坦度

阈值，P_T2为信号电平与最大信号电平差阈值。本实施例，时间长度T1为20秒，信号电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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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信号电平差阈值P_T2为0.5dB，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0055] 当检测出的信号电平满足上述对准条件后，在移动卫星通信系统所处载体运动状

态下采集时间长度T内的天线指向偏差和信号电平；其中采集时长T的确定原则为：根据惯

导航向漂移的速度确定，要求在时间长度T内，信号电平下降的幅值小于设定阈值；本实施

例中阈值设为0.2dB。

[0056] 所述天线指向偏差指天线实际指向与当前理论天线指向二者之间的差值；该偏差

值按方位方向和俯仰方向分别记录。对采集到的天线指向偏差分别按方位方向和俯仰方向

记录。其中，天线实际空间指向为方位电机编码器输出角度和俯仰电机编码器输出角度，综

合惯导输出的航向角、横滚角、俯仰角，经过坐标转换到大地坐标系下计算出来的值。

[0057] 之后对采集的天线指向偏差值进行筛选，具体处理过程为：分别计算方位方向上

天线指向偏差值的均值μaz、俯仰方向上天线指向偏差值的均值μel；然后计算每个偏差点的

方差，方差大于设定阈值的点需要剔除，图2中，点1和点2即为离散程度较大的点。剔除条件

表示为：

[0058]

[0059] 其中，T3为图2中所示阈值边界；阈值边界的选取原则为：按照离散程度的大小分

别在方位方向和俯仰方向对天线指向偏差值由大到小进行排序，T3的选取为保证90％的偏

差点落入其边界内。

[0060] 接下来根据经过筛选处理后的天线指向偏差值进行区域划分，均等划分形成九宫

格区域，如图3所示；其中所划分区域的边界为：

[0061]

[0062] BUp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上边界，取俯仰方向上天线指向偏差值的正方向最大值；BUpM

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上中边界；BDownM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下中边界；BDown表示所划分区域的下

边界，BDown为负值，绝对值取值为俯仰方向上天线指向偏差值的负方向绝对值的最大值；

BLeft表示所划分区域的左边界，BLeft为负值，绝对值取值为方位方向上天线指向偏差值的负

方向绝对值的最大值；BLeftM表示所划分区域的左中边界；BRightM表示所划分区域的右中边

界；BRight表示所划分区域的右边界，取方位方向上天线指向偏差值的正方向最大值。

[0063] 区域边界为动态划分，即区域的边界在每个周期的跟踪下均不相等。然后根据区

域划分结果，进行数据有效性判别，判别原则为：判断在九宫格区域中十字分布的5个区域

是否都具有天线指向偏差数据点，且九宫格区域中天线指向偏差数据点总个数不小于采样

次数的40％，若是，则该次采集的数据有效，否则该次采集的数据无效，返回步骤2。

[0064] 对于有效数据，计算九宫格区域中每个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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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其中Pn表示第n区域中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Pi表示落在该区域内的

天线指向偏差对应信号电平值的累加值，NUMn表示落在该区域内的天线指向偏差数据点

数；图4中P1-P9分别表示区域一至区域九的电平值。

[0067] 找出9个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的最大值，并依此确定天线指向

调整量。

[0068] 若落在右上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方位调整的方向向

右，调整量为计算方法如下：

[0069] 设空间方向图为 其中，P_M为天线系统能接收到的最大信号

电平强度；K为常系数；θ0.5为半功率波束宽度；θ为当前天线指向偏离卫星实际方向的角度。

[0070] 据此可求得方位调整量为：

[0071]

[0072] 设 并规定方向向右为正，俯仰向上为正；故舍去负值，则最终方位方

向的调整量为：

[0073]

[0074] 其中ΔAZ为方位方向的调整量；Kaz为方位调整系数，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0075] 俯仰调整的方向向下，调整量同理可计算得到，为

其中：ΔEL为俯仰方向的调整量；Kel为方位调整系数，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0076] 所以得到最终的调整量为：

[0077] 若右上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调整量为 P1为右上区域

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0078] 若正上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不调整，

俯仰调整量为 P2为正上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

平值；

[0079] 若左上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调整量为 P3为左上区

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0080] 若正左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不作调整；P4为正左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

电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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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若正中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不作调整；

[0082] 若正右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不作调整；P6为正右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

平值；

[0083] 若右下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调整量为 P7为右下区域的

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0084] 若正下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不调整，

俯仰调整量为 P8为正下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

值；

[0085] 若左下区域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最大，则天线指向的方位调整量为

俯仰调整量为 P9为左下区域

的天线指向偏差对应的信号电平值；

[0086] 其中Kaz为方位调整系数，Kel为俯仰调整系数， K为常系数，θ0.5为半功

率波束宽度；Pmax为卫星通信系统天线能接收到的最大信号电平强度。

[0087] 步骤7：根据步骤6确定的天线指向调整量确定天线指向调整策略，并执行天线指

向调整策略；其中将方位方向调整量用于对载体惯导的航向值进行修正；将俯仰方向调整

量用于直接对天线的指向进行修正。

[0088] 步骤8：重复步骤2至步骤7，直至结束跟踪。

[0089]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宗旨

的情况下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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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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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4

CN 109841957 B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DES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