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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对于任何具备GPS/GNSS能力的新型

设备而言，彻底的测试必不可少，

但您所运行的测试以及所使用的标

准，将取决于您开发的是哪种设

备、设备可能的使用方式，以及用

户期待的性能水平。

因此，在设计您的测试计划时并不

需要遵从一成不变的规则。本文内

容如下：

 ■ 需要考虑的关键变量概览

 ■ 典型测试设置和技术简介

 ■ 基本测试实用指南

 ■ 选择适合您的测试，并进行深

入探究和原因剖析

 ■ 测试例和测试方法示例

我们希望本文能够为您提供开始构

建合理测试制度所需的一切，满足

您特定项目的目标要求。如果您发

现有任何不明确的地方，或者希望

得到进一步的帮助，欢迎您随时联

系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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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是一个统称，指的是为全世界的用户提供导航和其它服务的

某种卫星系统。 

由于美国资助的GPS系统是最为人熟知的GNSS星群，因此GPS这个词汇有时也被人们用于

笼统地指代其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确实有多数新型 GNSS服务已经投入使用（以下均

为编写本文时已经投入运营的GNSS服务）：

 ■ GLONASS是俄罗斯的一套系统，目前已经全面投入运营，并实现了全球覆盖，系统已

经有近20年的历史。 

 ■ 北斗是中国的一个新兴卫星星群。北斗2，即第二阶段的星群将覆盖亚太地区，现已

投入运营，且已有20颗卫星在轨，能够以三个频率进行广播。北斗将于2020年实现

全球覆盖。

 ■ Galileo是欧盟即将到来的系统，并将只广播民用信号，该系统目前正处于稳步开发之

中。

 ■ 除这些全球网络外，还有若干侧重特定区域的增强系统，例如日本的QZSS和印度的

IRNSS。
今天，许多位置感知设备，尤其是专为国际用途而设计的设备，都拥有可处理多种卫星信

号的接收机，而不仅限于GPS。到2023年，GNSS信号的数量差不多将是2003年的四倍。

GPS 还是 GNSS ？



eBook

3   of    18

在设计您的GNSS测试制度时，最基本的部分就是确定哪些参数会对设备的实际运行方式产生最大的影响。

为确保您的产品具备应有的性能，避免不受欢迎的意外状况耽误上市的时间，并且实际使用中满足用户的需求，建议您从开发到生

产的多个阶段对设备的定位性能进行测试。

有些应用需要迅速找到位置，有些则需要在低信号水平下工作，而在另外一些应用中，用户更关注位置的绝对精度。

您选择的接收机、产品的设计，以及所使用的测试，都需要将这一点考虑在内。例如： 

健身跟踪器/可穿戴设备需要在树木和建筑物的遮挡下保持信号追踪，并且具有足够的精度，让运动者能够判断出自己的进度和速
度。但这些设备的运动速度通常不会比自行车更快。

车载导航需要具有足够的精度，并能在驶出隧道后迅速恢复信号。但通常会停留在与之前大致相同的位置上。

高精度农业系统可能不需要非常快的启动速度，但一旦投入使用就需要达到厘米级的绝对精度。

为了避免投诉、固件或软件补丁，以及售后的维修问题，您的测试计划需要预测，并最好能够超越客户合理使用设备时任何可能
场景的需求。 

研发测试——在产品原型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中，测量其效能的研究和开发测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此类测试可以帮助您选择预算
范围内最适合您性能需求的接收机组件。 

集成测试——随着开发的持续，集成测试将有助于确认这些部件在您不断演化的设计中能达到怎样的性能。根据您应用的需求，
测试既可以非常简略，也可能极其深入。 

产品验证测试——用于检查设备在真实条件下的工作情况，以及是否符合相关的标准（无论是独立标准，还是制造商制订的供应
链标准）。 

现场测试和生产线测试——在产品发售前，这两项测试在确保设备是否达到预期的性能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错误都有可能
招致投诉、召回、质保问题。相反，良好的产品不会浪费任何投入。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测试制度并不存在

测试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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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比接收机芯片组厂商时，一项挑战之一就是其产品规格在表达中的不连贯性。例如：

接收机和芯片组：同类对比

精度测量

由于卫星数据是随机性的，因此我们必须对读数与真实位置偏差半径的概率进行测量，否则就不可能直接提供“精确到某个范
围”的数字。目前，有许多种不同的定位精度测量方法（详见下表）。

维度 精度测量 概率（%） 典型用途 定义

2 CEP 50                                                水平 以真实位置为中心的圆周半径，包含概率为

50%的位置估计值。

2 RMS 63-68 水平 均方根 

2 R95 95 水平 以真实位置为中心的圆周半径，包含概率为

95%的位置估计值。

3 2DRMS 95-98 水平 水平位置错误DRMS的两倍。

3 RMS 61-68 3-D 均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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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与球面错误

有些产品的规格表可能只提供平面的二维精度，而其它的产品可能会侧重3D数字，给出球面上的错误概率。在那些垂直位置也
至关重要的应用中，这种差别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卫星的数量

具体而言，在表达启动和定位时间时，人们在所用卫星信号或信道的数量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的标准。您可能发现这些标准
的差别很大，有些甚至对于您的应用来说完全不切实际，并且可能对电力消耗等其它特性产生影响。 

在每一种情况下，合理的做法是假设制造商会强调那些可显示其产品最佳优势的数字，数字不会表达出您需要知道的内容。因
此，建立您自己的标准，并且对选定的产品进行对比就显得至关重要。

圆周错误概率

以真实位置为中心的圆周半

径，其中估计位置发生的概

率为50%。

以真实位置为中心的球面半

径，其中估计3D位置发生的

概率为50%。

球面错误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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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对信号特性实施精细、精确的控制非常重要。例如，精细地提高衰减可以帮助您准确找出设备需要多强的信号才能正常工作。

可重复性

无论是要选择接收机芯片组，还是确认某项缺陷是否已经修复，您都需要具备对比的能力。也就是说，整个信号环境必须是相
同的，不仅包括卫星的几何位置，还包括干扰和大气条件。使用现实天空中的信号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灵活性 

您需要具备创建场景的能力，而这些场景会将接收机的性能推向极限，重现出已观察到的错误状态，并且能够清楚地了解设备
在所有使用案例下的具体反应。

测试范围 

测试环境越具有代表性，您的产品在各类运行条件下的预期表现就越好。有些案例在现场测试的成本极其高昂，或者是很难实
地测试，因此我们只能在实验室中测试这些极端案例，但在此过程中，让设备接触真实的信号非常重要。

效率 

即使面对的是一种简单的设备，您需要的测试例数量也会迅速攀升。这些测试例应以迅速的方式，最好是自动化的方式来运
行，因此测试的方式方法将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节省大量宝贵的测试时间和费用。

实现足够强健的测试制度——这将使您能够对组件和设计进行对比，对性能加以调校和改进，并且跟踪和消除各类缺陷。而这一切

都取决于五项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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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Sky Simulation Record & Playback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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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来说，有三种原生的GNSS测试方法（见下表）。基本的GNSS测试装置包括向被测设备播放已知且受控的RF信号环境，

然后将其输出结果与真实的数据进行对比。

典型的 GNSS 测试设置

测试方法 真实天空 模拟 记录与回放系统

可重复 X √ √

可控制 X √ 部分

参考事实 X √ X

真实性 √ 有代表性 √

测试范围 最小 √ 部分

RF模拟器系统
真实数据

？

NMEA
或其它
数据

测试环境
场景生成

接收机计算结果与已知
事实模拟数据的对比

RF信号

被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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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发活动中，为了顺利完成组件的选择和集成，高质量的模拟器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此类模拟器才能为您提供必要
水平的测试覆盖能力、灵活性和控制。典型的设置如下所示。模拟的“真实”数据会与被测接收机或设备得出的位置、速度和
时间数据进行对比，通常为NMEA 0183格式。NMEA消息中关键数据的示例如下：

为了进行验证，信号源可能是一套记录与回放系统，能够在绝对相同的细节反复实现相同的真实测试运行，为测试带来极高的
真实性和可重复性。

所用的
卫星

MSL
高度

消息
ID

UTC
时间

纬度 经度
定位
固定

HDOP 单位（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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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备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开始工作？如果要等上一会儿才能找到卫星定位，会带来怎样的问题？

 ■ 设备上次使用的地点和时间分别是什么？是否能将它长期关闭，或者带至距上次使用很远的地方？

 ■ 第一次开机时需要多强的卫星信号？当设备最初开始找到自己的位置时，是否需要开阔无阻的天空视野？

 ■ 设备保持信号跟踪的能力有多强？例如，设备被带入室内，接近高大建筑物，或是在浓密树木掩盖下是否能够继续正常运

行？

 ■ 位置的精度需要有多高？您可以尝试为自己的特定应用定义一个合理的半径。如何接近才足够精确？ 

 ■ 当设备丢失信号后，需要多快才能重新找到信号？例如，如果设备进入隧道或遭受无线电干扰，会发生什么情况？

 ■ 在面临真实的威胁和干扰时，您的PNT解决方案有多强健？接收机在面临干扰、欺骗、太阳天气和分段误差等真实的威胁时

有多大的弹性？

回答这些问题将帮助您理解，为什么以下的基本GNSS测试对于您的特定设备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以及您需要确立怎样的标准，
有助于为您的组件选型和产品设计进程提供指导。

从广义上来说，选择您的GNSS测试参数和属性归根结底是要回答关于设备的七个关键问题，以及设备通常的使用方式问题：

您需要回答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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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测试可以非常简单，即计算出接收机通常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卫星定位，而且关键的是报告一个可接
受的位置和/或时间计算结果。 

然而，这项测试还应考虑芯片组中已经有多少可能的位置和时间数据。预先存在的星历、日历和大致位置数据会对TTFF结果产生
巨大的影响。

因此，测试应当将冷启动、温启动和热启动均考虑在内，将最大的权重放在与设备典型用途最相似的状态上。

冷启动：接收机中没有时间、星历、日历或位置数据。测试方法：在测试开始前重置接收机的非挥发性随机访问存储器
（NVRAM）。 

温启动：接收机记录时间、日历和大致位置，但没有星历。测试方法：允许接收机获取完整的日历，但在重启之前清除星历。 

热启动：接收机可以使用时间、日历和星历，还有大致的位置。

如欲了解首次定位时间（TTFF）启动状态的更详细概况，请参阅下表。

在启动后，接收机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开始跟踪卫星并输出有用的信息？

设备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开始工作？

测试 1：首次定位时间（TTFF）

冷启动 温启动 热启动

时间 未知 已知 已知 

日历 未知 已知 已知 

星历 未知 未知或过期（超过4小时） 已知 

位置 未知 距上次定位100千米内 距上次定位100千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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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快速模拟冷启动条件，使用GNSS模拟器的工程师们通常要创建一些测试例，几乎是将接收机放到地球的另一面，然后再对换位置，

这就能让被测接收机存储相互矛盾的数据，因而也就无需每次都去删除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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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敏感度的定义是获得PVT（位置、速度和时间）解决方案时的最低信号水平。由于GNSS信号的功率水平很低，捕获一个信

号比保持一个信号更加困难，因此模拟器是实现低dB 水平下精确信号衰减所必不可少的。

测试捕获敏感度：

当模拟器设置为一个已知的静态位置后，便可将信号衰减至您所需星群额定参考电平以下30dB（对于GPS来说，就是-130 

dBm）。然后每30秒将信号强度提高0.5dB（思博伦的模拟器可以使用预设的用户动作文件来实现这一进程的自动化）。 

在40分钟后，信号强度将超过额定电平10dB，此时信号应已经被捕获。这时就应检查NMEA消息，看看接收机是否能够获得准

确的位置。

同样，您需要多次执行该测试，并将冷、温和热启动性能均考虑在内。

如果您正在测试AGNSS接收机，您需要在一开始便添加更大的衰减。很多此类接收机都可以轻易地捕获远低于-150dBm的信

号。同样，高质量的模拟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并非所有的系统都能保证在如此低的信号电平下实现精确的衰减。

您的设备是否需要在卫星信号较弱时确定自己的位置——例如，在室内？如果有这种需求，捕获敏感度将会非常重要。

第一次开机时需要多强的卫星信号？

测试 2：捕获敏感度



eBook

13   of    1813 | spirent.cn

跟踪敏感度是接收机能够保持编码和载波相位跟踪，并保持定位的最低卫星功率水平。当实现卫星锁定后，锁定所需的功率水

平通常会大幅低于最初捕获所需的功率水平。

对于任何需要在运动中正常工作的设备而言，该测试非常重要。

测试跟踪敏感度：

事实上，这很像捕获敏感度测试的反向过程。首先要模拟一个真实的静态或动态场景，其中的信号强度为高于额定参考电平10 

dB，然后对信号加以衰减，直至位置最终丢失。思博伦的模拟器包含专门创建的用户动作文件，可以在最初自动将信号每次减

弱5 dB，在接近捕获敏感度阈值时再改为每次降低0.5 dB。

当您的设备遇到障碍物时，它保持信号的能力是否重要呢？例如，如果健身跟踪器无法在高大建筑物或树林中使用，它的

存在将毫无意义。

设备保持信号跟踪的能力有多强？

测试 3：跟踪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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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本身就是在一个受控的实验室环境中，将观察到的接收机输出位置与已知的真实数据进行对比。

由于GNSS定位估计在本质上是随机性的，因此测试必须重复多次，并且执行总体概率计算来确定位置的偏差半径。下图显示的

是对比两台接收机时的典型测试结果。对于有些应用来说，水平精度就足够了，而其它应用则需要计算三维上的球面偏差。

在多数应用中，测试需要确认接收机在静止和运动时的可接受性能。同样，运动的性质由设备的可能用途来决定。

最终，设备能够确定其真实位置的能力究竟如何呢？对于有些应用而言，半径为几米的圆周误差已经是十分够用了，但对

于其它一些应用来说，厘米级的误差也只是最低要求。

位置的精度需要有多高？

测试 4：位置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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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捕获时间对于用户满意度可能至关重要，而且通过模拟临时信号丢失，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对其进行测试。 

实验室条件下的测试包括使用模拟器的开/并命令来模拟临时信号中断，然后观察接收机的输出情况，记录信号重新恢复和接收

机重建可接受位置读数之间的时间间隔。

重要的是，卫星的几何位置在重新捕获时间的性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使用的是模拟器还是记录与回放系统，

在对比各种组件和设计时，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确保该参数在每次测试时完全一致。

当用户对精确定位、导航和计时（PNT）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时，测量接收机在面对干扰、欺骗、太阳天气和分段误差等真实威

胁的压力时所具备的弹性，将变得与其它GNSS性能测试一样至关重要。

目前，越来越多的工程师都需要对信号扰乱的影响做出评价，无论是意外（例如通过电离层闪烁或邻近RF设备的干扰），还是

故意的干扰或欺骗而造成的信号问题。测试可以确定接收机在干扰变强时的性能表现，以及在哪个阶段会向用户发出警报。

弹性测试的第一步是风险评估，用于确定系统或设备日常运行中面对已识别的GNSS威胁向量的概率。如果有可能面临威胁，还

要确定威胁或漏洞可能的性质。首先要使用适当的商用工具来确定RF干扰环境的性质。然后，就是在实验室下测量系统对风险

评估中已查明威胁和漏洞做出的响应。

情景设定：假设您已经将一位朋友送到了机场，并且开车驶出地下车库。当您对于左转还是右转犹豫不决时，后面的车已

经变得不耐烦了。此时，您会给卫星导航多长的时间去重新找到信号？

当设备丢失信号后，需要多快才能重新找到信号？

在面临真实的威胁和干扰时，接收机会有怎样的表现？

测试 5：重新捕获时间

测试 6：PNT 的弹性



16 | spirent.cn

eBook

16   of    18

今天，我们可以使用从干扰机捕捉到的真实干扰波型来模拟多种GNSS干扰场景，也可以模拟出不同类型的欺骗攻击，并对关键

系统参数进行持续的监测。这种针对漏洞的审查使测试工程师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确定合理且符合成本效益的消减技术及完

整性标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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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分析位置精度结果时，每个场景中通常要包含至少100项读数。尤其是在对比不同的接收机并找出最适合您应用的产品

时，这项工作将会更加重要。

很明显，这与捕获敏感度等特别耗时的测试一样，要反复几十次执行相同的测试无疑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出于这一原因，同时也是为了减少潜在的人为错误，多数GNSS测试制度都包含一个自动化组成部分。下图显示的是思博伦全新

的PT TestBench自动化和报告生成工具，而它将会在以下方面为您带来无与伦比的灵活性： 

在您的设备中，某项特定GNSS性能特性越关键，就越需要对其进行大量的读数采样，只有这样才能让您对结果建立更强的

信心。

重复和自动化

 ■ 在无需编制脚本的情况下，创建、编辑

或只是播放事实上的标准测试例

 ■ 针对您最常用且重复次数最多的任务，

对测试加以精简优化

 ■ 只需一次点击便可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运

行整个测试套装

 ■ 查明接收机上关键的事实数据组成部

分，并利用通过/未通过指标进行分析，

最终以自动化方式生成完整的报告。 

如果设计工程师既能解决某设备上GNSS能力

方面的关键问题，而又无需在实验室中花费

数周的时间去编制脚本费力地反复运行众多

测试例，那将是最理想的状况。

思博伦PT TestBench

接收机
真实数据

GNSS被测设备

自动化测试执行
接收机日志记录和控制

可配置测试参数
报告生成

 RF模拟器
场景生成

控制命令

控制命令

RF导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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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 GPS/GNSS 测试计划
工程师指南：集成 GPS / GNSS 能力到新的设备中

即使对于经验丰富的开发工程师来说，设计、指定和测试具备GNSS能力的设备也是一

项让人头疼的工作。如果有专家能够帮助确认您的想法，或者只是对您的工作进行核

对，您都可以更加充满信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如果您正在设计一项GNSS测试计划，或者最近遇到过某项新的挑战，我们的GNSS测

试工程师团队都乐于随时为您提供帮助。欢迎您联系我们并讨论您的具体需求。

思博伦通信公司一直在帮助整个世界更

快、更好和更频繁地沟通和协作。在设

计、开发和交付世界级的网络、设备和

服务的过程中，世界领先的电信公司都

在依靠思博伦的帮助。

无论是服务商、数据中心、企业IT网络、

移动通信、联网汽车，还是物联网，思

博伦的解决方案都是帮助世界实现更安

全沟通和协作的幕后英雄。在设计、开

发和向客户交付同级最佳解决方案的过

程中，全世界的创新者都在依靠思博伦

专业能力的帮助。

思博伦的定位、导航和计时产品组合包

含众多的测试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技术

开发商和服务商更精确地使用GPS和其它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信号。

我们将为您提供帮助关于思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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