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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微波对北斗系统接收机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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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000）

针对高功率微波对北斗系统接收机的威胁，介绍了高功率微波对北斗系统接收机的损伤效应和耦合效应，分

析了高功率微波的作用对象，从系统、器件以及材料三个层级给出了接收机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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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66000）

According to the threat of high power microwave to Beidou system receiver，the damage effect and coupling effect

of high power microwave on Beidou system receiver are introduced，the objects of action of high power microwave are analyzed，and
the protection measures of the receiver are given from three levels, which are system，device and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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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技术，内容涵盖微波技术、脉冲功率技术等

引言

学科技术［6~10］。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是中国自行研
［1~2］

制的全球定位导航系统

，是继美国全球定位系

统（GPS）、
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
［3~4］

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美国

GPS 最初设计时主要用于军事领域，但因其能够提
供较高精度的全球定位、授时和导航服务，如今在

民用领域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样我国的北斗
系统也具有这样的发展历程。由于定位卫星距离
地球很远，地面北斗接收机接收到的卫星信号功率
相当低，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受到各种有意或无意的
［5］

微波信号干扰 ，其中高功率微波的危害最大，严
重时可直接烧毁接收机。因此，研究北斗系统接收
机抗烧毁防护已经成为我国军事和民用应用中不
可忽视的问题。

高功率微波是峰值功率大于 100MW 或平均功

率大于 1MW、频率介于 300MHz~300GHz 之间的强

电磁脉冲。高功率微波技术是一门跨学科门类的
∗

使用高功率微波武器进行电子攻击具有以下

特点：1）电子攻击是非致命的，它几乎不对人体造
成伤害；2）大多数防御系统是非屏蔽的，因此，为了

对付电子攻击，整个系统必须屏蔽。所以高功率微

波武器的威慑力迫使对方将所有装备进行改造；3）

攻击电磁波可以从“前门”和“后门”进入目标系统；
4）可以同时攻击覆盖范围内的多个目标；5）基本不

受气候条件（如雨或雾）的影响；6）在开发和使用方

面基本不存在法律障碍；7）攻击费用低于传统武
器；8）电子损伤的修理通常需要专业知识，所以难
以在现场完成；9）为作战增添新的层次，让指挥官
有更多的选择［11］。

2

高功率微波的损伤机理

2.1

高功率微波的损伤效应
高功率微波对北斗系统接收机的损伤主要包

括热效应和电效应。热效应是指高功率微波对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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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前门”耦合和“后门”耦合

质进行加热而引起的效应，主要包括半导体结热二
次击穿和烧毁器件等；电效应是指高功率微波的感
应电流或感应电压对元器件作用而产生的效应，主
要包括半导体器件的翻转、闭锁、结电压击穿等。
北斗接收机作为一种高频电子设备，对高功率

耦合 “前门”耦合
途径

“后门”耦合

进入
途径

微波能量通过天线
等接收通道进入含
有发射机或接收机
的系统内，破坏前端
电子设备

微波能量通过缝隙、孔洞等
进入系统，干扰电子设备使
其不能正常工作，甚至烧毁
微电子器件

分布

产 生 感 应 电 流 进 入 产生的场分布在整个系统内
系统，沿线路分布
部

特点

强 耦 合 ，通 道 单 一 ， 多通道，在特定频率下发生
可通过滤波、限幅等 共振而引起较强耦合，对系
措施防护
统危害大，难以防护

微波极为敏感：当高功率微波强度不高时便可直接
压制导航定位信号，使接收机无法正常定位工作；
当高功率微波信号强度较高时，产生的感应电场可
导致接收机内部芯片工作异常、逻辑混乱等；当高
功率微波信号强度很高时，强场作用可短时间内直
接烧毁芯片，导致接收机报废。不同功率密度高功
率微波对电子系统破坏效果，详见表 1。
表1

不同功率密度高功率微波对电子系统破坏效果

序号 功率密度/
W.cm2
1

0.001~0.01

2

0.01~1

3
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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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效果

2.3

高功率微波的作用对象
高功率微波耦合到接收机内部后，以空间辐射

和线路传导的方式，耦合到器件中而作用于器件，
对雷达、通信、导航等电子设备产生
强干扰信号，不能正常工作
雷达、通信、导航等系统的微电子设
备失效甚至烧毁

最终破坏的是易损半导体器件。

10~100

壳体产生瞬态电磁场并进入内部电
路、产生感应电压，导致逻辑混乱甚
至永久失效

收机内部的滤波器、功率放大器以及混频器等微波

1000~10000

强场作用下产生微观力学效应，可
在短时间内烧毁芯片

效应是系统损伤效应的基础，反之，系统损伤效应

高功率微波的耦合效应
高功率微波耦合是指高功率微波与北斗系统

接收机相互作用时，高功率微波信号能量传入系统
中的过程，它是研究热效应和电效应的基础，对电
子设备的耦合情况决定了进入系统的微波能量的
大小。这种耦合一般有“前门”耦合与“后门”耦合
两种途径［12-14］。其中，
“ 前门”耦合是指微波能量通
过接收通道进入系统内部，主要破坏系统的前端设
备；
“ 后门”耦合是指微波能量通过设备缝隙、孔洞

一般而言，
“前门”耦合方式的作用对象主要是
天线的限幅器（有的老型号天线不存在限幅器）、接
器件。
“ 后门”耦合方式的作用对象主要是处理芯
片、存储器等低频电子器件。作用在器件上的损伤
则是器件损伤效应的宏观体现形式。
对于北斗系统接收机而言，主要包括三大部
分：射频前端、基带数字信号处理模块以及定位导
航运算模块。射频前端主要由射频天线、限幅器、
前置功率放大器、滤波器、混频器以及基准振荡器
等微波器件组成，主要受到“前门”耦合效应影响。
由于耦合方式简单，通道耦合系数、敏感微波器件
和破坏效果都属于已有公开研究成果，因此采用器
件级损伤效应来预估射频前端的损伤效应是具有

等途径进入系统内部，可破坏系统的所有组成部

可信度和可行性的。而基带数字信号处理模块以

北斗系统接收机主要由天线、接收机主机、电

也远低于高功率微波的频率，因此高功率微波对其

分。两种耦合途径的特征、分布情况，详见表 2。

及定位导航运算模块属于低频电子系统，工作频率

源等部分构成，采用无源定位原理机制，系统导航

的损伤效应主要是“后门”耦合方式下的带外作用：

定位时必须通过天线实时接收卫星定位信号，因此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前门”耦合影响。

1）带外耦合作用。接收机内部的复杂电路结构和

线路布局决定了高功率微波耦合效应是多路径的，

由于目前接收机材料、工艺、封装、成本等原

既有线路传导耦合，也有空间辐射场耦合，同样耦

因，北斗系统接收机天线、接口、外壳等部分，同样

合到半导体器件上的高功率微波强度也是多路径

不可避免地存在缝隙和孔洞，当孔缝的尺寸和高功

耦合作用的复合函数，此外，接收机内部电路中的

率微波的波长相比拟时，电磁波将通过衍射原理大

敏感半导体器件又不止一个，其逻辑关系也不尽相

量进入系统内部，特定的频率下内部电路板、线缆

同，因此依据数学方法采用低频电子器件的损伤效

会发生谐振，直接影响设备的工作状态甚至烧毁芯

应来预估接收机低频部分的带外耦合作用将十分

片、烧毁电路板。

困难。2）带外损毁作用。由于接收机内部电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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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复杂性和半导体器件敏感度的复杂性，导致接

功率微波的作用对象，从系统、器件、以及材料三个

收机低频电路具有独特的敏感度图案，不仅敏感度

层级分析了接收机的防护措施，期望为进一步进行

图案与微波频率和极化方式相关，而且导致接收机

北斗系统接收机的防护技术研究提供参考。

低频部分整机效应与内部电路和半导体器件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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