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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Quinn算法的LFMCW 雷达高精度测距
∗

李玲霞,贾　帅,谢良波,蒋　智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市移动通信技术重点实验室,重庆 ４０００６５)

　　摘　要:为了提高线性调频连续波(LinearFrequencyModulationContinuousWave,LFMCW)雷达的

测距精度,一般采用稳定性能好、计算量小的 Quinn算法.但在低信噪比、频率偏差位于量化频谱附近时,

Quinn算法的估计误差很大.针对 Quinn算法的缺陷,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Quinn算法,该算法引入频率偏

差因子,把频率偏差先平移到量化频率中间,利用 Quinn算法在频率偏差位于量化频谱中间获取高精度测

距的优点,提高LFMCW 雷达的测距精度.仿真结果表明,改进的 Quinn算法具有很好的抗噪声性能,频率

估计均方根误差接近克拉美罗下限(CramerＧRaoLowBound,CRLB),能够满足LFMCW 对测距精度的需求.
关键词:线性调频连续波雷达;测距精度;Quinn算法;频率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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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provedQuinnAlgorithmforImprovingtheLFMCWRadar
RangingAccuracy

LILingxia,JIAShuai,XIELiangbo,JIANGZhi
(ChongqingKeyLabofMobileCommunicationsTechnology,ChongqingUniversityofPostsand

Telecommunications,Chongqing４０００６５,China)

　　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rangingaccuracyofLFMCWradar,Quinnalgorithmhasbeenadopteddue
toitsgoodstabilityandlowcomputationalcomplexity．However,therangingaccuracyofQuinnalgorithmwilldeＧ
creasewhenthesignaltonoiseratioislowandthefrequencydeviationlocatesnearbythequantizationspectrum．
Tosolvethisissue,animprovedQuinnalgorithmisproposed,whichcanachievethehighrangingaccuracywhen
thefrequencydeviationlocatesinthemiddleofthequantizedspectrum．UtilizingtheadvantageoftheQuinnalgoＧ
rithm,theproposedalgorithmusesafrequencydeviationfactortoshiftthefrequencydeviationtothemiddleof
thequantizationfrequencytoincreasetherangingaccuracy．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improvedQuinnalＧ
gorithmhashighnoiseimmunity,andthenormalized meansquareerroroffrequencyestimationiscloseto
CRLB,whichcansatisfytherangingaccuracyrequirementofLFMCW．

Keywords:LFMCWradar;rangingaccuracy;Quinnalgorithm;frequencydeviation

０　引 言

LFMCW 雷达具有距离分辨率高、发射功率低、
没有距离盲区、结构简单且成本低廉等优点,使其广

泛地运用在地面和海上监控雷达,特别是在现代军

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线性调频连续波雷达信号

是把发射端产生的本振信号和遇到目标反射回来的

回波信号进行混频,得到差拍信号,然后从差拍信号

中提取目标信息.在LFMCW 雷达体制中,从时域

中提取目标信息非常困难,需要对差拍信号作快速

傅里叶(FastFourierTransform,FFT)变换.在同步

采样期间,离散频谱信号各次谐波频率的位置是采

样频率分辨率的整数倍,不会引起由FFT变换后产

生的栅栏效应,但同步采样在实际中很难实现,需要

对栅栏效应问题进行处理.目前降低栅栏效应的办

法可以通过提高采样间隔,即提高频率分辨率的办

法来解决.

传统时域降低栅栏效应的方法是在有效采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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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序列后面补零,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降低

了栅栏效应,但不能提高分辨精度,而且只能在采样

点数缺少的情况下使用.传统频域降低栅栏效应的

算法有 Macleod算法[１]、Quinn算法[２Ｇ３]、改进的Rife
(ImprovedRife,IRife)算法[４]、IRife算法与Quinn算

法的融合算法(RＧQuinn)[４]等,其中IRife算法在频

率偏差处于频谱附近时测距精度很高,Macleod算

法在IRife基础上引入频率偏差因子提高测距精度,
相比较IRife算法测距精度更高.Quinn算法在频

率偏差处于量化频谱附近时测距精度不高,但在量

化频谱中间时,测距精度却很高.根据这一特性,一
些科研工作人员通过结合IRife和Quinn算法,提出

了RＧQuinn来提高LFMCW 测距精度,测距误差在

３m左右.但为了能实现更高的测距精度,本文提

出了一种改进的 Quinn算法,使频率偏差无论处在

两量化频谱之间的任何地方,都能获取较高的测距

精度,测距误差在１m左右.

１　LFMCW 原理

在连续波雷达系统中,发射端通过直接数字

式频率合成器(DirectDigitalSynthesizer,DDS)不
停地进行上下扫频,产生线性扫频信号(本振信

号)并通过天线发射出去,发射出去的信号接触到

目标后再反射回来称为回波信号,最后把本振信

号和回波信号进行混频得到差拍信号[５].以三角

波调制雷达为例,设三角波的周期为T,发射信号

扫描的频偏为B,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为光速c,差
频频率为fi,则测量距离为

d＝
cT
４Bfi (１)

在没有噪声的情况下,差拍信号可以看成一

个频率为fi 的正弦信号.由于信号在经过天线

发射出去再反射回来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噪声,
因此可以把差拍信号看作一个正弦信号和噪声信

号的叠加,它的表达式为

s(t)＝Aej２πfit＋θ０＋w(t) (２)
式中,A 为差拍信号的振幅,θ０ 为初始相位,w(t)

为噪声信号.根据采样定理T＝
N
fs

,差拍信号也

可以写成

s(n)＝Aej２πfin/fs＋θ０＋w(n) (３)
s(n)＝ A＋Aw( )ej２πfin/fs＋θ０＋θw (４)

式中,Aw表示噪声的幅度,θ０ 表示噪声的相位,频

率估计公式如下所示:

fi＝ k０＋δ( )
１
T

(５)

式中,k０ 为s(n)的离散傅里叶谱峰对应的频点,δ
为实际频率峰值与理论峰值对应的偏差,即频率

偏差.

２　Quinn算法原理分析

为了方便对信号进行处理,只考虑有效信号

s(n),对s(n)作 FFT 变换可得S(k),并对S(k)
取模运算,最后从S(k)的模中找到最大谱线位置

记作k０,k０－１和k０＋１分别是最大频率谱左右两

边的次大数据.
Quinn算法是利用信号FFT主瓣内幅度次大

谱线与最大谱线的FFT系数复数模值之比进行插

值,该算法需要找到最大频谱位置以及两个左右

相邻的次大频谱位置,通过计算最大值频谱与左

右两个次大频谱的模比值确定δ.

α１＝
Sk０－１( )

Sk０( )
(６)

α２＝
Sk０＋１( )

Sk０( )
(７)

a＝ReSk０－１( )[ ] ×ReSk０( )[ ] (８)
b＝ReSk０－１( )[ ] ×ReSk０( )[ ] (９)

式中,S(k)表示S(k)的模,通过式(６)和式(７)
可以得到

δ１＝
α１

１－α１
(１０)

δ２＝
α２

１－α２
(１１)

频率偏差为

δ＝
δ１,　a＞０,b＞０
δ２, 其他{ (１２)

通过式(５)可得频率的估计值,并结合文献

[３]可知,Quinn算法在信号频率接近量化频率时,
距离估计误差最大,在量化频率中间时,却可获得

非常高的精确度.

３　改进后的 Quinn算法原理及计算
量分析

３．１　改进后的Quinn算法原理分析

　　通过第２节对 Quinn算法的优缺点介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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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当频率偏差处于两量化频谱中间时,Quinn算

法的频率估计方法可以获得较高测距精度.根据

这一特性,改进的 Quinn算法通过引入频率偏差

因子,先把频率偏差搬移到两量化频谱中间,再用

Quinn算法进行频率估计.具体做法如下所示:

１)对s(n)进行FFT变换得到S(k),并对S(k)
进行求模处理得到 S(k).

２)找到 S(k)中最大谱线位值 S(k)的频

率点记作k０,k０－１和k０＋１分别对应的是次大频

谱值 Sk０－１( ) 和 Sk０＋１( ) .

３)根据步骤２)中找出的３个值,求出信号实

际频率与最大频率谱所对应的频率偏差因子:

γ＝
tanπ/N
π/N

Sk０－１( ) － Sk０＋１( )

２Sk０( ) － Sk０－１( ) － Sk０＋１( )

æ

è
ç

ö

ø
÷

(１３)
由式(１３)可知,把N 看成一个很大的数值时,

γ 近似为

γ＝
Sk０－１( ) － Sk０＋１( )

２Sk０( ) － Sk０－１( ) － Sk０＋１( )

æ

è
ç

ö

ø
÷

(１４)
根据所求频率偏差因子,可得到频率偏差δ１ 为

δ１＝
１＋８γ２ －１

４γ
(１５)

４)把信号频带移动δ１＋θ个量化单位,考虑

到δ１ 的取值范围是 －０．５,０．５[ ] ,同时为了确保把

真实信号频谱搬移到两个相邻最大谱的中间,不
妨把θ 的值定为０．５.通过式(１６)、式(１７)和式

(１８)可以求得频谱搬移后的频点对应的频率谱:

X k０＋δ１＋θ( ) ＝

∑
N－１

n＝０
x(n)exp－j２π

k０＋δ１＋０．５
N n

æ

è
ç

ö

ø
÷ (１６)

Xk０－１＋δ１＋θ( ) ＝

∑
N－１

n＝０
x(n)exp－j２π

k０＋δ１－０．５
N n

æ

è
ç

ö

ø
÷ (１７)

Xk０＋１＋δ１＋θ( ) ＝

∑
N－１

n＝０
x(n)exp－j２π

k０＋δ１＋１．５
N n

æ

è
ç

ö

ø
÷ (１８)

５)根据式(１２)并结合步骤４)可以计算出频

率偏差δ２.

６)最后把以上步骤计算的参数代入式(５)可
得到新的信号频率估计为

fi＝ k０＋δ２＋δ１＋０．５( )
fs

N
(１９)

３．２　计算量分析

Quinn算法需要作一次 N 点 FFT 变换,即

N/２log２N 次复数乘法和N/２log２N 复数加法运

算,Macleod算法和 Quinn算法的计算量一样.改

进后的 Quinn算法计算出信号频偏估计fi,需要

作一次FFT和３次DFT变换.DFT只需要对一

个点作FFT变换,算法复杂度要低于一次FFT变

换,因此,它需要的计算量是 N/２log２N＋３N 复

数乘法和Nlog２N＋３ N－１( ) 复数加法,RＧQuinn
算法需要作一次FFT和两次 DFT变换.算法计

算量比较如表１所示.虽然说改进后的 Quinn算

法的计算量略大于 Quinn算法、Macleod算法和

RＧQuinn算法,但是在连续波雷达体制中为了提高

检测精度和性能,这点资源就显得不足为虑了.

表１　各算法计算量比较

算法 复数加法 复数乘法

Macleod算法 N/logN
２ N/logN

２

Quinn算法 N/logN
２ N/logN

２

RＧQuinn算法 N/logN
２ ＋２N N/logN

２ ＋２(N－１)

改进的 Quinn算法 N/logN
２ ＋３N N/logN

２ ＋３(N－１)

４　仿真分析

为了测试改进后的 Quinn算法的性能,本文

分别对 Macleod算法、Quinn算法、RＧQuinn以及

改进后的 Quinn算法进行 Matlab仿真分析.由

式(２)可知,LFMCW 雷达信号可以用正弦信号和

一个噪声信号表示,设采样频率为２．５kHz,采样长

度为５１２,相位和幅度已知,为了方便观察,把相位

区间定义为 －π,π[ ] .

４．１　不同频率相对偏差的估计性能

仿真参数设置如下:为了验证改进的 Quinn
算法在不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设定在上述正弦

信号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分别加入信噪比(SNR)
为０,５,１０dB的噪声,相对频偏δ在－０．５~０．５之

间取２１个离散点,每个频点进行１０００次 Monte
Carlo仿 真.同 时 为 了 仿 真 的 严 谨 性,引 进 了

CRLB进行比较[６Ｇ７],当复正弦信号的初始相位未

知、频率不是二分之一或者零的采样频率的条件

下,CRLB界限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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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LB＝
３f２

s

２π２N３SNR
(２０)

归一化均方差(NormalizedMeanSquareErＧ
ror,NMSE)的表达式如下[８]:

NMSE＝ ∑
P

i＝１
fi

∧

－fi( )
２ (２１)

３种算法的 NMSE和SNR进行对比,如图１、
图２和图３所示.

图１　SNR＝０dB不同算法的归一化均方差与CRLB的对比图

图２　SNR＝５dB不同算法的归一化均方差与CRLB的对比图

图３　SNR＝１０dB不同算法的归一化均方差与CRLB的对比图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在不同信噪比情况下,相

对频偏接近零时,Quinn算法归一化均方差最大,

Macleod 算 法 的 频 率 估 计 归 一 化 均 方 差 接 近

CRLB;当相对频偏接近±０．５时,Quinn算法的测

距精度最高,频率估计归一化均方差接近 CRLB,

Macleod算法的估计精度最差.RＧQuinn算法在

整个相对频率估计精度仿真中,性能比较稳定,但
在低 信 噪 比 环 境 下 性 能 有 点 降 低.改 进 后 的

Quinn算法在整个相对频率估计范围内,性能都更

加平稳,在高/低信噪比环境中频率估计均方根误

差都更加接近CRLB.

４．２　不同噪声的估计性能

仅通过把信噪比设置为０,５,１０dB来验证改

进后的 Quinn算法的抗噪声性能,显然还不够充

分.为了进一步研究新算法的抗噪声性能,仿真

参数设置如下:设定在上述正弦信号参数不变的

情况下,分别在信号中加入相对频偏δ为０,０．２５,

０．５,信噪比在－２~１２dB之间取１５个离散点,并
在每个信噪比离散点下进行１０００次 MonteCarlo
仿真,得到的仿真结果如图４、图５和图６所示.

图４　δ＝０不同算法的归一化均方差与CRLB的对比图

图５　δ＝０．２５不同算法的归一化均方差与CRLB的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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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δ＝０．５不同算法的归一化均方差与CRLB的对比图

通过对比发现,在不同信噪比情况下,当相对频

偏δ＝０时,改进后的Quinn算法和 Macleod算法的

归一化均方差更接近 CRLB,RＧQuinn算法性能次

之,Quinn算法的性能最差;当相对频偏δ＝０．２５时,
在不同信噪比情况下,改进后的 Quinn算法的归一

化均方差最接近CRLB,RＧQuinn算法的归一化均方

差比Quinn算法略高,Macleod算法最差;当相对频

偏δ＝０．５时,在不同的信噪比下,改进后的 Quinn
算法、RＧQuinn算法与 Quinn算法的频率估计归一

化均方差都最接近CRLB,Macleod算法最差.从以

上仿真分析可知,改进后的 Quinn算法的频率估计

归一化均方差最接近CRLB,即使是在低信噪比的

情况下,测距精度依然很高.

４．３　测距精度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改进后的 Quinn算法对测距

精度的影响,把信噪比设置为０dB,引入１０个静目

标,分 别 为 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和１６００m.对目标进行仿真如图７、图

８和图９所示.

图７　没有经过频率校正的上下扫频信号目标频点

图８　经过 RＧQuinn算法校正的上下扫频信号目标频点

图９　经过改进的Quinn算法校正的上下扫频信号目标频点

把以上仿真的目标频点代入式 (１)并结合

fi＝ f＋
b －f－

b( ) ,即可求取目标的距离信息[９].其

中f＋
b 代表上扫频谱峰频点,f－

b 代表下扫频谱峰

频点.μ＝B/T 是调频斜率,c 是光速,设 B 为

３２．７６８MHz,周期T 为８１９．２μs,把仿真的上下扫

频谱峰对应的频点代入式(１)可得各算法LFMCW
雷达测距值,如表２所示.

通过表２可知,未经过频率校正的目标频点测

距误差在１．９５９３~１４．１０２２m 之间;经过 RＧQuinn
算法 校 正 的 目 标 频 点 测 距 误 差 在０．７５９０~
３．０３７８m之间;经过改进的 Quinn算法校正的目

标频点的测距误差在０．１２８９~０．４３７５m之间.经

过数据对比可以发现,改进的 Quinn算法测距精

度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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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算法测距值 m

目标实际距离 没有经过校正 RＧQuinn算法 改进 Quinn算法

１００ 　９１．８９６８ 　１００．９６２８ 　１００．１２８９
２００ １９５．０５０６ ２０２．３０５０ １９９．７７０５

３００ ２９７．８６８４ ２９７．９２８４ ２９９．８８０５
５００ ５０１．７９５６ ４９６．９６２２ ４９９．９７３５

６００ ５９８．０４０７ ５９９．０６２５ ６００．０３７２
８００ ８０４．３７５０ ８０１．９３００ ８００．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４．１０２２ １０００．７５９０ ９９９．８９０７
１２００ １１７７．８７５０ １１９８．６８７５ １１９９．６２５０

１４００ １３９４．９６７６ １３９７．３０７５ １３９９．９１８８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５．５６２５ １６０１．２５００ １５９９．９３７５

５　结束语

针对 Quinn算法在相对频偏接近量化频谱时

测距精度很低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后的 Quinn算

法,该算法具有很高的测距精度以及抗噪声性能.
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测距精度高,估计均方根误

差接 近 CRLB,整 体 性 能 优 于 Macleod 算 法、

Quinn算法和 RＧQuinn算法,具有很高的工程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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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帧间差分的次表层探测雷达数据压缩
∗

李　朋１,２,３,刘小军１,２,方广有１,２,３

(１．中国科学院电磁辐射与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２．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３．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　要:针对深空次表层探测雷达相邻帧道数据相似的特性,提出了一种对相邻帧道差值数据进行分

块自适应量化的算法 ——— 帧间差分分块自适应量化(FrameDifferenceBlockAdaptiveQuantization,FDＧ
BAQ).该算法首先对数据进行分块,然后进行帧间差分,并对差值数据或原始数据进行 LloydＧMax量化,
最后用量化后的数据进行重构.在选择对差值数据或原始数据进行量化时,提出用数据方差作为量化误差

的衡量指标,当子块差值数据方差小于原始数据方差时,对差值数据进行量化来替代对原始数据量化,否则

直接量化原始数据,从而大幅减小量化误差.将该方法与已有改进型BAQ 算法比较,实验结果表明,在相

同压缩比条件下,FDＧBAQ算法在数据域和图像域均能取得更好的压缩效果.
关键词:次表层探测雷达;帧间差分;分块自适应量化;量化误差

中图分类号:TN９５７．５２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Ｇ２３３７(２０１８)０５Ｇ０４７１Ｇ０６

SubsurfaceSoundingRadarDataCompressionBasedonFrameDifference
LIPeng１,２,３,LIUXiaojun１,２,FANGGuangyou１,２,３

(１．KeyLaboratoryofElectromagneticRadiationandSensingTechnolog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１００１９０,China;

２．InstituteofElectronic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１００１９０,China;

３．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１０００４９,China)

　　Abstract:Inthisstudy,analgorithm (framedifferenceblockadaptivequantization,FDＧBAQ)basedonthe
similarityofdeepspacesubsurfacesoundingradaradjacentframedataisproposedtoquantifythedifferencedata
adaptively．Thealgorithmfirstlyblockstherawdata,secondlymakesaframedifferencefortheadjacentframedaＧ
ta,thenusestheLloydＧMaxquantizertoquantifythedifferencedata,andreconstructstherawdatautilizingthe

quantifieddataatlast．Beforedeterminingwhethertoquantifythedifferencedataortherawdata,thealgorithmuＧ
tilizesvarianceasanindexmeasuringthequantizationerror．Whenthevarianceofthedifferencedataislessthan
thatoftherawdata,thealgorithmquantifiesthedifferencedatainsteadoftherawdata,otherwise,therawdata
canbequantizeddirectly,whichgreatlyreducesthequantizationerror．Theexperimentalresultsindicatethatthe

proposedFDＧBAQalgorithmcangetbetterperformanceinboththedatadomainandimagedomaincompared
withtheexistingimprovedBAQalgorithms．

Keywords:subsurfacesoundingradar;framedifference;blockadaptivequantization;quantizationerror

０　引 言

深空探测任务中,次表层探测雷达[１Ｇ２]作为重

要载荷被搭载于环绕器或巡视器中,用于获取被

探测星体次表层以下地质结构和分层等信息.随

着高分辨雷达技术[３Ｇ５]的发展,雷达带宽和数据量

急剧增加.然而,深空数据存储容量和有效下行

带宽有限,故需要针对深空次表层探测雷达数据

特点,设计有效的压缩算法,将数据压缩后下传.
分块自适应量化(BlockAdaptiveQuantization,

BAQ)[６]是针对雷达数据近似服从高斯分布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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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特性,基于 LloydＧMax量化器设计的自适应量

化算法.它首次在美国“麦哲伦”号金星探测器搭

载的SAR雷达数据压缩任务中被提出,由于其工

程实现简单,随后被广泛应用.BAQ 算法的广泛

应用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陆续发展了一系

列的改进算法.文献[７]提出一种自适应比特分

配BAQ算法,通过对不同块数据分配不同量化比

特提高压缩性能;文献[８Ｇ１０]分别介绍了 DCTＧ
BAQ算法、FFTＧBAQ算法和DWTＧBAQ算法,并
分析了这几种基于变换域的改进算法的压缩性

能;文献[１１]在一个压缩系统中集成多个不同压

缩比的BAQ量化器,为雷达数据压缩提供不同压

缩比的选择.虽然这些改进算法的压缩性能优于

BAQ算法,但改进的同时增加了大量的计算复杂

度,使得这些算法没有得到实际工程应用.
本文针对分块自适应量化压缩性能较低、其

改进算法计算复杂度高不适合工程应用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帧间差分的分块自适应量化压缩

算法.该算法利用次表层探测雷达相邻帧数据相

似的特点,对相邻帧数据进行差分,并利用 LloydＧ
Max量化器对差值数据进行量化,最后用量化后

的差值数据重构原始数据.实验结果表明,本文

算法在不增加计算复杂度的同时,量化误差大幅

减小,算法压缩性能提升明显.

１　次表层探测雷达数据帧间相似性

本节首先介绍了次表层探测雷达数据模型,
然后分析了次表层探测雷达数据的帧间相似性.

１．１　次表层探测雷达数据模型

为方便表述,以搭载在巡视器上的次表层探

测雷达为例介绍雷达数据模型.当巡视器行进到

某一位置,次表层探测雷达向星体次表层发射电

磁波,电磁波经过介质分界面会反射和散射产生

回波,对雷达接收到的回波进行采样处理,这样获

得的数据存储为一帧数据.然后,随着巡视器行

进到另一位置,雷达继续发射电磁波,并再次获取

该相邻次表层的雷达回波采样数据,存储为下一

帧数据.
最终,随着巡视器的行进,可以获取若干帧沿

地表相邻次表层的雷达回波采样数据,如图１所

示,其中,Fn为第n 帧的一道数据,xij为第i帧中

第j个采样数据.
F１: x１１ x１２  x１L

F２: x２１ x２２  x２L

F３: x３１ x３２  x３L

⋮

Fn:
⋮

xn１

⋮

xn２

⋮


⋮

xnL

图１　深空次表层探测雷达帧间数据模型

１．２　帧间相似性

通常,星体次表层以下地质结构和分层信息

沿地表是缓变的,并且相邻次表层中物质的电磁

反射和散射特性也基本相同.次表层探测雷达在

两个相邻位置发射相同的雷达信号,经过相似的

次表层区域反射和散射的雷达回波具有相似性,
使得次表层探测雷达相邻帧数据具有相似性.

２　算法原理及实现过程

２．１　帧间差分量化模型

　　为分析差分量化的数据重构误差,建立如下

帧间差分量化模型.模型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

SectionＧ１是差分量化部分,通过差分、重构和量化

的循环过程获得所有量化后的差值数据;SectionＧ２
是重构部分,利用第一帧原始数据和量化后的差

值数据,以递归方式获得所有重构的原始帧数据.
用Fi 表示第i帧原始数据,F̂i 表示Fi 的重构帧

数据;Di 表示Fi 与F̂i 帧间的差值数据,D′i表示

量化后帧间差值数据;Q[]表示量化过程,Qi 表

示对帧间差值数据的量化误差.
帧间差分量化模型SectionＧ１:量化

Step１:初始化

F̂１＝F１,D２＝F２－F̂１

Step２:量化、重构、帧间差分循环过程

fori＝２,３,４,,N－１
D′i＝Q[Di]＝Di＋Qi

F̂i＝F̂i－１＋D′
i＝F̂i－１＋Di＋Qi＝

Fi＋Qi

Di＋１＝Fi＋１－F̂i

end
Step３:获得最后一帧重构数据

D′N ＝Q[DN ]＝DN ＋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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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 ＝F̂N－１＋D′N ＝
F̂N－１＋DN ＋QN ＝FN ＋QN

帧间差分量化模型SectionＧ２:重构

Step１:初始化

F̂１＝F１

Step２:重构过程

fori＝２,３,４,,N
F̂i＝F̂i－１＋D′i

end
通过帧间差分量化模型可以发现,获得所有

量化的差值数据后,只需第一帧原始数据,就可以

通过循环递归方式重构所有原始帧数据.并且,
第i帧数据的重构误差为Qi:

F̂i＝F̂i－１＋D′i＝F̂i－１＋Di＋Qi＝Fi＋Qi (１)
值得注意的是,Qi 表示对差值数据的量化误

差,而式(１)中对Fi 的重构误差即为Qi.也就是

说,通过帧间差分量化模型,在接收端重构的帧数

据与原始帧数据的误差仅是对帧间差值数据的量

化误差,而非直接对原始帧数据进行量化产生的

误差.次表层探测雷达数据压缩中,如果能使得

对差值数据的量化误差远小于对原始数据的量化

误差,则可以大幅减小量化误差,提高压缩性能.

２．２　量化误差的判断准则

通常,数据的量化误差主要取决于数据的方

差和动态范围,方差和动态范围越小,量化误差越

小.深空次表层探测雷达相邻帧数据具有相似

性,理论上相邻帧差值数据的方差和动态范围小

于原始帧数据.但是,当次表层结构变化剧烈或

某一帧数据出现错误等情况发生时,帧间差值数

据的方差和动态范围可能会大于原始帧数据,使
得对帧间差值数据的量化误差大于对原始帧数据

的量化误差,造成算法性能的不稳定.
为保证算法稳定性,当考虑对帧间差值数据

或原始帧数据进行量化时,需要对二者的量化误

差大小进行准确判断.这里,采用数据方差作为

量化误差大小的判断准则.文献[１２]中分析了

LloydＧMax量化器的均方量化误差:

E[ε２
q]＝σ２

x －∑
M

j＝１
y２

j∫
bj

bj－１
fX(x)dx (２)

式中,右边第一项σ２
x 表示量化器输入数据的方差,

右边第二项表示量化器输出电平的二阶矩,[bj－１,

bj]和yj 分别表示第j 个量化区间的边界和输出

量化电平,fX (x)表示量化器输入数据的概率密

度函数,M 表示量化区间数量.
本文算法使用LloydＧMax量化器对差值数据

或原始数据进行量化.根据式(２)可以发现,在量

化器选定的前提下,量化器输入数据的方差是影

响量化器均方误差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将量化

器输入数据的方差作为衡量量化误差的判断准

则,数据方差越小表明均方量化误差越小.值得

注意的是,使用 LloydＧMax量化器时需要求解数

据的方差,这里引入这个判断准则,只增加了一个

比较过程,不会增加额外的计算复杂度.

２．３　算法实现

算法的原理框架如图２所示,算法流程如下:

１)将每帧数据进行均匀分块,长度为L 的帧

数据均分成若干长度为K 的子块数据,用(x１,x２,

x３,x４,,xL)表示任意一帧数据,分块过程如式

(３)所示:
(x１,x２,xK ,xK＋１,xK＋２,,x２K ,,

xL－K＋１,xL－K＋２,,xL)→
(x１,x２,,xK)∪(xK＋１,xK＋２,,x２K)∪

∪(xL－K＋１,xL－K＋２,,xL) (３)

２)将当前处理的第i帧块数据Fi 与相邻前

一帧块重构数据F̂i－１进行差分,获得帧间差值数

据Di:

Di＝Fi－F̂i－１ (４)

３)计算当前帧块数据Fi 和差值Di 的方差,

d 表示帧间差值数据Di 的平均值,x 表示帧块数

据Fi 的平均值.

σ２
D ＝

１
K ∑

iK＋K

j＝iK＋１

(dj －d)２ (５)

σ２
F ＝

１
K ∑

iK＋K

j＝iK＋１

(xj －x)２ (６)

４)判断σ２
D 与σ２

F 的大小,如果σ２
D ＜σ２

F,将差

值数据Di 进行LloydＧMax量化,并获得量化差值

数据D′i;否则,将原始帧块数据Fi 进行 LloydＧ
Max量化获得F̂i.

５)重构:若 LloydＧMax量化器输出为 F̂i,则
重构数据不变;若 LloydＧMax量化器输出为 D′i,
则用式(７)重构数据,并将 F̂i 传递到帧间差分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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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i－１＋D′
i (７)

６)将当前帧块数据设置为Fi＋１,返回步骤２).

图２　帧间差分分块自适应量化算法原理框图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制的某

高分辨次表层探测雷达采集的数据进行仿真实

验,选取尺寸为４０９６×２０００的回波数据作为实验

数据,共计２０００帧数据,每帧４０９６个采样点,数
据经 A/D量化后以１６bit有符号位存储.为了分

析本文算法性能,选取目前应用广泛、工程计算复

杂度相当的BAQ算法进行对比实验.另外,文献

[７]提出了一种自适应比特分配 BAQ 改进算法

　　

(AＧBAQ算法),该算法相比于 BAQ 算法压缩性

能提升比较显著,故将本文算法与 AＧBAQ 算法也

进行比较.
表１、表２、表３分别是３种算法在不同压缩比下

的数据域与图像域压缩性能指标[１３Ｇ１４]对比结果.

NMSE＝
∑
M

i＝１
∑
N

j＝１

(f(i,j)－g(i,j))２

∑
M

i＝１
∑
N

j＝１
f (i,j)２

(８)

SNR＝１０×lg
∑
M

i＝１
∑
N

j＝１
f(i,j)２

∑
M

i＝１
∑
N

j＝１

(f(i,j)－g(i,j))２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９)

PSNR＝１０×lg
∑
M

i＝１
∑
N

j＝１
fmax (i,j)２

∑
M

i＝１
∑
N

j＝１

(f(i,j)－g(i,j))２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１０)

NMSE 为归一化均方误差,SNR 为量化信噪

比,PSNR 为峰值量化信噪比,定义分别如式(８)、
式(９)和式(１０)所示.其中,f(i,j)表示原始数据

在(i,j)处的数值,g(i,j)表示f(i,j)的重构数

据,对于１６bit有符号位存储的数据fmax(i,j)取
值为３２７６８.

表１　压缩比１６∶２的３种算法压缩性能比较

压缩方法
数据域性能指标 图像域性能指标

NMSE SNR/dB PSNR/dB NMSE SNR/dB PSNR/dB

本文算法 ０．０３９９ １３．９９２１ ３６．３３２２ ０．０１６５ １７．８１６６ ４０．６７９７

AＧBAQ ０．０８０８ １０．９２６５ ３３．２６６６ ０．０４４８ １３．４８７７ ３６．３５０８

BAQ ０．１２４４ ９．０５０８ ３１．３９１０ ０．０８００ １０．９６７８ ３３．８３０９

表２　压缩比１６∶３的３种算法压缩性能比较

压缩方法
数据域性能指标 图像域性能指标

NMSE SNR/dB PSNR/dB NMSE SNR/dB PSNR/dB

本文算法 ０．００９９ ２０．０５５１ ４２．３９５２ ０．００４７ ２３．２７９８ ４６．１４２９

AＧBAQ ０．０２２０ １６．５７７４ ３８．９１７５ ０．０１１７ １９．３００５ ４２．１６３６

BAQ ０．０３７４ １４．２６６３ ３６．６０６４ ０．０２１５ １６．６７６６ ３９．５３９７

表３　压缩比１６∶４的３种算法压缩性能比较

压缩方法
数据域性能指标 图像域性能指标

NMSE SNR/dB PSNR/dB NMSE SNR/dB PSNR/dB

本文算法 ０．００３１ ２５．０３５４ ４７．３７５６ ０．００１４ ２８．４１８２ ５１．２８１３

AＧBAQ ０．００６１ ２２．１６８４ ４４．５０８５ ０．００３１ ２５．１２９４ ４７．９９２６

BAQ ０．０１０８ １９．６６１８ ４２．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３ ２２．０２３３ ４４．８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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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表２、表３的实验结果表明,无论在数据

域或图像域,相同压缩比条件下,本文算法的各压

缩性能指标均优于 AＧBAQ算法和BAQ算法.在

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４压缩比下,本文算法数据域量

化信噪比较 AＧBAQ 算法分别提升３０６,３４７和

２８７dB,较 BAQ 算 法 分 别 提 升 ４９４,５７９ 和

５３７dB;本文算法图像域量化信噪比较 AＧBAQ
算法分别提升４３３,３９８和３２９dB,较 BAQ 算

法分别提升６８５,６６０和６３９dB.这说明使用本

文算法压缩次表层探测雷达数据时,算法压缩性

能提升显著.
图３中４幅图分别是未经压缩的原始数据和

１６∶３压缩比下本文算法、AＧBAQ 算法以及BAQ
算法重构数据的成像结果.４幅图像的对比结果

表明,本文算法压缩数据成像效果最好,AＧBAQ
算法次之,BAQ 算法效果最差;AＧBAQ 算法和

BAQ算法压缩数据成像会产生一些类似椒盐噪声

的斑点,而本文算法压缩后数据成像几乎没有斑

点,相比于原始数据的成像结果,直观上没有明显

恶化.

(a)原始图像

(b)本文算法

(c)AＧBAQ算法

(d)BAQ算法

图３　压缩比１６∶３的３种算法压缩数据成像与

原始数据成像效果对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献[７]中所述 AＧBAQ
算法似乎是当前 BAQ 改进算法中计算复杂度增

加最少的一种优化改进算法.但本文算法利用次

表层探测雷达帧间数据的相似性,进行帧间差分,
然后对差值数据进行分块自适应量化.相比于

BAQ算法,本文算法仅增加了数据差分和方差比

较过程,而这两种处理过程几乎不会增加计算复

杂度,故本文算法的计算复杂度远低于 AＧBAQ 算

法.并且,本文算法压缩性能较 AＧBAQ 算法和

BAQ算法提升显著.

４　结束语

本文针对深空次表层探测雷达数据量大需要

进行压缩的问题,在分析了次表层探测雷达帧间

数据相似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帧间差分分块

自适应量化算法.这种算法将对原始数据的量化

误差转化为对差值数据的量化误差,大幅减小量

化误差,提高算法压缩性能.并且本文提出采用

数据方差作为量化误差的衡量指标,为选择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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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数据或原始数据进行量化提供依据,保证了算

法的稳定性.通过对实测高分辨次表层探测雷达

数据的仿真实验发现,本文算法在几乎不增加计

算复杂度的情况下,压缩性能较 AＧBAQ 算法和

BAQ算法提升显著.在工程实现时,本文算法只

需在经典BAQ 算法基础上增加帧间差分和方差

比较模块,计算复杂度低,硬件改动较少,具有重

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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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SR的SAR目标型号识别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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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基于稀疏描述(SR)的识别算法的计算复杂度高,不利于算法实时、高效实现的问题,提出

了一种快速稀疏描述(ESR)算法,以提高合成孔径雷达(SAR)图像目标型号识别的效率.考虑到SAR 图

像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惰性变化的特点,将每个型号目标的训练样本在一定方位区间内分别取平均,采用

平均样本表征该方位区间内的若干个样本,以减少训练样本的数目,达到有效降低算法计算复杂度,提高

SAR目标型号识别算法效率的目的.实测的 MSTAR数据验证了所提快速算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稀疏描述(SR);SAR图像;目标型号识别;计算复杂度

中图分类号:TN９５７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Ｇ２３３７(２０１８)０５Ｇ０４７７Ｇ０６

AchievingSyntheticApertureRadarTargetConfigurationRecognitionvia
anEfficientSparseRepresentationBasedAlgorithm

LIU Ming１,CHENShichao２,LUFugang２,WUJie１,XING Mengdao３

(１．SchoolofComputerScience,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７１０１１９,China;

２．Xi’anModernControl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Xi’an７１００６５,China;

３．NationalKeyLabofRadarSignalProcessing,XidianUniversity,Xian７１００７１,China)

　　Abstract:Therecognitionalgorithmsbasedonsparserepresentation(SR)sufferfromheavycomputational
complexityandthusarehardtorealizeinpracticalapplications．Tosolvetheproblem,anefficientSR(ESR)alＧ

gorithmisproposedinthispaper．TakingaccountofthefactthatSARimageshavethepropertyofvaryingslowＧ
lyinasmallrangeofazimuthangles,anaveragesampleiscalculatedtorepresentthesampleswhichcoverrelated
angles．Thecomputationalcomplexitycanbedramaticallyreducedwithasmallnumberofthetrainingsamples．
Theefficiencyoftheproposedalgorithmcanbeimproved．Theeffectivenessoftheproposedalgorithmisverified
onthemeasuredMSTARdatabase．

Keywords:sparserepresentation(SR);SARimage;targetconfigurationrecognition;computationalcomＧ

plexity

０　引 言

合成 孔 径 雷 达 (SyntheticApertureRadar,

SAR)由于其全天时、全天候,能够穿透云、雨、烟、
雾等优点,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军事和民用等诸多

领域[１Ｇ３].其中,基于SAR 的自动目标识别(AuＧ
tomaticTargetRecognition,ATR)技术是SAR应

用的一个研究热点[４Ｇ５],它的研究对于环境监测、敌
我识别和灾害评估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传统的SAR 目标识别算法针对目标类型的

识别,也就是说,同一类型不同型号的样本在识别

时被认为是一样的[６Ｇ８].而目标的型号识别比类型

识别更具挑战性,因为同一类型目标的不同型号

之间的差异非常小,如同一类型坦克上有没有机

关枪和油箱、天线是否展开等.高精度的目标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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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识别对于战场感知、精确打击等需要获取目标

详细信息的应用领域是非常必要的,有着重要的

应用价值[９Ｇ１０].
稀疏描述是一种有效的模式识别、机器学习

理论,已被成功应用于雷达成像[１１]、图像处理[１２]、
数据压缩[１３]、模式识别[１４]等领域.稀疏描述用于

识别时,利用所有训练样本构造字典矩阵,然后求

解测试样本的稀疏向量,最终根据稀疏向量计算

重构误差得到识别结果.基于稀疏描述的 SAR
目标型号识别算法可以得到较好的识别结果[１０],
但是由于阴影效应、信号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将三

维场景投影到平面等原因[８],SAR 图像对目标方

位角的变化较为敏感.为了实现较好的 SAR 目

标型号识别,对训练样本有较大的需求,通常需要

覆盖整个方位区间的大量训练样本来全面捕获目

标特征,这就使得基于稀疏描述的SAR目标型号

识别算法的计算复杂度较高,不利于算法的实时

性和高效性.
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快速稀疏描述(EfＧ

ficientSparseRepresentation,ESR)算 法,实 现

SAR目标的型号识别.考虑到虽然SAR 图像对

于目标方位角的变化较为敏感,但是在一定的角

度范围内目标图像的形态变化不大,也即在一定

角度范围内目标SAR图像惰性变化的特点[１５],所
提算法将每个型号的训练样本在一定的方位区间

内分别取平均,采用不同型号在不同方位区间的

平均样本表征原来方位区间内的若干个样本.这

样可有效减少训练样本的数目,显著降低算法的

计算复杂度,提高基于稀疏描述的SAR目标型号

识别算法的效率.

１　基于稀疏描述的SAR目标型号识
别算法

　　采用稀疏描述理论进行SAR 目标型号识别

时,首先利用属于第ii＝１,２,,C( ) 个型号的

Ni 个训练样本构造矩阵Ai,Ni 为第i个型号的训

练样本个数,Ai ＝ xi１,xi２,,xiNi{ } ,xij 表示由

第i个型号的第jj＝１,２,,Ni( ) 个训练样本形

成的列向量.那么,所有型号目标的训练样本可

以形成字典矩阵D ＝ A１,A２,,AC{ } ,对于测试

样本y 来说,它可用字典矩阵D 线性描述为

y＝Da (１)
式中,a 表示对应的系数向量,若测试样本y 属于

第i个型号,则理想情形下a 中的系数应只与第i
个型 号 训 练 样 本 相 对 应 的 为 非 零 值,其 余 均

为零[１４]:

aN×１＝ ０,,０,ai１,ai２,,aiNi,０,,０{ }T (２)
式中,N＝N１＋N２＋＋NC 为所有型号目标的

训练样本总数,当Ni ≪N 时,此向量是稀疏的.
然后,求解如下带约束的优化问题获得稀疏

向量â:

â＝argmina １　s．t．Da＝y (３)
严格来说,信号的稀疏性应该用０范数来加以

刻画,但是,０范数的求解是一个 NPhard问题.
针对此问题,通常有两种常用的求解算法,一种是

Chen,Candes等提出的将该问题松弛到１范数加

以求解[１６Ｇ１７].在一定条件下,其求解结果和０范

数是一致的,１范数的求解是凸优化问题,可以采

用基追踪(BasisPursuit,BP)算法进行求解[１６];另
一种是采用 Tropp等提出的基于贪婪迭代的正交

匹配追踪(OrthogonalMatchingPursuit,OMP)算
法[１８]进行求解.

得到稀疏向量â 后,根据下式进行识别:

labely( ) ＝argmin
i

y－Dfi â( ) ２ (４)

式中,labely( ) 为样本的识别结果,fi â( ) 为选择

函数,其将稀疏向量â 中对应类别i的元素保留下

来,将其余位置的元素置为零.

２　基于快速稀疏描述的SAR目标型
号识别算法

　　基于稀疏描述的SAR 目标型号识别算法可

以得到较好的识别结果,但是由于目标所在的

SAR图像对于目标方位角的变化较为敏感[９Ｇ１０],
如图１所示,以第一行和第一列的SAR图像为例

进行说明,第一行为不同型号的目标在相同的方

位角(０°)下的SAR图像,第一列为同一型号目标

在不同方位角下的SAR图像.对比可以发现,图
像在行方向上的差异要远小于图像在列方向上的

差异.因此,为了较好地实现 SAR 目标型号识

别,通常需要覆盖０°~３６０°方位区间的大量训练样

本来全面获取目标的特征,这样就使得基于稀疏

描述的SAR目标型号识别算法具有较高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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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度.假定样本的特征维数是D,字典矩阵里

基向量的个数为 N,那么,如果采用BP算法求解

稀疏向量,则其计算复杂度为O D２N
３
２( ) ,如果采

用 OMP算法求解稀疏向量,则其计算复杂度为

O DN( )
[１９]. 为有效降低算法的计算复杂度,本文

提出一种快速稀疏描述算法实现SAR 目标型号

识别.

图１　不同目标在不同方位角下的SAR图像

如前所述,SAR图像对于目标方位角的变化

较为敏感,但是对于某一确定方位的目标图像,在
一定角度范围内目标SAR 图像具有惰性变化的

特点[１５],如图 ２ 所 示,以 图 ２ 中 第 二 行 的 目 标

BMP２Ｇ９５６６为例,其在１６１°,１６２°,１６３°和１６５°的

SAR图像差异并不大.根据SAR图像的此特点,
本文所提算法将每个型号的训练样本在一定的方

位区间内分别取平均,采用不同方位区间的平均

样本表征原来方位区间内的若干个样本.具体来

说,将０°~３６０°整个方位区间划分成K 块,则每块

覆盖３６０°/K 的角度范围,将矩阵Ai 落在每个划

分块内的所有训练样本取平均,即

xik ＝
１
T∑

T

t＝１
xit (５)

式中,xik 表示矩阵Ai 落在第k(k＝１,２,,K)个

划分块里的T 个训练样本的平均样本.
得到K 个平均样本后,以这K 个平均样本代

替原来的Ni 个训练样本形成新的矩阵A
~
i,即A

~
i＝

xi１,xi２,,xiK{ } .利用A
~
i 构建新的字典矩阵

D
~
＝A

~
１,A

~
２,,A

~
C{ } ,然后求解如下带约束的优

化问题获得新字典下的稀疏向量â′:

â′＝argmin a′ １　s．t．D
~
a′＝y (６)

得到稀疏向量â′后,根据下式进行识别:

labely( ) ＝argmin
i

y－Dfi â′( ) ２ (７)

可以看出,本文算法中构建的新字典D
~

中只

包含CK 个基向量,很显然CK 小于N,所提算法

可有效地降低算法的计算复杂度,提高算法的高

效性和实时性.

图２　不同目标在５°方位角区间内的SAR图像

以SAR目标识别算法常用的 MSTAR 数据库

为例,假设进行３类７种不同型号(BMP２Ｇ９５６３,

BMP２Ｇ９５６６,BMP２ＧC２１,BTR７０ＧC７１,T７２Ｇ１３２,T７２Ｇ
８１２,T７２ＧS７)数据的目标识别,这些目标总共包含

１６２２个训练样本,那么基于稀疏描述的识别算法采

用 BP 算 法 求 解 稀 疏 向 量 的 计 算 复 杂 度 是

O(１６２２
３
２D２),采用 OMP算法求解稀疏向量的计

算复杂度为O(１６２２D).如果采用本文所提算法进

行识别,特征维数D 保持不变,假定以５°为间隔对

整个方位区间进行划分,则每个型号目标可以得到

７２个平均样本,７个型号目标就可以得到７２×７＝
５０４个平均样本,也即字典矩阵中的基向量个数是

５０４,这时采用BP算法和 OMP算法求解稀疏向量

的计算复杂度分别是O(５０４
３
２D２)和O(５０４D),采

用本文所提算法的计算复杂度不到原来的１/３,算
法的计算复杂度得到了有效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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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利用美国 MSTAR数据进行实验验证所提算

法的有效性[８Ｇ１０],选取其中３类７种不同型号的目

标,目标SAR图像的大小为１２８像素×１２８像素,
雷达工作在X波段,采用聚束模式进行成像,分辨

率为０．３m×０．３m,方位覆盖范围为０°~３６０°.表

１给出了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的型号和样本个数.

表１　训练样本与测试样本的型号及样本个数

目标型号 训练样本数 测试样本数

BMP２

９５６３ ２３３ １９５

９５６６ ２３２ １９６

C２１ ２３３ １９６

BTR７０ C７１ ２３３ １９６

T７２

１３２ ２３２ １９６

８１２ ２３１ １９５

S７ ２２８ １９１

样本总数 １６２２ １３６５

首先在 BMP２数据集上进行实验,以５°为一

个方位区间对训练样本进行取平均操作,特征维

数为１０２４.选取 SRＧBP、SRＧOMP、支持向量机

(SupportVectorMachine,SVM)、K 近邻分类器

(K NearestNeighbor,KＧNN)四种不同的算法在

此数据集上进行实验,以验证所提算法的有效性.

SRＧBP为采用BP算法求解稀疏向量的SR算法,

SRＧOMP为采用 OMP算法求解稀疏向量的 SR
算法,ESRＧBP和ESRＧOMP为对应本文所提的快

速SR算法.不同算法下的实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由识别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所提算法的效果要弱

于SR,可见所提快速稀疏描述算法在降低算法复

杂度的同时也损失了一部分有效信息,但是由于

SAR图像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惰性变化的特点,
信息的损失较小,因此其识别结果仍然要优于

SVM 算法和 KＧNN算法.由表２可见,所提快速

稀疏描述算法在大幅度降低算法复杂度的前提

下,能达到８７．２２％的平均识别率.
下面采用 T７２数据集验证所提快速稀疏描述

算法的有效性,实验条件和上述相同,对应的实验

结果如表３所示.可以看到,在此条件下,所提快

速稀疏描述算法的性能仍然较为优越,可以获得

９４．８５％的正确识别率.由实验结果可见,所提算

法在 T７２数据集上同样可以取得满意的识别结果.

表２　BMP２目标型号识别结果 ％

算法
BMP２

９５６３ ９５６６ C２１

平均
识别率

SRＧBP ８５．１２ ９４．３９ ８７．７６ ８９．１０

SRＧOMP ８４．６２ ９２．８６ ８７．２４ ８８．２５

ESRＧBP ８３．５９ ９２．３５ ８５．７１ ８７．２２

ESRＧOMP ８２．０５ ９１．８４ ８５．２０ ８６．３７

SVM ７６．４１ ８２．１４ ７８．０６ ７８．８８

KＧNN ６３．０８ ６６．３３ ６４．８０ ６４．７４

表３　T７２目标型号识别结果 ％

算法
T７２

１３２ ８１２ S７

平均
识别率

SRＧBP ９６．９４ ９８．４６ ９５．２９ ９６．９１

SRＧOMP ９５．９２ ９７．４４ ９３．７２ ９５．７０

ESRＧBP ９４．９０ ９６．９２ ９２．６７ ９４．８５

ESRＧOMP ９３．３７ ９４．８７ ９１．１０ ９３．１３

SVM ８５．２０ ９２．３１ ８６．３９ ８７．９７

KＧNN ７６．５３ ８２．０５ ７３．３０ ７７．３２

最后,将所提算法在表１所示的全部７个型

号目标上进行实验,相应的实验结果如表４所

示.可以看到,在多型号数据条件下,所提快速

稀疏描述算法依然可以取得满意的识别结果.
由实验结果可见,SAR图像虽然具有明显的方位

角敏感特性,但其在一定的范围内图像具有惰性

变化的特点,利用区间内的平均样本可较好地表

征这一区间内的样本特性.虽然这样会造成一

部分识别信息的损失,但损失较小.在需要快速

识别的情形下,可考虑采用本文所提的快速稀疏

描述识别算法.图３为不同算法对各个型号目标

的识别结果图.

表４　７个型号目标识别结果 ％

算法
BMP２

９５６３ ９５６６ C２１

BTR７０

C７１

T７２

１３２ ８１２ S７

平均

识别率

SRＧBP ８３．０８ ９１．８４ ８５．７１ ９９．４９ ９４．９０ ９６．９２ ９２．１５ ９２．０１

SRＧOMP ８２．０５ ９１．３３ ８４．６９ ９９．４９ ９３．８８ ９６．４１ ９１．６２ ９１．３６

ESRＧBP ８１．０３ ９０．８２ ８４．１８ ９９．４９ ９２．８６ ９４．８７ ９０．０５ ９０．４８

ESRＧOMP ８０．００ ９０．３１ ８３．６７ ９８．４７ ９１．３３ ９３．８５ ８９．０１ ８９．５２

SVM ７２．３１ ７６．５３ ７３．４７ ９０．８２ ８１．６３ ８８．７２ ８３．７７ ８１．０３

KＧNN ５５．９０ ６０．２０ ５８．６７ ７９．０８ ７１．４３ ７６．４１ ６８．０６ ６７．１１

表５和表６分别给出了ESRＧBP算法和ESR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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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算法对各个型号的识别结果

OMP算法在不同方位区间下的算法复杂度,可以

看出,样本的方位区间取得越大,算法的计算复杂

度就越低,但相应的识别结果也会变差,对应的识

别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见,在方位区间取为

２°的时候,识别结果可达到９１．２８％,当方位区间增

大到１２°的时候,识别精度会下降到８６．０８％.因

此,实际应用中需要对识别精度和算法复杂度进

行折中考虑.

表５　ESRＧBP算法在不同方位区间下的算法复杂度

方位区间 算法复杂度

０°(SRＧBP) O(１６２２
３
２D２)

２° O(１２６０
３
２D２)

５° O(５０４
３
２D２)

８° O(３１５
３
２D２)

１２° O(２１０
３
２D２)

表６　ESRＧOMP算法在不同方位区间下的算法复杂度

方位区间 算法复杂度

０°(SRＧOMP) O(１６２２D)

２° O(１２６０D)

５° O(５０４D)

８° O(３１５D)

１２° O(２１０D)

图４　所提快速稀疏描述算法在不同方位区间下的实验结果

４　结束语

利用SAR 图像在一定角度范围内惰性变化

的特点,本文提出了一种快速稀疏描述算法,有效

地降低了基于稀疏描述的SAR 目标型号识别的

算法复杂度.方位区间设置越小,则目标信息保

留越完整,算法复杂度也就相应越高,但识别结果

越好;方位区间设置越大,则目标信息损失越多,
识别结果有所降低,但对应的算法复杂度也越低,
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具体要求选择合适的识别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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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的THzＧSAR高频振动误差补偿方法
∗

夏慧婷１,２,李银伟１,２,付朝伟１,２,王海涛１,２

(１．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上海 ２０００９０;

２．上海目标识别与环境感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 ２０００９０)

　　摘　要:将太赫兹波用于SAR成像可以解决常规SAR成像帧速低、慢动目标检测困难等问题.太赫

兹合成孔径雷达(THzＧSAR)与传统微波SAR成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运动补偿.因为THzＧSAR的工作波

长比传统微波SAR要短得多,平台的微小振动会影响成像质量,尤其是高频振动误差.平台的高频振动会

在成像结果中引入成对回波,传统SAR成像算法无法实现成对回波的聚焦,也就无法准确估计振动参数,
进而构造参考函数补偿高频振动带来的正弦调制相位.首先基于多普勒 Keystone变换(DKT)的 THzＧ
SAR成像算法实现成对回波的聚焦成像;然后提出小波多分辨分析的方法估计高频振动频率,结合参数空

间投影法完成振动幅相的估计,并实现高频振动误差的补偿;最后采用点目标的回波数据仿真验证了所提

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太赫兹;合成孔径雷达;高频振动误差;小波多分辨分析;振动估计

中图分类号:TN９５８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Ｇ２３３７(２０１８)０５Ｇ０４８３Ｇ０８

AnImprovedHighFrequencyVibrationCompensationApproachforTerahertzSAR
XIA Huiting１,２,LIYinwei１,２,FUChaowei１,２,WANGHaitao１,２

(１．ShanghaiRadioEquipmentResearchInstitute,Shanghai２０００９０,China;

２．Shanghai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ofTargetIdentificationandEnvironmentPerception,Shanghai２０００９０,China)

　　Abstract:TheuseofterahertzwaveinSARimagingcansolvethedifficultiesofframerateanddetectionof
slowmovingtargetsinconventionalSARimaging．ThemostimportantdifferencebetweenterahertzSAR (THzＧ
SAR)andconventionalSARisthetreatmentonmotioncompensation．ForthereasonthatthewavelengthofteraＧ
hertzSARismuchshorterthanthatofconventionalmicrowaveSAR,thetinyvibrationofSARplatformwillblur
SARimages,especiallyhighfrequencycomponents．Thehighfrequencyvibrationwillresultinpairedechoesin
SARimaging,whichcantbefocusedwithtraditionalSARimagingalgorithms．Thusthevibrationparameters
cantbeestimatedpreciselyenoughtoconstructthereferencefunctiontocompensatethesinusoidalmodulation
phase．SowefirstgetfocusedpairedechoesinterahertzSARimagingthroughDopplerKeystonetransform
(DKT),thenproposeafrequencyestimationmethodbasedonwaveletmultiＧresolutionanalysis,alongwithparaＧ
metricspaceprojectionmethod,tocompletethehighfrequencyvibrationestimationofterahertzSAR．Atlast,the
numericaltestsusingthepointtargetechoesvalidatetheproposedmethod．

Keywords: terahertz;syntheticapertureradar(SAR);highfrequencyvibrationerror;wavelet multiＧ
resolutionanalysis;vibrationestimation

０　引 言

太赫兹波通常指频率在０．１~１０THz之间的

电磁辐射,波长为３mm~３０μm.从频率上看,太

赫兹波介于毫米波与红外光之间;从能量上看,太
赫兹波介于电子和光子之间.由于太赫兹波的特

殊性质,将其用于合成孔径雷达成像可以打破传

统光学雷达和毫米波雷达成像的诸多瓶颈.与光

学雷达相比,太赫兹合成孔径雷达(TerahertzSyn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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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icApertureRadar,THzＧSAR)具有高透射性,
能穿透介质材料探测隐蔽物体,可用于安检、质检

领域;与微波、毫米波雷达相比,THzＧSAR分辨率

高、对目标微动敏感,可用于微动目标检测等领

域[１Ｇ４].因此,THzＧSAR 成像技术已成为当前太

赫兹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微波SAR中,常见的运动误差分为位置误差

和姿态误差.通常,姿态误差可采用天线伺服平

台控制波束指向,稳定飞行姿态,对成像结果影响

较小;而位置误差会导致回波信号包络和相位的

畸变,对成像结果影响较大,需重点补偿.低频段

的相位误差主要来源于航向速度、加速度及视线

加速度的误差,三者的限制条件都与波长成反比,
而高频 段 相 位 误 差 的 限 制 条 件 均 与 波 长 成 正

比[５];并且 THzＧSAR平台的高频振动误差虽然振

幅很小不会影响航迹,却会严重影响回波相位,使
成像结果恶化,而现有运动传感器也尚未达到检

测毫米级高频振 动 误 差 的 精 度[６].因 此 THzＧ
SAR对高频振动误差的补偿要求更高.

关于 THzＧSAR高频振动误差补偿算法,很多

学者已给出一些研究成果.文献[６]针对太赫兹

视频SAR高频振动误差提出一种结合运动传感

器、光学隔振平台和回波数据自聚焦于一体的三

级运动补偿法,但光学隔振平台体积较大,不方便

安装于机载平台且价格较贵.文献[７]提出了基

于回波数据的 THzＧSAR运动补偿方法,仍然应用

了隔振平台.文献[８Ｇ９]采用参数化自聚焦实现

THzＧSAR振动补偿,对振动频率的估计采用了短

时傅里叶变换(STFT),但该方法存在分辨率单

一、高频分辨率低且无法同时达到时间、频率分辨

率最优等问题.文献[１０]采用小波变换对常规

SAR中振动目标参数进行估计,与STFT 方法相

比,小波变换在高频处的分辨率更高,具有更大的

频率估计范围.本文采用改进的多普勒 Keystone
变换(DopplerKeystoneTransform,DKT)方法实

现 THzＧSAR成对回波的聚焦成像,引入小波多分

辨分析进行平台振动频率估计,可以实现平台高

频振动频率下的精确估计,再结合参数空间投影

法估计振动幅相实现 THzＧSAR高频振动误差的

精确补偿,能有效提升 THzＧSAR平台实际成像质

量,最后采用点目标仿真证明了上述结论.

１　 几何模型

现有研究表明,机载 THzＧSAR平台沿雷达视

线方向(LOS)的高频振动对成像有影响,而垂直视

线方向的高频振动对成像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６].
设机载THzＧSAR成像几何模型如图１所示,建立

坐标系OXYZ,平台在距地面高度h 处沿Y 轴方向

水平飞行,工作于正侧视观测模式,速度大小为va,
下视角为θL.考虑平台高频振动为单频的情况,并
且近似为简谐振动.若平台无振动时的瞬时相位中

心位于C 点,平台有振动时的瞬时相位中心在LOS
方向的投影为C′点,则t时刻,平台在LOS上的瞬

时振动偏移量r(t)(即CC′)可表示成

r(t)＝Avsin２πfvt＋φv( ) (１)
式中,Av,fv,φv 分别表示该高频振动分量的振

幅、频率及初相.定义当 fvTa ≥１时,雷达平

台的振动频率属于高频,Ta 表示合成孔径时间.

图１　机载平台振动成像几何模型

平台振动中心C 点到目标P 的瞬时斜距大小

为RC(t)＝ R２
０＋v２

at２ ≈R０＋v２
at２/２R０( ) (R０ 为

雷达到目标的最短斜距),则平台振动下的相位中

心C′点到目标P 的瞬时斜距可以写成

RC′(t)＝RC(t)＋r(t)＝R０＋
v２

at２

２R０
＋

Avsin２πfvt＋φv( ) (２)
易知,回波信号的瞬时多普勒频率表达式为

fd(t)＝－
２
λ

dRC′(t)
dt ＝

－
２v２

at
λR０

－
４πAvfv

λ cos(２πfvt＋φv) (３)

４８４　　　　 雷达科学与技术 第１６卷第５期





由式(３)可知,THzＧSAR 平台的高频振动在多普

勒频率表达式中引入了一系列正弦调制的频率成

分,其大小与高频振动的振幅、频率、初相等有关.

２　信号模型

假设雷达发射线性调频信号,平台接收的回

波信号经脉冲压缩后表示为[１１]

s(fτ,t)＝Wr(fτ)wa(t－t０)exp －j４π
f０＋fτ

c RC(t)－
é

ë
êê

j４π
f０＋fτ

c Avsin２πfvt＋φv( )
ù

û
úú (４)

式中,fτ 为距离频率,t为方位时间,Wr()为距离

频谱的包络,wa()为方位时域包络,t０ 为波束中

心穿越时刻,f０ 为雷达载频,c为光速.
对式(４)进行Bessel级数展开,再变换到两维

频域,得到[１１]

s(fτ,fa)＝ ∑
＋∞

n＝－∞
Jn(z)Wr(fτ)Wa(fa－nfv)

exp－j２π(fa－nfv)t０[ ]expjnφv＋π( )[ ]

expj－
４π
c f０＋fτ( )R０－

πcR０nfv

f０＋fτ( )v２
a
fa＋

é

ë
êê{

πcR０

２f０＋fτ( )v２
a
f２

a＋
πcR０n２f２

v

２f０＋fτ( )v２
a

ù

û
úú } (５)

式中,fa 为方位向频率,Jn (z)为n 阶 Bessel函

数,z＝４π
f０＋fτ

c Av.

式(５)的最后一个相位项中,第二、三项分别

表示距离走动和距离弯曲,第四项表示平台振动

引入的相位项,在窄带假设下,满足f０≫fτ,近

似成

πcR０n２f２
v

２f０＋fτ( )v２
a
≈

πcR０n２f２
v

２f０v２
a

＝－
πΔ２

Ka
(６)

式中,Δ＝nfv,Ka＝－２v２
a/λR０( ) 为方位向等效调

频率.
采用文献[１１]中基于 DKT 的成像算法对式

(５)信号进行处理,流程图如图２所示,主要分为４
个步骤,即距离走动校正、距离徙动校正、方位二

次相位补偿以及剩余视频相位(RVP)消除(每步

的详细操作参见文献[１１]).最终得到 THzＧSAR
成像结果如式(７)[１１]所示.

图２　DKT成像算法流程图

ss(τ,t)＝∑
∞

n＝ －∞
Jn(z)sincBat－t０＋

Δ
Ka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expjn２πfvt＋φv＋π( )[ ]

sincBrτ－
２R０

c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exp－j

４π
λR０

æ

è
ç

ö

ø
÷＝

sincBat－t０＋
Δ
Ka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exp－j
４π
λAvsin２πfvt＋φv( )

é

ë
êê

ù

û
úú

sincBrτ－
２R０

c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exp－j

４π
λR０

æ

è
ç

ö

ø
÷

(７)
式中,sinc( ) 表示辛克函数,Br 表示发射信号带

宽,Ba 表示信号的多普勒带宽.
式(７)的第一项sinc函数表示SAR成像结果

的方位向聚焦情况,其中包含与平台振动有关的

时间序列项Δ/Ka(Δ＝nfv),意味着最终SAR图

像中目标真实位置的两侧会存在周期性分布的成

对回波,且相邻回波的时间间隔为Tfv ＝fv/Ka.
成对回波的产生与平台振动有关,因此需要准确

估计平台振动参数,从而抑制成对回波.

３　振动参数估计

式(７)中,第一、二项均与振动参数有关,首先

将式(７)变换回距离多普勒域:

s(τ,f′a)＝Wa(f′a)exp －j２πf′at０( ) 

exp －j
４π
λAv

é

ë
êê sin２π

fv

Ka
f′a＋φv

æ

è
ç

ö

ø
÷

ù

û
úú 

sincBrτ－
２R０

c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exp －j

４π
λR０

æ

è
ç

ö

ø
÷ (８)

　　式(８)中,振动参数都包含在相位里.由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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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里的正弦信号项(高频)数值远小于R０ 项(低
频),若此时直接取式(８)相位进行傅里叶变换,则
变换后振动信号的频谱与低频部分相比,会因幅

度太小而无法精确获知[１０].
傅里叶变换只在频域中具有较好的分析能

力,考虑对式(８)的相位项进行时频分析来区分低

频、高频信号.短时傅里叶变换(STFT)是经典的

时频分析方法之一,它在傅里叶变换的基础上增

加一个固定的时域窗函数对信号作分段分析,但
该方法存在分辨率单一、高频分辨率差等诸多缺

陷.小波变换可以克服 STFT 分辨率单一的问

题,能够聚焦信号的任意局部细节,本文提出基于

小波 多 分 辨 分 析 (MultiＧResolution Analysis,

MRA)结合参数空间投影的方法,实现振动参数的

精确估计,信号处理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振动参数估计方法总流程

３．１　小波多分辨分析的振动频率估计

小波多分辨分析特性是由 Mallat和 Meyer于

１９８６年 提 出 的,１９８９ 年 Mallat又 据 此 构 造 了

Mallat算法,即小波基函数分解与重构快速算法.
小波多分辨分析的示意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小波多分辨分析分解示意图

图４中,S 表示原始信号,每层分解都将信号

分解为低频部分cAi 和高频部分cDi,然后再对低

频部分继续向下分解,得到低频部分和高频部分,
依此类推.在i层分解后所得各分量与原始信号

S 的关系可表示为

S＝cAi＋cDi＋cDi－１＋＋cD１ (９)
若原始信号S 的采样频率为fS,那么第i层分

解的低频分量、高频分量所代表的频率范围分别为

０~fS/２i,fS/２i~fS/２i－１.因此,根据感兴趣的频

率范围可以确定小波多分辨分析的分解层数,并且

提取相应频率成分的小波系数,通过小波重构恢复

出该频率范围的信号,实现不同频率信号的分离.
提取式(８)相位,经相位解缠后的表达式为

ϕ(f′a)＝－j
４π
λ R０＋Avsin２π

fv

Ka
f′a＋φv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０)
经过小波多分辨分析,可以提取出式(１０)中

正弦信号,再经傅里叶变换,得到平台振动频率的

估计结果f̂v.

３．２　参数空间投影的振动幅度和初相估计

利用已估计出的振动频率f̂v,构造基函数[１１]:

B f′a,A
~

v,φ
~

v( ) ＝

　exp －j
４π
λA

~
vsin２π

f̂v

Ka
f′a＋φ

~
v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１)

式中,参数空间 A
~

v,φ
~

v( ) 的范围是A
~

v∈ ０,∞[ ) ,

φ
~

v∈ ０,２π[ ] .
将式(８)信号向该参数空间投影,即

sA
~

v,φ
~

v( ) ＝∫f′a
sf′a( )B f′a,A

~
v,φ

~
v( )df′a(１２)

式中,两维矩阵sA
~

v,φ
~

v( ) 表示投影结果.

通过在参数空间 A
~

v,φ
~

v( ) 上搜索最大值,可以

估计出振动幅度和初相:

Âv,φ̂v( ) ＝arg max
A
~
v,φ

~
v

sA
~

v,φ
~

v( ) (１３)

利用估计的平台振动参数 Âv,f̂v,φ̂v,构造平

台振动补偿函数:

Vref(f′a)＝expj
４π
λÂvsin２π

f̂v

Ka
f′a＋φ̂v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４)

将式(８)与式(１４)相乘,实现高频振动补偿,
再作方位向IFFT变换回到两维时域:

s(τ,t)＝sincBat－t０( )[ ]sincBrτ－
２R０

c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exp －j
４π
λR０

æ

è
ç

ö

ø
÷ (１５)

可见,回波信号在距离向与方位向均呈现sinc
函数的形式,意味着在 THzＧSAR平台高频振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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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点目标实现了两维聚焦成像.

４　实验仿真

首先采用基于DKT的THzＧSAR成像算法对

点目标进行成像,表１给出系统仿真参数.仿真中

在场景中心处设置了一静止点目标.

表１　系统参数表

参数名称 参数值

载频f０ ２２０GHz

载机速度va ５０m/s

脉冲重复频率PRF １MHz

信号脉宽Tp １μs

信号带宽Br １．５GHz

距离向采样频率fs １．８GHz

场景中心斜距R０ ２km

根据文献[５]中给出的 THzＧSAR系统高频振

动幅度误差限制条件:

Av ≤
λ

８sin(２πfvt＋φv)
(１６)

结合表１参数计算出不影响 THzＧSAR 成像

的高频振动幅度 Av ≤１．７×１０－４m,而以下仿真

均考虑雷达平台沿 LOS方向的高频振动,因此选

取LOS方向振动幅度 Av＝１×１０－３ m 来进行

验证.

１)基于DKT的 THzＧSAR成像质量分析

考虑 THzＧSAR平台单一频率的高频振动情

况,假设fv＝２０Hz,φv＝π/４,得到点目标的成像

结果如图５所示.图５(a)、图５(b)分别是RVP消

除前后距离多普勒域信号的形式,可见,上述基于

DKT的 THzＧSAR成像算法实现了距离单元徙动

的准确校正,使得点目标的主回波以及成对回波

得以聚焦成像,而 RVP校正也是为了便于后续的

振动参数估计.图５(c)是THzＧSAR成像结果,显
而易见,点目标在方位向上存在周期性成对回波.

为了更直观地检验成对回波聚焦质量,采用

矩形窗截取图５(c)中第１２６个方位单元处的点目

标,四倍升采样后,所得结果的两维剖面如图６所

示.由两个剖面图可以看出,其方位向和距离向

的输出分辨率分别为００８７５m 和０１０４２m,峰值

旁瓣比分别为－１３２２dB和－１３１６dB,积分旁瓣

比分别为－１０２９dB和－１２５９dB.已知方位向

和距离向的理论分辨率为００８６５m 和０１０００m,
因此,点目标两侧较远的成对回波也能聚焦良好.

图５　平台高频振动下的成像结果

２)平台振动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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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成对回波成像质量分析

在成对回波聚焦成像后,需要对成对回波进

一步抑制,也即通过振动参数估计和补偿来完成

THzＧSAR最终成像.仿真中,考虑平台在两种不

同振动频率fv１＝２０Hz和fv２＝４０Hz下,各自小

波多分辨分析的频率估计效果,以及基于 STFT
时频分析的频率估计效果,进行对比试验.

首先提取点目标所在距离单元的距离多普勒

域信号,提取信号相位并进行相位解缠,经FFT变

换确定振动频率的大致范围,然后选取合适的小

波基对信号作多分辨分析.其中,需要根据振动

频率大致范围确定分解层数,提取出高频成分系

数,进行小波重构,得到高频成分的时域波形如图

７(a)、图７(c)所示,再对该时域信号作快速傅里叶

变换得到频谱,可知信号振动频率大小,如图７(b)、
图７(d)所示.从图中看到,振动频率的估计结果

分别为f̂v１＝２０．５５Hz和f̂v２＝４０．１２Hz,估计精度

较为准确.
将基于小波 MRA 的振动频率估计方法与常

用的STFT 时频分析频率估计方法进行对比,当
振动频率分别为２０Hz和４０Hz时,提取点目标所

在距离单元信号,经STFT完成信号时频分析,结
果分别如图８(a)、图８(b)所示.可见,随着平台振

图７　小波 MRA振动频率估计结果

动频率变高,STFT方法的频率分辨率降低.采用

文献[１２]中微多普勒信号周期的估计方法对信号

振动频 率 进 行 估 计,分 别 得 到f̂′v１ ＝２１５１Hz,

f̂′v２＝４２７３Hz,因此该算法的频率估计精度低于

小波 MRA方法,同时STFT方法估计频率值的绝

对误差也随着平台振动频率的提高而变大.
接着,采用振动频率估计值f̂v１对距离多普勒

域信号进行参数空间投影,所得结果如图９所示.
图中可以明显看到有一峰值点,提取该峰值点的位

置坐标得到振动幅度、相位估计值分别为 Âv＝
１００２×１０－３ m,φ̂v≈０２４４５π,同样也实现了精确

估计.

３)成对回波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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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STFT时频分析图

图９　参数空间投影的幅相估计

根据式(１４)利用平台振动参数估计值构造补

偿函数,对 THzＧSAR初步成像结果进行高频振动

误差补偿,得到成对回波抑制后的 THzＧSAR成像

结果,如图１０(a)所示.图１０(b)、图１０(c)给出了

点目标所在距离单元成对回波抑制前后的方位剖

面图,明显可见 THzＧSAR平台高频振动导致的成

对回波得到了有效抑制,点目标的真实位置清晰

地显现出来,仿真结果证明了本文算法的可行性.
最后采用多点目标进行算法验证,图１１(a)、

图１１(b)分别为成对目标抑制前后多点目标的

THzＧSAR成 像 结 果 .可 知 ,基 于 小 波 MRA的

图１０　平台振动下成对回波抑制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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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多点目标成对回波抑制结果

振动参数估计算法对方位向多个点目标存在的情

况仍然适用,多个点目标叠加的距离多普勒域信

号采用本文算法处理依然能得出平台振动参数,
从而实现成对回波的有效抑制.

５　结束语

高频振动误差是 THzＧSAR 成像中需要特殊

考虑的运动误差形式,会在SAR图像中引入成对

回波现象.针对该运动误差,传统SAR成像算法

无法实现成对回波的聚焦,从而直接影响到高频

振动误差的补偿效果.因此,本文采用基于 DKT
的 THzＧSAR成像算法,结合小波多分辨分析以及

参数空间投影方法,对 THzＧSAR平台的高频振动

参数作出有效估计,实现精确运动补偿.文中采

用计算机仿真验证了算法的正确性,最终得到了

高频振动 THzＧSAR平台下的聚焦点目标像.该

方法为实际 THzＧSAR成像应用中的运动补偿提

供了可行方案,具有一定参考性.实际中,THzＧ
SAR平台的高频振动可能会包含多种频率成分,
因此后续需要进一步研究 THzＧSAR平台处于多

频振动等更复杂情况下的运动误差补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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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包络OFDM 雷达通信一体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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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提出一种新的 OFDM 雷达通信一体化系统模型,通过 DFT预编码和交织式子载波映射解决

了 OFDM 信号峰均功率比较高的问题,实现了 OFDM 信号的包络恒定.同时,给出一体化系统信号处理

方案,在通信接收端,通过传统的 OFDM 信号解调得到通信数据.在雷达接收端,通过二维联合搜索和时

域相位测量进行目标速度的估计;结合相关处理和频域相位测量,实现雷达的高精度测距.仿真结果表明,
在保证通信传输功能的前提下,一体化系统能够实现厘米级别的测距精度和米每秒级别的测速精度.

关键词:正交频分复用;DFT预编码;交织式子载波映射;雷达通信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TN９５７．５１;TN９２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Ｇ２３３７(２０１８)０５Ｇ０４９１Ｇ０５

ResearchonIntegratedRadarandCommunication
SystemBasedonConstantEnvelopeOFDM

XIAOTao１,２,RENGuangliang１

(１．SchoolofTelecommunicationsEngineering,XidianUniversity,Xi’an７１００７１,China;

２．CETCKeyLaboratoryofAerospaceInformationApplications,Shijiazhuang０５００８１,China)

　　Abstract:ThispaperproposesanewradarandcommunicationintegratedsystemmodelbasedOFDM．With
DFTpreＧcodingandinterleavedsubcarriermapping,thehighpeakＧtoＧaveragepowerratioproblemisovercome,

whichachievesconstantsignalenvelope．Simultaneously,theintegratedsignalprocessingschemeisgiven．Atthe
communicationreceiveend,thecommunicationdataisobtainedbyuseofthetraditionalOFDM demodulation
method．Attheradarreceiveend,thetargetvelocityisestimatedbythetwoＧdimensionaljointsearchandtimeＧdoＧ
mainphasemeasurement．CombiningwithcorrelationprocessingandfrequencyＧdomainphasemeasurement,high
distancemeasurementaccuracyisrealized．Thesimulationresultsshowsthattheintegratedsystemcanachieve
centimeterＧleveldistancemeasurementaccuracyand meterＧperＧsecondspeed measurementaccuracyunderthe

premiseofensuringthecommunicationtransmissionfunction．
Keywords:orthogonalfrequencydivisionmultiplexing;DFTpreＧcoding;interleavedsubcarriermapping;

integratedradarandcommunication

０　引 言

完全单一功能的系统已不能迎合现代信息化

战争的需求,为了使作战平台整体攻防实力得到

提升,需要配备各种功能的电子设备,这将导致系

统庞大、操作复杂、相互电子干扰等.为解决该问

题,许多学者提出多功能的电子系统一体化,如美

军２００５年完成的多功能射频实验平台[１Ｇ２]实现了

射频前端的一体化集成.对于雷达和通信的一体

化概念,实际是设计具备信息传输和目标测量功

能的综合性系统,既满足常规探测功能,又能够进

行信息交互.

针对雷达与通信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不在少

数.最简单的是分时体制[３],通过预先分配雷达

和通信时隙,在扫描到通信或雷达时隙段时,转入

相应的工作模式;这种一体化方案虽然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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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系统模式固定,雷达和通信不能同时进行.当

前研究更倾向于设计一体化共享波形,研究最多

的就是以线性调频(LFM)信号作为雷达探测信

号、BPSK或 MSK信号作为通信信号[４Ｇ５],在发送

端通过调制器将通信信号调制到雷达信号上,接
收端通过一定的分离算法实现信号分离.基于

LFM 信号的雷达通信一体化虽然实现了波形共

享,但存在雷达和通信信号相互占用功率的问

题[６],且接收端分离算法复杂.近几年,有学者提

出正交 频 分 复 用 (OFDM)雷 达 通 信 一 体 化,
OFDM 作为４G通信的关键技术,有高的频谱效率

和良好的抗干扰特性;同时因其截获率低等特点,
在雷达探测领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献[７Ｇ８]就
设计了在多个 OFDM 脉冲间隙内实现通信功能

的一体化模式,并提出了一种高分辨的目标距离

速度联合估计方法.文献[９]则研究了基于波束

扫描以及压缩感知的 OFDM 雷达通信一体化信

号处理方法.另外,OFDM 信号存在峰均功率比

(PAPR)较高的问题[１０],目前研究较多的是采用

分组格雷编码[１１]或限幅法[１２Ｇ１３]等传统方法来抑

制,但都有一定的局限.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新的 OFDM 雷

达通信一体化系统方案.为了抑制 OFDM 信号

的高峰均功率比,在生成一体化信号过程中加入

DFT预编码以及交织式子载波映射(IFDMA)处
理过程,使一体化信号的包络恒定.同时本文给

出一体化系统信号处理方案,通过仿真分析,本文

提出的 OFDM 雷达通信一体化系统性能更优异.

１　系统模型

本文所提出的 OFDM 雷达通信一体化系统

模型如图１所示,系统分为发射端、通信接收端和

雷达接收端三个部分.进行雷达探测或通信传输

时,将通信数据在发射端经过编码、调制、DFT 预

编码、子载波映射以及IFFT 变换等,生成一体化

共享信号发射出去.
雷达接收端接收到目标反射的回波信号后,

通过估计信号的多普勒频偏计算目标速度,并对

信号进行频偏补偿;然后,利用 OFDM 信号的时

频特性,先后对信号分别在时域和频域处理,估计

精准的回波时延,得到目标距离.通信接收端在

对接收信号预处理后,依次进行 FFT 变换、解映

射、IDFT变换、解调制以及译码等,获得通信信

图１　恒包络 OFDM 雷达通信一体化系统

息,完成信息传输.

２　恒包络 OFDM 信号

雷达发射系统功放有很强的非线性作用,会
对 OFDM 这种高 PAPR 的发射信号产生严重的

失真.本文提出通过DFT预编码以及IFDMA映

射实 现 发 射 信 号 的 包 络 恒 定,使 OFDM 信 号

PAPR恒为１.处理过程为:在 OFDM 信号产生过

程中,子载波调制后,做一次M 点DFT预编码(M
为系统实际使用的子载波数),再将M 路信号映射

到N 路子载波上(N 为系统子载波总数,N ＝
nM,n＝１,２,３, ),映射方式为交织式映射,即
IFDMA.映射示意图如图２所示,图中 X１,,
XM 表示 DFT 预编码后的 M 路信号,Y１,,YN

表示映射到N 路子载波上的信号.

图２　交织式子载波映射方式

对于 DFT 预处理和IFDMA 后的 OFDM 系

统,简单来看是进行DFT和IFFT变换后,两次变

换互逆,相互抵消.变换后符号周期变短,在频域

上所占的频带变宽,所以峰值功率不会太大.另

外,信号经过IFDMA后能够在每个采样点上保持

输入符号值不变,故利用 DFT 预编码和IFDMA
映射处理后的 OFDM 一体化信号,能够实现信号

包络恒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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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雷达信号处理

假设系统发射端的OFDM 一体化发送信号为

s(t)＝∑
N－１

n＝０
Inexpj２π

n
Tt

æ

è
ç

ö

ø
÷ (１)

式中,N 为系统子载波总数目,T 为 OFDM 符号

周期.假设信号经过空间无线信道,则雷达接收

端接收信号为

y(t)＝αs(t－τ)exp(j２πfdt)＋w(t)(２)
式中,α表示幅度衰减因子,其大小由雷达方程决

定,τ表示信号时延,fd 表示由于目标移动引起的

多普勒频偏,w(t)表示高斯白噪声.
接收端对信号以采样间隔Ts＝T/N 进行采

样,采样后信号表示为

y(n)＝y(kTs)＝αs(kTs－ΔτTs)
exp(j２πfdkTs)＋w(n) (３)

式中,ΔτTs 表示不到一个采样时间间隔长度的时

延,即小数倍采样时延.

３．１　雷达测速算法

本文通过测量多普勒频移来估计目标移动速

度,由式(３)可知,采样后的信号中小数时延与多

普勒频偏同时存在,二者相互影响.本文首先采

用时延频率二维联合搜索进行小数时延和多普勒

频偏的粗估计,再通过测量多普勒引起的相位偏

移进行频偏精估计.
以固定间隔的频偏和小数时延构造本地搜索

信号组,即
Lm(n)＝s(kTs－ΔτiTs)exp(j２πfjkTs)

m＝１,２,３, (４)
式中,Δτi ∈ [０,１),fj ∈ [０,fdmax].

将构造的Lm(n)分别与采样后的回波信号

y(n)进行相关搜索,检测使相关峰值达到最大频

偏和时延,即为接收信号多普勒频偏和小数时延

的粗估计.

f̂d１,Δ̂τ＝arg{max
m

|∑
N－１

k＝０
y∗(n)Lm(n＋k)|}

(５)
得到粗估计值后,对回波信号进行粗补偿,补

偿完的信号可以准确获得符号的定时,并以此为

信号起始点,进行多普勒频率的精估计.
构造发送信号的复共轭因子fe(n)为

fe(n)＝s∗ (n)/|s(n)|２ (６)

将接收信号y(n)与fe(n)相乘,去除接收信

号中发送符号的影响,得到只含有剩余多普勒频

偏fd２ 的复信号y１(n)为

y１(n)＝y(n)fe(n)＝
[s(n)exp(－j２πfd２nTs)＋w(n)]
s(n)∗/s(n)２＝
c０exp(－j２πfd２nTs)＋w１(n) (７)

式中,c０ 为常数,w(n)和w１(n)为高斯白噪声.
将y１(n)每间隔L 点共轭相乘后累加,得

y２(n)＝∑
N－１

l＝１
c０exp[－j２πfd２lTs]

conj(c０exp[－j２πfd２(l＋L)Ts])＝
c１exp(j２πfd２LTs) (８)

取y２(n)相位,即可由固定相位偏移计算得到多

普勒频偏的精确估计值为

f̂d２ ＝angle(y２(n))/(２πLTs) (９)
因此,雷达探测目标的速度估计值为

v̂＝
λf̂d

２ ＝
λ(f̂d１ ＋f̂d２)

２
(１０)

式中,λ为发射电磁波波长.

３．２　雷达测距算法

本文结合相关处理和相位测量进行目标距离

估计,首先在时域利用相关处理进行距离粗估计,
而后 变 换 到 频 域,测 量 由 时 延 在 频 域 引 起 的

OFDM 子载波间的固定相位偏差进行距离精确估

计,实现精准测距.
将回波信号与本地发送的一体化发送信号进

行时域相关,即

R(m)＝∑
N－１

n＝０
yn＋ms∗

n (１１)

令

p̂＝arg{max
m

R(m)} (１２)

则p̂ 即为 OFDM 一体化发送信号的起始点,由此

可知回波信号整数倍采样时延估计值为

τ̂c＝p̂Ts (１３)
得到整数时延后,从发送信号起始点,对接收

数据和本地发送数据分别进行FFT变换,得到频

域数据Yi 和Si ,i＝０,１,,N －１,令
Zi＝YiS∗

i (１４)

W ＝ ∑
N－Δ－１

i＝０
Zi＋ΔZ∗

i (１５)

得到W 的相位为

φ̂＝angle{W}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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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即为频域上间隔Δ 个子载波间的固定相差的估

计值.
小数倍采样时延τf 会对 OFDM 信号子载波

在频域上引起相位的偏移,所以在接收信号中第

i＋Δ 个子载波与第i个子载波相位偏移的差值为

θi＋Δ －θi＝２πi＋Δ
T τf－２πi

Tτf＝

２πΔ
Tτf (１７)

结合式(１６)和式(１７),可得到小数倍采样时延的

估计值为

τ̂f＝ φ̂
２πΔ/T

(１８)

假设忽略转发接收过程中的固有时延,实际到达

时延的估计值τ̂即为整数时延和小数时延的和,从
而可求得距离估计值为

d̂＝τ̂c＝
τ̂c＋τ̂f

２
c (１９)

式中,c为自由空间中电波的传播速度.

４　性能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的恒包络 OFDM 雷达通

信一体化方案的可行性及其性能,根据以上理论

分析,利用 Matlab软件对文中所述系统方案进行

了仿真实验.在相同的仿真环境和参数设置下,
将本文所提的系统和现有文献研究较多的基于

LFM 的两种雷达通信一体化方案进行了性能对

比.本 次 仿 真 实 验 系 统 参 数 为:系 统 带 宽 １０
MHz,采样频率１０MHz,OFDM 子载波数１０２４
个,实际使用子载波数５１２个,子载波交织式映射

因子Q 为２,通信数据子载波调制方式为 BPSK/
QPSK,信道编码为卷积码,雷达发射功率为 １
kW,发射载频为１０GHz,发送/接收天线增益为

２５dB,目 标 反 射 截 面 积 为 １m２,信 道 模 型 为

AWGN信道,噪声大小为－１７４dBm/Hz.
实验仿真验证了 OFDM 雷达通信一体化信

号的恒包络性能,图３为 OFDM 雷达通信一体化

系统发射信号的时域波形仿真图,可见经过 DFT
预编码以及使用交织式子载波映射处理后,信号

包络恒定,OFDM 信号PAPR为１.
针对一体化系统的性能,实验仿真了系统在

不同雷达探测距离或通信传输距离下,雷达的测

距测速精度(用均方根误差RMSE衡量)和通信误

图３　OFDM 雷达通信一体化发射波形

码率(BER).不同距离下雷达接收端或通信接收

端接收的信号功率由雷达方程或通信方程决定,
不同距离对系统性能的影响体现在接收信噪比

(SNR)上,距离越远,接收信噪比越低.图４~图６
所示为在上述仿真条件下,文献所提基于LFM 信

号的两种雷达通信一体化系统和本文所提 OFDM
雷达通信一体化系统的性能比较.

图４和图５给出了所测距离在１０~１０００km
之间３种一体化系统测距、测速方案的 RMSE曲

图４　一体化系统测距精度

图５　一体化系统测速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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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一体化系统通信误码率

线.图４中,由于LFMＧBPSK和LFMＧMSK两种

雷达通信一体化系统距离估计方法都为相关处

理,本系统结合频域相位测量,大大提升了测距精

度,在近距离探测中,其测距精度达到厘米级别.
图５中,由于本文采用时延频率二维联合搜索粗估

计以及相偏法精估计,仿真结果显示,其测速精度

远高于其他两种一体化系统测速方案,其测速精

度维持在米每秒以下.图６是通信误码率的比较,
其中本文所提 OFDM 一体化系统采用两种子载

波调制方式.当使用 QPSK 调制时,其误码率比

LFMＧMSK系统低,在距离较近(信噪比较高)时
误码性能不如 LFMＧBPSK 系统;而使用BPSK 调

制时,其通信性能最优.

５　结束语

文中提出了一种恒包络的 OFDM 雷达通信

一体化系统模型,在一体化信号生成过程中加入

DFT预编码和IFDMA 处理,使 OFDM 信号包络

恒定.另外,针对一体化系统信号处理方法,提出

了结合时延频率二维搜索和时域相位测量提升雷

达的测速精度;利用 OFDM 信号时频特性实现目

标距离的高精度测量.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通

信性能,还是探测性能,该系统都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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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轨SAR非平直几何动目标成像影响建模
∗

胡哲颖１,２,３,黄丽佳１,２,胡文龙１,２,卢晓军４

(１．中国科学院空间信息处理与应用系统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２．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３．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４．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　要:高轨SAR覆盖范围广、轨道回归周期短,具有探测动目标的优势.由于高轨SAR 轨道高度

高,斜视成像模式下几何关系呈现非平直特点,低轨SAR平直成像几何下的影响分析模型并不能直接适用

于高轨情况.建立高轨SAR非平直斜视成像几何,利用等距离等多普勒方程推导得到匀速运动目标成像

位置偏移、二次相位误差、三次相位误差的解析表达式,分析目标运动对成像偏移、散焦造成的影响,并与平

直成像几何下的运动成像影响进行对比分析.基于动目标探测角度给出仿真高轨SAR雷达参数和轨道参

数,通过仿真分析,验证了成像影响理论推导的正确性.
关键词:高轨SAR;运动目标;非平直斜视成像;运动影响

中图分类号:TN９５８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Ｇ２３３７(２０１８)０５Ｇ０４９６Ｇ０９

ModelingandAnalysisofTargetMotionInfluenceonGEOSAR
BasedonNonＧStraightSquintImagingGeometry

HUZheying１,２,３,HUANGLijia１,２,HU Wenlong１,２,LUXiaojun４

(１．KeyLaboratoryofTechnologyinGeoＧSpatialInformationProcessingandApplicationSystem,

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１００１９０,China;

２．InstituteofElectronic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１００１９０,China;

３．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１０００４９,China;

４．ChinaInternationalEngineeringConsultingCorporation,Beijing１０００４８,China)

　　Abstract:GeosynchronousSAR(GEOSAR)iscapableofdetectingmovingtargetbasedonitswideswath
andshortreturnperiod．BecauseofthehighorbitofGEOSAR,thegeometrymodelundersquintimagingmodeis
nonＧstraight,andthemotioninfluencemodelbasedonstraightgeometryoflowearthorbitSARisinapplicableto
GEOSAR．Therefore,themodelofGEOSARnonＧstraightsquintimaginggeometryisbuilt．Andthen,basedon
equalrangeＧDopplerequation,theanalyticexpressionsofimagingdisplacement,quadraticphaseerrorandcubic

phaseerrorofuniform movingtargetarededuced．Theinfluencesoftargetmotiononimagingdisplacementand
defocusingareanalyzed．Acomparisonwiththemotioninfluenceofstraightimaginggeometryismade．Fromthe
aspectofmovingtargetdetection,theradarparametersandorbitalparametersofGEOSARareobtained．ThecorＧ
rectnessoftheimaginginfluencetheoryisverifiedbysimulationanalysis．

Keywords:geosynchronousSAR(GEOSAR);movingtarget;nonＧstraightsquintimaging;motioninfluence

０　引 言

地球同步轨道SAR(高轨SAR)轨道高度高,

具有覆盖范围广、轨道回归周期短、可定点连续观

测等特点,在动目标探测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１Ｇ２].
机载/低轨SAR 中,一般在平直成像几何下开展

目标运动影响分析.而高轨 SAR 轨道高度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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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斜视成像过程中星地几何关系剧烈变化且

呈现非平直特点,动目标对成像的影响程度和方

式发生变化.因此,需要建立高轨SAR非平直斜

视几何下的动目标成像影响模型,为高轨SAR动

目标参数估计和精细处理奠定理论基础.

１９７１年,Raney首次进行了SAR动目标检测

的研究,指出低速运动目标径向速度引起方位位

置偏移,径向加速度和方位向速度引起散焦[３].

Sharma等指出,目标方位向加速度和径向二次加

速度会造成三次相位误差,引起SAR图像方位向

的非对称畸变[４].文献[５]指出了机载正侧视下

目标速度、加速度对方位向位置产生的影响,并给

出目标运动引起的方位展宽量的解析表达式.文

献[６]给出了机载SAR斜视模型下目标位置偏移

量和展宽量的表达式.Sabry建立了斜视情况下

瞬态距离多普勒历程模型,分析了目标运动在距

离向和方位向上的影响[７].与机载/低轨SAR相

比,高轨SAR不仅包含斜视成像,并且星地相对

速度不再与地面平行(即非平直几何),以上研究

构建的平直成像几何条件无法直接适用于高轨

SAR,因此有必要针对高轨SAR非平直大斜视成

像特点,建立动目标成像影响模型并进行分析.
本文简单回顾了平直成像几何下动目标成像

影响模型.建立大地坐标系下高轨 SAR 非平直

大斜视成像几何,基于等距离Ｇ多普勒方程推导出

高轨SAR动目标成像位置偏移、二次相位误差和

三次相位误差的解析表达式,与SAR平直成像几

何下的成像影响进行了对比分析.仿真验证了高

轨SAR非平直斜视成像几何下动目标成像影响

模型的正确性和精确性.

１　SAR平直成像几何动目标影响模型

采用SAR平行于地面斜视成像的几何模型,
图１为机载SAR与动目标P 的几何关系示意图,
以动目标为原点建立坐标系.载机位置矢量为

rs xs,ys,zs( ) ,其速度矢量为Vs vs,x,０,０( ) ,动目标

P 位置矢量为rP xt,yt,zt( ) ,方位时间η＝０时,
其坐标为 ０,０,０( ) ,速度矢量为Vt vx,vy,０( ) ,目标

P 到载机S 的斜距矢量为rso.
目标运动将会在回波信号中引入新的多普勒

参数分量,若在成像过程中采用静止目标的多普

图１　机载SAR平直成像几何图

勒参数对动目标进行方位向压缩,则会由于失配

导致动目标在SAR图像上出现方位位置偏移、散
焦等现象.目标的方位位置与多普勒中心频率相

关,运动产生的多普勒中心频率误差会使目标在

方位位置上发生偏移.根据文献[６],结合本文采

用三维空间坐标的表示形式,推导得到动目标位

置偏移量为

Δx＝
Vtrso

Vs
＝
xsvx＋ysvy

vs,x
(１)

由式(１)可知,动目标的方位位置偏移量与目

标位置、速度相关.当正侧视情况,即xs＝０时,
其方位偏移量为ysvy/vs,x,此时vy 即为动目标的

径向速度,表明动目标的径向速度引起方位位置

偏移.
此外,多普勒调频率影响SAR图像的聚焦效

果.调频率误差会导致动目标方位向的散焦,其
引起的二次相位误差在通带边缘达到最大值.推

导得到二次相位误差为

φ２m＝
πT２

s

２λrso
Vs

２－ Vs－Vt
２( ) ＝

πT２
s

２λrso
－２VsVt＋ Vt

２( ) (２)

式中,Ts 为合成孔径时间.实际情况中,目标速度

远小于载机速度,所以主要由方位向速度引起二

次相位误差.
机载SAR 飞行速度与地面基本平行.低轨

SAR采用二维偏航导引技术,星地相对运动速度

基本平行于成像区域地平面进行正侧视成像.在

平直正侧视成像几何下,动目标速度可以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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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飞行速度平行的方位向速度和与飞行速度垂直

的径向速度.基于上述传统影响模型可以得到以

下结论:正侧视情况,径向速度只引起偏移,方位

向速度只引起散焦,两个速度的影响相互独立;斜
视情况,径向速度和方位向速度同时引起偏移,只
有方位向速度引起散焦;无论是正侧视还是斜视

情况,动目标成像在方位位置发生偏移.

２　SAR非平直斜视成像几何动目标
影响模型

　　高轨SAR 在长时间连续观测下采用大斜视

成像,受到地表曲率和地球自转影响,星地相对运

动速度与成像地平面不再平行,表现出垂直于地

平面俯仰方向速度分量.下面根据高轨 SAR 非

平直斜视成像特点,在大地坐标系下建立等效成

像几何,构建适用性更好的动目标成像影响模型,
讨论该模型与现有平直成像几何影响模型的关

系,分析径向速度方向的偏移、俯仰方向速度分量

造成的偏移和散焦等.

２．１　高轨SAR非平直斜视成像几何建模

图２为大地坐标系下,高轨SAR非平直斜视

成像几何.t＝０时刻动目标P 位于大地坐标系原

点O,x 轴指向地平面正东方向,y 轴指向正北方

向,z轴满足右手螺旋法则,目标运动速度矢量Vt.
卫星位置矢量rso,投影到xＧy 平面的矢量为rso,xy,
投影到z 轴的矢量为rso,z.在成像时间内(几十

秒),卫星运动近似为匀速直线运动,速度矢量为

Vs,投影到xＧy 平面的矢量为Vs,xy,投影到z 轴的

矢量为Vs,z(卫星俯仰速度分量).

图２　大地坐标系下高轨SAR成像几何图

SAR成像过程本质上是回波信号与匹配滤波

器的互相关过程,动目标成像就是动目标回波信

号与静止目标匹配滤波器的互相关过程.假设某

一静止目标Q,零时刻其斜距和多普勒频率与动

目标P 的斜距和多普勒频率相等,则静止目标位

置矢量rQ即为动目标的成像位置偏移,动目标P
与静止目标Q 多普勒调频率和更高阶多普勒调频

率的差异反映成像散焦.

２．２　动目标成像位置偏移模型

已知方位中心时刻,动目标P 实际位于大地

坐标系的原点,设某静止目标 Q 的坐标为rQ ＝
xQ,yQ,０( ) .P 和Q 与卫星间的距离历程分别表

示为

RP η( ) ＝ rso＋Vsη－Vtη (３)

RQ η( ) ＝ rso＋Vsη－rQ (４)
建立方位中心时刻动目标P 与静止目标Q 的

等距离等多普勒方程:

RP η＝０＝RQ η＝０

dRP

dη η＝０＝
dRQ

dη η＝０

ì

î

í

ïï

ïï

(５)

联立式(３)、式(４)、式(５),可得

rso ＝ rso－rQ

rso Vs－Vt( ) ＝ rso－rQ( ) Vs
{ (６)

在xＧy 平面内,得到

rso,xy ＝ rso,xy－rQ

rso,xyVs,xy－Vt( ) ＝ rso,xy－rQ( )Vs,xy
{ (７)

将rso,xy －rQ 和rso,xy 分别投影到Vs,xy 方向和

Vs,xy垂直方向上,进而得到rQ 在两个正交矢量上

的投影,Vs,xy方向和Vs,xy垂直方向单位矢量分别为

Vs,xy( )１＝
Vs,xy

Vs,xy
(８)

Vs,xy( )２＝
Vs,xy×rso,xy×Vs,xy

Vs,xy×rso,xy×Vs,xy
(９)

rso,xy在Vs,xy方向和Vs,xy垂直方向上的投影大

小分别为

rso,xy( )１＝
rso,xyVs,xy

Vs,xy
(１０)

rso,xy( )２＝ rso,xy
２－

rso,xyVs,xy

Vs,xy

２

(１１)

由式(７)第二个等式可得,rso,xy－rQ 在Vs,xy方

向上的投影大小为

８９４　　　　 雷达科学与技术 第１６卷第５期





rso,xy－rQ( )１＝
rso,xy Vs,xy－Vt( )

Vs,xy
(１２)

由式(７)第一个等式可得,rso,xy－rQ 在Vs,xy垂

直方向上的投影大小为

rso,xy－rQ( )２＝± rso,xy
２－

rso,xy Vs,xy－Vt( )

Vs,xy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１３)
式中,正负号代表投影为正向或者相反的方向.

相应地,rQ 在Vs,xy 方向和Vs,xy 垂直方向上的

投影大小分别为

rQ( )１＝
rso,xyVt

Vs,xy
(１４)

rQ( )２＝ rso,xy
２－

rso,xyVs,xy

Vs,xy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

rso,xy
２－

rso,xy Vs,xy－Vt( )

Vs,xy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１５)
根据上式可以计算出两个静止目标Q,其中

偏移量小于幅宽的为有效值.
根据非平直斜视模型下目标运动引起的位置

偏移表达式(式(１４)、式(１５)),高轨SAR 卫星俯

仰速度分量Vs,z对位置偏移没有影响.目标在平

行和垂直卫星地面速度方向都会发生位置偏移,
平行方向上的偏移表达式(式(１４))与平直正侧视

情况下的偏移相同,垂直方向上的偏移(式(１５))
并不严格等于零.当Vt⊥rso,xy 时,两个方向偏移

同时等于零.当Vt‖rso,xy 时,两个方向偏移同时

达到最大.
对于低轨SAR平直正侧视情况,rso,xyVs,xy

近似为零,垂直Vs,xy 方向上的偏移大小(式(１５))

简 化 为
rso,xyVt( )２

２rso,xy Vs,xy
２. 由 于 低 轨 SAR 中

Vt ≪ Vs,xy ,则Vs,xy 平行方向的位置偏移量远

大于垂直方向上的偏移量,垂直方向偏移一般可

以忽略.此时,偏移量表达式与现有文献一致,本
文建立偏移量表达式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对于高轨SAR非平直斜视模型,垂直卫星地

面速度Vs,xy 方向上的偏移分量无法忽略,因此本

文构建的精确位置偏移模型对于分析高轨 SAR
动目标成像偏移是非常必要的.

２．３　动目标相位误差模型

由于高轨SAR合成孔径时间长于低轨SAR,

其信号精确建模和成像处理除了需要依赖多普勒

中心频率和调频率外,还需要利用更高阶多普勒

调频率.根据等距离等多普勒关系,动目标P 成

像位置偏移至静止目标Q,此时P 点与Q 点多普

勒调频率和更高阶多普勒调频率的差异,反映了

P 点散焦情况.
计算式(３)和式(４)的二阶导数,得到动目标

P 和静止目标Q 的多普勒调频率分别为

fr,P＝－
２
λ

d２RP

dη２ η＝０＝

－
２
λ

rso
２ Vs－Vt

２－ rsoVs－Vt( ) ２

rso
３

(１６)

fr,Q＝－
２
λ

d２RQ

dη２ η＝０＝

－
２
λ

rso－rQ
２ Vs

２－ rso－rQ( ) Vs
２

rso－rQ
３

(１７)
利用等距离等多普勒方程,得到多普勒调频

率差异为

Δfr＝fr,P－fr,Q＝

－
２

λrso
Vs－Vt

２－ Vs
２( ) ＝

－
２

λrso
－２Vs,xyVt＋ Vt

２( ) (１８)

多普勒调频率引起二次相位误差:

φ２m＝πΔfr
Ts

２
æ

è
ç

ö

ø
÷

２

＝

πT２
s

２λrso
Vs

２－ Vs－Vt
２( ) ＝

πT２
s

２λrso
－２Vs,xyVt＋ Vt

２( ) (１９)

类似地,计算式(３)和式(４)的三阶导数,得到

动目标P 和静止目标Q 的多普勒二阶调频率分

别为

f２r,P＝－
２
λ

d３RP

dη３ η＝０＝

－
２
λ －３

rso Vs－Vt( )( ) Vs－Vt
２

rso
３ ＋

é

ë
êê

３
rso Vs－Vt( )( )３

rso
５

ù

û
úú (２０)

f２r,Q＝－
２
λ

d３RQ

dη３ η＝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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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λ －３

rso－rQ( ) Vs( ) Vs
２

rso－rQ
３ ＋

é

ë
êê

３
rso－rQ( ) Vs( )３

rso－rQ
５

ù

û
úú (２１)

利用等距离等多普勒方程,多普勒二阶调频

率差异为

Δf２r＝f２r,P－f２r,Q＝
６

λ rso
３ rsoVs－Vt( )[ ]  Vs－Vt

２－ Vs
２[ ]{ }＝

－３Δfr

rso
２ rso,xy Vs,xy－Vt( ) ＋rso,zVs,z[ ] (２２)

多普勒二阶调频率引起三次相位误差:

φ３m＝
π
３

Δf２r
Ts

２
æ

è
ç

ö

ø
÷

３

＝

πT３
s

４λ rso
３ rso Vs－Vt( )[ ] {

Vs－Vt
２－ Vs

２[ ] }＝
－πfrTs

３

８ rso
３ rso,xyVs,xy－Vt( ) ＋rso,zVs,z[ ]

(２３)
根据非平直斜视模型下目标运动引起的相位误

差表达式(式(１９)、式(２３)),高轨SAR卫星俯仰方

向速度对二次相位误差没有贡献,但对三次相位误

差有贡献.当卫星俯仰方向速度为零时,本文建立

的二次相位误差表达式与现有文献一致,本文建立

的相位误差表达式是现有文献的扩展.
假设 目 标 运 动 速 度 大 小 不 变、方 向 可 变,

Vs,xy－Vt ＝ Vs,xy 时,二次和三次相位误差同时

等于零.当Vt‖Vs,xy时,二次相位误差达到最大.

３　仿真试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上述动目标成像影响的推导和分

析,下面对高轨 SAR 进行仿真试验,首先进行高

轨SAR成像性能的分析及仿真参数的设置,然后

由仿真结果定量和定性分析目标运动对成像偏移

和散焦产生的影响.

３．１　参数设计分析

本文主要考虑高轨SAR 海面动目标探测的

问题.因此选用C波段雷达、６０°倾角圆形轨道进

行仿真,以缩短成像所需合成孔径时间,提高海面

动目标探测的可实现性;名义分辨率选择１００m,

以减小去相干等因素对高轨SAR 相干成像的影

响.表１给出卫星轨道参数和雷达参数.设计可

成像条件包括:地面入射角１０．６°~６６．４°,地面斜

视角０°~６０°,地距平面二维分辨夹角３０°~９０°,在
上述参数下仿真得到高轨SAR 一个轨道回归周

期内(约２４h)全球可成像时长如图３所示.仿真

结果表明,我国周边海域可成像时长普遍超过１２
h,形成了对海面动目标进行长时间探测的条件.

表１　卫星轨道与仿真参数

卫星轨道参数 参数值 雷达参数 参数值

半长轴a/km ４２２４１．１３ 波长/m ０．０５５６
轨道倾斜角i/(°) ６０．００ 最大信号带宽/MHz ３０
偏心率e ０．０ 采样率/MHz ３６
近地点幅角ω/(°) ９０．００ 最大合成孔径时间/s ３０
升交点赤经Ω/(°) ０．００ 脉冲重复频率/Hz １００
星下点经度l/(°) ８８．００ 距离/方位分辨率/m １００

图３　高轨SAR全球可成像时间图

设置一个典型目标,经度为１００°、纬度为０°.
图４为一个轨道周期内该目标可成像弧段对应的

星下点轨迹,图５为目标地面斜视角变化情况.

图４　目标可成像弧段

选择正侧视成像(卫星真近心角－９６°)和大斜

视成像(卫星真近心角－９０°),并按照名义分辨率

１００m 对雷达参数进行更新,得到两个成像几何下

的雷达参数和系统性能参数如表２所示.
表２　更新后雷达参数与系统性能参数(按目标静止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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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目标地面斜视角变化

雷达参数与性能参数 正侧视 斜视

信号带宽/MHz ７．０９ ７．０５
合成孔径时间/s ３．２７ ３．７６

脉冲重复频率/Hz ７．２４ ８．１２
地面入射角α/(°) １２．２２ １４．１１
地面斜视角θ/(°) ０ ２９．４５
方位分辨率ρd/m ９９．９２ １００．０５
距离分辨率ρr/m ９９．９６ １００．０１

二维分辨夹角ψ/(°) ９０ ６０．７７

３．２　成像偏移仿真分析

本节仿真分析高轨 SAR 动目标成像偏移.
采用３．１节分析得到的雷达与轨道参数,采用 BP
算法在地距平面对目标成像.由于在大片海域中

船只的常规航速为７~１５m/s(１５~３０节),因此本

文对目标设置１５m/s的速度大小.
首先仿真向正东和正北运动目标的成像偏

移.图６为斜视情况下正东运动的目标与静止目

标成像结果对比图;图７为斜视情况下正北运动的

目标与静止目标成像结果对比图.计算得到正东

图６　斜视向东１５m/s运动目标与静止目标成像

运动成像偏移大小为４９９３９m,正北运动成像偏移

大小为０．００７m.同样仿真得到正侧视情况下,正

图７　斜视向北１５m/s运动目标成像

东运动和正北运动目标的成像偏移大小分别为

３２２０８m,１８６９８m.

成像偏移的理论计算公式(式(１４)、式(１５))
中相关参数的计算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成像偏移相关参数计算值

成像偏移相关参数 正侧视 斜视

卫星 位 置 矢 量 地

平面投影rso,xy
(－６．５７×１０６,－３．８１×１０６,０) (－８．７６６×１０６,０,０)

卫星 位 置 矢 量 z
轴投影rso,z

(０,０,３．５１×１０７) (０,０,３．４８７×１０７)

卫星 速 度 矢 量 地

平面投影Vs,xy
(－１５３７．３,２６４８．１,０) (－１５０３．７,２６６２．７,０)

卫星 速 度 矢 量 z
轴投影Vs,z

(０,０,０) (０,０,３１９．６)

rso,xy与正东夹角

(顺时针为正) １４９．８６° １８０°

Vs,xy 与正东夹角

(顺时针为正) －１２０．１４° －１１９．４５°

据此计算得到正侧视和斜视情况下,动目标

的成像偏移理论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在正侧视、
斜视情况下理论结果与仿真结果基本一致.垂直

卫星速度方向上的偏移并不严格等于零.对于斜

视情况,正东运动的目标垂直卫星速度方向上的

偏移分量达到２４０７０．４７m,与卫星速度方向上的

偏移量级一致,无法忽略,说明本文构建的精确偏

移模型对于分析高轨SAR 动目标成像偏移是非

常必要的.
为进一步分析目标速度方向和与卫星相对位

置关系对成像偏移产生的影响,本文对正侧视和

斜视两种情况,仿真１５m/s运动目标成像偏移与

运动速度方向的关系.

表４　成像偏移理论计算结果与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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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量

正侧视 斜视

正东

１５m/s
正北

１５m/s
正东

１５m/s
正北

１５m/s

Vs,xy方向
偏移(rQ)１

－３２２０８．０７ －１８６９７．７７ －４３０００．７６ ０

Vs,xy垂直方
向偏移(rQ)２

６８．２３ ２２．９９ ２４０７０．４７ ０

理论偏移大小 ３２２０８．１４ １８６９７．７８ ４８７１０．３３ ０
仿真偏移大小 ３２２０８ １８６９８ ４９９３９ ０．００７

图８~图１０表示正侧视成像下,动目标在卫

星速度方向、卫星速度垂直方向的偏移,以及合成

偏移大小随运动方向变化的情况.当目标速度Vt

与卫星位置矢量地面投影rso,xy夹角为９０°,２７０°,即

Vt⊥rso,xy时,在卫星速度及垂直方向的成像偏移

同时 为 零;当Vt 与rso,xy 夹 角 为 ０°,１８０°,即

Vt‖rso,xy时,两个方向偏移大小同时最大.在卫

星速度方向的偏移比卫星速度垂直方向偏移大３
个数量级,一般可以忽略,这与低轨平直几何成像

影响模型下的结论一致.

图８　正侧视卫星速度方向的位置偏移

图９　正侧视卫星速度垂直方向的位置偏移

图１０　正侧视位置偏移大小

图１１~图１３表示斜视成像下的偏移情况,同
样当Vt⊥rso,xy 时,两个方向偏移同时等于零,当

Vt‖rso,xy 时,两个方向偏移同时达到最大.动目

标在卫星速度方向和垂直方向产生数量级相当的

成像偏移,垂直卫星速度方向上的偏移分量无法

忽略.

图１１　斜视卫星速度方向的位置偏移

图１２　斜视卫星速度垂直方向的位置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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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斜视位置偏移大小

３．３　相位误差仿真分析

本节仿真动目标相位误差,参数设置与前文

一致.斜视情况下,两个成像动目标的幅度频谱

和相位频谱如图１４~图１７所示,计算得到向东运

动目标的二次相位误差为２９．３６°,向北运动目标的

图１４　向东运动时目标幅度频谱

图１５　向东运动目标相位频谱

图１６　向北运动时目标幅度频谱

图１７　向北运动时目标相位频谱

二次相位误差为６６．４８°.根据相位误差计算公式

(式(１９)),得到正东方向和正北方向运动目标的

二次相位误差理论值分别为２８．４３°和５０．４５°.仿

真与理论结果基本一致.
下面仿真正侧视和斜视情况下,目标运动速

度方向和卫星速度方向对相位误差的影响.由图

１８~图２１可知,正侧视和斜视情况下,当目标速度

图１８　正侧视二次相位误差

图１９　正侧视三次相位误差

图２０　斜视二次相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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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斜视三次相位误差

Vt与卫星速度地面投影Vs,xy夹角为－９０°,－２７０°,
即Vt⊥Vs,xy时,二次和三次相位误差同时等于零;正
侧视情况下,当Vt与Vs,xy夹角为０°,－１８０°,即Vt‖
Vs,xy时,二次相位误差达到最大;斜视情况下,当Vt

‖Vs,xy时,二次和三次相位误差同时达到最大.三

次相位误差十分小,一般可忽略.

４　结束语

本文对高轨SAR 动目标成像影响进行了研

究,针对高轨SAR非平直大斜视成像特点构建了

动目标成像影响模型,推导得到动目标成像位置

偏移、二次相位误差和三次相位误差的解析表达

式,并从高轨SAR动目标探测的角度对雷达参数

和卫星轨道进行分析论证.本文构建的高轨SAR
动目标成像影响模型是传统低轨/机载SAR的推

广,并且能更加精确地分析非平直大斜视情况,为
高轨SAR动目标成像影响定量化分析提供了理

论模型,为高轨 SAR 动目标参数估计及重定位、
再聚焦处理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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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优势度的雷达信号特征提取评估
∗

韦　旭,潘谊春,程柏林,韩　俊,何　缓

(空军预警学院,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１９)

　　摘　要:针对当前雷达辐射源信号特征提取评估的研究不够深入,存在评估方法单一和缺乏科学性等

问题,提出一种新的评估方法.首先构建雷达辐射源信号特征提取评估指标体系,然后基于最小叉熵进行

权重融合,并计算不同方案间的优势度,建立优势度矩阵,得到用于方案排序的统一向量形式,最后基于不

同用户需求完成方案的优劣选择.仿真实验表明,该评估方法可用来选出最符合用户需求的方案,有效性

检验说明了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在雷达辐射源信号特征提取评估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关键词:雷达辐射源信号;特征提取;评估;最小叉熵;优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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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fRadarSignalFeatureExtractionBasedonDominanceDegree
WEIXu,PANYichun,CHENGBolin,HANJun,HEHuan

(AirForceEarlyWarningAcademy,Wuhan４３００１９,China)

　　Abstract:Thecurrentresearchonevaluationofradaremittersignalfeatureextractionisinsufficientandthe
evaluationmethodissimpleandlackofscience．Tosolvetheseproblems,anovelevaluationmethodisproposed．
Firstly,theevaluationindexsystemofradaremittersignalfeatureextractionisbuilt．Then,theweightfusion
basedonminimumcrossＧentropyiscarriedout．Thedominancedegreesofdifferentschemesarecalculated,and
dominancematrixisbuilttogettheuniformvectorformforschemesorting．Atlast,theschemechoicebasedon
differentuserrequirementsiscompleted．Accordingtosimulationexperiments,thisevaluationmethodcanselect
themostsuitableschememeetinguserrequirements．Thevaliditytestshowstheeffectivenessandfeasibilityof
theproposedmethod．Ithasgoodapplicabilityintheevaluationofradaremittersignalfeatureextraction．

Keywords:radaremittersignal;featureextraction;evaluation;minimumcrossＧentropy;dominancedegree

０　引 言

雷达辐射源信号分选与识别技术是信息化战

争中的关键环节,也是获取雷达对抗侦察情报的

主要手段,标志着先进电子对抗系统的发展与成

熟.随着对雷达辐射源信号特征的深入研究,目
前出现了许多提取方法,如何科学地对其进行评

估成为了重要课题.
传统的评估方法[１Ｇ３]主要有基于满意、粗集理

论和主成分分析的特征选择法,但它们都是基于

某个指标进行的评估,缺乏合理性.近年来,多指

标评估[４Ｇ５]受到不少学者的青睐,形成了一些科学

合理的评估方法,如采用SPAＧAHP方法对弹道目

标识别特征效能进行评估,采用 TOPSIS方法对

雷达信号识别效能进行评估等[６Ｇ７].但雷达辐射源

信号特征提取评估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存在评估

方法单一和缺乏科学性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

一种新的评估方法.在构建的雷达辐射源信号特

征提取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首先基于最小叉

熵对两种客观权重和主客观权重分别进行融合,

使所得权重既能充分考虑用户需求,又能具有一

定的客观性,然后计算不同方案间的优势度,建立

优势度矩阵,得到用于方案排序的统一向量形式,

最后基于不同用户需求完成优劣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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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与问题描述

１．１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构建是进行雷达辐射源

信号特征提取评估的前提,但由于当前雷达辐射

源信号密集、复杂和多变的特点,使得构建的评估

指标体系很难面面俱到.为此,在遵循目的性、科
学性和系统性等评估原则的前提下,鉴于当前雷

达辐射源信号的特点,本文选择复杂性、分离性、
稳定性和适应性四个方面作为特征提取的评估准

则.而后,科学选择每个准则所对应的指标,即从

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来表征特征提取的复杂性,
综合特征的空间分布和分类错误率的上界来衡量

特征提取的分离性,考虑特征的分布情况、抗噪性

和对SNR的敏感性来度量特征提取的稳定性,从
信号类型和参数两个方面来研究特征提取的适应

性.由此,得到包括目标、准则和指标三层结构的雷

达辐射源信号特征提取评估指标体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雷达辐射源信号特征提取评估指标体系

１．２　问题描述

为了便于后文描述,记方案数 M＝{１,２,,
m},指标数N＝{１,２,,n};评估方案集记为X＝
{xi|i∈M},图１的指标层记为指标集C＝{cj|j∈
N},评估的原始决策矩阵记为Y＝(yij)m×n,其中

yij表示方案xi 在指标cj 下的值,评估的规范化决

策矩阵记为Z＝(zij)m×n,zij与yij的关系如下:

zij＝
yij/ ∑

m

i＝１
y２

ij( )
１/２,　　　　yij ∈效益型

(１/yij)/ ∑
m

i＝１

(１/yij)２[ ]
１/２,yij ∈成本型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

２　基于最小叉熵的权重融合

在雷达辐射源信号特征提取的评估中,科学

地确定指标权重是评估的关键.根据战场环境和

用户需求,本文设计以下３种情况:１)要求实时处

理;２)要求高准确率;３)兼顾处理速度和准确率.
在不同情况下,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主观权重,采
用熵权法和CRITIC法得到两种客观权重,最后基

于最小叉熵对两种客观权重以及主客观权重进行

融合.权重确定方法如图２所示.

图２　权重确定方法

２．１　主观权重的确定

主观权重是决策者主观意愿的体现,不以指

标的实际数据为依据,只考虑决策者的经验和需

求.在众多的主观赋权法中,层次分析法(AHP)
具有将复杂问题层次化且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的优点,即按照因素间的隶属关系,将复杂的评估

问题分解为多层次结构模型,使问题归结为最低

层相对于最高层的相对重要权值的确定问题,可
以对雷达辐射源信号特征提取的指标进行科学主

观赋权.AHP法确定主观权重的流程[７]如图３所

示.由图３可知,基于 AHP法所得的主观权重即

为α＝(α１,α２,,αn).

图３　层次分析法流程示意图

２．２　客观权重的确定

客观权重的确定取决于实际数据间的差异,

６０５　　　　 雷达科学与技术 第１６卷第５期





不受决策者的影响.为了对数据进行全面刻画,
本文采用熵权法来体现数据的离散型,用CRITIC
法来体现数据的对比强度和冲突性[８].

根据规范化决策矩阵Z＝(zij)m×n,利用熵权

法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为

Ej ＝－
１

lnm∑
m

i＝１
pijlnpij (２)

式中,pij＝zij/∑
m

i＝１
zij,且规定pij ＝０时,Ej ＝０.

计算第j个指标的权重为

β１
j ＝

１－Ej

∑
n

j＝１

(１－Ej)
(３)

则基于熵权法所得的指标权重即为β１＝(β１
１,β１

２,
,β１

n).
利用CRITIC法计算第j个指标的权重为

β２
j ＝

σj∑
n

i＝１

(１－rij)

∑
n

j＝１
σj∑

n

i＝１

(１－rij)
(４)

式中,σj 为指标j的标准差,rij为指标i与j 的相

关系数,其表达式为

σj ＝
１

m－１∑
m

i＝１

(zij －z－
j)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２

rij ＝
∑
m

k＝１

(zki－z－
i)(zkj －z－

j)

∑
m

k＝１

(zki－z－
i)２∑

m

k＝１

(zkj －z－
j)２[ ]

１/２

z－
i＝

１
m∑

m

k＝１
zki,z－

j ＝
１
m∑

m

k＝１
zkj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５)

则基于CRITIC法所得的指标权重即为β２＝(β２
１,

β２
２,,β２

n).

２．３　权重融合

叉熵也称为KullbackＧLeibler散度或距离,它能

够反映不同概率分布间的“距离”,可以作为两者间

差异性的度量[９].其定义为:若p＝(p１,p２,,

pn)和q＝(q１,q２,,qn)为两个不同的概率分布,
则两者间的叉熵即为

D(p,q)＝∑
n

j＝１
pjln

pj

qj
(６)

可见,叉熵越小,两者间的差异性越小.
为了使客观权重能充分体现数据的离散型、对

比强度和冲突性,将基于最小叉熵对熵权法和

CRITIC法进行权重融合,则建立如下的优化模型:

Model１:
minγD(β,β１)＋(１－γ)D(β,β２)

s．t．∑
n

j＝１
βj ＝１,βj ≥０{ (７)

式中,γ 为熵权法和CRITIC法的分配比.
为了 求 解 Model１,构 造 如 下 的 Lagrange

函数:

L(βj,λ)＝γ∑
n

j＝１
βjlnβ

j

β１
j
＋(１－γ)∑

n

j＝１
βjlnβ

j

β２
j
＋

λ(∑
n

j＝１
βj －１) (８)

式中,λ为Lagrange乘子.然后分别对βj(j∈N)
和λ求偏导并化简,得到如下方程组:

Lβj ＝
∂L
∂βj

＝γlnβj

β１
j
＋(１－γ)lnβj

β２
j
＋λ＋１＝０

Lλ＝
∂L
∂λ＝∑

n

j＝１
βj－１＝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９)

求解式(９)可得 Model１的最优解为

βj ＝
exp[γlnβ１

j ＋(１－γ)lnβ２
j]

∑
n

j＝１
exp[γlnβ１

j ＋(１－γ)lnβ２
j]

(１０)

则熵权法和 CRITIC法的融合权重即为β＝(β１,

β２,,βn).
为了综合主客观权重,再次采用最小叉熵建

立优化模型,假设主客观权重的分配比为η:

Model２:
minηD(ω,α)＋(１－η)D(ω,β)

s．t．∑
n

j＝１
ωj ＝１,ωj ≥０{ (１１)

采用求解 Model１的方法可求得 Model２的最

优解为

ωj ＝
exp[ηlnαj ＋(１－η)lnβj]

∑
n

j＝１
exp[ηlnαj ＋(１－η)lnβj]

(１２)

则主客观融合权重即为ω＝(ω１,ω２,,ωn).

３　基于优势度的评估模型

为了对雷达辐射源信号特征提取进行科学评

估,本文借鉴文献[１０]中方案比较的思想,构建基

于优势度的评估模型,首先对两两方案进行指标

值比较、优劣距离度量以及绝对优劣幅度的计算,
然后确定不同方案间的优势度,建立优势度矩阵,
最终得到用于方案排序的统一向量形式,评估结

果较为严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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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优势度的计算步骤

Step１　确定优势、劣势和等势指标集.在雷

达辐射源信号特征提取的评估中,根据所得的规

范化矩阵Z＝(zij)m×n,选出两两方案间的优劣指

标.即

Jpq＝
J１

pq＝{cj|zpj＞zqj,p,q∈M,j∈N}

J２
pq＝{cj|zpj＜zqj,p,q∈M,j∈N}

J３
pq＝{cj|zpj＝zqj,p,q∈M,j∈N}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３)

式中,Ji
pq(i＝１,２,３)分别表示方案p 对方案q 的

优势、劣势和等势指标集,Jpq＝J１
pq∪J２

pq∪J３
pq.

Step２　计算优势和劣势距离.以不同方案

的规范化值之差作为优势和劣势距离的度量,且
以优势指标集计算优势距离,以劣势和等势指标

集计算劣势距离,即为

d＋
pqj＝zpj－zqj,cj∈J１

pq

d－
pqj＝zqj－zpj,cj∈(J２

pq∪J３
pq){ (１４)

式中,d＋
pqj,d－

pqj分别表示方案p 对方案q在指标cj

处的优势和劣势距离,０≤d＋
pqj,d－

pqj≤１.

Step３　计算优势量和劣势量.为了反映不同

方案间的绝对优劣幅度,结合每个指标对应的权重

和优劣势距离,得到如下定义的优势量和劣势量:

ωd＋
pq ＝∑

cj
ωjd＋

pqj,cj ∈J１
pq

ωd－
pq ＝∑

cj
ωjd－

pqj,cj ∈ (J２
pq ∪J３

pq)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５)

式中,ωd＋
pq,ωd－

pq分别表示方案p 对方案q 优势量

和劣势量,０≤ωd＋
pq,ωd－

pq≤１.

Step４　计算优势度.不同方案间的优势度

定义为方案间比较时的相对优劣幅度,即为

κpq＝
ωd＋

pq－ωd－
pq＋１

２
(１６)

式中:若κpq＝０．５,则方案p 和方案q 具有相同的

优势;若０．５＜κpq＜１,则方案p 比方案q具有更大

的优势,且该值越大,优势越明显;若０＜κpq＜０．５,
则方案p 比方案q具有更大的劣势,且该值越大,
劣势越明显.

３．２　方案排序准则

由文献[１０]可知,不同方案的优势度构成的

优势度矩阵Κ＝(κpq)m×m 是一致性的互补判断矩

阵,因此只需选择一种方案作为基准即可完成排

序.在优势度矩阵中,以方案i为基准,方案i对

所有方案比较所得的优势度向量定义为高点优势

向量,记为κh
i＝(κi１,κi２,,κim );所有方案对方案

i比较所得的优势度向量定义为低点优势向量,记
为κl

i＝(κ１i,κ２i,,κmi)Τ.高点优势向量中的优

势度越小,方案越优;低点优势向量中的优势度越

大,方案越优.
当选择不同的基准方案时,虽然排序结果相

同,但没有统一的向量形式来体现方案间的差异.
因此,为了求得统一的向量形式,对优势度矩阵作

如下处理:

Step１　根据互补判断矩阵的性质[１１]:κpq＋
κqp＝１,将高点优势向量κh

i 转化为低点优势向

量κl
i;

Step２　令κs
i＝min

j∈M
κji,εi＝κii－κs

i,对低点优

势向量κl
i 作平移变换,得到统一的向量形式:

κ̂＝(κ̂１,κ̂２,,κ̂m)Τ＝
(κ１i＋εi,κ２i＋εi,,κmi＋εi)Τ (１７)

Step３　对统一的向量形式作如下归一化:

κ′p＝
κ̂p

∑
m

p＝１
κ̂p

＝
κpi＋εi

∑
m

p＝１
(κpi＋εi)

(１８)

则最终用于方案排序的统一向量形式即为κ′＝(κ′１,

κ′２,,κ′m).统一向量中κ′p越大,方案p 越优.

４　仿真分析

４．１　实例分析

　　为了对本文评估方法的实现过程进行分析,
本文选取以下几种特征提取方法作为方案集进行

评估,如表１所示.

表１　评估方案

方案 特征提取方法

x１ 自相关函数＋三维熵

x２ FFT＋三维熵

x３ Welch功率谱＋相像系数

x４ FFT＋相像系数

x５ 模糊函数＋Radon变换＋复杂度

x６ 模糊函数＋纵向切片＋小波包

Step１　根据图１所示的雷达辐射源信号特

征提取评估指标体系,通过仿真实验得到原始决

策矩阵,如表２所示.

Step２　在上述指标中,c３,c４,c７ 为效益型指

标,其他为成本型指标,按式(１)对原始决策矩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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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范化处理,得到规范化决策矩阵,如表３所示.

Step３　为了不同情况下的权重既能充分考

虑用户需求,又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采用 AHP
法得 到 ３ 种 情 况 的 主 观 权 重;采 用 熵 权 法 和

CRITIC法得到两种客观权重;基于最小叉熵进行

权重融合,分配比γ＝０．５,η＝０．７,得到各指标权重

如表４所示.

表２　原始决策矩阵

方案 c１ c２ c３ c４ c５ c６ c７ c８ c９

x１ ０．００１４ ３ １．７７２２ ５０．９１１１ ０．７３６２ ０．０９７４ ０．０８０５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６０３
x２ ０．００１４ ３ ０．９６６７ １７．０９９２ ０．７０１９ ０．１２６５ ０．０８０２ ０．０６０７ ０．１０９６
x３ ０．００９０ ２ ２．７５８４ １４８．５６５８ ０．６９７９ ０．１４６８ ０．０７９８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４８６
x４ ０．００１２ ２ １．４２２５ ４０．９６３０ ０．６９４３ ０．０７１９ ０．０７９８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６９６
x５ ０．８６５０ ２ ０．８３０７ １６．６０５７ ０．７０７０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８０８ ０．０３８２ ０．０７６４
x６ ０．７２２８ ２ １．４８２０ ２３．０９７２ ０．７７８８ ０．６１４８ ０．０８００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７７０

表３　规范化决策矩阵

方案 c１ c２ c３ c４ c５ c６ c７ c８ c９

x１ ０．５４６０ ０．３０１５ ０．４３５０ ０．３０７３ ０．３９７９ ０．１３１６ ０．４０９７ ０．４５７３ ０．４５４８
x２ ０．５４５２ ０．３０１５ ０．２３７３ ０．１０３２ ０．４１７４ ０．１０１３ ０．４０８５ ０．１５９８ ０．２５０５
x３ ０．０８４４ ０．４５２３ ０．６７７２ ０．８９６８ ０．４１９８ ０．０８７３ ０．４０６５ ０．７３４７ ０．５６４４
x４ ０．６３０５ ０．４５２３ ０．３４９２ ０．２４７３ ０．４２１９ ０．１７８２ ０．４０６２ ０．２９９３ ０．３９４３
x５ ０．０００９ ０．４５２３ ０．２０３９ ０．１００２ ０．４１４４ ０．９６５７ ０．４１１４ ０．２５３８ ０．３５９４
x６ ０．００１０ ０．４５２３ ０．３６３８ ０．１３９４ ０．３７６２ ０．０２０８ ０．４０７２ ０．２６７６ ０．３５６６

表４　不同情况下的各指标权重

指标
主观权重α 客观权重 主客观融合权重ω

情况一 情况二 情况三 β１ β２ β 情况一 情况二 情况三

c１ ０．３６２２ ０．０６６１ ０．２６３２ ０．３０９４ ０．２６０８ ０．２９３０ ０．３８６６ ０．１２０２ ０．２９９１
c２ ０．１２０７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８７７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５４３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８３６ ０．０２６０ ０．０６４７
c３ ０．０４４１ ０．２４１４ ０．１７５５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９４７ ０．０６７０ ０．０５６９ ０．１９１３ ０．１４４６
c４ ０．０４４１ ０．２４１４ ０．１７５５ ０．１９４５ ０．１５４８ ０．１７８９ ０．０７６３ ０．２５６８ ０．１９４２
c５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１４３
c６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５４６ ０．３５６０ ０．２６６７ ０．３１７８ ０．１３５８ ０．１３９０ ０．１０１９
c７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５６
c８ ０．１３６０ ０．１３６０ ０．０９４５ ０．０６９３ ０．１０３６ ０．０８７４ ０．１３５５ ０．１３８６ ０．１０１６
c９ ０．１３６０ ０．１３６０ ０．０９４５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５２４ ０．０３０４ ０．０９８７ ０．１０１０ ０．０７４０

　　Step４　以情况一为例,根据３．１节优势度的

计算方法,得到优势度矩阵Κ１,如表５所示.可根

据每一行进行排序,优势度越小方案越优,也可根

据每一列进行排序,优势度越大方案越优.

Step５　为了便于对方案进行排序和体现方

　　
表５　优势度矩阵

方案 x１ x２ x３ x４ x５ x６

x１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４５７ ０．５３２２ ０．４９２４ ０．５７５２ ０．６３２９
x２ ０．４５４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８６５ ０．４４６７ ０．５２９５ ０．５８７２
x３ ０．４６７８ ０．５１３５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６０２ ０．５４３１ ０．６００８
x４ ０．５０７６ ０．５５３３ ０．５３９８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８２８ ０．６４０５
x５ ０．４２４８ ０．４７０５ ０．４５６９ ０．４１７２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５７７
x６ ０．３６７１ ０．４１２８ ０．３９９２ ０．３５９５ ０．４４２３ ０．５０００

案间的差异,按照３．２节优势度矩阵的处理方式,
结合表５可以得到情况一时用于方案排序的统一

向量形式,同理可得情况二和情况三的统一向量

形式,如表６所示.

表６　不同情况下的统一向量形式

方案
统一向量形式κ′

情况一 情况二 情况三

x１ ０．１７９９ ０．１７３０ ０．１７８０
x２ ０．１６６９ ０．１４９９ ０．１６１２
x３ ０．１７０７ ０．２０１０ ０．１８５７
x４ ０．１８２０ ０．１６７２ ０．１７７４
x５ ０．１５８５ ０．１６１１ ０．１５３６
x６ ０．１４２１ ０．１４７８ ０．１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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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６　根据统一向量形式对方案进行排序.
在要求实时处理的情况下,方案排序为x４＞x１＞
x３＞x２＞x５＞x６,方案x４ 最优;在要求高准确的
情况下,方案排序为x３＞x１＞x４＞x５＞x２＞x６,
方案x３ 最优;在兼顾处理速度和准确率的情况

下,方案排序为x３＞x１＞x４＞x２＞x５＞x６,方案

x３ 最优.因此,本文的评估方法可用来选出最符

合用户需求的方案.

４．２　有效性检验

为了检验本文评估方法的有效性,以情况一

为例,基于文献[１２]提出的３个标准来说明.
１)标准１的检验

标准１:在不改变各指标相对重要性的前提

下,用一个更差的方案代替原非最优方案,不改变

原最优方案的选择,则说明该评估方法有效.为

了说明本文的评估方法满足标准１,将方案x１ 用
更差的方案x′１代替,其中方案x′１各指标值假设为

(０．００２,３,１．５,４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８,０．０５,０．１).采用本

文的评估方法进行排序,可得新的方案排序为x４

＞x３＞x２＞x′１＞x５＞x６,可得最优方案仍为x４,
满足标准１.

２)标准２的检验

标准２:将原评估问题分解为几个较小的问

题,运用相同的评估方法,得到较小问题的方案排

序,该排序结果与原评估问题中的顺序一致,则说

明该评估方法有效.为了说明本文的评估方法满

足标准２,将本文的评估问题分解为对方案(x１,
x２,x３,x４),(x２,x３,x４,x５)和(x３,x４,x５,x６)这
３个小问题的评估.采用本文的评估方法进行排

序,得到这３个小问题的方案排序分别为x４＞x１

＞x３＞x２,x４＞x３＞x２＞x５ 和x４＞x３＞x５＞x６,
与原评估问题中的方案排序一致,即满足标准２.

３)标准３的检验

标准３:将原评估问题分解为几个较小的问

题,如果综合考虑较小问题的方案排序即可得原

评估问题的排序,则说明该评估方法具有传递性.
为了说明本文的评估方法满足标准３,采用检验标

准２的例子,由３个小问题的方案排序即可得原评

估问题的排序为x４＞x１＞x３＞x２＞x５＞x６,说明

本文的评估方法具有传递性,即满足标准３.

５　结束语

针对当前雷达辐射源信号特征提取评估的研

究不够深入,存在评估方法单一和缺乏科学性等

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优势度的评估方法.在

构建的评估指标体系下,该方法首先基于最小叉

熵对两种客观权重和主客观权重分别进行融合,
使所得权重既能充分考虑用户需求,又能具有一

定的客观性;然后计算不同方案间的优势度,建立

优势度矩阵,得到不同用户需求下的统一向量形

式完成方案排序.仿真实验表明,该评估方法可

用来选出最符合用户需求的方案,且通过３个标准

的检验说明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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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空时自适应技术的卷积调制干扰研究
∗

李骥阳,毛睿达,汤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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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空时二维自适应处理(STAP)技术具有卓越的抑制杂波和抗干扰性能,常规的干扰手段难以

对其产生理想的干扰效果.研究了机载雷达STAP系统的信号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收发分时体制的卷

积调制干扰方法.该方法首先对截获到的雷达信号进行间歇采样并进行存储,然后将读出的信号与存储的

噪声进行卷积调制,最后将得到的干扰信号延时叠加转发.理论分析表明该干扰方法能产生幅度随机起伏

且间隔随机分布的假目标群,破坏了训练样本独立同分布的条件,造成STAP系统性能下降.计算机仿真

结果验证了该干扰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空时自适应处理(STAP);收发分时;间歇采样;卷积调制干扰

中图分类号:TN９７２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Ｇ２３３７(２０１８)０５Ｇ０５１１Ｇ０６

ResearchonConvolutionModulationJammingforSTAPTechnology
LIJiyang,MAORuida,TANGJianlong

(KeyLaboratoryofElectronicInformationCountermeasureandSimulationTechnology,

MinistryofEducation,XidianUniversity,Xi’an７１００７１,China)

　　Abstract:SpaceＧtimeadaptiveprocessing(STAP)technologybringsforwardseverechallengetoelectronic
countermeasureforitsexcellentperformanceofclutterＧsuppressionandantiＧjamming．Thispaperfirstlystudies
thesignalmodelofairborneradarSTAPsystem,andthenproposesaconvolutionmodulationjammingalgorithm
basedontransmit/receivetimeＧsharing．Inthisalgorithm,thejammerstartsintermittentsamplingwhenitreＧ
ceivesradarsignal,thengainstheconvolutionresultfromthenoiseandtheoutputradarsignalasconvolution
factors,finallypostponesandtransmitsthejammingsignal．Theanalysisshowsthatthisjammingalgorithmcan
generatefalsetargetswithrandomamplitudeandinterval,breaktheIIDconditionsoftrainingsamplesanddeＧ
creaseSTAPsystem’sperformance．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eeffectivenessofthisjammingalgorithm．

Keywords:spaceＧtimeadaptiveprocessing(STAP);transmit/receivetimeＧsharing;intermittentsampling;

convolutionmodulationjamming

０　引 言

空时二维自适应(STAP)技术具有优秀的抑

制杂波和干扰的特性[１Ｇ２],是新一代高性能雷达的

关键技术之一[１,３],近年来还应用到了导航、通信

以及声呐等领域[３Ｇ６].STAP技术的发展给雷达对

抗一方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目前国内外公开

的文献资料对 STAP干扰方法的研究却十分有

限.文献[７]提出了一种针对STAP技术的密集

干扰的方法,用多部干扰机占用系统自由度,使

STAP系统因缺乏足够的系统自由度而性能下降,
但当阵元和脉冲个数较大时,所需干扰机的数量

也比较庞大.文献[８]提出了一种自卫式相干散

射欺骗干扰方法,虽然能有效掩护受保护目标,但
未考虑到收发分时体制下干扰机如何快速响应的

问题.文献[９]提出了一种利用阶梯波移频法构

造距离假目标的干扰方法,虽然能形成非均匀环

境,使STAP系统性能下降,但其形成的假目标数

量较少,并且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针对现有干扰方法在收发分时体制下无法快

速响应和假目标数量较少且呈现一定规律性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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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本文研究了机载雷达STAP系统的信号模型,
提出了一种基于间歇采样的卷积调制叠加转发干

扰方法.这种干扰方法将间歇采样、卷积调制和

延时叠加三种方法相结合,提高了收发分时体制

下干扰机的响应速率,产生了大量的幅度随机起

伏、间隔随机分布的假目标信号.

１　机载雷达STAP系统的信号模型

图１为机载相控阵雷达的几何模型图.假设

雷达载机的飞行高度为 H,以恒定的速度v 作匀

速直线飞行,雷达天线采用均匀线阵,各阵元的间

距d＝λ/２,λ为雷达发射电磁波的波长,θ和φ 分

别为天线波束指向的方位角和俯仰角,ψ 为杂波散

射体相对阵列天线的入射锥角,并满足cosψ＝
cosθcosφ 的数量关系,α为阵列天线的载机航行方

向的夹角.

图１　机载雷达阵列天线几何模型

机载雷达利用阵列天线实现空域采样,假设雷

达天线是由N 个阵元组成的均匀线阵,一个相干处

理间隔(CPI)内的脉冲数为K.阵列天线的采样数

据,即STAP系统的输入数据可以看作是一个N×
K×L 的三维立方体数据块,如图２所示,其中L 表

示距离单元的个数.STAP技术就是分别对每个距

离单元的空时采样数据进行匹配滤波,每个距离单

元的空时采样数据可用式(１)来表示:

Xl＝

x １,１( )  xn,１( )  x N,１( )

⋮ ⋮ ⋮ ⋮ ⋮

x １,k( )  xn,k( )  x N,k( )

⋮ ⋮ ⋮ ⋮ ⋮

x １,K( )  xn,K( )  x N,K( )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１)
式中,xn,k( ) ,n＝１,２,,N,k＝１,２,,K 表示

第n 个天线阵元接收到的第k 个时刻的空时二维

的采样数据.在后续处理中,为了方便理解与表

示,将每个距离单元的数据写成(NK×１)维的向

量形式.
雷达回波数据为X,其通常由目标信号回波

St、杂波信号C、噪声n 和干扰信号J 组成,即

X＝St＋C＋n＋J (２)
设STAP系统的自适应权矢量为W,即

W＝[w１１,,w１K ,w２１,,w２K ,,

wN１,,wNK]T (３)
滤波处理后输出为Y,则STAP系统的输出为

Y＝WHX (４)
自适应最优权矢量Wopt为

Wopt＝
R－１S

SHR－１S
(５)

式中,R＝EXHX{ } 为NK×NK 维杂波、干扰、噪
声协方差矩阵,S 为NK×１维目标信号空时二维

导向矢量.在R 确知的情况下,STAP技术有良

好的杂波抑制和抗干扰性能,但实际中通常选择

一定数量的训练样本来得到R 的估计值R̂,如图２
所示.

图２　输入数据模型

利用训练样本估计出的协方差矩阵R̂ 代替真

实的杂波干扰协方差矩阵R,将使得STAP系统的

输出信杂噪比下降.为了保证 STAP 系统的性

能,参与训练的样本数据必须满足独立同分布,且
训练样本的数量要大于系统自由度的两倍.

２　基于间歇采样的噪声卷积叠加转
发干扰信号模型

　　受机载平台应用的限制,干扰机收发隔离度

难以保证,机载平台干扰机通常采用收发分时体

制.为了使干扰机快速响应,通常对截获到的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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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信号进行间歇采样.如图３所示,在侦收窗内

(WR为高电平期间,其中 Δt为系统延时),干扰

机对截获信号进行检测.当检测信号 DET 为高

电平,启动DRFM 对信号进行存储,当信号脉冲宽

度大于系统设定的间歇时间τ,即信号存储τ长度

后,干扰发射选通信号JT 变为高电平,并同时将

存储的信号读出;数据读出完毕后,JT再次降为低

电平,存储τ时间长度信号数据后,JT再次变为高

电平,将新存储的数据读出;该过程持续直至 DET
转低,即雷达脉冲结束.图中Tj 为干扰窗长度.

图３　间歇采样原理

设间歇采样信号是一个脉冲宽度为τ,脉冲重

复周期为Ts 的矩形包络脉冲串.间歇采样脉冲

串信号c(t)和频谱C(f)为

c(t)＝rectt
τ

æ

è
ç

ö

ø
÷ ∑

＋∞

－∞
δt－nTs( ) (６)

C(f)＝∑
＋∞

－∞
τfsSanπfsτ( )δf－nfs( ) (７)

雷达发射线性调频信号为x(t),时宽为T,带
宽为B.使用间歇采样脉冲串信号对雷达发射信

号进行采样,即可得到间歇采样转发干扰信号

xs(t),其频谱为Xs(f):
xs(t)＝c(t)x(t) (８)
Xs(f)＝C(f)∗X(f)＝

∑
＋∞

－∞
τfsSanπfsτ( )X f－nfs( ) (９)

由式(９)可得,当n 对应取不同值时,干扰信

号频谱与雷达频谱形状相似,只是在中心频率处

发生了±nfs 的频移,并在幅度上有一定衰减.设

匹配滤波器为h(t),则目标回波和干扰信号经过

匹配滤波器的响应分别为y(t),ys(t):

ys(t)＝xs(t)∗h(t)＝
τ
Ts

y(t)＋
２τ
Ts

∑
＋∞

n＝－∞

sinnπfsτ
nπfsτ

y(t)(１０)

分析式(１０)可得,经匹配滤波后干扰信号会

形成一组由主假目标和分布在其两侧的次假目标

群.雷达回波信号的匹配滤波输出和间歇采样转

发干扰信号的匹配滤波输出的仿真结果分别如图

４(a)和图４(b)所示(T＝１０μs,B＝２．５MHz,τ＝１

μs,Ts＝２μs).假目标的幅度由间歇采样脉冲信

号的脉宽和重复周期决定,并且任意相邻两个假

目标的间隔为

Δt＝
T

BTs
(１１)

为了保证假目标群的产生且任意两相邻假目

标不发生混叠,间歇采样周期Ts 必须满足:

２
B＜Ts＜

T
２

(１２)

(a)雷达信号匹配滤波输出

(b)间歇采样转发干扰信号匹配滤波输出

图４　间歇采样干扰转发信号

由上述分析和仿真可知,对雷达信号进行间

歇采样会造成干扰信号经过匹配滤波形成的假目

标的间隔保持固定(Δt＝２μs),并且假目标的幅度

会呈现一定规律性的衰减.但这样产生的假目标

数量较少,且假目标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无法产

生较好的干扰效果.为了改善直接间歇采样转发

干扰的不足,将间歇采样后的信号与噪声作卷积

运算,并将得到的干扰信号延时叠加转发.其原

理如图５所示,其中xst－τi( ) ,i＝１,２,,N 是

对xs(t)的延时(由于干扰机收发分时的机制,这
里必须保证延时转发量τi 是间歇采样宽度τ的整

数倍),n(t)为干扰机存储的视频噪声信号,j(t)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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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生成的干扰信号.

图５　基于间歇采样的噪声卷积延迟叠加转发干扰原理

经过间歇采样的雷达信号xs(t)与视频噪声

n(t)进行卷积运算后产生的干扰回波信号j(t)及
其频谱J(f)为

j(t)＝∑
n

i＝１
xst－τi( ) ∗ni(t) (１３)

J(f)＝∑
n

i＝１
Xs(f)e－j２πfτiNi(f)＝

∑
n

i＝１
C(f)X(f)e－j２πfτiNi(f)＝

∑
n

i＝１
∑
＋∞

m＝ －∞
τfs

sinmπfsτ( )

mπfsτ


X f－mfs( )e－j２πfτiNi(f) (１４)
由式(１４)可知,由于有Ni(f)的存在,使得干

扰信号的频谱在幅度上产生随机起伏的现象.干扰

信号j(t)经过匹配滤波器h(t)的输出为jpc(t),则

jpc(t)＝j(t)∗h(t)＝

　∑
n

i＝１
xst－τi( ) ∗h(t)∗ni(t)＝

∑
n

i＝１
(τTs

yt－τi( ) ＋

２τ
Ts

∑
＋∞

m＝－∞

sinmπfsτ
mπfsτyt－τi( ) ) ∗ni(t)＝

∑
T

s＝０
∑
n

i＝１
nit－s( )ys－τi( ) ＋

∑
T

s＝０
∑
n

i＝１
∑
＋∞

m＝－∞

２τ
Ts

ni(t－s)sinmπfsτ
mπfsτ

y(s－τi)

(１５)
噪声卷积后的干扰信号经过匹配滤波后会产

生很多的假目标,式(１５)中第一项为主假目标,并

且幅度τ
Ts

ni 随机变化,第二项为副假目标串,其幅

度２τ
Ts

nisinmπfsτ
mπfsτ

也随机起伏,并且由于主假

目标间的副假目标串随机起伏,相互叠加,因此会

在真实目标附近形成幅度随机起伏、间隔随机变

化的密集假目标群,图６(a)和图６(b)对比了直接

延时叠加转发和本文所提的干扰信号的时域波

形,可以发现本文所提采用干扰信号的波形的幅

度随机起伏,并且在各个发射时间段也随机分布.
图６(c)和图６(d)对比了直接延时叠加转发干扰和

本文采用的间歇采样噪声卷积叠加转发干扰的信

号经过匹配滤波后的结果,可以看出相对于直接

延时叠加转发干扰本文方法所产生的干扰信号有

更好的干扰效果.

(a)直接延时叠加转发干扰信号

(b)本文方法产生的干扰信号

(c)直接延时叠加转发干扰信号匹配滤波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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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本文干扰信号匹配滤波输出

图６　干扰信号对比

上述密集假目标群的引入将会破坏训练样本

的独立同分布的条件,造成STAP系统得不到足

够的独立同分布的训练样本,从而使获得的协方

差矩阵估计误差变大,输出信杂噪比下降,滤波器

凹口展宽.这样就造成了STAP系统对干扰和杂

波的抑制效果急剧下降.

３　仿真分析

仿真参数:机载雷达工作频率f０＝４５０MHz,
脉冲重复频率PRF＝３００Hz,天线采用均匀线阵,
阵列天线与载机航向的夹角α＝０°,阵元个数N＝
１６,脉冲积累数 M ＝１６,杂噪比CNR＝４０dB,信
噪比SNR＝０dB,干噪比JNR＝２８dB,用３０dB
切比雪夫加权.载机速度vp＝１５０m/s,载机高度

H＝９０００m,目标的方位角ψt＝０°,速度vt＝７５m/s,
干扰机的方位角ψj＝３０°,速度vj＝３０m/s,采用

５１２个训练样本.仿真结果如图７~图１１所示.

图７　无干扰环境下杂波空时功率谱

图８　杂波＋干扰空时功率谱

图９　杂波环境下STAP对目标的检测

图１０　杂波＋干扰环境下STAP对目标的检测

图１１　改善因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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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和图８分别是杂波环境下和杂波加干扰

环境下的空时二维功率谱,图中对角线处为杂

波.与图７对比,图８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在
干扰加杂波环境下的空时二维功率谱的部分地

方产生了随机起伏的现象,这是由于干扰的加入

使得训练样本在距离Ｇ多普勒域不再满足独立同

分布的条件.图９和图１０分别是杂波环境和杂

波加干扰环境下STAP系统对目标的检测效果,
对角线处为杂波抑制凹口,从仿真结果对比可以

看出,在干扰加杂波环境下STAP系统对目标的

检测效果受到较大的影响,这是因为STAP系统

无法获得足够的独立同分布的训练样本导致 R̂
与真实值R 偏差较大.图１１对比了杂波环境和

杂波加干扰环境下STAP系统的改善因子,可以

看出在干扰条件下 STAP系统的改善因子下降

了约３０dB,并且用于抑制杂波的凹口也有一定

的展宽,这说明STAP系统的性能急剧下降.上

述仿真结果有效地验证了本文干扰方法对空时

自适应技术的干扰效果.

４　结束语

本文研究并分析了机载雷达STAP 系统的信

号模型,将间歇采样、卷积调制、延时叠加转发等方

法相结合,提高了收发分时体制下干扰机的响应速

率,并且针对STAP 系统产生了大量的不满足独立

同分布的干扰训练样本,造成STAP 系统无法准确

估计用于抑制杂波和干扰的协方差矩阵,大大降低

了STAP系统的性能.仿真结果验证了该干扰方法

降低了STAP系统的输出信杂噪比并展宽了滤波器

凹口,造成STAP系统的性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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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RFT算法的宽带LFMCW雷达运动补偿方法
∗

陈梁栋１,夏赛强１,林　爽２,杨　军１

(１．空军预警学院,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１９;

２．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１４３３部队,辽宁沈阳 １１００００)

　　摘　要:针对线性调频连续波(LFMCW)雷达运动补偿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型 RadonＧFourier变换

(RFT)的参数类成像方法.首先用 RFT算法在大搜索范围内进行了运动速度的粗估计;然后再在粗速度

估计误差范围内基于Tsallis熵对速度进行了精估计;最后根据估计结果对LFMCW 雷达目标完成了成像.
由于改进的 RFT算法的两次估计均使用到了相参积累,因此该算法可在低信噪比条件下对速度进行估计;
此外该算法先在大范围内粗搜索,再在小范围内精搜索,这样的方式有效降低了算法运算量,使传统方法得

到了改进.最后通过仿真实验验证了所提算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线性调频连续波(LFMCW);改进 RadonＧFourier变换(RFT);Tsallis熵;运动补偿

中图分类号:TN９５８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Ｇ２３３７(２０１８)０５Ｇ０５１７Ｇ０８

TargetMotionCompensationofWidebandLFMCWRadar
BasedonImprovedRFTAlgorithm

CHENLiangdong１,XIASaiqiang１,LINShuang２,YANGJun１

(１．AirForceEarlyWarningAcademy,Wuhan４３００１９,China;

２．Unit３１４３３ofPLA,Shenyang１１００００,China)

　　Abstract:Toimprovethemotioncompensationoflinearfrequencymodulatedcontinuouswave(LFMCW)

radar,animprovedRadonＧFouriertransform (RFT)methodforparameterimagingisproposed．Firstly,theRFT
algorithmisusedtoestimatethecoarsevelocityinalargesearchrange．Then,theprecisevelocityisestimated
basedonTsallisentropyintherangeoferrorestimation．Finally,theLFMCWradartargetimagingiscompleted
accordingtotheestimationresults．ThetwostepsofestimationoftheimprovedRFTalgorithmbothusecoherent
integration,soitcanestimatetargetvelocityunderlowSNRconditions．Inaddition,searchingthecoarsevelocity
inawiderangeandthentheprecisevelocityinasmallrange,inthisway,thealgorithmcaneffectivelyreducethe
computationalcomplexity,whichimprovesthetraditionalmethod．Simulationresultsprovetheeffectivenessofthe

proposedalgorithm．
Keywords:linearfrequencymodulatedcontinuouswave(LFMCW);improvedRadonＧFouriertransform

(RFT)algorithm;Tsallisentropy;motioncompensation

０　引 言

线性调频连续波(LFMCW)雷达具有体积小、
重量轻、功耗低等优势,因此被广泛用于 SAR/

ISAR成像系统,基于LFMCW 雷达的成像方法已

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１Ｇ３].直升机作为具

备对地打击和运送能力的灵活飞行器,是一类典

型的“低慢小”空中目标,因此基于 LFMCW 雷达

实现直升机目标的检测与识别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完成LFMCW 雷达的平动

补偿方法研究,为后续的直升机旋翼成像以及微

动特征提取奠定基础.LFMCW 雷达在整个发射

周期内都发射脉冲,这个特点导致了传统脉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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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雷达的“走Ｇ停”模式不再适用,建模时必须考虑

直升机在脉冲内的运动,此时如果将传统算法用

于LFMCW 雷达,将导致距离向的主瓣展宽[３],从
而影响成像结果.因此,必须对 LFMCW 雷达的

目标脉内运动进行补偿,其中一种较为常见的思

路是参数类补偿方法,这类方法首先估计出目标

运动参数,并对回波进行精确补偿,从而完成目标

成像.基于这种思想,文献[３]使用了搜索算法,
将图形对比度作为图像质量评价指标,对目标的

运动参数进行了搜索并对目标进行了成像.该算

法取得了较好的估计效果,但是由于该方法要对

目标参数进行搜索,因此计算量较大.文献[４]使
用了包络拟合的方法估计出目标参数,而后再进

行平动补偿和方位成像,该方法首先提取出一维

距离像的包络信息,而后在此基础上通过拟合完

成了参数估计.该方法具备一定的运动参数估计

能力,但是当目标信噪比较低时该方法将失效.
文献[５Ｇ７]提出了 RadonＧFourier变换(RFT)算

法,该算法通过相参积累,提高了低信噪比条件下

的检测能力,但是该方法也是沿着速度和距离的

二维搜索,因此计算量也相对较大.
本文给出了一种改进的 RFT 算法实现运动

补偿.通过粗搜索和精搜索的两步估计方法,在
保证估计效果不受影响的前提下,降低了算法计

算量.并通过仿真和对比实验验证了本文方法的

有效性.

１　LFMCW 雷达直升机回波建模

假设雷达到目标的距离满足远场条件,雷达

到旋翼中心的距离为RC,直升机与雷达俯仰角为

β,旋翼以恒定的角速度ω＝２πfrot绕旋翼中心旋转

(frot为旋翼旋转频率),如图１(a)所示.为了便于

分析,考虑β＝０°的情况,即此时雷达、旋翼都投影

到一个平面内,如图１(b)所示.旋翼某一个叶片

上的散射点P 到旋翼中心的距离为r(０≤r≤l,l
为叶片长度),P 点到雷达的距离为RP,P 点以角

速度ω 绕C 旋转,初始时刻P 点的初始旋转角为

θ.目标的旋转中心C 点位于x 轴上,其初始坐标

为(xC,０).选取C 为参考点,即Rref＝RC.
直升机的回波可以视为由两部分组成,其中

一部分是直升机旋翼产生的回波,另外一部分是

(a)直升机与雷达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

(b)直升机与雷达在平面中的位置关系

图１　直升机与雷达关系示意图

直升机机体产生的回波.其中P 点为旋翼上的散

射点,Q 点为机体上的散射点.那么对于直升机

旋翼和机体的散射点运动模型[３,８]可以分别表

示为

RP(t)＝R′(t)＋xPcos(ωPt)－yPsin(ωPt) (１)

RQ(t)＝R′(t)＋xQ－yQωQt (２)
式中,R′(t)为直升机沿雷达径向距离的函数,为
散射点平动部分,xP,yP 为旋翼上的散射点位置

坐标,xQ,yQ 为直升机机体散射点位置坐标,ωP

为直升机旋翼的转速,ωQ 为直升机机体等效为转

台的角速度;可以看出,对于直升机旋翼和直升机

机体,两者的平动部分表达式是相同的.因此,平
动补偿只需要补偿掉两者相同平动的部分即可.
下面分析直升机沿雷达径向距离的函数R′(t).

在短时间内,直升机可视为在平面内作直线

匀速运动,但是沿着雷达视线方向仍然存在一定

的加速度,直升机运动方向如图１(b)所示.C 点

的坐标为(RC,０),直升机运动方向与x 轴角度为

φ,运动速度为v,直升机运动到C′点,则C′点坐标

为(RC ＋vxt,vyt),雷达到C′点的距离可表示为

ROC′＝ RC＋vxt( )２＋ vyt( )２ ,其中vx ＝vcosφ,

vy＝vsinφ.那么此时直升机沿着雷达视线方向

上的速度和加速度分别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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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t)＝
dROC′

dt ＝
RCvx＋v２t

RC＋vxt( )２＋ vyt( )２
(３)

aL(t)＝
d２ROC′

dt２ ＝
－RCvx RCvx＋v２t( )

RC＋vxt( )２＋ vyt( )２[ ]
３
２
＋

v２

RC＋vxt( )２＋vyt( )２[ ]
１
２
－

v２tRCvx＋v２t( )

RC＋vxt( )２＋vyt( )２[ ]
３
２

(４)

由泰勒公式展开,并取前三项,R′(t)可以近似表

示为

R′(t)≈R′(０)＋vL(０)t＋
１
２aL(０)t２ (５)

式中,R′(０)＝RC,vL(０)＝vx,aL(０)＝
v２

y

RC
.

由式(５)可以得知,雷达径向方向上存在速度

和加速度的影响.当直升机沿固定方向匀速直线

运动时,会在雷达径向出现速度以及加速度,但是

加速度分量较小,可认为对于一维距离像的平动

无影响.例如当直升机航向与雷达视线方向垂直

时(此时加速度最大),直升机速度为７０m/s,目标距

离为２０km时,观测时间为２s,雷达带宽为５００MHz
(距离分辨率为０３m),此时的加速度为０．１８３８m/s２,
由加速度引起的走动距离为０．３６７５m.因此对于

直升机目标来说,其加速度对于一维距离像走动

的影响并不明显,在对速度进行估计的时候可以

不考虑加速度的影响.但是加速度对于相位的影

响不能忽略,加速度会使得直升机机体成像时方

位像上的散焦,必须将加速度带来的相位误差进

行补偿,加速度引起的相位误差补偿方法在第２节

进行说明.下面对回波信号进行分析.
本文雷达信号为LFMCW 信号,雷达回波为

sr(t̂,tm)＝rect[(t̂－τp)/Tp]

exp[j２π(fc(t－τp)＋k(t̂－τp)２/２)](６)
式中:Tp 为连续波调制周期;fc 为载频;k 为调频

斜率;t̂为快时间;tm 为慢时间,tm ＝mTp(m 表示

第m 个回波);t为全时间,且有t＝t̂＋tm;τp 为雷

达从发射信号到接收反射信号的时延,并且τp＝
２RP(t̂,tm )/c,RP (t̂,tm )为直升机上散射点到雷

达的距离.
参考信号为

　sreft̂,tm( ) ＝rect
t̂－τref

Tp

é

ë
êê

ù

û
úúexpj２πfct－τref( ) ＋([

１
２k t̂－τref( )２ö

ø
÷

ù

û
úú (７)

式中,τref为参考时间,τref＝２Rref/c.回波与参考

信号作Dechirp处理,得到的中频信号为

sIF(t̂,tm)＝st(t̂,tm)s∗
ref(t̂,tm)＝

rectt̂－
２RP(t̂,tm)

c
Tp

æ

è

ç
ç

ö

ø

÷
÷
rectt̂－

２Rref

c
Tp

æ

è

ç
ç

ö

ø

÷
÷


exp －j４π
RP(t̂,tm)－Rref

λ
é

ë
êê

ù

û
úú 

exp －j４πk
RP(t̂,tm)－Rref

c t̂
é

ë
êê

ù

û
úú 

expj４πk
RP(t̂,tm)－Rref( )２

c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expj８πk
Rref RP(t̂,tm)－Rref( )

c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８)

式中:第１项指数项为多普勒项,它包含了目标的

多普勒信息;第２项为距离走动项,它包含了目标

在雷达上的走动信息;第３项指数项为 RVP项,
它在LFMCW 雷达中可被补偿[９];第４项为相位

影响项,它使得目标回波的多普勒频率和距离信

息都产生了变化,估计得到目标速度后可以对其

进行补偿.
可以看出,由于 LFMCW 雷达时宽较大,目标

在脉内的运动不能被忽略,导致了脉压后一维距离

像主瓣的展宽[３],使得传统成像方法效果变差.为

了解决该问题,需要对相位进行精确补偿.下面,本
文提出一种改进的RFT方法来完成平动补偿.

２　基于改进RFT算法的目标速度估
计与补偿方法

　　RFT方法是用于低信噪比条件下目标检测的

一种有效工具,它可以实现在低信噪比条件下的目

标检测.RFT利用速度与多普勒的关系进行相位

补偿,并沿运动轨迹进行相参积累,其表达式[５]为

G(r,v)＝∫g
２(r＋vtm)

c
,tm

æ

è
ç

ö

ø
÷

exp(j
４πvtm

λ
)dtm (９)

式中,g
２(r＋vtm)

c
,tm

æ

è
ç

ö

ø
÷ 是脉压后的一维距离像.

通过式(９)可以发现,RFT算法利用目标沿直线的

径向运动产生的多普勒频率进行相参积累.当搜

９１５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陈梁栋:基于改进 RFT算法的宽带LFMCW 雷达运动补偿方法





索速度等于真实速度时,相参积累的结果将会出

现峰值.利用这样的原理对信号进行相参积累将

在低信噪比条件下检测出目标速度.但是 RFT
算法是沿r和v 的二维搜索,本文在速度补偿时需

要精确估计速度,因此需要对r和v 的步长更加密

集地划分,这样将导致计算量的提升.本节对

RFT算法进行改进,首先基于 RadonＧFourier变

换进行运动参数粗估计,然后推导出速度估计范

围,在此基础上基于 Tsallis熵值对速度进行小范

围搜索,得到速度的最终精估计结果.

２．１　基于改进 RadonＧFourier变换的运动参数粗

估计

　　RFT 算法的实现是采用先 Radon变换对原

始信号空间绕中心旋转,然后沿慢时间进行多普

勒滤波,从而实现相参积累[１０].Radon变换旋转

的角度对应着目标的速度,当旋转的角度为θ时,
对应的速度v(θ)为

v(θ)＝
ΔR
Ttanθ (１０)

式中,ΔR 为距离像上每一个单元格所对应的距

离,ΔR＝
cfs

２kN
(m),其中c 为光速,fs 为采样频

率,k为调频斜率,N 为距离像上的采样个数,T
为雷达观测时间.可以将式(９)改写为

G(r,θ)＝∫g
２(r＋v(θ)tm)

c
,tm

æ

è
ç

ö

ø
÷

exp(j
４πv(θ)tm

λ
)dtm (１１)

而后,沿着慢时间方向进行相参积累,并记录下此

时不同距离对应的峰值W(θ):

W(θ)＝maxr G(r,θ)[ ] (１２)

当峰值W(θ)取得最大值时,就可以估计出对应的

转动角度θ̂:

θ̂＝arg
θ∈α

maxW(θ) (１３)

式中,α∈ －
π
２

,π
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该转动角度通过式(１０)可

以估计出目标速度:

v̂＝
ΔR
Ttanθ̂ (１４)

改进的 RFT 变换示意图如图２所示.通过

RFT变换,不同目标上的散射点将会进行相参积

累,由于目标主体上所有散射点的平动成分是相

同的,因此对于一维距离像 RFT变换进行积累可

以得到若干个θ坐标相同、r坐标不同的点.

图２　改进 RFT算法示意图

但是,由于RFT算法中每次旋转的角度是一个

固定的步长,该步长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估计速度

的精度.因此,当对目标速度精确估计时,步长往往

会划分得较小,但这样使得算法计算量大幅增加,不
利于速度的实时估计.为了RFT的计算量,本文对

搜索步长进行了粗划分,以此得到了速度粗估计

结果,但是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估计精度的下降.
分析可知,估计得到的θ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其真

实值所在的区间应该为[θ－Δθ,θ＋Δθ],其中 Δθ
为 Radon变换的步长.同理,目标真实速度所在

的区间应该为 ΔR
Ttan(θ－Δθ),ΔR

Ttan(θ－Δθ)é

ë
êê

ù

û
úú .

下面将在该区间内得到运动速度的精估计结果.

２．２　基于Tsallis熵的平动速度精估计

巴西物理学家C．Tsallis提出了一种广义的非

广延熵,即 Tsallis熵.Tsallis熵通过选择合适的

非广延参数使得原先广延统计无法解释的现象得

到了解决.文献[１１]中通过分析和对比,得到了

Tsallis熵比Shannon熵更加适应ISAR相位补偿

这样的非广延系统的结论,因此本节引入 Tsallis
熵进行速度的精估计,Tsallis熵定义[１１]为

T P(n,m)２[ ] ＝
１

q－１－∑
N

n＝１
∑
M

m＝１

１
q－１

P(n,m)２

E
é

ë
êê

ù

û
úú

q
(１５)

式中,E＝∑
N

n＝１
∑
M

m＝１
P(n,m)２,P(n,m)为成像结

果,n 为距离向上的第n 个采样点,距离向上总共

采样N 个点,m 为方位向上第m 个采样点,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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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总共采样M 个点,q为 Tsallis熵的系数.
由得到的速度粗估计结果,首先对 Dechirp后

的回波进行平动补偿,补偿项为

H＝exp[j４π
RL

λ ＋j４πk
RL

ct̂－j４πk
R２

L

c２－j８πk
RrefRL

c２ ]
(１６)

式中,RL＝v̂(t̂＋tm).补偿后的信号为

S＝SIFH (１７)
然后对该信号进行脉压,并进行方位成像后,最终

的图像可以表示为

P＝FFT２[FFT１ S( ) ] (１８)
式中,FFT１ [ ] 表示对距离向进行傅里叶变换,

FFT２ [ ] 表示对方位向进行傅里叶变换.
由于RFT结果存在误差,因此需要再在小范

围内进行精确的估计.基于 Tsallis熵,速度搜索

的范围为 ΔR
Ttan(θ－Δθ),ΔR

Ttan(θ－Δθ)é

ë
êê

ù

û
úú ,搜索

步长为距离分辨率对应的速度,即θs＝c/２BT,其
中B 为信号带宽.

２．３　速度估计误差和加速度的相位校正

完成 速 度 估 计 后,可 以 通 过 式 (１６)对

LFMCW 雷达 Dechirp的回波进行补偿.但是补

偿完成后相位中仍有补偿不完全的部分.其中一

方面是由速度估计误差导致的,另一方面是由于

加速度对相位的影响造成的.此时的相位项中包

含的相位为

sH(t̂,tm)＝exp －j４π
R′L

λ －j４πk
R′L

ct̂＋
é

ë
êê

j４πk
R′L

２

c２ ＋j８πk
RrefR′L

c２
ù

û
úú (１９)

式中,R′L＝Δv(t̂＋tm )＋
１
２aL (t̂＋tm)２,Δv 为速

度估计误差.式(１９)为运动补偿完成后的信号,
它的相位中既包含了没有完全补偿的速度,也包

含了未进行补偿的加速度.由于前面的速度补偿

已经基本上消除了速度的影响(距离向主瓣展宽、
越距离单元走动),此时对于相位信息只需进行小

范围内的补偿.因此,本文使用文献[１２]的方法

进行相位校正.
补偿完成后,可利用 CEMD[１３]等算法对回波

进行分离,进而完成对旋翼和机体的成像,完整的

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速度估计与成像流程图

３　抗噪性能和计算量分析

本文定义的信噪比均为脉压后的信号功率与

噪声功率的比值.假设脉压后的噪声为高斯白噪

声,定义为

SNR＝１０lg
S
E

æ

è
ç

ö

ø
÷

式中,S＝ s ２
F/DSM( ) 为包含信号的DS 个距离

单元回波的平均功率,S 为这DS 个距离单元的回

波信号,M 为脉冲数,E＝ e ２
F/DSM( ) 为只含噪

声的DS 个距离单元内回波的平均功率,E 为这

DS 个距离单元的噪声.

３．１　抗噪性能分析

在速度的粗估计中,对速度v 进行了搜索,搜
索的同时沿回波慢时间方向进行了相参积累,最
终通过积累峰值判断出速度的估计值,其中相参

积累使用的是FFT算法;在速度的精估计中,基于

Tsallis熵进行了速度的搜索,通过边搜索边方位

成像的方法确定了速度的精估计结果,其中方位

成像时经过FFT算法后信号将相参积累,由于信

号是离散的,FFT后的幅度与采样点数相关,积累

后信号对应的幅值将变为AM,此时信噪比将变为

SNR′＝１０lg
(AM)２

σ２ ＝SNR＋２０lgM (２０)

可以看到,不管是粗估计还是精估计,它们的

信噪比都会得到２０lgM dB的提升.通过理论分

析可以说明本文方法具有在低信噪比条件下对飞

机速度进行估计的能力.

３．２　计算量分析

根据文献[７]的分析,基于 FFT 算法的 RFT
计算复杂度为Nr [５Jlog２(Nr)＋１８M＋１５Nv＋１０J
log２(J)] ,其中,Nr,Nv 分别为距离搜索单元个数

和速度搜索单元个数,M 为回波方位向采样点数,

J＝M＋Nv.本文的改进方法中,相当于减少了

对速度的搜索,如果减少搜索量为γ,那么改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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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计算复杂度将比原有的复杂度有所降低.但

改进后由于加入了精搜索,因此还需精搜索部分

的计算量.精搜索的计算量为L×N×log２M,其
中N 为距离像采样点数,L 为精搜索的搜索次数.
例如,若Nr＝Nv＝M＝N＝５００,γ＝４００,L＝４００
时,RFT算法的计算量为８０５×１０７,改进RFT算

法的计算量为４８２×１０７,效率提升了４１．１２％.

４　仿真与分析

本文所有实验均在操作系统为 Windows７的

计算机上实现的,仿真平台为 MatlabR２００８b,计
算机主要参数如下:处理器为Intel酷睿E７５００,主
频为２．９３GHz,内存为２GB.仿真内容为基于

LFMCW 雷达的直升机速度估计.直升机模型和

旋翼叶片模型如图４所示.雷达载频为１０GHz,
脉冲宽度为２ms,带宽为５００MHz,观测时间为１s,
噪声为脉压后添加的高斯白噪声.仿真分两部

分,第一部分的仿真内容为传统成像方法(非参数

类)与本文方法(参数类)的成像效果对比;第二部

分的仿真内容为本文方法与其他参数类方法在计

算量、估计精度上的对比.
本文选用某型直升机作为仿真对象.直升机

机身长度为２０m,旋翼半径为１０m,旋翼转速为

４rad/s(对应的角速度为８πrad/s).直升机速度

为７０m/s,雷达距离目标２０km,航向与雷达视线

方向成６０°(直升机径向速度为３５m/s,径向加速

度为０．１８３８m/s２).散射点模型如图４所示.

图４　某型直升机的散射点模型

图中,“o”表示的是叶片散射点,“∗”表示的

是直升机机体散射点.
仿真１
为了比较参数类方法与非参数类方法的成像效

果,该部分仿真使用了３种不同的非参数类方法与

本文方法进行成像质量比较,图５(a)~图５(c)分别

是传统算法的成像效果以及熵值,图５(d)是本文补

偿算法后的成像方法.以下４种成像方法,均是在

信噪比为－５dB(脉压后添加噪声)的条件下的仿真

结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的仿真对象为含旋

部件的直升机目标,直升机旋翼产生的微动特性将

影响成像质量,因此必须对主体和含旋部件进行分

离,本文所使用的分离方法为CEMD[１３].回波分离

后再进行主体成像,成像结果如图５所示.

(a)传统方法１(熵值９．４２)

(b)传统方法２(熵值９．４８)

(c)传统方法３(熵值９．４３)

通过图５对比可以发现,非参数类成像方法虽

然可以对LFMCW 雷达目标进行成像,但是相比

于参数类方法的成像效果不佳.其原因在于目标

在LFMCW 中的脉内运动不能忽略,必须对其进

行精确补偿,否则将会出现主瓣展宽等现象,所以

２２５　　　　 雷达科学与技术 第１６卷第５期





(d)本文成像结果(熵值８．０１)

图５　传统成像方法成像效果及熵值

造成了图像熵值的降低.文献[１４]对该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说明,本文不再赘述.
仿真２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的改进 RFT 算法在原有

RFT性能不损失的前提条件下,降低了计算量,提
升了运算速度,并且在精度和运算量上优于其他传

统算法,进行这一部分的仿真实验.图６是在脉压

后添加信噪比为－５dB的高斯白噪声时的仿真结

果.图６(a)是改进RFT算法实现的直升机速度粗

估计结果,其中幅度最高点对应的角度通过式(１４)
计算后就是粗估计结果;图６(b)是在Tsallis熵参数

q＝１．５时搜索得到的图像熵值变化曲线.

(a)改进 RFT变换粗估计结果

按照第２节的成像流程对 Dechirp后的回波

进行处理,可以较为准确地估计到直升机运动参

数,由图６可知,一维距离像通过改进RFT算法得

到速度粗估计值;再在速度粗估计值的基础上通

过 Tsallis熵对直升机速度进行搜索,以此得到速

度的精估计值.
图７是直升机目标运动补偿前和运动补偿后

的一维距离像仿真结果.
对于本文所提改进 RFT方法和传统 RFT方

(b)Tsallis熵搜索精估计结果

图６　速度估计和成像结果

(a)未运动补偿的一维距离像

(b)运动补偿后的一维距离像

图７　运动补偿结果

法,以及其他的传统速度估计方法.表１和图８是

信号脉压后在不同信噪比条件下的速度估计情

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搜索类算法速度搜索范

围是０~１００m/s,步长为０．１m/s.
通过表１和图８可以发现,本文改进 RFT算

法和RFT算法、搜索方法在精度和对信噪比适应

的程度上大致相当,但是改进后的 RFT算法计算

量有所降低.这３种算法相比于传统的包络拟合

方法而言运算量都很大,但是在低信噪比条件下

的估计精度要优于传统的包络拟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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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方法在不同信噪比条件下的估计

误差和运算时间对比

方法
SNR＝５dB

估计速度/
(ms－１)

估计误差/
％

运算时间/
s

改进 RFT ３４．９９ ０．０３５ ４４．３６

RFT ３４．８６ ０．０４０ ８２．８６
搜索法 ３５．００ ０ ３９８．１２

包络拟合 ３４．１９ ２．３１０ ０．１２

方法
SNR＝０dB

估计速度/
(ms－１)

估计误差/
％

运算时间/
s

改进 RFT ３４．９９ ０．０３５ ４３．５１

RFT ３５．０３ ０．０８６ ８３．０４
搜索法 ３５．００ ０ ３９６．４５

包络拟合 ２１．４４ ３８．７４ ０．１５

方法
SNR＝－５dB

估计速度/
(ms－１)

估计误差/
％

运算时间/
s

改进 RFT ３５．０４ ０．１１ ４３．８１

RFT ３４．９２ ０．２３ ８３．４１
搜索法 ３４．８０ ０．５７ ３９６．１５

包络拟合 ５．５９ ８４．０３ ０．１７

图８　传统算法与本文算法在不同信噪比

条件下的误差

５　结束语

本文针对脉冲体制雷达的非参数类平动补偿

方法不能完全应用到 LFMCW 雷达中的问题,提

出了一种基于改进 RFT算法的参数类补偿方法.
首先,基于改进 RFT 算法进行了速度的粗估计,
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速度的误差范围;其次,基于

Tsallis熵对成像结果进行了搜索,当熵值最小时

得到了速度的精确估计结果,并用该值构建补偿

函数对回波进行补偿;最后,通过相位校正修正了

速度估计误差和加速度对于相位的影响.该方法

在不降低原有方法抗噪性能的同时,减少了计算

量,提升了算法效率,为后续的LFMCW 雷达微动

特征提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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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积神经网络对SAR目标识别性能分析
∗

邵嘉琦,曲长文,李健伟

(海军航空大学,山东烟台 ２６４００１)

　　摘　要:近年来,以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CNN)为代表的深度学习方法在图

像识别领域取得了巨 大 进 展,但 尚 未 在 SAR 目 标 识 别 领 域 得 到 广 泛 应 用.基 于 此,将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LeNet,AlexNet,VGGNet,GoogLeNet,ResNet,DenseNet,SENet等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应用到SAR图像目

标识别上,并依据识别精度、模型尺寸、运行时间等指标在公开SAR数据集 MSTAR上对９类目标进行识

别实验.详细对比分析了不同CNN模型的综合性能,验证了利用CNN网络模型进行SAR图像目标识别

的优越性,同时也为该领域的后续工作提供了参考基准.
关键词:卷积神经网络(CNN);合成孔径雷达(SAR);目标识别;深度学习

中图分类号:TN９５７．５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Ｇ２３３７(２０１８)０５Ｇ０５２５Ｇ０８

APerformanceAnalysisof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
ModelsinSARTargetRecognition

SHAOJiaqi,QUChangwen,LIJianwei
(NavalAeronauticalUniversity,Yantai２６４００１,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deeplearningmethodsrepresentedBy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CNN)

havemadegreatprogressinthefieldofimagerecognition,butstillhavenotfoundwideapplicationsinSARtarＧ

getrecognition．inthispaper,therepresentativeconvolutionneuralnetworkmodels,suchasLeNet,AlexNet,VGＧ
GNet,GoogLeNet,ResNet,DenseNet,andSENet,areappliedtoSARimagetargetrecognition．RecognitionexperＧ
imentof９typesoftargetiscarriedoutonthepublicdatasetMSTAR．Accordingtoaccuracy,modelsize,training
timeandotherindicators,theperformancesofdifferentCNN modelsareanalyzedandcompared．Thesuperiority
ofCNN modelsinSARimagetargetrecognitionisverified．ThestudyalsoprovidesareferenceforthefollowＧup
workinthisfield．

Keywords: 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CNN);syntheticapertureradar(SAR);targetrecognition;

deeplearning

０　引 言

合成 孔 径 雷 达 (SyntheticApertureRadar,

SAR)由于具有全天候、全天时和一定的穿透成像

能力,可以不受气候条件对地面及海面目标持续

观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战场侦察和情报获取等

领域[１].区别于传统光学图像,SAR 图像具有微

波波段成像和相位相干处理的显著特征[２],这使

得SAR图像一方面可以反映出目标的微波散射

特性,获得大量从光学图像和红外遥感图像无法

得到的信息[３],另一方面也受到阴影、迎坡缩短和

顶底倒置等不利影响,增强了图像的模糊性和畸

变性,难以直接解读.SAR自动目标识别(AutoＧ
maticTargetRecognition,ATR)作为 SAR 图像

解译中的重要环节,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重点[４].传统SAR图像目标识别方法主要由预处

理、特征提取、识别分类等相互独立的步骤组成,
特征提取过程一般需要借助SIFT[５],HOG[６]等算

法提取具有良好区分性的特征才能较好地实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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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但复杂的流程不仅限制了SAR图像目标检测

识别的效率,也制约了目标检测识别的精度[７].
卷积神经网络(CNN)作为一种端到端的处理

架构可以直接使用图像的原始像素作为输入,降
低了对图像数据预处理的要求并且避免了复杂的

特征工程,自动学习数据的分层特征相比人工设

计特征提取规则可以对原始数据进行更本质的刻

画.此外,局部连接、权值共享及池化操作等特性

可以有效地降低网络的复杂度,减少训练参数的

数目,使CNN模型对平移扭曲缩放具有一定程度

的不变性和容错能力[８].１９９５年,Lecun等提出

的LeNetＧ５ 系统[９]在 MNIST 数 据 集 上 得 到 了

０９％的错误率,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成功应用于

银行的手写支票识别,但此时的CNN 只适合小图

片的识 别,对 于 大 规 模 数 据 识 别 效 果 不 佳[８].

２０１２年,Krizhevsky等[１０]提出的AlexNet在ImaＧ
geNet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竞赛(ImageNetLarge
ScaleVisualRecognitionChallenge,LSVRC)上取

得了１５．３％的 TopＧ５错误率(指给定一张图像,其
标签不在模型认为最有可能的５个结果中的几

率),远远超过第二名２６．２％的成绩,使得卷积神

经网络开始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许多性能优秀

的网络模型也在 AlexNet之后被陆续提出[１１].

２０１４年,Szegedy等[１２]提出了基于Inception结构

的 GoogLeNet,将 TopＧ５错误率降低到了６．６７％.
同年,牛津大学的视觉几何组提出的 VGGNet[１３]

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得了ILSVRCＧ２０１４中定

位任务第一名和分类任务第二名.２０１５年,He
等[１４] 提 出 的 残 差 网 络 (Residual Network,

ResNet)致力于解决识别错误率随网络深度增加

而升 高 的 问 题,使 用 １５２ 层 深 度 网 络 取 得 了

３５７％的 TopＧ５错误率.２０１７年,中国自动驾驶

创业公司 Momenta的 WMW 团队提出的SENet
(SqueezeＧandＧExcitationNetworks)[１５]通过在网

络中嵌入 SE 模块,在图像分类任务上 达 到 了

２２５１％的TopＧ５错误率,是迄今为止该挑战赛上取

得的最好成绩.此外,近年来出现的 DenseNet[１６],

ResNext[１７],ShuffleNet[１８]都在不同方面提升了卷

积神经网络的性能.
当前,很多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在计算机视觉

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很多性能优异的网络

尚未推广到SAR图像目标识别领域,且在各类挑

战赛中参赛者一般会使用每副验证图像的多个相

似实例去训练多个模型,再通过模型平均或 DNN
集成获得报告或论文中描述的足够高的准确率,
导致不同抽样方式或集成大小下模型准确率与报

告中的网络性能产生偏差.基于此,本文首先介

绍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然后

在 MSTAR数据集上对各网络的性能进行测试,
分析不同模型对SAR图像识别的性能,为卷积神

经网络在SAR 图像目标识别上的应用建立基础

参考.

１　近五年主流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１．１　AlexNet

　　AlexNet[１０]是一个８层的卷积神经网络,由５
个卷积层(其中一些紧跟着最大池化层)和３个全

连接层组成,最后通过softmax层得到分类评分.

AlexNet的主要创新点在于:采用了修正线性单

元[１９](RectifiedLinearUnits,ReLU)作为激活函

数,更加符合神经元信号激励原理,这种简单快速

的线性激活函数在大数据条件下相比于sigmoid
等非线性函数可以获得更好和更快的训练效果;
采用了 Dropout和数据增强(dataaugmentation)
等策略防止过拟合,降低了神经元复杂的互适应

关系,增强模型鲁棒性;采用两块 GTX５８０GPU
并行训练,两个 GPU可以不用经过主机内存直接

读写彼此的内存,大幅提高了网络训练速度.

１．２　VGGNet

VGGNet[１３]是牛津大学和 GoogleDeepMind
公司的研究员一起研发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探
索了卷积神经网络的深度与其性能之间的关系,
突出贡献在于证明使用很小的卷积(３×３),增加

网络深度可以有效提升模型的性能.VGGNet还

采用了多种方法对网络性能进行优化:采用尺度

抖动(scalejittering)方法对图片进行裁剪,得到尺

寸不一的图片进行训练,增强模型鲁棒性和泛化

能力;采用预训练(preＧtrained)方法先训练浅层网

络,再利用训练好的参数初始化深层网络参数,加
速收敛;在网络中去掉了 AlexNet中提出的局部

响应归一化策略,减少了内存的小消耗和计算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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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GoogLeNet

GoogLeNet由Szegedy等于２０１４年提出的,
是一个基于Inception结构的２２层深度卷积神经

网络架构.该网络的显著特点是不仅增加了网络

的深度,还通过引入Inception模块拓宽了网络的

宽度,主要原理是利用密集成分来近似最优的局

部稀疏结构.Inception模块的结构如图１所示,采
用了不同尺度的卷积核(１×１,３×３,５×５)来处理

图像,使图像信息在不同的尺度上得到处理然后

进行聚合,使模型同时从不同尺度提取特征,增强

了学习能力,该模块的使用使得 GoogLeNet的参

数比 AlexNet少１２倍,但准确率更高.图１中粉

色部分的１×１卷积核的作用是降低参数量,加速

计算,详细原理可见文献[２０].此外,GoogLeNet
的作者还做了大量提高模型性能的辅助工作,包
括训练多个模型求平均、裁剪不同尺度的图像做

多次验证等,详见文献[１２]的实验部分.

图１　Inception模块结构

１．４　ResNet

自 VGGNet提出以来,学者们纷纷致力于通

过提升网络的深度以取得更好的性能,但随着网

络深度的不断增加,梯度弥散/爆炸[２１](vanishing/

explodinggradients)问题和随机梯度下降法(StoＧ
chasticGradientDescent,SGD)难以优化深层网

络带来的退化[２２](degradation)问题随之而来,导
致训练和测试误差随网络深度增加而增大.He
等针对该问题提出了一个１５２层的残差网络结构

(residualnetwork),如图２所示.H(x)是某一层

原始的期望映射输出,x 是 输 入,通 过 快 捷 连

接[２３Ｇ２４](shortcutconnections)在网络中加入一个

恒等映射(identitymapping),就相当于从输入端

旁边开设了一个通道使得输入可以直达输出,优
化目 标 由 原 来 的 H(x)变 成 输 出 和 输 入 的 差

H(x)－x ,而对于一个可优化的映射,其残差也

会很容易优化至０,且将残差优化至０和把此映射

逼近另一个非线性层相比要容易得多[２５],因此这

样的结构降低了深层网络参数优化的难度,解决

了退化问题.文献[２６]是 He等对ResNet的后续

研究,对自身映射在残差网络中的作用进行了更

深层次的分析和验证,并提出了改进版的ResNet.

图２　残差网络结构

１．５　DenseNet

ResNet结构中的数据旁路(skipＧlayer)技术可

以使信号在输入层和输出层之间高速流通,核心思

想是创建一个跨层连接来连通网路中前后层.文献

[１６]基于这个核心理念设计了一种具有密集连接的

卷积神经网络,即DenseNet.其与ResNet最大的区

别在于网络每一层的输入都是前面所有层输出的并

集,而该层所学习的特征图也会被直接传给其后面

所有层作为输入,通过密集连接实现特征的重复利

用,增强了网络的泛化能力.在密集连接的前提下

可以把网络的每一层设计得很“窄”,即只学习非常

少的特征图(最极端情况就是每一层只学习一个特

征图),所以可以达到降低冗余性的目的.简单来

说,DenseNet有以下优点:减轻了梯度消失问题;强
化了特征传播;大幅度减少了参数数量.这篇论文

获得了２０１７年IEEE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会议的最佳论文奖.

１．６　SENet

前述很多工作都是从空间维度层面来提升网

络的性能,文献[１５]将考虑重点放在卷积神经网

络特征通道之间的关系,在网络中引入了包含压

缩(Squeeze)和激发(Excitation)操作的SE模块,
并基于此提出了 SENet.Squeeze操作将每个二

维的特征通道变成一个实数来代表全局的感受

野,并且输出的维度和输入的特征通道数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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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itation操作是一个类似于循环神经网络中门

的机制,通过参数w 来为每个特征通道生成权重,
用来显式地建模特征通道间的相关性.最后进行

重新标定权重(reweight)操作,将 Excitation的输

出权重看作是进行过特征选择后每个特征通道的

重要性,然后通过乘法逐通道加权到先前的特征

上,提升有用的特征并抑制对当前任务用处不大

的特征.文献[１５]将SE模块嵌入 ResNeXt,BNＧ
Inception,InceptionＧResNetＧv２ 上进行结果对比

均获得了不错的增益效果.

２　 基于经典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

SAR图像目标识别实验

２．１　数据集

采用广泛应用于SARＧATR算法测试比较的

MSTAR数据库[２７]中的部分数据进行实验.实验

中的 SAR 图像采用聚束式成像模式,分辨率为

０３m×０３m,方位角覆盖０°~３６０°.由于数据缺

失,本文采用的数据库中包含坦克(T６２,T７２)、装
甲车(BRDM２,BTR６０)、火箭发射车(２S１)、防空

单元(ZSU２３４)、军用卡车(ZIL１３１)、推土机(D７)
和假目标(SLICY)共７大类９小类的目标,如图３

图３　MSTAR数据集

所示.缺失的 BMP２和 BTR７０两类数据也属于

装甲车类,对实验造成的影响可以忽略.参照文

献[２８]中的做法,采用１７°俯仰角下的图像作为训

练样本,共２７６９张图片,１５°俯仰角下的图像作为

测试样本,共２３８７张图片.

２．２　实验准备

由于数据集中的原始图片大小均为１２８像素×
１２８像素且目标基本都处于图片的中心位置,故不

需要对原图片作预处理,只进行数据整理即可.
首先为训练集和测试集中的所有图片制作标签,
用０~８分别代表９类待识别目标,之后将各类数

据重 新 编 号 整 理 至 同 一 文 件 夹 下,最 后 通 过

pytorch框架中的 Dataset模块将数据导入网络

中,可以用于直接训练.
本文实验在６４位 Ubuntu１４０４系统环境下进

行,软件方面主要基于深度学习架构pytorch和pyＧ
thon开发环境 pycharm,硬件主要基于Intel(R)

Core(TM)i７Ｇ６７７０K ＠４００GHzCPU 和 NVIDIA
GTX１０８０GPU,采用 CUDA８．０加速计算.

２．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２．３．１　识别精度分析

为了准确对比各网络的表现,结合数据集实

际情况对实验条件作了以下统一设置:迭代次数

设置为５０次,即将所有图片在网络中训练５０次,
批处理大小为１６,即每次向网络中输入１６张图片

数据同时进行处理,反向传播过程采用交叉熵损

失函 数,学 习 率 设 置 为 ００１.分 别 在 LeNet,

AlexNet,VGGNetＧ１６(表示１６层的网络,下同),

InceptionＧv３(GoogLeNet的改进型),ResNetＧ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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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NetＧ１０１,ResNetＧ１５２,SEResNetＧ１８,SEResNetＧ
１０１,DenseNetＧ１６１(每层通道数为４８)共１０个模

型上测试网络的识别能力.各网络的训练损失曲

线和精度曲线如图４和图５所示,最终训练精度和

测试精度如表１所示.

图４　模型损失曲线

图５　模型精度曲线

表１　模型训练和测试精度 ％

模型 训练精度 测试精度

LeNet １００ ８５．２５

AlexNet １００ ９９．１５

VGGNetＧ１６ １００ ９９．０３

InceptionＧv３ ９９．８５ ９９．３７

ResNetＧ１８ ９９．９６ ９９．９５

ResNetＧ１０１ ９８．９８ ９９．５９

ResNetＧ１５２ ９９．８３ ９９．４１

SEResNetＧ１８ １００ １００

SEResNetＧ１０１ ９９．３４ ９９．７９

DenseNetＧ１６１ ９９．９５ ９９．９２

　　由图４可以看出,各网络在迭代数据集１０次

左右后都趋于收敛,说明对训练集达到了较好的

拟合效果.根据表１可知,除 LeNet外的所有模

型在测试集上的最终精度都达到了 ９９％ 以上,

SEResNetＧ１８达到了１００％的识别精度,测试精度

充分说明了CNN模型对SAR图像具有较强的识

别和学习能力.LeNet,AlexNet和 VGGNetＧ１６
三个模型虽然在训练集上都达到了１００％的精度,
但测试集上的精度却低于其他模型,反映出这些

模型的泛化能力不如其他模型.值得注意的是,

ResNet和SEResNet系列模型都体现出了网络层

次加深识别精度却有所下降的趋势,这并不符合

预期,原因在２．３．３节中进行分析.
各模型在测试集上都取得了很高的精度且差

异很小,除了网络自身具有较好的性能外,可能还

受到以下两点原因的影响:一是本文所采用的数

据集属于中小型数据集,总共只有５１５６张图片,９
种类别,而实验中采用的网络基本都是可以训练

百万量级图片,完成近千种分类的大型网络,因而

会得到较好的识别效果;二是由于SAR图像数据

获取渠道有限,实验中的训练集和测试集图片仅

是不同俯仰角成像下的SAR图像,数据集间的差

异较小,导致得到了较高的识别精度.虽然数据

集较小且训练和测试图片差异较小,但并不影响

研究各模型的性能差异,且表１中实验结果基本真

实地反映了各模型在其他数据集上的相对表现.

２．３．２　计算资源分析

除了需要考量模型的识别性能,运算时间和

模型尺寸等指标也是应用中需要考虑的重要指

标.为此,在实验过程中记录了各模型训练和测

试时每个迭代周期内的运算时间,并由此计算出

各模型的运行总时间、平均时间、单次迭代最大最

小时间及时间的标准差,结果如图６和表２所示.

图６　模型运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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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运算时间相关参数 s

模型 总时间
单次迭代
最大时间

单次迭代
最小时间

平均时间 标准差

LeNet ６１．３５１ １．６４２ １．１１４ １．２２７ ０．０９４
AlexNet ３４３．６３１ ８．２５３ ６．４２３ ６．８７２ ０．４８４

VGGNetＧ１６ ２２１９．２８２ ５５．３０１ ４３．４０９ ４４．３８ ０．８７３
InceptionＧv３ ２０５５．５５５ ４４．９６１ ４０．５０４ ４１．１１１ ０．７６９
ResNetＧ１８ ５２１．８８２ １１．３６７ １０．２４６ １０．３８４ ０．１４６
ResNetＧ１０１ ２３７０．１０２ ５０．８５１ ４６．７８１ ４７．４０２ ０．７２０
ResNetＧ１５２ ３３８６．７４４ ７０．４１７ ６７．２０２ ６７．７３４ ０．７０１

SEResNetＧ１８ ６０６．１９３ １３．２１１ １１．８１９ １２．１２３ ０．２００
SEResNetＧ１０１３１９２．０２１ ６６．５４８ ６３．３８９ ６３．８４０ ０．７４８
DenseNetＧ１６１３４５１．１２７ ７４．６７８ ６８．４２ ６９．０２３ ０．８７３

图７　单张图片处理时间

由图６和表２可知,模型的运行时间基本分成

了３档,LeNet,AlexNet,ResNetＧ１８和SEResNetＧ
１８的运行时间比较短,InceptionＧv３,VGGNetＧ１６
和 ResNetＧ１０１ 居中,SEResNetＧ１０１,ResNetＧ１５２
和DenseNetＧ１６１运行时间最长,最长时间和最短

时间相差近５７倍,说明模型深度的增加会明显提

高运行时间,也说明在达到基本相同精度的条件

下,CNN模型运行时间还有很大的压缩空间.运

行时间标准差反映了迭代时的稳定性,可以发现,
对于计算时间较小的模型,其稳定性也较好.

另外,SE 模块的引入使得计算时间有所增

加,SEResNetＧ１０１的计算时间接近 ResNetＧ１５２,
计算 开 销 有 所 增 大,但 SEResNetＧ１０１ 相 比

ResNetＧ１０１获得了较大的性能提升.
图７给出了模型处理每张图片所需时间与批

处理大小的关系,二者呈近似反比关系,批处理大

小从１增加到１０,每张图片所需的处理时间可以

下降３~４倍.由图中还可看出,对于单张图片处

理时间越大的网络,处理时间随批处理大小下降

的趋势就越明显,这也是批量处理技术广泛应用

于当前大型网络加速计算的原因所在.

为了更加全面地研究各模型的计算资源占用

情况,实验还记录了各模型在经过训练后的尺寸

大小,如表３所示,图８给出了各模型的平均运行

时间和模型尺寸之间的对应关系.

表３　模型尺寸 MB

模型 模型尺寸

LeNet ９．８
AlexNet ２４６

VGGNetＧ１６ ５３７
InceptionＧv３ ９７．７
ResNetＧ１８ ４４．８
ResNetＧ１０１ １７０．６
ResNetＧ１５２ ２３３．４

SEResNetＧ１８ ４５．１
SEResNetＧ１０１ １７５
DenseNetＧ１６１ １０７．１

图８　模型平均运行时间和模型尺寸关系图

由图８ 可以看出,作为早期的 CNN 模型,

AlexNet,VGGNet都是通过加深网络深度和提高

模型复杂度来获取更好的性能,从而增加了模型

尺寸,而 ResNet,DenseNet等新型网络在获得更

好的识别性能的同时还显著降低了模型尺寸.图８
中除 AlexNet,VGGNet和 DenseNetＧ１６１以外其

余网络的模型尺寸基本与运行时间呈正相关,

DenseNetＧ１６１虽然模型较小却耗时最多,主要是

因为其密集连接结构会极大地增加运算量,说明

运行时间不仅与模型尺寸相关,很大程度上也受

到实际运算量的影响.
综合考虑识别精度和计算耗费,ResNetＧ１８和

SEResNetＧ１８两个模型可以在较小的运算时间和

模型大小下,取得和其他模型相当或优于其他模

型的识别效果,在本实验数据集下是理想的选择.

２．３．３　梯度弥散问题的讨论

为便于分析,从实验结果图５中选取部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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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如图９所示.

图９　部分模型精度图

结合表１和图９可以看出,浅层网络 ResNetＧ
１８和SEResNetＧ１８都取得了很好的识别效果,而
深层网络 ResNetＧ１０１ 和 ResNetＧ１５２模型没有取

得预想中的比 ResNetＧ１８更好的识别性能,引入

SE模块的SEResNetＧ１０１和采用了密集连接方法

的 DenseNetＧ１６１模型则获得了优于 ResNetＧ１０１
和ResNetＧ１５２的识别性能.以上现象说明深层网

络中梯度前向传播时出现的“梯度弥散”问题在

ResNetＧ１０１和 ResNetＧ１５２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

解决,而SE模块和密集连接方法则有效缓解了这

一问题.

３　结束语

SAR图像目标自动识别是SAR 图像解译中

的重要环节,也是研究热点和难点.本文将计算

机视觉领域关于目标识别的最新成果和近年来出

现的若干性能优异的CNN 模型应用到SAR图像

目标识别上,取得了很好的识别效果,多个模型识

别率达到９９％以上.综合考量这些 CNN 模型在

SAR图像数据集上的识别性能、计算消耗、运作机

制等指标,对比分析了不同模型的优劣之处,实验

结果为SAR图像目标识别系统在实际应用中选

择、组合和优化各类CNN模型提供了数据支撑和

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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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迁移学习的SAR图像目标检测
∗

张　椰１,朱卫纲２

(１．航天工程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１４１６;

２．航天工程大学光电装备系,北京 １０１４１６)

　　摘　要:针对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训练需要大数量样本,采用迁移学习的方法辅助网络训练,解决了

SAR图像样本不足的问题.通过控制对比实验,对每个卷积块权重进行迁移与分析,使用微调与冻结相结

合的训练方式有效提高网络的泛化性与稳定性;然后根据目标检测任务的时效性对网络模型进行改进,提

高了网络检测速度的同时减少了网络参数;最后结合复杂场景杂波切片对网络进行训练,降低了背景杂波

的虚警目标数量,复杂多目标场景的检测结果表明所提出方法具有较好的检测性能.
关键词:迁移学习;深度卷积神经网络;SAR目标检测;训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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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DetectioninSARImagesBasedonTransferLearning
ZHANGYe１,ZHU Weigang２

(１．GraduateSchool,SpaceEngineering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１４１６,China;

２．DepartmentofOpticalandElectronicEquipment,SpaceEngineering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１４１６,China)

　　Abstract:Tosolvetheproblemthatthetrainingofdeepconvolutionneuralnetworkrequiresalargenumber
ofsamples,thetransferlearningmethodisusedtoassistthesmallSARimagedatasetfornetworktraining．By
contrastexperiments,theindividualconvolutionweightsaretransferredandanalyzed．ThecombinationofthefineＧ
tunedweightsandthefrozenweightsisusedtoimprovethegeneralizationandstabilityofthenetwork．Then,the
networkmodelisimprovedaccordingtothetargetdetectiontask．Thenetworkdetectionspeedisincreasedand
thenetworkparametersaredecreased．Finally,thecomplicatedsceneclutterslicesareusedtotrainthenetwork．
Thenumberoffalsealarmtargetsunderbackgroundclutterisreduced．ThedetectionresultsofcomplexmultiＧ
targetscenesshowthattheproposedmethodhasbetterdetectionperformance．

Keywords:transferlearning;deepconvolutionneuralnetwork;SARtargetdetection;trainingtime

０　引 言

近年来,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Aperture
Radar,SAR)在军事和民用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需要处理的 SAR 的数据量也越来越多,这使

得对SAR图像处理与解译技术的需求更加迫切.

SAR图像解译的一个主要应用是围绕如何从含有

背景杂波的图像中检测地面机动目标[１Ｇ２],如坦

克、车辆、飞机等.
当前深度卷积神经网络(DeepConvolutional

NeuralNetwork,DCNN)在图像处理领域取得了

较好的结果,借鉴光学图像的成功应用,深度卷积

网络在SAR目标分类开展了一些研究并取得了

不错的成果[３Ｇ４],但在SAR 目标检测中才处于起

步阶段,尤其是当训练样本数量有限情况下对复

杂场景多目标检测还存在一定的难度.首先,

DCNN往往需要大数据来驱动,利用大量已标注

的图像样本进行有监督的训练,目前虽然存在如

Imagenet[５],PascalVOC[６]等大型通用图像数据

集,但对于一些特定领域的图像数据集,样本数量

仍然不足以驱动DCNN的训练与学习;其次,由于

DCNN需要训练的参数数量十分庞大,即便使用

GPU加速也会花费较长的训练时间,同时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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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技巧与方法需要依靠经验和大量的调试.针

对上 述 两 个 问 题,学 者 提 出 了 迁 移 学 习 的 方

法[５Ｇ８],通过把在大型通用数据集上预训练得到的

网络和参数迁移并应用到新的领域,有效解决了

DCNN 在小样本条件下的训练样本不足问题,同
时大幅度减少网络的训练开销,使得 DCNN 的应

用领域更加广泛.Zeiler等[７]利用ImageNet预训

练后的网络在 CaltechＧ１０１进行迁移训练和测试,
使得图像分类精度提高了４０％.Kang等[８]利用

CIFARＧ１０ 预 训 练 的 网 络 提 高 了 该 网 络 在

TerraSAR数据集上的分类精度.除了迁移学习

的直接应用,Yosinski等[９]还对卷积神经网络不

同层次特征的迁移学习效果进行了探索.Zhou
等[１０]提出不同领域的相关性对卷积神经网络的迁

移学习具有一定的影响.
上述迁移学习方法在各自领域获得了成功应

用,但对于不同的源域和目标域之间,迁移的方式

和技巧会有所差异,尤其是图像特点之间的差异

较大时.借鉴上述迁移学习的经验,本文针对

SAR目标检测网络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利用迁

移学习方法将 PascalVOC数据集上预训练的网

络和权重参数辅助检测网络的训练.考虑到领域

的相关性,本文逐层对每个卷积块的权重进行迁

移与分析,并通过不同的训练方式使得源域任务

更好地拟合目标域任务.同时根据 SAR 目标检

测任务的需求,对迁移网络进行改进,降低网络的

训练时间和网络参数数量.

１　 迁移学习在目标检测网络中的
应用

　　近年来,迁移学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在维基百科中的定义是:迁移学习是运用已存有

的知识对不同但相关领域问题进行求解的一种新

的机器学习方法.在卷积神经网络中其训练所获

得的知识体现于网络的权重参数中,而卷积神经

网络体系结构的一个优势是经过预训练的网络模

型可以实现网络结构与网络权重的分离,并分别

以配置文件的方式进行保存,只要迁移的网络结

构不改变,就可以利用在大型数据集上训练好的

权重参数初始化目标网络,这一特点极大地提高

了网络模型和权重(知识)迁移的可操作性.

１．１　迁移学习的基本概念与优势

在迁移学习中,有两个概念:域(Domains)和
任 务 (Task). 一 个 域 D 可 以 表 示 为 D ＝
X,P X( ){ },其中X 是特征空间,P X( ) 是基于X
的边缘概率分布,X＝{X１,X２,,Xn}∈X.一

般来说,两个不同的域的特征空间或概率分布是

不一样的.给定一个域 D＝ X,P X( ){ },任务可

以表示为T＝{Y,f()},其中Y 是标签空间,

f()是预测函数,可以通过训练集{xi,yi}学习

而来,xi ∈X,yi ∈Y.从概率论的角度来看,f
x( ) 相当于P y|x( ) ,即输入x 被预测为各类的概

率.迁移学习一般涉及两个域:源域(SourceDoＧ
main)DS 和目标域(TargetDomain)DT,因而迁移

学习可以定义为:给定一个源域 DS 和学习任务

DT,一个目标域DT 和学习任务TT,迁移学习的

目的是使用 DS 和TS 中的已有知识,其中 DS≠
DT 和TS≠TT,帮助提高目标域DT 中目标预测

函数f()的学习,即完成目标域任务TT.
作为一种新的机器学习方法,迁移学习与传

统的机器学习方法相比,主要存在３个方面的优

势[１１]:一是不要求训练数据与测试数据满足独立

同分布的条件;二是不需要足够的训练样本就能

学习到一个好的分类模型;三是不需要对每个任

务分别建模,可以重用之前任务的模型.

１．２　SAR目标检测网络

１．２．１　网络模型迁移

　 　 本 文 中 SAR 目 标 检 测 网 络 采 用 基 于

VGGNet网络模型的 FCNＧ８[１２],该网络在 Pascal
VOC数据集中实现对２０类不同目标的像素分类,
检测出的目标具有较好的区域整体性和边缘轮廓

性,因此本文对其网络进行迁移用于SAR图像的

二值检测,迁移学习过程如图１所示.由于源域任

务TS 中涉及的像素类别有２１类,目标任务TT 中

SAR图像像素类别只有２类,因而对迁移的网络

模型的输出端进行修改,分类器只需对像素是否

为目标进行判别.

１．２．２　网络权重迁移与训练

网络权重迁移要求源域DS 的网络结构和目

标域DT 一致时才能进行迁移,对于修改部分的网

络权重采用随机初始化;同时根据源域任务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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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迁移学习过程示意图

标任务之间的差异,可以只对网络前端的部分层

权重进行迁移,具体迁移多少层的权重最符合目

标任务的需求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
迁移权重对网络参数进行初始化后,网络对

迁移权重训练时有微调和冻结[９]两种方式.微调

时反向传播经过所有层,会对所有层的权重进行

调整;而冻结时不进行反向传播,迁移层权重始终

保持不变,只对未迁移的层进行训练;同样可以根

据目标任务的特点将两种方式进行结合.具体训

练方式如图２所示.具体使用哪一个方式需要考

虑学习任务之间的相关性,当迁移领域比较接近

的情况,为了避免网络的过拟合,往往采用冻结权

重训练的方式;当迁移领域差异较大时,微调训练

方式能使源域知识更好拟合目标任务的需求.

图２　迁移权重再训练方式示意图

１．３　目标检测网络的改进

深度卷积网络通过增加网络层数能有效地提

高分类器的精度,同时也增加了网络训练的开销.
文献[１３]指出网络训练时间主要消耗在卷积层,
全连接层和池化层计算时间占总时间的５％~
１０％,其中卷积操作的时间复杂度表示如下:

T＝O ∑
d

l＝１
nl－１s２

lnlm２
l( ) (１)

式中,d 为网络卷积层的总层数,nl 为本层特征图

个数,nl－１为上一层特征图个数,也可以称作nl 层

的输入通道数,sl 为filter的尺寸,ml 为输出特征

图的尺寸.上述时间复杂度只是理论上的,真实

的计算时间和部署方式、硬件有一定的关系.
考虑学习任务之间的相关性,SAR 目标检测

网络的像素类别只有２类,对分类器进行训练时所

需要的特征组合不需要光学图像那么多,因此本

文对conv６和conv７替换,替换为conv_new,具体

修改如图３所示.可以看出,conv_new 首先将

conv６的 特 征 图 的 数 量 减 少 了 一 半,其 次 由 于

conv７卷积操作未改变特征图的大小,直接将其删

除,修改后的网络减少了网络训练和测试的时间,
提高了检测的时效性,其次也大大减少了网络需

要存储的参数数量,降低了对硬件的要求.

图３　检测网络的改进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数据集样本检测标签制作及实验设置

　　本文数据集来自 MSTAR 数据库,目前国内

外对SAR图像地面目标进行的研究也大多以该

数据集作为实验数据.该数据集包含大量地面目

标切片和少量大场景杂波图像.
制作标签样本时,需要对目标像素进行标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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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光学图像的标记,SAR图像受相干斑噪声等成

像机制的影响,目标、阴影与背景区域之间的过渡区

域很难分离,对其进行手工标注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和随机性.本文利用 MSTAR 目标的３D模型进行

成像仿真[１４],利用真实目标切片获取的俯仰角和方

位角信息对目标模型进行仿真,生成三维目标对应

的二维图像,得到目标所在区域,从图４展示的

BMP２(装甲车)目标切片的仿真标注结果来看,仿真

结果能较好地与实测数据拟合,因而采用仿真结果

作为实测目标切片的标签数据.

图４　SAR目标标签仿真过程

根据实验需求,在网络的训练阶段设置两个

数据集,分别对应不同的实验,其中数据集二只在

复杂场景多目标检测实验中采用,各数据集具体

说明如下:
数据集一:采用 MSTAR 数据集中目标切片

样本,其中训练集包含有１２８５张 BMP２目标在

１５°和１７°俯仰角下采集的图像,验证集为４９５张

BTR７０目标在１５°和１７°俯仰角下采集的图像,图
像大小都为１２８×１２８像素.

数据集二:在数据集一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对

MSTAR数据集中复杂场景(１４８７×１７８４大小)随

机裁剪与目标切片大小一致的背景切片作为负样

本,共４００张,如图５所示,分别在数据集一的训练

集和验证集中加入３６０张和４０张.

图５　MSTAR复杂场景切片图

在实验训练与验证阶段,评价指标采用 FCN
中的候选区域重和度 (mean_IU),用正确分类的

候选区域(R)与实际区域(R′)的交集除以候选区

域像素面积与实际区域面积之和得到的交并比:

mean_IU＝
R ∩R′
R ∪R′

(２)

实验中每次训练统一迭代５０００次,每迭代

５００次对验证集进行一次验证.实验使用的硬件

平台为 CPU:Inteli７Ｇ７７００K＠４．２０GHz,GPU:

GTXTITANX.此处的GPU主要强调图形加速

器功能,用于网络训练过程中并行化处理,CPU 和

GPU之间并不冲突和矛盾.

２．２　实验结果分析

２．２．１　迁移网络与训练方式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对检测网络进行训练时,本实验对迁移的

权重分别采取冻结、微调、冻结与微调结合三种训

练方式进行实验.具体实现说明如下:

１)冻结:依次对conv１~conv６Ｇ７权重进行迁

移,训练时保持迁移权重固定不变;

２)微调:依次对conv１~conv６Ｇ７权重进行迁移,
训练时采用反向传播算法对迁移权重进行微调;

３)冻结与微调结合:首先将conv１~conv６Ｇ７
全部权重进行迁移,然后依次从conv１~conv６Ｇ７
冻结权重,未冻结的层采用反向传播进行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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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利用以上３种方式对网络进行训练,其训练

时的验证结果如图６所示.采用训练结束后的权重

对验证集进行５次验证,并取５次结果的平均值,其
结果如图７所示.根据实验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卷积网络从各层提取到的图像特征的表示

能力逐步加强,conv１和conv２提取的浅层特征更具

一般性与通用性,迁移的权重对目标任务的实现没

有帮助;conv３~conv５提取的为深层特征,迁移的权

重有利于目标任务的完成,其中conv４和conv５提

取的高级特征能捕获更复杂的模式,这些模式一般

只对训练集有效,对其他数据集并不具有泛化能力,
对目标任务的贡献更加明显;对于conv６Ｇ７的迁移,
在微调训练中反而使得精度下降了.

２)由于目标数据集(SAR图像)与源域数据集

(光学图像)的差异较大,而且像素分类类别也不一

样,微调方式比冻结方式能更好地拟合目标域数据集

的特点,而且微调方式得到的权重参数在验证集上的

５次结果波动更小,更有利网络测试的稳定性.

３)冻结和微调结合方式对浅层权重进行冻

结,对中高层进行微调,取得效果更佳,可以认为

(a)冻结权重训练

(b)微调权重训练

(c)冻结与微调结合权重训练

图６　不同迁移方式训练结果对比

图７　５次验证结果及其平均值

源域数据集提取的浅层特征具有较好的泛化能

力,冻结浅层权重可以有效避免网络的过拟合.
由于深层特征更接近目标任务,所以需要根据目

标域数据集特点进行微调.

２．２．２　改进的检测网络实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对网络训练方式的实验结果的分析,利
用图３ 改进的网络进行训练时,冻结 conv１ 和

conv２的权重,微调conv３~conv５的权重,随机初

始化conv_new 的权重.同时对未改进的网络进

行对比实验,其中冻结conv１和conv２的权重,微
调conv３~conv５的权重,随机初始化conv６Ｇ７.为

进一步验证改进网络的有效性,对２．２．１节中不同

训练方式的最佳结果进行对比,实验结果如表１所

示,检测结果如图８所示.结果表明,改进的网络

在保证检测准确度的同时,减少了网络的训练时

间和网络参数,提高了检测的时效性.目标检测

能较准确获得目标区域,没有检测出孤立点,避免

了后续的形态学处理,简化了检测的流程.

表１　不同迁移方式最佳结果对比

评价指标 无迁移 冻结 微调 未改进 改进

mean_IU ０．４８５ ０．７０６ ０．８１７ ０．８２０ ０．８１９
训练时间 ６０１s ５０５s ６０３s ５７９s ４０８s
网络参数 ５９０MB ２８１MB

７３５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张椰:基于迁移学习的SAR图像目标检测





图８　检测结果对比

２．２．３　复杂场景多目标检测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 MSTAR数据集包含的复杂大场景图像

中,由于背景杂波对目标检测的干扰,采用数据集

二对改进的检测网络重新进行训练,训练过程采

用迁移学习中最佳的训练方式,其他实验条件保

持不变.利用训练得到的检测网络对３幅不同场

景图像进行二值检测,对检测的结果剔除面积小

于２５个像素点的区域,然后利用 Matlab中recＧ
tangle函数定位到目标位置以及设置区域大小为

８０×８０像素,检测结果如图９所示.

(a)场景一 (b)场景二 (c)场景三

图９　复杂场景多目标检测结果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采用经典

的双参数CFAR检测算法进行对比,检测时保护

窗设置为３０,滑动窗为４０,虚警率设置原则是在保

证目标全部检测(检测率１００％)的同时将虚警率

设置得尽量小,阈值检测后利用形态学的腐蚀、膨
胀以及面积阈值去除杂波虚警,检测结果如图１０
所示.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CFAR 在保证目标

检测的同时出现了较多的虚警目标,主要原因是

CFAR算法只利用了像素的强度信息,而没有考

虑目标的结构信息,使得检测时对强散射区域尤

其敏感.CFAR与本文方法对比结果如表２所示,
对比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检测网络在复杂场景多目

标检测的有效性与鲁棒性.
表２　本文方法与CFAR检测结果的对比

检测方法 总目标个数 检测到的目标个数 虚警目标个数

本文方法 ３７ ３７ １３
双参数CFAR ３７ ３７ １１７

(a)场景一 (b)场景二 (c)场景三

图１０　双参数CFAR检测结果

３　结束语

本文引入迁移学习的方法解决了深度卷积神

经网络在SAR 目标检测网络训练数据集样本不

足的问题,利用对比实验确定目标域迁移权重的

训练方式,针对SAR目标检测的时效性对网络进

行了改进,在单个简单背景目标检测的基础上,在
训练集中引入复杂背景杂波切片,使得检测网络

有效学习到背景杂波的先验信息,从而在多目标

检测中有效避免了杂波的干扰.与CFAR方法相

比,降低虚警率的基础上避免了人工参数的设置

与后续形态学处理,简化了检测的流程,为下一步

利用检测到的目标进行识别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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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与曲面拟合结合的相位解缠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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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相位解缠是干涉合成孔径雷达信号处理的关键步骤之一,而噪声和数据欠采样等因素的存在

使得这一过程非常困难.网络流算法有效抑制了噪声对高相干区域的影响并且能够克服“孤岛现象”,能够

把误差传递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但是由于噪声的影响,解缠结果还是会有明显的“尖峰毛刺”现象.
针对网络流的特点,结合残差点的思想和曲面拟合法提出了一种新的相位解缠算法.新的算法根据相关度

从初步解缠结果中找出噪声点,然后运用最小曲面拟合法重构值代替噪声点的数值,最后沿着已保存的积

分路径更正所有包含此误差点的路径的结果.重复迭代直至将所有的噪声点全部消除,最终的解缠结果是

由多个最小曲面多次构成.仿真实验和实测数据实验都证明新算法可以有效改善解缠结果中的“尖峰毛

刺”现象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抑制解缠误差的传递,提高解缠精度.
关键词:干涉测量;相位解缠;网络流法;最小曲面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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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Phaseunwrappingisakeystepofsignalprocessingininterferometricsyntheticapertureradar．
TheunwrappedresultscanbestronglyinfluencedbynoiseandunderＧsampling．Thenetworkflowalgorithmcan
effectivelysuppressnoiseinhighcoherenceregion,overcomethesideeffectof‘island’phenomenon,andconfine
theerrortransfertoaverysmallrange．However,spikesandglitchesstillexistintheresults．Combiningwiththe
conceptofresidues,thesurfacefittingmethodandthenetworkflowalgorithm,thispaperproposesanewphase
unwrappingalgorithm．Thenewalgorithmlocatesthenoisepointsbasedonthecorrelationdegreeofneighborhood
pixels,reconstructsthenoisevalueusingminimumsurfacefitting,andfinallycorrectstheintegralresultsalong
theintegrationpath．Repeattheiterationuntilallthenoisepointsareeliminatedandmanyminimumsurfacesare
fittedrepeatedlytoformthefinalunwrappingresult．Resultsobtainedfromthesimulateddataandthemeasured
datashowthattheproposedmethodnotonlyachievesbettersolutionwithanacceptabletimeconsumption,but
alsoweakensthespikesandglitchesaswellasrestrainstheerrortransferoftheunwrappingprocess,increasing
theprecisionofphaseunwrapping．

Keywords:interferometry;phaseunwrapping;networkflow;minimumsurfacefitting

０　引 言

相位解缠是干涉合成孔径雷达(Interference

SyntheticApertureRadar,InSAR)干涉测量的关

键流程[１Ｇ３],它的准确程度直接影响到InSAR生成

的数字高程模型的精确性[３].干涉图的相位展开

方法有多种,主要分为４类:第一类是路径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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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４Ｇ５],第二类是最小范数法[６Ｇ７],第三类是网络流

法[８],第四类是其他方法.
路径跟踪法最常用的是枝切法.利用枝切法

进行相位解缠是 Goldstein等首先提出的[４].枝

切法在相干性差、残差点较多的区域难以选择准

确的枝切线,容易形成一个个被枝切线包围的孤

立区间,即“解缠孤岛”,积分路径都无法到达从而

无法解缠.“解缠孤岛”由于没有明显的联系,单
独解缠时会造成很大误差.最小范数法最典型的

就是最小二乘法,它是一种全局算法.解缠结果

中不存在不能进行相位展开的区域,但由于此算

法穿过而非绕过残差点,很容易使相位误差传递

到整个区域.这就造成了整体上结果为连续的,
但实际上没有一点相位的值是准确的[９].网络流

法是通过全局范围搜索最优路径和最短枝切线来

求得最小化问题的最优解.在网络流成熟的条件

下网络流算法可大大提高运算的效率[１０],与此同

时保证一定的精度,在误差的限制方面有着良好

的效果,可以防止误差传递到整个区域内,对于噪

声较为严重的干涉图也可以进行解缠并取得较为

精确的结果[１１Ｇ１３].但是在噪声较大的环境下网络

流法的解缠结果会将噪声不可避免地沿着积分路

径传递,造成解缠结果的严重“尖峰毛刺”现象,使
得解缠结果不理想.

结合残差点的思想、曲面拟合法以及网络流

法提出了一种新的相位解缠算法.新算法根据相

关度找出解缠结果的噪声点,然后运用最小曲面

拟合法重构值代替噪声点的数值,最后沿着积分

路径更正有误差传递的结果.逐一处理所有噪声

点,最终的解缠结果可以看作是由多个最小曲面

多次贴合的结果.本文首先介绍相关理论,然后

介绍新算法的具体步骤和推导,最后通过实验验

证可行性.

１　新算法描述

网络流算法最早见于 Costantini等提出的基

于网络流的相位解缠方法[８],从根本上来讲此种

方法仍属于路径跟踪法.这种方法是将相位解缠

问题转化为最小化问题,通过在全局范围内搜索

路径和最短枝切线来求得最小化问题的最优解.
在一个M×N 大小的方格网内,设ϕ 和φ 分别表

示解缠和未解缠的相位,则有

ϕ(i,j)＝φ(i,j)＋２πn (１)
式中,n 为整数,ϕ(i,j)∈[－π,π],相位解缠就是

从ϕ(i,j)到φ(i,j)的过程.根据二维行为解缠

原理,定义相邻像素点间的差分估计[１４]:

Δϕ１(i,j)＝ϕ(i＋１,j)－ϕ(i,j)＋２πn１ (２)

Δϕ２(i,j)＝ϕ(i,j＋１)－ϕ(i,j)＋２πn２ (３)
式中,n１(i,j),n２(i,j)为基于先验知识选取,使

Δϕl(i,j)∈[－π,π)(l＝１,２)成立的整数值.由

于积分路径的不同,Δϕl(i,j)∈[－π,π)(l＝１,２)
并不能和相邻点的差分保持一致,因而定义以下

差分残差:

k１(i,j)

k２(i,j)
æ

è
ç

ö

ø
÷ ＝

１
２π

φ(i＋１,j)

φ(i,j＋１)
æ

è
ç

ö

ø
÷ －

Δφ１(i,j)

Δφ２(i,j)
æ

è
ç

ö

ø
÷

(４)
由于k１(i,j),k２(i,j)都是非常小的数,可以用如

下的最小化问题来估计残差:

F１＝
min
k１,k２
{ } ∑

i,j
c１(i,j)|k１(i,j)|＋{

∑
i,j

c２(i,j)|k２(i,j)|} (５)

如图１所示,根据网络流理论,式(５)这个最小

化问题可以转化为最小费用流来解决.最小费用

流问题的输入为各个节点的度,即各个残差的值

和每条流的费用,式中c１(i,j),c２(i,j)可以根据

像素点的相关度得出,而该问题的输出为各条流

图１　网络图

的流量.式(５)的最小化问题可转化为如下公式:

F２＝{ min
x＋１ ,x－１ ,x＋２ ,x－２

} { ∑
N－２

i＝０
∑
M－１

j＝０
c１(i,j)

x＋
１ (i,j)＋x－

１ (i,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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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２

i＝０
∑
M－１

j＝０
c２(i,j)x＋

２ (i,j)＋x－
２ (i,j)[ ] } (６)

x＋
１ (i,j)＝max(０,k１(i,j)),x－

１ (i,j)＝
min(０,k１(i,j)) (７)

x＋
２ (i,j)＝max(０,k２(i,j)),x－

２ (i,j)＝
min(０,k２(i,j)) (８)

在计算出k１(i,j)和k２(i,j)之后,再计算相

位梯度,最终有

ϕ(i,j)＝ϕ(０,０)＋∑
i－１

p＝０
ψ(p＋１,０)－ψ(p,０)( ) ＋

∑
j－１

q＝０
ψ(i,q＋１)－ψ(i,q)( ) (９)

由后面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通过网络流方

法的解缠结果和枝切法、最小二乘法相比有很大

的优势,没有“解缠孤岛”的现象,并且解缠精度要

比其他两种方法高.但是在噪声较大的环境下网

络流法的解缠结果会将噪声不可避免地沿着积分

路径传递,造成解缠结果的严重“尖峰毛刺”现象,
造成解缠结果的失真.很明显这些随机出现的

“毛刺”点是由于噪声的干扰引起的.可以设计方

法识别出这些有误差的点,然后根据这个点与周

围其余点的联系重新构造出更准确的值.通过误

差点识别方法找出这些由于噪声出现的“毛刺”点
的集合,假设这些点(i,j)∈S１(i＝０,１,,n－１,

j＝０,１,,m－１),设集合S１ 的残差值k１(i,j),

k２(i,j):

k１(i,j)

k２(i,j)
æ

è
ç

ö

ø
÷ ＝

１
２π

φ(i＋１,j)

φ(i,j＋１)
æ

è
ç

ö

ø
÷ －

Δφ１(i,j)

Δφ２(i,j
æ

è
ç

ö

ø
÷

i＝０,１,,n－１,j＝０,１,,m－１ (１０)

然后通过设计最小曲面拟合的方法来实现对

集合S１ 的数据重构,设重构后的集合为S′１,而重

构后集合的每一个点的残差值k′１(i,j),k′２(i,j):

k′１(i,j)

k′２(i,j)
æ

è
ç

ö

ø
÷ ＝

１
２π

φ(i＋１,j)

φ(i,j＋１)
æ

è
ç

ö

ø
÷ －

Δ′φ１(i,j)

Δ′φ２(i,j)
æ

è
ç

ö

ø
÷

i＝０,１,,n－１,j＝０,１,,m－１
(１１)

　　误差点的重构值是根据其与周围点相关程度

和曲面趋势进行的重构,经过重构后的相位值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噪声的干扰,减少了噪声的叠

加,所以可以得出

k′１(i,j)

k′２(i,j)
æ

è
ç

ö

ø
÷ ＜

k１(i,j)

k２(i,j)
æ

è
ç

ö

ø
÷ (１２)

从而得出经过重构后的网络图的目标函数:

F′１＝
min
k１,k２
{ } { ∑

i,j
c１(i,j)|k′１(i,j)|＋

∑
i,j

c２(i,j)|k′２(i,j)|} (１３)

　　结合式(５)、式(１２)和式(１３)可以得出

F′１＜F１ (１４)
目标函数最小化是相位解缠的本质,以上的

推导可以证明通过对网络流算法解缠结果中的噪

声点进行精准识别、定位与重构后,可以有效改善

“毛刺”现象,并且能够进一步最小化目标函数,从
而提高解缠结果的准确度.考虑到解缠算法的时

间成本以及内存要求,对于误差点的识别和利用

曲面拟合重构数值分别设计了以下方法实现.

１．１　误差点处理

受到枝切法中识别“残差点”思想的启发,按
照如下方法对误差点进行识别并处理.根据二维

解缠原理连续相位的假设,首先设置π为阈值,再
依次检验所有解缠后的像素点.在像素点周围

３×３的区域内进行检测,如果像素点与其所有周

围的８个点的差值的绝对值都大于阈值,那么识别

此像素点为误差点.如图２(a)所示,３×３区域的

像素点中心点明显比其周围的８个像素点的值大

很多.因为经过网络流处理后的数据在大概率上

可以代替真实相位值,那么基于连续相位的解缠

假设,如果出现上述的像素点就可以认定此点由

于噪声的干扰造成了数据的严重失真,可以将此

点识别记录,认定为误差点,称之为E１ 误差点.

图２　E１,E２ 误差点三维示意图

经过第一轮的筛选后,可以标记出所有单个

的误差点.但是,误差点中还会出现两个连在一

起的误差点.可以运用相同的规则,将范围扩大

为３×４和４×３的区域识别中心两个点,如果区域

中心的两个像素点的值的差比阈值小,且两个点

中较小的值与其周围的１０个像素点的差值大于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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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那么这两个点认定为误差点,将３×４和４×３
区域内识别出的这两种类型的点统称为E２ 误差

点,如图２(b)所示.
经过两轮筛选后,考虑到时间花销仍用像素

点周围３×３的区域内进行检测.如果像素点与其

周围的大于４、小于８个点的差值的绝对值都大于

阈值,那么定义此像素点为E３误差点.对于剩余

的情况,即像素点与其周围的最多４个点(大于０
个点)的差值的绝对值都大于阈值,那么暂且定义

此点为E４误差点.
由于每一个误差严重点的积分路径有迹可

循,可以利用其周围的点与此噪声点的联系来重

构此误差点的值.由于考虑到算法的效率和时间

的消耗,尽可能多地利用误差点周围直接包裹它

的有效点的信息增加重建值可靠度,进行最快速

的曲面趋势模拟,最终重构误差点的值,该方法称

之为最小曲面拟合.对于E１ 和E２ 两种误差点的

最小曲面拟合分别用以下方法操作.
如图３(a)所示的９个像点,其中点N５ 为３×

３区域识别的E１ 误差点,而其余的８个点均是认

定的可靠数据.用图３(a)中８个像素点的值,分
别乘以像素点中(１,２),(１,４),(４,７),(２,３),(３,

６),(６,９),(７,８),(８,９)这８对点的相关系数,进行

加权平均.即

c１＝
C１,２＋C１,４

２
,c２＝

C１,２＋C２,３

２
,c３＝

C２,３＋C３,６

２

c４＝
C１,４＋C４,７

２
,c６＝

C３,６＋C６,９

２
,c７＝

C４,７＋C７,８

２

c８＝
C７,８＋C８,９

２
,c９＝

C６,９＋C８,９

２

CI＝
cI

c１＋c２＋c３＋c４＋c６＋c７＋c８＋c９
,I＝１,２,３,４,６,７,８,９

D５＝ ∑
I≠５

DICI,I ＝１,２,３,４,６,７,８,９,∑CI＝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５)
式中,DI 是像素点的相位值,而CI 是根据像素点

的相关度得出的权值.最终得到的D５ 就是利用

最小曲面拟合构造的新像素点的值.
如图３(b)所示的１２个像点,其中 N５ 和 N８

为３×４区域识别的误差点,而其余的１０个点均是

认定的可靠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将这个区域分

割成两个３×３的区域,如图４所示.
图４中N５ 周围的８个点中 N８ 是不可靠点,

图３　E１,E２ 误差点二维示意图

图４　E２ 误差点分割示意图

其他７个点是可靠点.这种情况下,要舍弃N８ 点

的作用,可以用(１,２),(１,４),(４,７),(２,３),(３,

６),(６,９)这６对点的相关系数进行加权,得到 N５

的构造值N′５,即

c１＝
C１,２＋C１,４

２
,c２＝

C１,２＋C２,３

２
,c３＝

C２,３＋C３,６

２

c４＝
C１,４＋C４,７

２
,c６＝

C３,６＋C６,９

２
,c７＝C４,７,c９＝C６,９

CI ＝
cI

c１＋c２＋c３＋c４＋c６＋c７＋c９

　　I＝１,２,３,４,６,７,９

D５＝∑DICI,I＝１,２,３,４,６,７,９,∑CI ＝１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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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根据式(１６),得到重构N５ 的值N′５,然后可以

利用N′５的值.如图４(b)所示,在得到N′５后,可以

按照E１ 误差点的重构方式重构N８ 的值.
对于E３ 误差点的处理,扫描误差点３×３的

区域,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如图５所示.为了尽量

缩短处理时间,此处不再对以上所有情况区分对

图５　E３误差点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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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误差点周围所有可靠点的算术平均值代替重

构值.通过至少３轮识别和重构能够将有E４ 误

差点转化为E３ 误差点并进行合理重构.整个重

构过程其实是一个个小的曲面叠加贴合的过程.

１．２　新算法步骤

根据以上描述的方法,实现的算法步骤如下:
步骤１:根据缠绕相位信息计算出像素点间相

位的相关系数,利用原始相位信息以及各个像素

点相关系数等信息,结合图论中图的概念构造网

络图;
步骤２:对初步构造的图,以图论的最大流最

小割定理(maxflow/mincuttheory)为基础的增

广路径算法求得最小费用路径;
步骤３:根据求得的路径对相位进行积分求得

初步的解缠结果,并保存积分路径;
步骤４:对初步解缠结果进行第１轮误差点识

别,识别出所有E１ 点,使用最小曲面拟合方法进

行数据重构,并利用重构值沿着步骤３的积分路径

修正积分路径的值;
步骤５:进行第２轮误差点识别,识别出所有

E２ 点,使用最小曲面拟合方法进行数据重构,并利

用重构值沿着步骤３的积分路径修正积分路径

的值;
步骤６:进行第３轮误差点识别,识别出所有

E３ 点,使用最小曲面拟合方法进行数据重构,并利

用重构值沿着步骤３的积分路径修正积分路径

的值;
步骤７:重复步骤６至少两次,识别出由E４ 点

转而来的E３ 点,使用最小曲面拟合方法进行数据

重构,并利用重构值沿着步骤３的积分路径修正积

分路径的值.

２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分别用枝

切法、等权最小二乘法、网络流法以及改进算法进

行实验,并将结果进行对比.实验分为仿真数据

实验和实测数据实验.模拟数据中加入不同程度

的随机噪声和椒盐噪声,构成两组不同程度的信

噪比进行仿真实验,用以验证不同信噪比情况下

方法的正确性和精确度[１５].评定的参数用运行时

间和均方根误差(REMS)两个参数来衡量,均方根

误差计算公式如式(１７)所示.实验环境为 Matlab
R２００４a,计算机运算条件为Intel(R)Xeon(R)

CPUE３Ｇ１２４１v３＋Windows７专业版６４bit＋８G
内存.

REMS＝
∑
M－１

i＝０
∑
N－１

j＝０

(ϕi,j －φi,j)２

M ×N
(１７)

２．１　模拟数据仿真

如图 ６ 所 示,模 拟 数 据 是 Matlab 软 件 中

peaks函数产生模拟相位曲面,大小为５１２像素×
５１２像素.对模拟曲面加入随机噪声和椒盐噪声

实现信噪比(SNR)为６．１１dB和－０．５１dB的模拟

数据.图７(a)是信噪比为６．１１dB仿真相位的曲

面图,图７(b)是缠绕相位的俯视图.将数据进行

缠绕后分别运用枝切法、等权最小二乘法、网络流

法和新方法进行解缠仿真.解缠结果如图８所示,
运行结果如表１所示.

图６　模拟数据示意图

图７　SNR＝６．１１dB缠绕相位图

表１　SNR＝６．１１dB结果汇总表

算法 运行时间/s 均方根误差/rad
枝切法 ２５．８９ １．００２

最小二乘法 ２．８２３６ １．４９９５
网络流法 ２４．５９ ０．７９５
新算法 ３０．１９ ０．５７３３

图９(a)是信噪比为－０．５１dB模拟数据的缠绕

图,图９(b)是图９(a)的俯视图.将数据分别运用

枝切法、最小二乘法、网络流法和新算法进行解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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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解缠结果如图１０所示,仿真运行结果汇总

如表２所示.

图８　SNR＝６．１１dB模拟数据实验结果

图９　SNR＝－０．５１dB缠绕相位图

表２　SNR＝－０．５１dB结果汇总表

算法 运行时间/s 均方根误差/rad

枝切法 ４２．２７６３ ２．４２５８

最小二乘法 ２．５７２ １．６２０７

网络流法 ２８．４７３４ １．３２１４

新算法 ３５．０３６２ ０．５８６１

图１０　SNR＝－０．５１dB模拟数据实验结果

２．２　真实数据实验

第二组数据是真实孔径雷达数据实验,来自欧洲

航天局(EuropeanSpaceAgency)官方网站提供的

２００９年４月６日意大利奎拉地震 ASAR数据.取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１日轨道号为３６７５６和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５
日轨道号为３７２５７的地震前后两次 ASAR数据进行

配准、干涉处理等操作得到的真实相位干涉数据,原
始实验数据实际的地理位置如图１１(a)所示,数据截

取如图１１(b)所示的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大小的图像.
对截取的数据分别运用４种解缠方法进行解缠实验,
实验结果同样取运行时间作为评价标准.由于真实

实验缺乏原始的连续相位信息,很难直接用均方根误

差定量比较解缠结果的好坏,所以这对于实测数据用

反缠绕均方差作为评价标准.反缠绕相位均方根误

差是将相位进行反缠绕[１０],把求得反缠绕相位和原始

缠绕相位的均方根误差σ作为解缠精度评价的指标

之一,其计算公式如式(１８)所示,其中Φw
i,j表示反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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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该指标实质是评价解缠前后的主相位值的保

持性.解缠结果如图１２和表３所示.

σ＝
∑
M－１

i＝０
∑
N－１

j＝０

(ϕi,j －Φw
i,j)２

M ×N
(１８)

图１１　实测数据

表３　实测数据结果汇总表

算法 运行时间/s σ
枝切法 １２７．６８６８ —

最小二乘法 ２．５７４０ ３．１１５７
网络流法 ４８．９２１９ ３．０３４４
新算法 ５９．０５８８ ２．６１５７

图１２　实测数据实验结果

从实验结果图８、图１０和图１２可以看出,枝
切法的解缠结果中容易出现“解缠孤岛”.因为实

测数据残差点过多,枝切法解缠结果图１２(g)明显

是错误的.从解缠结果的俯视图可以明显看出,
最小二乘法的解缠结果精度不高.网络流算法有

效避免了“解缠孤岛”的出现,而且对相位曲面有

较好的还原,但是存在大量的“尖峰毛刺”现象,影
响了结果的精度.新算法的结果对相位曲面的还

原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有效改善了网络流结果尖

峰毛刺现象.从表１、表２和表３结果汇总可以看

出,最小二乘法的运行速度最快但是误差最大.
枝切法的运行时间比最小二乘法要长很多,解缠

结果精确度要比网络流的低,而且有解缠失败和

“解缠孤岛”的现象发生.网络流算法速度和枝切

法的速度相当,精确度较高.新算法运行时间比

其他方法稍长,但解缠精度最高,模拟数据实验和

实测数据实验的结果都要比网络流解缠结果的误

差提高至少１０％以上.

３　结束语

本文的方法借鉴枝切法思想,采用网络流法

和曲面拟合的方法,对网络流算法增加了最小曲

面拟合的步骤.以最小的时间代价,利用网络流

解缠算法过程中的中间参数和初步解缠结果,对
噪声引起的错误进行了可靠重构,并沿着解缠积

分路径更正了积分过程中误差的传递.无论从模

拟数据实验还是真实数据实验来看,新方法都大

大地增加了相位解缠精度,并证明了方法的可靠

性,相比其他方法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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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CFAR检测雷达的可控干扰新方法
∗

贵彦乔,吴彦鸿

(航天工程大学,北京 １０１４１６)

　　摘　要:针对目前常见恒虚警(CFAR)检测雷达干扰方法所产生干扰效果单一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

多相位分段调制的干扰方法.对该方法的基本原理进行说明,推导干扰信号的脉压输出结果,基于单元平

均恒虚警检测方法,分析了该方法对CFAR检测雷达的干扰效果.最后进行仿真与分析,说明该干扰不仅

可以形成压制干扰,还能够形成假目标欺骗干扰,并且通过对分路数、调制相位数以及调制相位值三个参数

的变化,可以实现对假目标数与假目标幅值的控制,是一种灵活可控的干扰方法.
关键词:恒虚警检测雷达;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压制干扰;假目标欺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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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wControllableJammingMethodforCFARDetectionRadar
GUIYanqiao,WUYanhong

(SpaceEngineering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１４１６,China)

　　Abstract:AimingattheproblemthatthecurrentcommonjammingmethodscanonlyachievesinglejamＧ
mingeffectontheconstantfalsealarmrate(CFAR)detectionradar,anewmethodbasedonmultiplephasesecＧ
tionalizedmodulationisproposed．Itsbasicprincipleisillustrated,andthepulsecompressionresultofjamming
signalisderived．ThejammingeffectoftheproposedmethodontheCFARdetectionradarisanalyzedbasedon
cellaveragingconstantfalsealarmrate(CAＧCFAR)detectionmethod．Finally,throughsimulationandanalysis,

itisobviousthatthismethodisflexibleandcontrollable．Itcanrealizenotonlyblanketjamming,butalsofalse
targetdeceptionjamming．Throughthechangeofsignalnumber,modulationphasenumber,andphasemodulaＧ
tionvalue,thefalsetargetnumberandamplitudevaluecanbecontrolled．

Keywords:constantfalsealarmrate(CFAR)detectionradar;multiplephasesectionalizedmodulationjamＧ
ming;blanketjamming;falsetargetdeception

０　引 言

恒虚警(ConstantFalseAlarm Rate,CFAR)
检测是雷达信号处理中一个重要的处理环节[１],
该处理可以避免由于干扰环境的改变而引起的雷

达虚警率恶化,大大提高了雷达对杂波和噪声压

制干扰 等 非 相 干 干 扰 的 抑 制 性 能[２].如 何 对

CFAR检测雷达进行有效干扰已成为学者研究的

热点.
目前,对 CFAR 检测雷达的干扰方法以相干

干扰为主,主要包括移频干扰和间歇采样转发干

扰[３Ｇ４].移频干扰不需要较大干信比就可以产生

假目标欺骗干扰效果,然而该方法需要对接收到

的雷达脉冲进行存储后再移频转发,导致假目标

滞后于真目标时间较长,容易被敌方识别[５Ｇ６].间

歇采样直接转发干扰[７]能够解决移频干扰所形成

假目标滞后时间过长的问题,该干扰可以产生多

个强度不同的假目标,但是由于假目标间隔均匀

且数量较少,可以被有效鉴别,间歇采样重复转发

干扰[８]的提出改善了间歇采样直接转发干扰形成

假目标数较少的缺陷,然而这是通过牺牲干扰信

号相干性实现的,使得该干扰对干扰机功率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另外,不论间歇采样直接转发干

扰还是间歇采样重复转发干扰,由于形成的假目

标间隔均匀,均只能实现对 CFAR 检测雷达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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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干扰[９Ｇ１０],无法形成假目标欺骗干扰.
针对以上对CFAR检测雷达干扰中存在的问

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对 CFAR 检测雷达的多相位

分段调制干扰方法,该方法不仅可以形成压制干

扰,还能够形成假目标欺骗干扰,并且通过对雷达

信号进行分路相位调制,可以实现对假目标数与

假目标幅值的控制,是一种具有多样性和可控性

的干扰样式,能够形成更可靠的干扰效果.

１　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

１．１　干扰原理

　　对CFAR检测雷达的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主

要分为信号分路、相位调制、信号采样、信号合成

四个步骤[１１],如图１所示.

图１　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原理图

具体步骤如下:

１)信号分路

干扰机接收到雷达发射信号后,通过一等间

距或非等间距的矩形脉冲串对存储的雷达信号进

行采 样,随 后 平 移 脉 冲 串 将 信 号 划 分 为 N
N≥２( ) 个不同分路.

２)相位调制

在不同信号分路上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相位

调制,即改变雷达发射信号波形的相位.相位调

制是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的核心环节,其具体规

则如下:

① 相位调制后生成信号的总时长与雷达回波

信号相等,和雷达信号的波形体制无关;

② 各分路相位调制采用的相位 值 可 以 在

０,２π[ ] 上随机取值,相位取值个数不少于２,并且

为有限个;

③ 各分路信号的时长可以取小于雷达信号时

长的任意值,并且各分路信号的时长取值可以是

等分或非等分.

３)信号采样

相位调制处理后,根据存储的子信号相位,能
够对信号采样时间进行选择.对所选子信号进行

实时采样,就得到了与雷达信号波形完全相同的

相位调制子脉冲串.

４)信号合成

将信号采样后、已按规律排列的各分路信号

合路输出,可以在干扰时段内生成与雷达信号脉

冲长度相同的干扰信号.
设CFAR检测雷达回波信号为s(t),信号分

路后的各分段长度为等长τ,各分路上的相位调制

值分别为φ１,φ２,φ３,,φp,相位调制过程中,相位

调制值为φ１ 的信号分路数为n１,所有信号分路起

止时刻分别为t１si 和t１ei,其余信号分段的起止时

刻同理可得.
以上述参数设置为基础,用阶跃函数ε(t)表

示信号各分路之间的相位调制值跳变,则多相位

分段调制干扰信号等价于雷达信号与一复合函数

的乘积:
sJ(t)＝s(t)p(t) (１)

式中,

p(t)＝∑
n１

i＝１
εt－t１si( ) －εt－t１ei( )[ ]expjφ１( ) ＋＋

∑
np

i＝１
εt－tpsi( ) －εt－tpei( )[ ]expjφp( ) ＝

rect t
τ

æ

è
ç

ö

ø
÷ ∑

n１

i＝１
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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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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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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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jφ１( ) ＋＋

rec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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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ç

ö

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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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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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jφp( ) ＝

rectt－
τ
２

τ

æ

è

ç
ç

ö

ø

÷
÷ ∑

p

j＝１
∑
N－１

i＝０
σt－iτ( )expjφj( ) (２)

干扰信号总分路数 N ＝n１＋n２＋n３＋＋
np,雷达信号脉冲时宽Tp＝Nτ.

１．２　对干扰信号的脉压输出分析

设脉压过程中的环境噪声是功率谱密度为

N０/２W/Hz的高斯白噪声,输出端噪声的功率谱

密度为 N０/２( )  H０ jω( ) ２ W/Hz.假设脉压输

出信号在t＝td 时刻得到峰值,则多相位分段调制

干扰信号经过匹配滤波器后的输出信号表达式为

FJ(t)＝
１
２π∫

＋∞

－∞
SJjω( )H０jω( )ejωtddω ＝

１
２π∫

＋∞

－∞
K′{ ∑

＋∞

n＝－∞
∑
K

k＝１
Fjnω( )

exp
é

ë
ê
ê－jnωktd∓

τ
２

æ

è
ç

ö

ø
÷＋jφx －

π
２

æ

è
ç

ö

ø
÷

ù

û
ú
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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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jω( )e－jωtd[ ]ejωtddω ＝

K′
２π∫

＋∞

－∞ ∑
＋∞

n＝－∞
∑
K

k＝１
Fjnω( )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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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jnωktd∓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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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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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φx －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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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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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jω( )dω (３)

设回波信号脉宽Tp 为有限值,则其在频域可

以视为连续信号,那么干扰信号的匹配滤波输出

信号可以进一步等效为

FJ(t)＝
K′
２π∫

ωH

ωL ∑
K

k＝１
Fjωk( )

exp－j[ ωktd∓
τ
２－Δt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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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jφx －
π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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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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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úF∗ jω( )dω ＝

FJ１(t)＋FJ２(t)＋＋FJK(t) (４)
设相位调制值φ１ 所在信号分路的带宽B１＝

ωH１－ωL１,由频谱偏移产生的时延量为Δt,则该分

路干扰信号的脉冲压缩输出表达式为

FJ１(t)＝
K′
２π∫

ωH１

ωL１
Sjω( )e－j[ω(td∓

τ
２－Δt１)－(φ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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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Δt１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A１ (６)

－πfM t－td－t１＋Δt１( ) ＋ φx－
π
２

æ

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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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Φ１(７)

则式(５)可以等价为

FJ１(t)＝A１ejΦ１ (８)
将上式推广至整段干扰信号,则多相位分段

调制干扰信号的脉压输出结果为

FJ(t)＝ ∑
n１＋n２＋＋np－１

i＝１
AiejΦi (９)

由上式可知,干扰信号的脉压输出结果可以

等效为若干个信号矢量的叠加,各信号矢量的幅

值与幅角与干扰信号分路数、调制相位数以及调

制相位值三个参数有关.进一步分析可知,脉冲

压缩后的干扰信号主瓣宽度与干扰信号分路长度

成反比关系,另外,sinc函数的中心在一定范围内

偏移,且偏移量与干扰信号的参数有关.
结合以上分析可得,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可

以在真实目标周围形成一定范围的局部遮盖效

果,且通过对干扰信号分路数、调制相位数以及调

制相位值三个参数的控制可以实现灵活多样的干

扰效果.

２　对CFAR检测雷达的干扰分析

CFAR检测根据参考单元内的背景噪声、杂
波以及干扰的大小来计算检测门限,从而使虚警

概率处于恒定状态.典型的CFAR检测方法[１２]主

要包括单元平均恒虚警检测(CellAveragingConＧ
stantFalseAlarmRate,CAＧCFAR)、单元平均选

大恒虚警检测(GreatestofConstantFalseAlarm
Rate,GOＧCFAR)、单 元 平 均 选 小 恒 虚 警 检 测

(SmallestofConstantFalse Alarm Rate,SOＧ
CFAR)以及有序统计量恒虚警检测(OrderStatisＧ
ticsConstantFalseAlarmRate,OSＧCFAR)等,在
不同的背景噪声、杂波以及干扰因素下,可以通过

选择不同的 CFAR检测方法,以获取最优的检测

效果.针对众多不同类型的 CFAR 检测方法,本
文基于CAＧCFAR检测对CFAR检测雷达的多相

分段调制干扰方法进行分析.

２．１　无干扰下的CFAR检测

在CFAR检测中,各待检单元xi 对应的保护

单元位于其两侧,设 CFAR 检测器中共有２N 个

相邻的参考单元,且待检测单元两侧各有 N 个参

考单元,各单元内的噪声独立同分布.CFAR 检

测的参考单元分布如图２所示.

图２　CFAR检测参考单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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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干扰下,CFAR 检测器的输入由雷达回波

信号和噪声组成,设噪声为服从指数分布[１３],且独

立同分布的高斯白噪声,则经过平方律检波后,某
待检单元中样本数据xi 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fxi xi( ) ＝
１
σ２e－

xi
σ２ (１０)

式中,σ为噪声的标准差.
推广至２N 个参考单元,则由xi 组成的样本

矢量xx１,x２,,x２N( ) 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为

fx x( ) ＝
１

σ４N∏
２N

i＝１
e－

xi
σ２ ＝

１
σ４Nexp－

１
σ２∑

２N

i＝１
xi

æ

è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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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１１)

式中,σ２ 的最大似然估计值[１４] 为σ̂２＝
１

２N∑
２N

i＝１
xi.

因此,无干扰下的CAＧCFAR检测要求的检测

门限为

T̂ ＝ασ̂２＝
α
２N∑

２N

i＝１
xi (１２)

对于给定的检测门限 T̂,待检单元的检测概

率PD 的均值[１５]为

PD＝ １＋
α

２N １＋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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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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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２N

＝ １＋
P－１/２N

FA －１
１＋χ

æ

è
ç

ö

ø
÷

－２N

(１３)
式中,α为门限乘积因子,PFA为平均虚警概率,二

者满足关系α＝２N P－１/２N
FA －１( ) ,χ 为雷达回波信

号的信噪比.

２．２　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下的CFAR检测

对雷达实施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时,CFAR
检测器的输入为雷达回波信号、干扰信号以及噪

声的叠加,设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信号的干扰功

率为γJ,则根据式(１２)可知,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

下的CAＧCFAR检测门限为

T̂J＝
αJ

２N γJ＋∑
２N

i＝１
xi( ) (１４)

式中,αJ＝α１＋
χ

J

２N
æ

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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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为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下的

门限乘积因子,χJ＝γJ/σ２ 为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

信号的干噪比.
将式(１３)、式(１４)结合可知,多相位分段调制

干扰下的CAＧCFAR检测概率PDJ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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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对式(１５)进一步分析可知,当虚警概率PFA和

参考单元数２N 一定时,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下的

CAＧCFAR检测概率主要受干噪比χ
J 的影响,即

增大干信比(JSR)的取值,将抬升 CAＧCFAR检测

门限,从而降低雷达对真目标的检测概率.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功

率远大于噪声功率,只要CAＧCFAR检测器的参考

单元中出现假目标,其检测门限就可以被抬升.
在干信比(JSR)一定时,通过对多相位分段调制干

扰的信号分路数、调制相位数以及调制相位值三

个参数的控制,使参考单元内的假目标数增多,导
致检测门限被抬升得越高,从而使雷达对真目标

的检测性能恶化越严重.

３　仿真分析

３．１　实验一:干噪比χJ 对雷达CFAR检测的影响

　　设CAＧCFAR的参考单元数目２N＝３６,虚警

概率PFA＝１０－６,信噪比取值范围为０~３５dB,将
无干扰下的CFAR雷达检测概率与多相位分段调

制干扰信号的干噪比χ
J 分别取１０,２０和３０dB下

的CFAR雷达检测概率进行仿真对比,仿真结果

如图３所示.

图３　检测概率随SNR的变化图

观察上图可知,若使雷达对目标的检测概率

达到PD＝０．５,无干扰下 CFAR 检测雷达回波的

信噪比需达到１３．７dB,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信号

的干噪比χ
J 分别取１０,２０和３０dB下,CFAR检

测雷达回波的信噪比分别需要达１４８,１９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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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５dB.因此,当参考单元中存在多相位分段调

制干扰时,雷达检测概率将随着干噪比χ
J 的增大

而降低,即CFAR检测雷达对真目标的检测性能

逐步恶化.

３．２　实验二: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与间歇采样重

复转发干扰的CFAR检测结果对比

　　在表１所示仿真参数设置下,干信比取３０
dB,采用CAＧCFAR检测器,对比多相位分段调制

　　　　

干扰与间歇采样重复转发干扰的 CFAR检测结

果,虚警概率PFA＝１０－６,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采

用四相位等分调制,分路数分别取２０和３０,各干

扰信号分路的相位取值从０,π/４,２π/４,３π/４中

随机选取,间歇采样重复转发干扰的采样周期

Ts＝２μs、采样间隔τ＝０．５μs,仿真结果如图４
所示.

表１　仿真参数设置

参数名称 取值 参数名称 取值

雷达载频/GHz ３ FFT点数 １２８

信号带宽/MHz ５ 信噪比/dB －３

脉冲宽度/μs ５１ 信杂比/dB －８

脉冲重复频率/Hz ８００ 采样率/MHz １００

脉冲个数 １００ 目标距离/km １６４．４７７

(a)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２０路) (b)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３０路) (c)间歇采样重复转发干扰

图４　实验二仿真结果对比

　　观察上图可知,图４(c)中间歇采样重复转发

干扰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假目标,假目标分布在参

考单元中使 CFAR检测门限被抬升,导致雷达无

法检测目标,但是由于假目标分布均匀只是形成

了压制干扰效果,无法实现假目标欺骗干扰;图４
(a)、图４(b)中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破坏了雷达信

号的相干性,使目标峰分裂为数量众多的子峰,子
峰分布于参考单元中使检测门限升高,导致雷达

无法检测到真目标,其中,分路数取３０时与间歇采

样重复转发干扰相似,形成了压制干扰效果,不同的

是,分路数取２０时雷达检测到一距离为１６４．３５２km
的目标,与真目标距离误差为－１２５m,即形成了

假目标欺骗干扰效果.因此,多相位分段调制干

扰不仅可以对 CFAR检测雷达形成压制干扰,还
可以实现假目标欺骗干扰,具有多样化的干扰样

式,改善了间歇采样干扰无法对 CFAR 检测雷达

形成假目标欺骗干扰的缺陷.

３．３　实验三:不同调制参数下的多相位分段调制

干扰效果变化

　　仿真参数设置与实验二相同,干信比取１０
dB,采用CAＧCFAR检测器,虚警概率PFA＝１０－６,
由于假目标数和假目标幅度是衡量对CFAR检测

雷达干扰效果的两个重要指标[１６],本文在分路数、
调制相位数以及调制相位值三个参数调制变化的

情况下,对CFAR检测雷达的多相位分段调制干

扰所形成假目标的数量和最大幅值的变化进行如

下仿真,仿真结果如图５和图６所示.

１)采用两相位等分随机调制,两个相位调

制值中一个取０,在另一个相位变化的情况下,
对信号分路数分别取３０,５０,６０时,CFAR检测

结果中假目标数量和最大幅值的变化曲线进行

仿真;

２)采用多相位等分随机调制,设定等间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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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相位,在信号分路数分别取３０,５０,６０的情况下,
对调制相位数在[２,１０]区间内以１为间隔取值时,

CFAR检测结果中假目标数量和最大幅值的变化

曲线进行仿真;

３)采用三相位等分随机调制,信号分路数取

３０,本文中各调制相位值用“Ｇ”连接,３个相位调制

值采用三类组合方式,分别为前两个相位值取０Ｇ
π/３,０Ｇπ/４,０Ｇπ/５,第三个调制相位值以π的倍数

变化.在此条件下,对 CFAR 检测结果中假目标

数量和最大幅值的变化曲线进行仿真.

(a)分路数变化 (b)调制相位数变化 (c)调制相位值变化

图５　不同调制参数变化下假目标数量的变化曲线

(a)分路数变化

　
(b)调制相位数变化

　
(c)调制相位值变化

图６　不同调制参数变化下假目标最大幅值的变化曲线

　　对图５、图６所示仿真结果进行分析可得如下

结论:

１)不同分路数下,假目标数和假目标最大幅

值的变化曲线以π为中心在[０,２π]内对称分布,
[０,π/２]内假目标数与分路数成正比关系,由于假

目标数越多,干扰能量分散程度越大,假目标最大

幅值则与分路数成反比,[π/２,π]内假目数与分路

数成反比,由于调制相位值接近π时,相位值对各

分段能量分配的影响变小,该区间内假目标最大

功率曲线趋于平稳.

２)调制相位数取２~４时,假目标数与调制相

位数成正比关系,假目标最大幅值与调制相位数

成反比,当调制相位数超过４时,假目标数和假目

标最大幅值与调制相位数的关系则反之.值得一

提的是,调制相位数取２~４时,假目标最大幅值明

显高于其他取值,这对于提高干扰能量利用率具

有重要意义,加之调制相位数取３和４时的假目标

数较多,因此调制相位数通常取３或４.

３)不同调制相位值下,假目标数和假目标最

大幅值的变化曲线以π为中心在[０,２π]内对称分

布,第二个调制相位值越大,假目标数越多,相应

的假目标最大幅值则越小,这是由于调制相位值

越大,原始信号的相干性被破坏越严重,导致目标

峰分裂出的子峰数越多,折中考虑假目标数与假

目标最大幅值两个指标,实际中调制相位值可以

选择０Ｇπ/４Ｇ２π/４的组合.
结合以上仿真与分析可知,多相位分段调制干

扰可以实现压制干扰和假目标欺骗干扰两种干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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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并且通过对分路数、调制相位数以及调制相位值

三个参数的变化,可以实现对假目标数与假目标幅

值的控制,即对CFAR检测雷达的多相位分段调制

干扰是一种具有多样性和可控性的干扰样式.

４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相位分段调制的CFAR
检测雷达干扰方法,首先在其干扰原理的基础上,
对干扰信号的脉压输出进行了推导与分析;其次

以CFAR检测原理为基础,基于 CAＧCFAR 检测

方法对CFAR检测雷达的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效

果进行分析,分析表明,该干扰的脉压输出是多个

信号的矢量叠加,可以有效抬升CFAR检测门限,
从而降低雷达对真目标的检测概率.通过仿真分

析可知,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不仅可以形成压制

干扰,还能够形成假目标欺骗干扰,并且通过对分

路数、调制相位数以及调制相位值三个参数的变

化,可以实现对假目标数与假目标幅值的控制,是
一种具有多样性和可控性的干扰样式.如何对多

相位分段调制干扰的压制范围进行控制是下一步

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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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尖峰Posner判别准则的新方法
∗

陈泽铭

(成都中电锦江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５１)

　　摘　要:海尖峰是一种离散、高幅值、极化特性强、类似小目标的海杂波,对高分辨率雷达探测海面小

目标会造成严重影响.围绕海尖峰的判别介绍 Posner判别准则,讨论幅度阈值、最小间隔时间、最小持续

时间这３个参数的不同取值方法以及优缺点,找出Posner判别准则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分析;然后在海尖峰

Posner判别准则的基础上,提出采用滑窗脉冲积累的方法改进该判别准则;最后对改进前后的两种Posner
判别准则的处理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改进后的海尖峰判别准则使得海尖峰判别更加准确,减少了“毛刺”
的出现,提高了海尖峰的判别精度.

关键词:海尖峰;Posner判别准则;脉冲积累;幅度阈值

中图分类号:TN９５７．５１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Ｇ２３３７(２０１８)０５Ｇ０５５４Ｇ０５

ANewMethodBasedonPosnerIdentificationCriterionforSeaSpikes
CHENZeming

(CECJinjiangInfoIndustrialCorporation,Ltd,Chengdu６１００５１,China)

　　Abstract:Seaspikeissuchakindofseaclutterthatischaracterizedbydiscretedistribution,highampliＧ
tude,strongpolarizationfeature,andsimilaritytosmalltarget．Ithassevereinfluencesontheseasmalltarget
detectionofhighresolutionradar．BasedontheintroductiontothePosneridentificationcriterionforseaspikes,

thedifferentvaluemethodsofamplitudethreshold,minimumintervaltime,andminimumdurationandtheiradＧ
vantagesanddisadvantagesarediscussed．TheproblemsofthePosneridentificationcriterionarefoundoutand
analyzed．Then,theslidewindowimpulseintegrationmethodisusedtoimprovetheidentificationcriterion．FiＧ
nally,acomparisonbetweenthenewPosneridentificationcriterionandtheoldPosneridentificationcriterionis
made．Theresultshowsthattheimprovedseaspikesidentificationcriterionhashigheridentificationaccuracyand
reducestheappearanceofburrs．

Keywords:seaspike;Posneridentificationcriterion;pulseintegration;amplitudethreshold

０　引 言

海杂波是影响海用雷达目标探测性能的主要

制约因素[１].在部分均匀海杂波环境下,海杂波

的瞬时功率波动仍然有较大起伏,导致海面目标

检测的性能受到影响[２].而海尖峰是一种离散、
高幅值、极化特性强、类似小目标的海杂波.为了

更好地检测海面上的小目标,高分辨率雷达越来

越多地用于对海小目标检测.而对于距离高分辨

对海雷达,尤其以低擦地角对海面进行照射时,海
杂波时间序列幅度的概率密度函数(PDF)曲线会

显示出较长“拖尾”,即高幅值海杂波序列出现的

概率较大,并且具有这种特征的海杂波在空间上

是离散的,在时间上不稳定且持续时间很短[３].
这是引起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与目标的回波特

性类似,导致虚警概率上升,使雷达不能准确有效

地检测到目标[４].
海尖峰的研究最初是从其表象开始的,随后

才逐渐 深 入 探 索 海 尖 峰 的 物 理 特 性 和 统 计 模

型[５].Jessup等[６]通过 Ku波段散射计测量海杂

波,利用海杂波的多普勒谱及带宽研究海尖峰与

破碎波的关系,发现８０％的海尖峰与破碎波有关

系.Liu等[７]通 过 X 波 段 散 射 计 测 量 海 杂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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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ef等[８]采用阈值区分海尖峰.Walker[９]采用

低通滤波器来分离海尖峰.综上研究,国内外研

究人员对海尖峰从现象到判别做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但在海尖峰的量化分析方面稍有欠缺.

Posner等[１０]用三准则进行海尖峰判断:幅度

阈值、最小持续时间及最小时间间隔.本文基于

Posner海尖峰判别准则,找出其存在的问题,然后

采用脉冲积累的方法对该判别准则改进,比较两

种判别准则的最终结果,发现改进后的海尖峰判

别准则使得海尖峰判别更加准确,减少了“毛刺”
的出现.

１　Posner判别准则及存在问题

１．１　Posner判别准则

　　Posner等采用门限阈值、最小间隔时间和最

小持续时间来判别海杂波中的海尖峰,具体要求

为:１)海杂波时间序列的幅值须大于门限阈值;２)
海杂波时间序列超过门限阈值的序列之间的持续

时间应该大于最小给定的持续时间;３)超过门限

阈值且满足海杂波时间序列大于门限的要求后,
划分小范围的海尖峰序列,尖峰间隔大于最小海

尖峰间隔.

Posner等给出的判别准则中,关于幅度阈值、
最小间隔时间、最小持续时间的具体取值并没有

给出较为明确的标准,下面根据已有的方法讨论

这３个参数的不同取值方法以及优缺点.

１．１．１　幅度阈值取值方法

关于幅度阈值的取值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方法:

１)Greco等[１１]在设置幅度阈值时,考虑单距

离门时间序列间的相关性和相邻距离单元间的相

关性,采用式(１)的取值方法:

T＝
n

N１N２
∑
N１

k＝１
∑
N２

l＝１
zk(l)２ (１)

式中,n 为门限变量,N１ 为相邻参考单元的距离门

数目,N２ 为参考距离门单元内的时间序列长度.

Greco等分析IPIX 数据时,取门限变量n＝５,

N１＝１,这两个变量取值是根据实测数据特征来取,
具体采用的取值准则,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方法.

２)Melief等用幅值p＞μ＋nσ进行海尖峰判

断,p 为所要判断的时间序列值,μ 为该参考单元

里时间序列均值,σ 为该参考单元里时间序列方

差,n 为门限变量,n 的取值也是根据实测数据具

体情况而定,没有具体的标准.

３)Dong等[１２]将时间序列按幅值进行排序,然后

取前０．１％,第０．１％对应的幅度值就是幅度阈值.

４)利用虚警概率确定幅度阈值,这种方法应

用的前提是,假设虚警目标是由海尖峰引起的.
下面利用实例介绍这种阈值门限设置过程.

设雷达的归一化检测门限为Y,则基于 K 分

布的雷达检测虚警概率Pfa(Y)为

Pfa(Y)＝１－F(Y) (２)
式中,F()为杂波幅度累积密度分布函数(CDF),
如果杂波模型为 K分布,由式(２),得到 K 分布的

CDF表达式如下:

Fk(z)＝∫
z

０
fK(t)dt＝

１－
２

Γ(v)
bz
２

æ

è
ç

ö

ø
÷

v

Kv－１(bz) (３)

式中,fK()为 K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PDF)表达

式,Kv－１为第二类Bessel函数.将式(３)代入式(２)
得到K分布检测门限为Y 的雷达检测虚警概率为

Pfa(Y)＝
２

Γ(v)
bz
２

æ

è
ç

ö

ø
÷

v

Kv－１(bz) (４)

依据上面的虚警概率计算公式,通过IPIX实

测数据进行拟合,找出１９９３年第５４＃服从 K 分

布,如图１所示,画出 K 分布参数为v＝１．５,b＝
１７２的虚警概率与门限值的关系曲线,由图２可

以看出,为了达到Pfa＝１０－４,则采用的门限值必

须高于时间序列均值的３．２倍以上.

图１　符合 K分布的实测数据

以上４种门限设置侧重点各有不同,第一种门

限设置主要关注时间序列的均值,并且考虑相邻

距离门间的相关性,门限阈值的高低取决于门限

变量n;第二种门限设置主要关注的是时间序列的

起伏程度的强弱,门限变量n 将时间序列方差调

５５５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陈泽铭:基于海尖峰Posner判别准则的新方法





图２　虚警概率与门限的关系

节至适应海尖峰检测的合理取值;第三种门限设

置是单纯地从最高幅值中取值,而高幅值并不代

表海尖峰,所以这种方法不可取;第四种门限设置

方式主要是在假定条件下,利用虚警概率与门限

值的对应关系,求取的门限阈值.

１．１．２　最小持续时间和间隔取值

Posner等对最小持续时间和最小间隔时间的

具体确定并没有明确的说明,Greco等分析IPIX
数据中的海尖峰,根据实测数据的实际情况,假定

最小持续时间为０１s,最小间隔时间为０．５s.

１．２　Posner判别准则存在问题

利用上述Posner判别准则,判别IPIX雷达在

１９９３年所测数据中的第１７＃数据的海尖峰.该组

数据的海情:浪高为２．１m/s,风速为９m/s,浪向为

顺浪向,擦地角为０．６７°.因为该距离门内的海杂波

序列服从 K分布,由图２可知,取门限阈值为海杂

波序列幅度均值的３倍,可使得虚警概率为１０－４.
取最小间隔时间为０．５s,最小持续时间为０．１s.

在图３中,利用门限阈值对海杂波序列进行海

尖峰的初次判别,初次判别出的海尖峰序列用红

色线表示,图４是对图３某一小段序列的放大图.
图４中说明单脉冲通过门限阈值存在的问题:椭圆

所标记的杂波序列的左右两边都超过门限阈值,
而该点处幅度小于门限阈值,却被判为非海尖峰

序列;而在图３中,一段海杂波序列中,出现一个幅

值高于周围的海杂波序列,只有此序列高于门限

而周围大部分序列却没有高于门限,利用单脉冲

检测,则会以“毛刺”的形式存在.上述两种现象

在单脉冲通过门限的检测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

干扰海尖峰判别.
由上述Posner检测结果中发现,检测出的海

图３　取绝对值后阈值门限检测

图４　图３部分区域放大图

尖峰中有“毛刺”,并且使得海尖峰序列不连续,为
此进行改进.

２　新Posner判别准则

２．１　Posner判别准则改进

　　为了减小上述检测方法对海尖峰判别的影

响,借鉴目标检测中采用的脉冲积累方法进行改

进.具体方法为:将时间序列以一定的时间窗滑

动叠加,门限阈值是原来门限值乘以该时间窗长

度,然后比较滑动叠加后的时间序列幅值与门限

阈值,高于门限阈值的,判定为海尖峰序列.该时

间窗长度根据海杂波的散斑相关时间来确定,海
杂波的散斑相关时间为１０ms左右,而IPIX雷达

的脉冲重复频率(PRF)为１０００Hz[１３],所以采用

长度为１０个脉冲数进行滑动积累,如图５所示.
相对应地,将图５中的部分序列进行放大,得到图

６,椭圆处标记序列在这种检测算法下被判定为海

尖峰,而且图３中判定为海尖峰的“毛刺”在图５中

没有被判别为海尖峰.比较图４和图６,改进后可

以得到两个明显效果:第一,经过脉冲积累的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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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使得最终的时间序列较原始数据平滑;第
二,在经过幅度阈值检测时,避免了一些小“毛刺”
的出现,而且利用多个脉冲积累后,使得检测到的

时间序列有小范围的连续性.

图５　多脉冲积累后阈值门限检测

图６　图５部分区域放大图

上述改进的 Posner判别准则中,采用的脉冲

积累数是１０,下面讨论脉冲积累数(滑窗长度)对
检测出的海尖峰序列占总脉冲数比例的影响.

脉冲积累时间的长短决定了累加后的海杂波

序列幅值大小和海尖峰判别门限阈值大小,而海

杂波序列幅值与门限阈值之间的差值决定了最终

海尖峰脉冲所占的比例,所以,研究积累时间对海

尖峰检测的影响就体现在积累脉冲数对检测的海

尖峰脉冲比例的影响.图７中选取的脉冲数目范

围为１~３０个,海尖峰脉冲所占比例呈先增加后递

减的变化趋势.
首先说明脉冲数的取值范围的依据:在判别

海尖峰中,对海杂波脉冲积累时,一般选取的脉冲

积累长度与散斑相关时间长度接近,而散斑相关

时间为１０ms左右,所以选取的脉冲数目在１~３０
个(所选的数据PRF为１０００Hz).然后分析图７
中曲线呈现先增加后减小趋势的原因.在积累

１~５个脉冲时,脉冲序列积累产生的序列幅值增

图７　积累脉冲数目影响

长速度要高于门限增长的速度,所以在积累５个脉

冲之前,海尖峰脉冲所占比例在不断升高,而随着

脉冲积累数目大于５,检测到的海尖峰所占的比例

越来越小,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随着脉冲

数目的增加,海杂波之间的相关性逐渐减弱,海杂

波相加后抵消比较大,导致累加效果不明显.综

上讨论,选择合理的积累脉冲数目,才能取得较好

的海尖峰检测效果.

２．２　算法步骤

在进行海尖峰判别之前,首先确定门限阈值.
文中采用的是第４种阈值取法.然后确定最小间

隔时间和最小持续时间.具体的算法步骤如下:

１)采用滑动窗叠加的方式对单个距离门内的

时间序列进行脉冲叠加,滑窗长度为 M,z(i)＝
z(i－１)＋y(i)－y(i－M),其中z(i)是第i个脉

冲处前M 个脉冲之和,y(i)和y(i－M)分别是当

前第i个脉冲和第i－M 个脉冲的输入.

２)计算门限阈值,设单个距离门内的时间序

列长度为 N,对 N 个数据取绝对值,并对此取均

值,记为N,最终的门限阈值为T＝M N,比较

脉冲积累值与门限阈值,若z(i)＞T,记下坐标数

P(j)＝l,杂波序列幅度大于阈值门限的下标集为

{P(j)|j＝１,,X};图８对应通过初次检测后得

到的海杂波序列.

３)设W min为海尖峰的最小持续时间,Imin为

海尖峰间隔时间的最小值.对幅度大于门限的指

标进行处理,若P(j＋１)－P(j)＞Imin(j＝n１,

n１＋１,),记录满足条件的指标为P(n２)＝P(j),
在图９中表示利用时间间隔处理的时候,为了突出

经过时间间隔选择的步骤,将满足大于间隔时间

的海杂波序列尺度变大.

４)若间隔时间内高于门限阈值的序列持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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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初次检测得到的海尖峰

图９　第二步处理后得到的海尖峰

间大于最小持续时间,则判断这些序列为海尖峰,
即P(n２)－P(n１＋１)＞W min,记录海尖峰对应信

号的指标集合为{l|l∈[P(n１＋１),P(n２)]},如
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最终处理得到的海尖峰

２．３　判别准则改进前后对比

比较Posner判别准则改进后改进前的结果,
如图１０和图１１所示.未改进准则下的海尖峰脉

冲数占全部序列的比例是２１％,而改进之后所占

比例为１２％,比较可得,利用脉冲积累的方法避

免了一些非海尖峰序列,减少“毛刺”出现概率,使

得检测的海尖峰更加准确.

图１１　未改进判别准则下的海尖峰

３　结束语

通过对Posner判别准则的改进,利用多脉冲

滑动积累的方式,对原始海尖峰回波数据进行平

滑,在此基础上经过幅度阈值检测,避免了一些小

“毛刺”的出现,而且利用多个脉冲积累后,使得检

测到 的 时 间 序 列 有 小 范 围 的 连 续 性.改 进 的

Posner判别准则能够较准确地判别海尖峰,减少

了“毛刺”的出现概率,提高了海尖峰的判别精度,
为海杂波背景下小目标的检测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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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普勒盲区下基于GMＧCBMeMBer的
多目标跟踪算法

∗

魏立兴,孙合敏,吴卫华,罗沐阳,吴晓彪

(空军预警学院,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１９)

　　摘　要:在机载多普勒雷达多目标跟踪(MTT)过程中,多普勒盲区(DBZ)的存在易造成连续漏检,严

重地影响目标跟踪性能.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 DBZ下基于高斯混合势平衡多目标多伯努利(GMＧCBＧ
MeMBer)的多目标跟踪算法.首先将带最小可检测速度(MDV)的检测概率模型代入 CBMeMBer更新公

式中,然后推导了带 MDV和多普勒信息的 GMＧCBMeMBer更新公式.仿真结果表明,相比未并入多普勒

和 MDV信息的 GMＧCBMeMBer,所提算法能有效改善 DBZ条件下的多目标跟踪性能.
关键词:多目标跟踪(MTT);高斯混合势平衡多目标多伯努利(GMＧCBMeMBer);多普勒盲区(DBZ);

最小可检测速度(M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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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ＧCBMeMBerＧBasedMultiＧTargetTrackinginthePresence
ofDopplerBlindZone

WEILixing,SUN Hemin,WU Weihua,LUO Muyang,WUXiaobiao
(AirForceEarlyWarningAcademy,Wuhan４３００１９,China)

　　Abstract:InmultiＧtargettracking(MTT)fortheairborneDopplerradar,theexistenceofDopplerblind
zone(DBZ)resultsinaseriesofmisseddetections,whichstronglydeterioratestrackingperformance．TooverＧ
comethisproblem,a MTT algorithm basedon Gaussian mixturecardinalitybalanced multiＧtarget multiＧ
Bernoulli(GMＧCBMeMBer)isproposedinthepresenceofDBZ．First,weincorporatethedetectionprobability
modelwithminimumdetectablevelocity(MDV)intoCBMeMBer,andthenderivetheupdateformulasofanovel
GMＧCBMeMBerwheretheMDVandDopplerinformationarefullyexploited．Theresultsofsimulationshowthat
theproposedalgorithmoutperformstheGMＧCBMeMBerwhichdoesn’tincorporatetheDopplerandMDVinforＧ
mationinthepresenceofDBZ．

Keywords: multiＧtargettracking(MTT);Gaussian mixturecardinality balanced multiＧtarget multiＧ
Bernoulli(GMＧCBMeMBer);Dopplerblindzone(DBZ);minimumdetectablevelocity(MDV)

０　引 言

在机载多普勒雷达多目标跟踪(MultiＧTarget
Tracking,MTT)过程中,多普勒盲区 (Doppler
BlindZone,DBZ)的存在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

题[１Ｇ３].DBZ问题由传感器物理限制产生,当目标

的径向速度小于最小可检测速度(Minimum DeＧ

tectableVelocity,MDV)时,目标无法被传感器检

测,这将导致目标漏检和航迹中断,严重影响跟踪

性能[４].
文 献 [５]提 出 了 基 于 高 斯 混 合 (Gaussian

Mixture,GM)的跟踪算法,它通过引入伪造量测来

代表漏检,通过构造合适的状态依赖的检测概率,使
其在DBZ里的检测概率值较低.然而,由此得到的

高斯混合近似可能有负的权重,造成数值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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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６]提出了“两伪造点”分配方法,其中,一个伪

造量测代表对应检测概率小于１造成的漏检,另外

一个额外的伪造量测代表由于 DBZ引起的漏检.
文献[７]基于二维分配方法,通过对来自同一目标的

不同时间段航迹进行关联,提出了航迹段关联

(TrackSegmentAssociation,TSA)方法.
然而,上述算法的实现涉及复杂的数据关联

问题,实用性有待提高.作为一种可替代传统基

于数 据 关 联 算 法 的 方 法,基 于 随 机 有 限 集

(RandomFiniteSet,RFS)的多目标跟踪算法在

解决DBZ问题中有着显著优势.其中,文献[８Ｇ９]
分别 将 概 率 假 设 密 度 (Probability Hypothesis
Density,PHD)和势化概率假设密度(Cardinalized
PHD,CPHD)应用于 DBZ条件下的地面动目标

指示(Ground MovingTargetIndicator,GMTI)
跟踪.不同于PHD传递一阶矩、CPHD传递二阶

矩和势分布,文献[１０]提出的势平衡多目标多伯

努利 (CardinalityBalanced MultiＧTarget MultiＧ
Bernoulli,CBMeMBer)滤波器通过传递多伯努利

RFS来递推估计后验多目标概率密度.

CBMeMBer滤波器提供的“假设航迹”机制更

有利于解决DBZ条件下的多目标跟踪问题,不过

在CMeMBer框架下的相关研究还鲜有报道,所以

本文在CBMeMBer滤波器中引入 MDV和多普勒

信息,并给出了其高斯混合执行,记为 GMＧCBＧ
MeMBerＧDＧMDV.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滤波器能

有效地改善DBZ下多目标跟踪性能.

１　CBMeMBer滤波器

根据RFS理论,单个目标状态可以表示为伯

努利RFSr,p( ) ,其中,r表示目标存在概率,p 表

示目标状态概率密度.因此,多目标状态集合可

以表示M 个独立的伯努利RFS的并集,即多伯努

利 RFSπ＝ r(i),p(i)
( ){ }M

i＝１.CBMeMBer滤波器

通过传递多伯努利RFS来递推估计多目标状态的

后验概率密度,主要分为预测和更新两步.

１．１　预测步

假设给定k－１时刻的多伯努利 RFSπk－１＝
r(i)

k－１,p
(i)
k－１( ){ }

Mk－１

i＝１
,则预测的多伯努利RFS为

πk|k－１＝ r(i)
P,k|k－１,p

(i)
P,k|k－１( ){ }

Mk－１

i＝１ ∪

r(i)
Γ,k,p

(i)
Γ,k( ){ }

MΓ,k
i＝１ (１)

r(i)
P,k|k－１＝r

(i)
k－１‹p

(i)
k－１,pS,k› (２)

p(i)
P,k|k－１(x)＝

‹fk|k－１(x ),p(i)
k－１pS,k›

‹p(i)
k－１,pS,k›

(３)

式中: r(i)
P,k|k－１,p

(i)
P,k|k－１( ){ }

Mk－１
i＝１ 为存活目标多伯努

利 RFS; r(i)
Γ,k,p(i)

Γ,k( ){ }
MΓ,k
i＝１ 为 出 生 目 标 多 伯 努 利

RFS;‹,›为内积运算;fk|k－１ x ( ) 为状态转移概

率密度函数;目标存活概率pS,k与目标状态无关.

１．２　更新步

假设k 时 刻 预 测 的 多 伯 努 利 RFSπk|k－１ ＝
(r(i)

k|k－１,p
(i)
k|k－１){ }

Mk|k－１
i＝１ ,则更新后的多伯努利 RFS

由遗留航迹部分 r(i)
L,k,p

(i)
L,k( ){ }

Mk|k－１
i＝１ 和量测更新航

迹部分 (r∗
U,k(x;z),p∗

U,k(x;z)){ }z∈Zk组成:

πk≈ r(i)
L,k,p(i)

L,k( ){ }
Mk|k－１
i＝１ ∪

r∗
U,k(x;z),p∗

U,k(x;z)( ){ }z∈Zk (４)

Mk|k－１＝Mk－１＋MΓ,k (５)

r(i)
L,k＝r(i)

k|k－１

１－‹p(i)
k|k－１(x),pD,k(x)›

１－r(i)
k|k－１‹p

(i)
k|k－１(x),pD,k(x)›

(６)

p(i)
L,k(x)＝p(i)

k|k－１(x) １－pD,k(x)
１－‹p(i)

k|k－１(x),pD,k(x)›
(７)

r∗
U,k(x;z)＝

　
∑
Mk|k－１

i＝１

r(i)
k|k－１ １－r(i)

k|k－１( ) ‹p(i)
k|k－１(x),ψk,z(x)›

１－r(i)
k|k－１‹p

(i)
k|k－１(x),pD,k(x)›( ) ２

κk(z)＋∑
Mk|k－１

i＝１

r(i)
k|k－１‹p

(i)
k|k－１(x),ψk,z(x)›

１－r(i)
k|k－１‹p

(i)
k|k－１(x),pD,k(x)›

(８)

p∗
U,k(x;z)＝

　
∑

Mk|k－１

i＝１

r(i)
k|k－１

１－r(i)
k|k－１

p(i)
k|k－１(x)ψk,z(x)

∑
Mk|k－１

i＝１

r(i)
k|k－１

１－r(i)
k|k－１

‹p(i)
k|k－１(x),ψk,z(x)›

(９)

ψk,z(x)＝gk z|x( )pD,k(x) (１０)
式中:pD,k(x)为目标检测概率;Zk 为k 时刻量测

集合;κk z( ) 为杂波强度;gk z|x( ) 为目标量测似然

函数.

２　带最小可检测速度和多普勒信息
的GMＧCBMeMBer滤波器

２．１　并入最小可检测速度的检测概率模型

　　由于考虑 DBZ,所以目标检测概率不再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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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无关,本节将其建模为关于目标状态的函数.
在xyz三维坐标系下,假设k 时刻目标状态xk＝
xk,yk,zk,x

k,y
k,z

k[ ] T,其中,xk,yk,zk[ ] T 为

位置分量,x
k,y

k,z
k[ ] T 为速度分量.类似地,

令k 时刻传感器状态xs
k ＝[xs

k,ys
k,zs

k,xs
k,ys

k,

zs
k]T,则目标多普勒rk和xk 所在位置对应的背景

杂波多普勒r
c,k分别为

rk＝hd,k(xk)＝
xk－xs

k( ) x
k－xs

k( )

xk－xs
k( )２＋yk－ys

k( )２＋zk－zs
k( )２

＋

yk－ys
k( ) y

k－ys
k( ) ＋zk－zs

k( ) z
k－zs

k( )

xk－xs
k( )２＋yk－ys

k( )２＋zk－zs
k( )２

(１１)

rc,k＝－
xs

k xk－xs
k( ) ＋ys

k yk－ys
k( ) ＋zs

k zk－zs
k( )

xk－xs
k( )２＋yk－ys

k( )２＋zk－zs
k( )２

(１２)

rk 与r
c,k之差称为杂波凹口函数nc

[１１],定义为

nc＝nc xk( ) ＝r
k－rc,k＝

x
k xk－xs

k( ) ＋y
k yk－ys

k( ) ＋z
k zk－zs

k( )

xk－xs
k( )２＋yk－ys

k( )２＋zk－zs
k( )２

(１３)

目标检测概率pD,k xk( ) 是关于目标状态的函

数,并且受 DBZ强烈影响.具体而言,当 nc ＜
MDV 时,pD,k xk( ) 非常小,甚至趋于０;当 nc ≫
MDV 时,pD,k xk( ) 趋于饱和值pD.因此,检测概

率模型[１１]可以建模为

pD,k xk( ) ≈pD １－exp － nc(xk)/MDV( )２ln２( )[ ]

(１４)
式中,pD 为目标远离DBZ的检测概率值.

为了进一步得到检测概率模型的高斯形式,
便 于 GMＧCBMeMBerＧDＧMDV 公 式 的 推 导,将

nc xk( ) 在 预 测 值 x̂k|k－１＝[x̂k|k－１,ŷk|k－１,ẑk|k－１,

x�̂�k|k－１,y�̂�k|k－１,z�̂�k|k－１]T 处进行一阶泰勒展开:

nc(xk)≈nc xk|k－１( ) ＋
∂nc

∂xk xk＝̂xk|k－１

æ

è
ç

ö

ø
÷

T



xk－x̂k|k－１( ) ＝

nc x̂k|k－１( ) －
∂nc

∂xk xk＝̂xk|k－１

æ

è
ç

ö

ø
÷

T



x̂　k|k－１＋
∂nc

∂xk
xk＝̂xk|k－１

æ

è
ç

ö

ø
÷

T

xk＝

yf x̂k|k－１( ) －Hf x̂k|k－１( ) xk (１５)
式中,伪量测函数yf 和伪量测矩阵Hf 分别为

yf＝yf(x̂k|k－１)＝nc(x̂k|k－１)＋

Hf(x̂k|k－１)x̂k|k－１ (１６)

Hf(x̂k|k－１)＝－
∂nc

∂xk
xk＝̂xk|k－１

æ

è
ç

ö

ø
÷

T

＝

n１,n２,n３,n４,n５,n６[ ] T (１７)
式中,n１＝－(x�̂�k|k－１－n̂ccosâkcosêk)/r̂k,n２＝－(y�̂�k|k－１－
n̂csinâkcosêk)/r̂k,n３＝－(z�̂�k|k－１－n̂csinêk)/r̂k,n４＝－
cosâkcosêk,n５＝－sinâkcosêk,n６＝－sinêk,r̂k≜[(x̂k|k－１－

xs
k)２ ＋(ŷk|k－１ －ys

k)２ ＋(ẑk|k－１ －zs
k)２]１

２,âk ≜atan２
ŷk|k－１－ys

k( ) ,x̂k|k－１－xs
k( )[ ] ,êk≜arctan[(ẑk|k－１－zs

k)/

(x̂k|k－１－xs
k)２＋(ŷk|k－１－ys

k)２],n̂c ＝nc x̂k|k－１( ) ＝
x�̂�k|k－１(x̂k|k－１－xs

k)＋y�̂�k|k－１(ŷk|k－１－ys
k)＋z�̂�k|k－１(ẑk|k－１－zs

k)

(x̂k|k－１－xs
k)２＋ ŷk|k－１－ys

k( )２＋ ẑk|k－１－zs
k( )２

,

atan２为四象限反正切函数,âk 和êk 分别为方位

角和俯仰角的估计值.
将式(１５)代入式(１４),进一步化简得到检测

概率的高斯形式:

pD,k(xk)＝pD[１－cfN(yf(x̂k|k－１);Hf(x̂k|k－１)x,Rf)]
(１８)

式中,归一化因子cf＝MDV π/ln２,伪量测在多

普勒域的方差Rf＝MDV２/２ln２( ) .

２．２　GMＧCBMeMBerＧDＧMDV更新公式

由式(２)和式(３)可知,式(１８)的检测概率模

型不影响 CBMeMBer的预测步骤,所以 GMＧCBＧ
MeMBerＧDＧMDV和 GMＧCBMeMBer具有相同的

预测 公 式. 假 设 k 时 刻 预 测 的 多 伯 努 利

RFSπk|k－１＝{(r(i)
k|k－１,p

(i)
k|k－１)}Mk|k－１

i＝１ ,其中,p(i)
k|k－１

概率密度为高斯混合形式:

p(i)
k|k－１(x)＝∑

J(i)k|k－１

j＝１ w(i,j)
k|k－１N x;m(i,j)

k|k－１,P
(i,j)
k|k－１( )

(１９)
式中,w(i,j)

k|k－１,m
(i,j)
k|k－１和P(i,j)

k|k－１分别表示第i个单伯

努利RFS中第j 个高斯分量的权重、均值和协

方差.
出生多伯努利 RFS 为 r(i)

Γ,k,p(i)
Γ,k( ){ }

MΓ,k
i＝１ ,其

中,p(i)
Γ,k也为高斯混合形式:

p(i)
Γ,k(x)＝ ∑

J(i)Γ,k

j＝１w
(i,j)
Γ,k N x;m

(i,j)
Γ,k ,P(i,j)

Γ,k( ) (２０)

式中,w
(i,j)
Γ,k ,m

(i,j)
Γ,k 和P(i,j)

Γ,k 分别表示k 时刻第i个

出生单伯努利 RFS中第j 个高斯分量的权重、均
值和协方差.

在推导 GMＧCBMeMBerＧDＧMDV 的更新公式

的过程中,利用了下述两个引理[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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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１:给定适当维度的 H,R,m 和P,且R
和P 是正定的,则有

N z;Hx,R( )N x;m,P( ) ＝
　N z;Hm,S( )N(x;m＋G(z－Hm),P－GSGT)

(２１)

式中,S＝HPHT＋R,G＝PHTS－１.
引理２:给定适当维度的F,Q,m 和P,且Q 和

P 是正定的,则有

∫N(z;Fx,Q)N(x;m,P)dx＝

　N(z;Fm,Q＋FPFT) (２２)

假设目标xk－１在k 时刻存活,则xk－１转移到

xk 的概率转移密度函数为

fk|k－１(xk|xk－１)＝N(xk;Fk－１xk－１,Qk－１) (２３)

式中,Fk－１为状态转移矩阵,Qk－１为过程噪声协

方差.
对于多普勒体制雷达,式(１０)中的量测似然

函数gk(z|x)可以建模为

gk(z|x)＝N(yc;Hc,kx,Rc,k)N(yd;hd,k(x),σ２
d)
(２４)

式中,z为k时刻的常规量测,包括位置量测yc 和

多普勒量测yd,且两者不相关,Hc,k为线性位置观

测矩阵,Rc,k为位置观测噪声协方差,σd 为多普勒

观测噪声标准差,hd,k(x)为式(１１)的非线性多普

勒观测函数.
假设给 定k 时 刻 预 测 的 多 目 标 概 率 密 度

πk|k－１＝{(r(i)
k|k－１,p

(i)
k|k－１)}

Mk|k－１
i＝１ ,且p(i)

k|k－１ 为高斯

混合形式:

p(i)
k|k－１(x)＝∑

J(i)k|k－１

j＝１ w(i,j)
k|k－１

N(x;m(i,j)
k|k－１,P

(i,j)
k|k－１) (２５)

式中,对于第i个单伯努利 RFS,w(i,j)
k|k－１,m

(i,j)
k|k－１和

P(i,j)
k|k－１分别为第j 个高斯分量的权重、均值和协

方差.
将式(１８)的检测概率模型和式(２４)的似然函

数代入式(４)中,连续使用两个引理得到 GMＧCBＧ
MeMBerＧDＧMDV的更新公式:

r(i)
L,k ＝r(i)

k k－１

１－pD＋∑
J(i)k k－１

j＝１ w(i,j)
k k,f

１－r(i)
k k－１(pD－∑

J(i)k k－１

j＝１ w(i,j)
k k,f)

(２６)

　p(i)
L,k(x)＝

　
∑

J(i)k k－１

j＝１

[w(i,j)
k k,０N(x;m(i,j)

k k－１,P(i,j)
k k－１)＋w(i,j)

k k,fN(x;m(i,j)
k kf,P(i,j)

k kf)]

(１－pD)＋ ∑
J(i)k k－１

j＝１
w(i,j)

k k,f

(２７)
r∗

U,k(x;z)＝

　
∑
Mk|k－１

i＝１

r(i)
k|k－１(１－r(i)

k|k－１)w
(i)
sum

１－r(i)
k|k－１(pD－∑

J(i)k k－１

j＝１ w(i,j)
k k,f)[ ]

２

κk(z)＋∑
Mk|k－１

i＝１

r(i)
k|k－１w

(i)
sum

１－r(i)
k|k－１(pD－∑

J(i)k k－１

j＝１ w(i,j)
k k,f)

(２８)

p∗
U,k(x;z)＝

　
∑
Mk|k－１

i＝１
∑

J(i)k k－１

j＝１
w(i,j)

k k(z)N(x;m(i,j)
k k(z),P(i,j)

k k(z))

∑
Mk|k－１

i＝１
∑

J(i)k k－１

j＝１
w(i,j)

k k(z)＋w(i,j)
k k(zf)[ ]

＋

　
∑
Mk|k－１

i＝１
∑

J(i)k k－１

j＝１
w(i,j)

k k(zf)N(x;m(i,j)
k k(zf),P(i,j)

k k(zf))

∑
Mk|k－１

i＝１
∑

J(i)k k－１

j＝１
w(i,j)

k k(z)＋w(i,j)
k k(zf)[ ]

(２９)

分量{w(i,j)
k|k,０,m

(i,j)
k|k,０,P

(i,j)
k|k,０}由常规丢失量测更

新得到:
w(i,j)

k|k,０＝(１－pD)w(i,j)
k k－１ (３０)

m(i,j)
k|k,０＝m(i,j)

k k－１ (３１)

P(i,j)
k k,０＝P(i,j)

k k－１ (３２)
分量{w(i,j)

k|k,f,m
(i,j)
k|k,f,P

(i,j)
k|k,f}由伪量测yf(m(i,j)

k|k－１)更
新得到:

w(i,j)
k|k,f＝pDcfN(yf(m(i,j)

k|k－１);

Hf(m(i,j)
k|k－１)m

(i,j)
k|k－１,Ξ

(i,j)
f,k )w(i,j)

k k－１ (３３)

m(i,j)
k|k,f＝m(i,j)

k|k－１＋K(i,j)
f,k (yf(m(i,j)

k|k－１)－
Hf(m(i,j)

k|k－１)m
(i,j)
k|k－１) (３４)

P(i,j)
k|k,f＝ I－K(i,j)

f,k Hf(m(i,j)
k|k－１)[ ]P(i,j)

k|k－１ (３５)
式中,伪量测增益和伪量测新息协方差分别为

K(i,j)
f,k ＝P(i,j)

k|k－１ Hf(m(i,j)
k|k－１)[ ] T Ξ(i,j)

f,k[ ] －１ (３６)

Ξ(i,j)
f,k ＝Hf(m(i,j)

k|k－１)P
(i,j)
k|k－１ Hf(m(i,j)

k|k－１)[ ] T＋Rf

(３７)
分量{w(i,j)

k|k (z),m(i,j)
k|k (z),P(i,j)

k|k (z)}通过位置

量测yc 和多普勒量测yd 序贯更新得到:

w(i,j)
k k (z)＝

r(i)
k|k－１

１－r(i)
k|k－１

pDw(i,j)
k k－１q

(i,j)
k (z) (３８)

m(i,j)
k k(z)＝m(i,j)

k k(yc)＋
G(i,j)

d,k (yc)yd－hd,k(m(i,j)
k k(yc))[ ]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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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j)
k k(z)＝ I－G(i,j)

d,k (yc)Hd,k(m(i,j)
k k(yc))[ ] 

P(i,j)
k k(yc) (４０)

类似地,m(i,j)
k k (yc)和P(i,j)

k k (yc)分别表示由位置量

测yc 更新得到的均值和协方差,即

m(i,j)
k|k (yc)＝[x(i,j)

c,k|k,y
(i,j)
c,k|k,x

(i,j)
c,k|k,y

(i,j)
c,k|k]T＝

m(i,j)
k|k－１＋G

(i,j)
c,k (yc－Hc,km(i,j)

k|k－１) (４１)

P(i,j)
k|k (yc)＝[I－G(i,j)

c,k Hc,k]P(i,j)
k|k－１ (４２)

式中,位置量测增益和位置量测新息协方差分别为

G(i,j)
c,k ＝P(i,j)

k|k－１Hc,k[Ξ(i,j)
c,k ]－１ (４３)

Ξ(i,j)
c,k ＝Rc,k＋Hc,kP(i,j)

k|k－１[Hc,k]T (４４)
多普勒量测增益和多普勒量测新息协方差分

别为

G(i,j)
d,k (yc)＝P(i,j)

k|k (yc)
[Hd,k(m(i,j)

k|k (yc))]T [Ξ(i,j)
d,k (yc)]－１ (４５)

Ξ(i,j)
d,k (yc)＝Hd,k(m(i,j)

k|k (yc))P(i,j)
k|k (yc)

[Hd,k(m(i,j)
k|k (yc))]T＋σ２

d (４６)

式(４０)、式(４５)和式(４６)中,Hd,k m(i,j)
k|k (yc)( ) 为

hd,k(xk)在m(i,j)
k|k (yc)处的雅克比矩阵:

Hd,k(m(i,j)
k|k (yc))＝

∂r
k

∂xk xk＝m(i,j)k|k (yc)

æ

è
ç

ö

ø
÷

T

＝

[h(i,j)
１ ,h(i,j)

２ ,h(i,j)
３ ,h(i,j)

４ ,h(i,j)
５ ,h(i,j)

６ ]
(４７)

式中,h(i,j)
１ ＝ [(x(i,j)

c,k|k －xs
k )－hd,k (m(i,j)

k|k (yc))

cosâ(i,j)
k cosê(i,j)

k ]/r̂(i,j)
k ,h(i,j)

２ ＝[(y(i,j)
c,k|k －ys

k)－hd,k

(m(i,j)
k|k (yc))sinâ(i,j)

k cosê(i,j)
k ]/r̂(i,j)

k ,h(i,j)
３ ＝[(z(i,j)

c,k|k－
zs

k)－hd,k (m(i,j)
k|k (yc))sinê(i,j)

k ]/r̂(i,j)
k ,h(i,j)

４ ＝
cosâ(i,j)

k cosê(i,j)
k ,h(i,j)

５ ＝ sinâ(i,j)
k cosê(i,j)

k ,h(i,j)
６ ＝

sinê(i,j)
k ,r̂(i,j)

k ＝ [(x(i,j)
c,k|k－xs

k)２ ＋ (y(i,j)
c,k|k－ys

k)２ ＋

(z(i,j)
c,k|k－zs

k)２]１
２ ,â(i,j)

k ＝ atan２ [(y(i,j)
c,k|k － ys

k ),
(x(i,j)

c,k|k－xs
k)],ê(i,j)

k ＝ arctan [(z(i,j)
c,k|k － zs

k )/

(x(i,j)
c,k|k－xs

k)２＋(y(i,j)
c,k|k－ys

k)２ ]

基于分量{w(i,j)
k|k (z),m(i,j)

k|k (z),P(i,j)
k|k (z)},分

量{w(i,j)
k|k (zf),m(i,j)

k|k (zf),P(i,j)
k|k (zf)}通过伪量测yf

(m(i,j)
k|k (z))进一步更新得到:

w(i,j)
k|k (zf)＝－cfN(yf(m(i,j)

k|k (z));

m,Ξ(i,j)
f,k (z))w(i,j)

k|k (z) (４８)

m(i,j)
k|k (zf)＝m(i,j)

k|k (z)＋

G(i,j)
f,k (z)(yf(m(i,j)

k|k (z))－m (４９)

P(i,j)
k|k (zf)＝[I－G(i,j)

f,k (z)Hf(m(i,j)
k|k (z))]

P(i,j)
k|k (z) (５０)

m＝Hf(m(i,j)
k|k (z))m(i,j)

k|k (z) (５１)
式中,伪量测增益和伪量测新息协方差分别为

G(i,j)
f,k (z)＝P(i,j)

k|k (z)[Hf(m(i,j)
k|k (z))]T

[Ξ(i,j)
f,k (z)]－１ (５２)

Ξ(i,j)
f,k (z)＝Hf(m(i,j)

k|k (z))

P(i,j)
k|k (z)[Hf(m(i,j)

k|k (z))]T＋Rf (５３)
式(２８)中,杂波强度κk(z)和w(i)

sum的表达式分别为

κk(z)＝κc,k(yc)κd,k(yd) (５４)

w(i)
sum ＝pD ∑

Jk|k－１

j＝１
w(i,j)

k|k－１q
(i,j)
k (z)－

cfpD ∑
Jk|k－１

j＝１
w(i,j)

k|k－１q
(i,j)
k (zf) (５５)

q(i,j)
k (z)＝N(yc;Hc,km(i,j)

k|k－１,Ξ(j)
c,k)

N(yd;hd(m(i,j)
k|k (yc)),Ξ(i,j)

d,k (yc))
(５６)

q(i,j)
k (zf)＝q(i,j)

k (z)N(yf(m(i,j)
k|k (z));

m,Ξ(i,j)
f,k (z)) (５７)

式中,κc,k(yc)为位置分量杂波强度,κd,k(yd)为多

普勒杂波强度.
此外,伯努利 RFS和高斯分量随着时间迭代

不断增加,如果不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将严重影

响滤波器运行效率,所以在完成更新步骤后,还需

要进行“剪枝合并”操作[１０].
下面有３点值得注意:

１)当MDV＝０且cf＝０时,GMＧCBMeMBerＧ
DＧMDV变为带多普勒量测的 GMＧCBMeMBer,简
记为 GMＧCBMeMBerＧD.

２)与 GMＧCBMeMBer和 GMＧCBMeMBerＧD
相同,GMＧCBMeMBerＧDＧMDV 更新步骤结束后、
剪枝合并前的多伯努利 RFS为{(r(i)

k ,p(i)
k )}Mk

i＝１

(Mk＝Mk|k－１＋ Zk ),其中,Mk|k－１和 Zk 分别

为k时刻遗留航迹和量测更新航迹的数量.由于

式(１８)的检测概率由两部分组成,所以 GMＧCBＧ
MeMBerＧDＧMDV更新步骤结束后,每个假设航迹

(r(i)
k ,p(i)

k )中的每个高斯分量将分裂为两个.每

个遗留航迹由J(i)
k k－１个{w(i,j)

k|k,０,m
(i,j)
k|k,０,P

(i,j)
k|k,０}和

J(i)
k k－１个{w(i,j)

k|k,f,m
(i,j)
k|k,f,P

(i,j)
k|k,f}组成,每个量测更新

航 迹 由 ∑
Mk|k－１

i＝１ J(i)
k|k－１ 个 {w(i,j)

k|k (z),m(i,j)
k|k (z),

P(i,j)
k|k (z)}和∑

Mk|k－１

i＝１ J(i)
k|k－１ 个{w(i,j)

k|k (zf),m(i,j)
k|k (zf),

P(i,j)
k|k (zf)}组成.特别地,根据式(２６)和式(３３),

MDV越大,遗留航迹的存在概率r(i)
L,k和权重w(i,j)

k|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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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避免对应的多伯努利RFS在剪枝合并过程中

被删除,有效地保存了处于DBZ中的目标状态.

３)为了减少目标进出 DBZ时的虚假航迹数

量,仅当目标状态落入杂波凹口时,对应的高斯分量

才进行分裂,即满足 nc(m(i,j)
k|k－１)≤MDV＋ Ξ(i,j)

d,k

条件的分量{w(i,j)
k|k－１,m

(i,j)
k|k－１,P

(i,j)
k|k－１}才进行分裂,其

中,新 息 协 方 差 Ξ(i,j)
d,k ＝Hd,k (m(i,j)

k|k－１)P(i,j)
k|k－１

[Hd,k(m(i,j)
k|k－１)]T＋σ２

d.

３　仿真与分析

为了验证所提滤波器的有效性,在相同参数

下 比 较 GMＧCBMeMBer,GMＧCBMeMBerＧD 和

GMＧCBMeMBerＧDＧMDV 三 种 滤 波 器 的 跟 踪

性能.
假设 目 标 状 态 xk ＝ [xk,yk,zk,x

k,y
k,

z
k]T,目标的存活概率pS,k(xk)＝０．９９,状态转移

矩阵Fk－１＝
１　Δ
０　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diag([１,１,０]),过程噪声协

方 差 Qk－１ ＝
Δ４/４ Δ３/２
Δ３/２　 Δ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diag

([σx,σy,σz])２,其中,表示 Kronecker乘积,采
样间隔Δ＝１s,各方向上的过程噪声标准差σx＝
σy＝２m/s２,σz＝０m/s２.被检测概率饱和值pD

＝０．９８,位置观测矩阵Hc,k＝[I３,０３],位置观测噪

声协方差Rc,k ＝ diag([σc,x,σc,y,σc,z])２,位置观测

噪声标准差σc,x＝σc,y＝１０m,σc,z＝０．１m,多普勒

观测噪声标准差σd＝０．５m/s.杂波在传感器监视区

域[０,１０００]m×[－１０００,１０００]m×[－０．５,０．５]m
内均匀分布,且其数量服从均值λc＝５０的泊松分

布,杂波多普勒在[－３５m/s,３５m/s]上服从均匀

分布.更新步骤结束后的“剪枝合并”参数设置:
对于伯努利RFS,存在概率门限P＝１０－５,允许的

最大数量Nmax＝１００;对于高斯分量,权重门限T
＝１０－５,合并距离U＝４m,允许的最大数量 Mmax

＝１００.
假设在z＝１００m 的平面上,有一个作匀速圆

周运动的传感器监视三维空间中的两个匀速直线

运动的目标,监视时间为１００s,传感器角速度ωs

＝π/５０rad/s,目标和传感器的初始位置分别为

x０,１＝[０m,０m,０m,５m/s,５m/s,０m/s]T,x０,２＝
[０m,０m,０m,５m/s,－５m/s,０m/s]T 和xs

０＝

[６００m,－１５０m,１００m,１０m/s,０m/s,０m/s]T.
因此,出生多伯努利 RFSπΓ,k＝{(rΓ,k,p(i)

Γ,k)}１i＝１,

其中,出生目标存在概率rΓ,k ＝０．１,p(i)
Γ,k (x)＝

N(x;m(i)
Γ,k,PΓ,k),m(１)

Γ,k ＝[０m,０m,０m,０m/s,

０m/s,０m/s]T,PΓ,k ＝diag([１０m,１０m,１m,

５m/s,５m/s,０．１m/s])２.
基于上述参数设置,图１给出了传感器和目标

的真实航迹,图２给出了 MDV＝１m/s条件下各

时刻目标多普勒速度与 DBZ的关系.由图２可

知,因为目标多普勒速度值小于 MDV,所以目标２
和目标１分别在４３~５２s和５９~６３s处于 DBZ.
图３给出了MDV＝１m/s条件下３种滤波器单次

跟踪结果比较,通过比较可知,当目标离开 DBZ,
仅 GMＧCBMeMBerＧDＧMDV能够再次跟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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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传感器和目标的真实航迹

(a)目标１

(b)目标２

图２　各时刻目标多普勒与 DBZ的关系

利用圆位置误差概率(CircularPositionError
Probability,CPEP)[１３] 和 最 优 子 模 式 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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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单次跟踪结果比较

(OptimalSubＧPatternAssignment,OSPA)[１４]比

较３种滤波器的跟踪性能.其中,CPEP可以反映

滤波器对目标的“漏跟”概率,定义为

CPEPk(r)＝
１
Xk

∑
x∈Xk

ρk(x,r) (５８)

式中,ρk(x,r)＝Prob{Hc,kx̂－Hc,kx ２＞r∀x̂∈
X̂k},位置误差半径r, ２表示２范数.CPEP越

接近０,滤波器跟踪性能越好;CPEP越接近１,滤
波器跟踪性能越差.

令位置误差半径r＝２０m,OSPA的阶参数p＝
２,截止参数c＝２０m.在 MDV＝１m/s条件下进

行１０００次蒙特卡洛仿真,图４和图５给出了３种

滤波器的CPEP和 OSPA总误差统计结果.由图

４可知,在４３~５２s阶段,目标２处于 DBZ内,而
目标１处于 DBZ之外,所以３种滤波器均无法跟

踪目标２,但都能跟踪目标１.因此,３种滤波器在

这段时间的CPEP均保持在０．５左右,而图５中３
种滤波器的 OSPA 总误差都处于较高的值,约为

１５m.当目标２在第５３s离开 DBZ后,GMＧCBＧ
MeMBerＧDＧMDV 能够再次跟踪目标 ２,对应的

CPEP和 OPSA总误差回到目标２进入 DBZ前的

水平.但是 GMＧCBMeMBer和 GMＧCBMeMBerＧ
D无法有效保存处于 DBZ内的目标状态,当目标

２处于DBZ内,传感器无法获得目标量测,所以更

新步骤结束后,多伯努利 RFS的存在概率逐渐减

小直至低于门限P,最后在“剪枝合并”过程中被

删除.目标 ２ 离开 DBZ 后,GMＧCBMeMBer和

GMＧCBMeMBerＧD无法再次跟踪目标２,所以它

们的CPEP和 OPSA 总误差分别继续保持在０．５
和１５m 左右.类似地,在５９~６３s阶段,目标１
处于 DBZ 内,此时 GMＧCBMeMBer和 GMＧCBＧ
MeMBerＧD 均无法跟踪两个目标.因此,它们的

CPEP和OSPA总误差进一步升高到１和２０m 左

右.当目标 １ 在第 ６４s离开 DBZ 后,GMＧCBＧ
MeMBer和GMＧCBMeMBerＧD的CPEP和 OSPA
总误差继续维持在１和２０m 左右,说明它们均无

法再次跟踪目标１.而 GMＧCBMeMBerＧDＧMDV
的CPEP和 OPSA总误差减小到目标１进入 DBZ
前的水平,说明其能够再次跟踪目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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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３种滤波器的 OSPA总误差比较

４　结束语

针对DBZ条件下机载多普勒雷达对目标航迹

跟踪不连续的问题,提出了带最小可检测速度和

多普勒信息的 GMＧCBMeMBer滤波器(GMＧCBＧ
MeMBerＧDＧMDV).该滤波器首先将带 MDV 的

检测概率模型代入 CBMeMBer中,然后给出其详

细的预测和更新步骤.蒙特卡洛仿真实验结果表

明,相对于未并入 MDV 信息的 GMＧCBMeMBer
和 GMＧCBMeMBerＧD,GMＧCBMeMBerＧDＧMDV
能够有效处理 DBZ条件下的多目标跟踪问题,提
高DBZ下机载多普勒雷达多目标跟踪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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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高度表回波模拟及扩展目标算法
∗

杨　菲,江　舸,肖汉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电子工程研究所,四川绵阳 ６２１９９９)

　　摘　要:雷达高度表回波信号具有时域和多普勒域二维展宽特性,将该特性作为目标检测器的先验信

息是提高弹载雷达高度表检测性能的重要方法之一.将目标回波看作是若干个散射点回波信号的矢量合

成,并考虑载体高速运动对各个散射点回波信号的多普勒调制,提高了目标回波仿真的可信度.仿真模拟

了不同地形地貌、不同高度条件下的回波信号,分析了目标回波在时域和多普勒域的展宽及起伏特性.通

过在时频域对目标散射点二维分布的估计,设计了一种适用于弹载雷达高度表的改进 BSＧGLRT 检测算

法.仿真表明,该检测算法的性能优于现有的检测算法.
关键词:雷达高度表;扩展目标;散射中心;回波模拟;目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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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EchoSignaturesandDetectionAlgorithmof
ExtendedTargetforRadarAltimeter

YANGFei,JIANGGe,XIAO Hanbo
(InstituteofElectronicEngineering,ChinaAcademyofEngineeringPhysics,Mianyang６２１９９９,China)

　　Abstract:TheterraindetectedbyradaraltimeterisarangeＧspreadandDopplerＧspreadtarget．Inorderto
improvethedetectionperformanceofradaraltimeter,thedetectionalgorithmpartiallyusingtheinformationof
thetargetisgraduallybecomingtheresearchissue．Ahighreliablesimulationmethodispresentedtogettheradar
echo．Then,thebackscatteringandemissionsignaturesofradarechointimeandDopplerdomainsareanalyzed．FiＧ
nally,adoubleＧthresholddetectorbasedonscatterdistributionandBSＧGLRTisproposed．TheperformanceasＧ
sessmentconfirmsthatthenewlyＧproposeddetectionalgorithmoutperformsthepreviousalgorithms．

Keywords:radaraltimeter;extendedtarget;scatteringcenter;echosimulation;targetdetection

０　引 言

由于雷达高度表考虑的是大地目标的散射特

性以及载体的高速运动特性,目标回波可以看作

由分布于不同距离、不同方位分辨单元上的若干

散射中心回波的矢量合成.这将导致雷达目标回

波在时域和多普勒域的包络展宽.如果雷达高度

表仍采用经典的“匹配滤波＋门限判决”点目标检

测方法,目标能量将不能充分利用,降低了目标的

检测概率.如此特点决定了雷达高度表的目标检

测算法与传统检测算法会有所不同.
现已有多种检测器已被用于雷达高度表扩展

目标检测.文献[１]指出,由于目标的散射点个

数、位置、幅度、相位、多普勒等信息都是未知或部

分未知的,最优检测器不可实现.通常做法是根

据似然函数估计未知参量,将未知参量的极大似

然估计代入似然比检验,从而得到可以实现的广

义似然比检测器,例如积分检测器.文献[２]对雷

达高度表回波在时域及多普勒域展宽的问题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将粗糙大地简化为 Brown定律和

垂直入射时有镜面反射的其他粗糙表面散射模型

的结合,通过对 m 序列脉间相位编码波形分析研

究,提出并设计实现了基于“时域相关＋多普勒域

滤波”算法的目标检测处理系统.该算法通过设

置合适的本地信号延时量,按距离单元对回波信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Ｇ０９Ｇ０５;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Ｇ０２Ｇ０８



号进行相关,在时间域实现了对天底点目标的相

干积累,然后通过对多普勒域分布的能量进行非

相干积累来检测大地面目标.本质上,这种算法

是在目标信息完全缺失情况下由广义似然比检测

推导而来,是积分检测器在脉间相位编码雷达高

度表上的具体实现形式.此外,文献[３]针对雷达

高度表天线宽波束带来的大地面目标回波信号频

域多普勒展宽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天底点多普勒

频率FFT滤波选大处理获得雷达高度表对其载体

的速度测量方法.文献[４]针对安装在高速运动

载体上的脉间编码雷达高度表存在的多普勒失配

问题,提出一种多普勒带通滤波器和本地码延时

提取速度及距离信息的检测方法.此外,文献[５Ｇ
６]讨论了高速运动带来的“多普勒敏感性”问题,
当回波信号的多普勒频移超过滤波器的多普勒容

限带宽时,系统检测性能下降.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 RADARSATＧ１数据

生成的SAR图像中提取强散射中心,结合雷达发

射波形、天线方向图、雷达高度表与大地之间位

置、速度的三维时空关系,仿真模拟了具有高可信

度的雷达高度表目标回波信号.在此基础上,通
过分析目标回波的时频特性,设计了基于散射中

心时频域分布的扩展目标检测器,提高了目标的

检测概率,解决了载体高速运动条件下“多普勒敏

感性”问题.

１　 脉间相位编码雷达高度表回波
模拟

　　雷达高度表目标回波是由大地表面对电磁波

的后向散射与反射而形成的,大地表面作为雷达

高度表的目标,比一般雷达点目标要复杂得多.
其中既蕴含了大地目标的散射特征信息,又蕴含

了目标的运动特征信息.为了获得高可信度的雷

达目标回波需要确保两方面的保真性:一是对目

标电磁散射特性的保真性,二是对运动特征的保

真性.

１．１　高保真目标电磁散射特性模拟

目标回波与雷达高度表发射波所照射的大地

面目标的散射特性有关,此外还与发射波的入射

角、极化方式和工作频率等因素有关.而且,随着

频率和姿态角的不同,目标的散射场变化十分剧

烈.该现象可由高频近似理论进行解释.在高频

区,当一个电大尺寸目标被照射时,它的总散射场

可以看作是若干个散射点或散射源发出的散射信

号经矢量合成的结果[７].随频率和角度的不同,
单个散射点的散射信号的变化通常并不剧烈,但
各散射点的相位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总的散射

场剧烈变化.从信号处理的角度看,雷达目标由

一系列幅度和相位确定的散射中心组成,可以将

目标看成一个线性系统,照射目标可等效为发射

波通过目标系统,输出应为发射波与目标系统响

应函数的卷积,因此可以使用目标冲击响应函数

来进行建模[７].根据这一机理,本文根据目标强

散射点的分布对不同波形、不同姿态角下的雷达

目标回波信号进行了模拟.其中,目标强散射点

的数据来源可以是理论计算,如矩量法、SBR 法、

FDTD法等,也可以是实验测量数据.本文采用

加拿大RADARSATＧ１的成像结果作为大地目标

强散射点的数据来源,该成像结果采自 RADARＧ
SATＧ１精细模式２,斜视角约为１６°,入射角为３７°
~４８°,成像带宽为３０３MHz,标称分辨率为１０
m,成像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加拿大温哥华的 RADARSATＧ１
精细模式２成像结果

地面后向散射模型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

素.目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简单

的几何光学模型到物理光学模型、小扰动和双尺

度模型,再到积分方程模型(IEM)等[８].但是,对
于雷达高度表来说简单的模型即可满足目标回波

保真的要求.通常来说,散射可分解为３个角度区

域:接近垂直区(准镜面反射区);１５°~８０°的中间

角度(平台区);接近擦地入射区(阴影区)[１０].C
波段几种典型地面的散射特性如图２所示[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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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４种典型地面的散射系数

１．２　高保真运动特性模拟

图３给出了雷达高度表与大地目标的几何关

系示意图[１].图中雷达处于Z 轴上,距地面的高

度为h,速度矢量v位于XZ 平面内,θ为天线的半

波束角,γ 为速度矢量与Z 轴的夹角.

图３　雷达高度表与大地目标的几何关系

由于雷达高度表发射脉宽τ小而天线波束宽,
大地目标回波将为脉冲宽度所限制,雷达脉冲能同

时照射且收到其回波的地面先是半径不断扩大的实

心圆,然后是空心不断扩大的圆环,如图４所示.

图４　雷达高度表照射区随时间变化图

同时,由于雷达高度表为两维处理(延迟时

间和多普勒频率),因此有必要研究回波的多普

勒特性.图５给出了雷达高度表与大地间等多

普勒曲线的几何关系,其中目标回波中的宽带多

普勒调制信号表现为许多条等高多普勒曲线的

组合.

图５　雷达高度表照射区随时间、频率变化图

１．３　雷达高度表目标回波模型

根据１．１节介绍的目标强散射点模型,设散射

点为理想的几何点,发射信号x(t)＝s(t)ej２πft的

回波信号xr(t)可写成

xr(t)＝∑
k
∑
N－１

i＝０
GkAkrect

t－nTr－τk

Tr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rect
t－nTr

Tr

é

ë
êê

ù

û
úú

é

ë
êê

ù

û
úú

s(t－τk)ej２π(fc－fdk)t＝

∑
k
∑
N－１

i＝０
GkAkrect２(t,nTr,τk)

s(t－τk)ej２π(fc－fdk)t (１)

式中:rect(t/Tr)为宽度等于Tp的矩形函数,Tp,

Tr分别为脉冲宽度及脉冲重复周期,考虑雷达高

度表采用单天线收发分时工作,[１－rect()]为收

发开关,为书写简便,记rect()与[１－rect()]的乘

积为rect２();Gk为第k 个散射点处的天线增益;

Ak,τk,fdk,(xk,yk)分别为第k 个散射点回波的

幅度、高度延时、多普勒频率和位置坐标.仿真

中,Ak的取值可以从合成孔径成像雷达(SAR)的
图像中提取,τk,fdk的取值由雷达高度表与大地面

目标的几何关系确定,其关系如式(２)所示:

τk ＝
２ x２

i ＋y２
i ＋h２

c

fdk ＝
２v
λcosθi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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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目标回波特性

２．１　时域特性分析

　　由于发射波形为脉冲形式,目标上的散射点

不是同时被照射,而是天底点首先被照射,然后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照射偏离天底点的散射点.回波

信号xr(t)在时域的理论分布如图６所示.仿真

获得的回波信号xr(t)的时域分布如图７所示.
图中,虚线为单次回波的仿真结果,实线为１０００
次回波平均后的结果.单次回波表现为在时域的

起伏,其起伏范围大都在１２~１６dB之间,这是由

于地物目标的回波起伏特性造成的.该结论与理

论分析[９]、同行的仿真结果[１０]是一致的.从图６、
图７中还可以看出,回波信号包含相干反射和非相

干散射两种分量,反射分量存在于回波脉冲的上

升沿内,而散射分量主要存在于回波脉冲的后沿.
上述结论对设计目标检测器具有指导意义.

图６　雷达高度表发射脉冲与回波信号时域关系图

图７　回波信号在时域的分布

２．２　目标回波频域特性分析

根据１．２节的理论分析可知,回波信号xr(t)
的频谱分布是由照射圆面积内各个散射点的多普

勒分量矢量叠加而成.在h＝３０００m 森林地貌情

况下,回波信号的频谱分布如图８所示.图中,虚
线为单次回波的仿真结果,实线为１０００次回波平

均后的结果.在不同地貌、不同高度下,回波信号

xr(t)的频域展宽各不相同,仿真结果如图９所示.
从仿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有助于开展目标检测器

设计的结论:

１)由于地物目标的回波起伏特性,单次回波

的多普勒包络是起伏的;

２)回波信号除天底点附近的反射分量以外,还
存在一个比反射分量要小的散射分量(森林除外);

３)天底点附近的多普勒反射分量的带宽分布

相对整个最大照射圆的多普勒带宽较小,而能量

分布相对较多;

４)随着高度的降低,回波信号的频谱宽度

展宽.

图８　回波信号在频域的分布

(a)同一高度不同地貌回波信号频谱分布

(b)森林地貌不同高度回波信号频谱分布

图９　不同地貌不同高度的回波信号频谱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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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扩展目标的目标检测算法

由第２节的分析可知,雷达高度表目标回波在

时域和多普勒域的包络是展宽的,且功率起伏幅

度在１２~１６dB之间,这给传统目标检测带来了困

难.不过当进行扩展目标检测时,目标回波的时

频域特性就变为必要的信息.问题的关键是怎样

把目标回波的时频域分布概率密度等先验信息与

扩展目标检测算法相结合,设计出新的雷达高度

表目标检测算法.文献[１１]给出了等效散射中心

假设下目标回波的近似表达式:

y(t,θ)＝∑
K

i＝１
ai(θ)exp[jφi(θ)]

δ(t－Ti－T０)＋w(t) (３)
式中,θ为目标姿态角,K 为散射中心个数,ai(θ)
为第i个散射中心的幅度,φi(θ)为第i个散射中

心的相位,T０为目标质心到雷达高度表的距离产

生的时间延迟,Ti为第i个散射中心到目标质心在

雷达视线上的距离产生的时间延迟,w(t)为接收

机的复平稳高斯白噪声.目标检测的任务是根据

输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存在,通常可以表示为一

个二元假设检验问题:

H０:x[n]＝w[n]

H１:x[n]＝∑
K

i＝１
aiexp(jφi)

δ[n－Ti]＋w[n]
(４)

在理想条件下,假设目标的所有信息都是已

知的,根据 NeymanＧPearson准则,最优检测器为

似然比检验.一种方法是,首先发射一个高分辨

率波形对环境进行搜索,并用去卷积算法处理回

波信号以提取环境的响应,然后用这一响应来形

成发射波形和匹配接收机以检测目标[１２],当然这

种最佳匹配接收很难实现.在实际中,现有多种

检测器已被用于高分辨雷达扩展目标检测,如积

分检测器、序贯检测器(OSＧRSTD)[１３]、基于散射

中心密度的双门限检测器(BSDＧM/N)[１４]、SDDＧ
GLRT检测器[１５]、基于散射点个数估计的双门限

检测器(BSＧGLRT)[１１].其中,BSＧGLRT 检测器

考虑散射点个数的概率分布,通过改进积分检测

器中目标散射点个数的估计方法,提高了检测器

性能.本文考虑目标回波时域和多普勒域的功率

概率密度,并结合 BSＧGLRT 检测,提出了一种适

用于雷达高度表的目标检测方法.该方法通过改

进积分检测器中目标散射点个数的估计方法,达
到尽可能接近排序积累检测其性能的目标[１].该

检测系统的信号处理流程如图１０所示.首先,对
接收信号作多普勒补偿、匹配滤波等相干处理.
然后,选定第一门限λ１,将匹配滤波后的输出信号

取模求平方.最后,将超过λ１的距离单元的值求

和累加,并与第二门限作λ２比较得出判决.其中,
第一门限λ１可根据 AIC准则来选取,如式(５)所
示.第 二 门 限 的 值 可 根 据 虚 警 率 通 过 仿 真 来

选取.

AIC(K)＝２∑
J

m＝１
min

xim[ ] ２

σ２
,１

æ

è
ç

ö

ø
÷＋

２Jlnπσ２( ) (５)

图１０　检测器信号处理流程图

４　仿真

对５００m 高度的雷达目标回波进行了仿真,虚
警率设置为１０－６,MonteＧCarlo仿真次数为１０３次,
分析比较了匹配滤波器(点目标)、积分检测器和

新型检测器的性能,比较结果如图１１所示.其中,

图１１　性能检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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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噪比定义为所有分辨单元的信号总能量与一个

分辨单元内的噪声能量的比值.在目标为大地面

目标的情况下,检测器性能从高到低依次为新型

检测器、积分检测器、匹配滤波器(点目标).从仿

真结果可以看出,性能排序符合预期.检测器性

能从高到低依次为:新型检测器＞积分检测器＞
匹配滤波器.

５　结束语

本文将目标回波看作是若干个散射点散射

信号的矢量合成,并考虑载体高速运动对各个散

射点散射信号的多普勒调制,提高了雷达高度表

目标回波仿真的可信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不

同地形地貌、不同高度的大地回波信号模拟.理

论分析和仿真结果均表明,雷达高度表回波信号

具有明显的时域和多普勒域二维展宽和功率起

伏特性.这些特性对传统目标检测器的设计带

来了困难,同时也给扩展目标检测器带来了不可

多得的先验信息.基于上述分析,设计了一种适

用于雷达高度表的改进 BSＧGLRT检测算法.仿

真表 明,该 检 测 算 法 的 性 能 优 于 现 有 的 检 测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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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度稳定的双频双极化频率选择表面
∗

盛夕琛１,２,３,葛俊祥１,２,３,韩　可１,２,３

(１．江苏省气象探测与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２．江苏省气象传感网技术工程中心,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３．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所,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摘　要:设计了一种 X波段透射,Ku波段反射,具有大角度入射和较好极化稳定性的 Y 单元六边形

紧凑排列的频率选择表面(FSS).实测结果表明,当 TE和 TM 波在±８０°内入射时,该频率选择表面在中

心频率９．４１GHz的５％带宽内透射损耗小于１dB,同时在中心频率１４５GHz的５％带宽内反射率约大于

９０％.FSS在通带和反射都有着良好的角度稳定性和极化稳定性,对于分频复用的反射面天线和曲面流线

型隐身雷达罩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频率选择表面(FSS);X/Ku波段;角度稳定性;极化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TN８２８．５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Ｇ２３３７(２０１８)０５Ｇ０５７３Ｇ０５

DualＧFrequencyDualＧPolarizedFrequencySelectiveSurfaceInsensitivetoAngle
SHENGXichen１,２,３,GEJunxiang１,２,３,HANKe１,２,３

(１．JiangsuKeyLaboratoryofMeteorologicalObservationandInformationProcessing,Nanjing２１００４４,China;

２．JiangsuTechnologyandEngineeringCenterofMeteorologicalSensorNetwork,Nanjing２１００４４,China;

３．InstituteofRadarTechnology,NanjingUniversityof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Nanjing２１００４４,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ahexagonalfrequencyselectivesurface(FSS)withlargeincidentangleandgood

polarizationstabilityisdesigned．ItrealizestransmissionatXbandandreflectionatKuband．ThemeasuredreＧ
sultsshowthat,whenTEandTMwavesarriveat±８０degrees,thetransmissionlossofthisfrequencyselective
surfaceinthe５％ bandwidthofthecenterfrequency９４１GHzislessthan１dBandthereflectivityinthe５％
bandwidthofthecenterfrequency１４５GHzisgreaterthan９０％．TheFSShasgoodanglestabilityandpolarizaＧ
tionstabilityinpassbandandreflectionband．Ithasgoodapplicationvalueforreflectorantennaandstreamlined
stealthradome．

Keywords:frequencyselectivesurface(FSS);X/Kuband;anglestability;polarizationstability

０　引 言

随着现代通信和雷达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多

频高增益天线的需求日益突出,把卡塞格伦天线

副反射面设计为频率选择表面(FSS),实现同一副

天线发射或接收两种不同频段的电磁波,不仅可

以降低多频段通信的成本,而且可以减少卫星和

机载设备的载荷.这种双极化多频面天线实现的

关键是设计一个具有透射和反射特性的双频FSS,
且具有较宽入射角度和极化稳定性.

频率选择表面(FSS)是一种可以选择性透射

或反射不同频率电磁波的周期性结构,在军事和

气象领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已广

泛用于飞机和军舰的隐身技术、人工磁导体、微波

极化转换器、大口径反射面天线和雷达罩[１Ｇ３].近

期频率选择表面(FSS)的研究热点包括非谐振单

元构造等效容值感值的最小频率选择表面(MEFＧ

SS)[４],具有高矩形系数和带外抑制特性的基片集

成波导型频率选择表面[５],可重构的有源频率选

择表面[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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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设计过程

在多波段通信卫星天线中,频率选择表面

(FSS)可同时提供双波段或多波段覆盖.
图１是多频面天线,双曲面形式的副反射面虚

焦点与抛物面形式主反射面的焦点重合,X 波段

和 Ku波段馈源的相位中心分别位于主反射面的

焦点和副反射面的实焦点.虽然用孔径型频率选

择表面(FSS)可达到低频反射和高频透射特性相

对简单,但为减小高频馈线损耗,一般把 X波段的

馈源放置在天线主反射面焦点处,Ku波段馈源放

置在副反射面的实焦点处.天线发射或接收时,X
波段电磁波透射过 FSS副反射面,被抛物面形式

的主反射面以平面波传播,Ku波段馈源发射的电

磁波被FSS反射,同样被主反射面以平面波传播.
设计出具有极化稳定性的频率选择副反射面,可
实现同一副天线接收或发射两种不同频率,不同

极化的电磁波,不仅减少了成本,在探测特殊目标

物时还可以获得丰富的回波信息[７].在实际应用

中,无论是在分频复用的反射面天线,还是应用于

雷达罩,都需要考虑大角度电磁波入射下 FSS的

频率响应特性.设计具有大角度和极化稳定性的

频率选择表面,选取单元周期小尺寸,阵列排布紧

密的结构尤为重要.图２将常规排列的FSS与六

边形紧凑排列的 FSS进行对比,后者拥有更好的

角度和极化稳定性.

图１　双频面天线示意图

图２　Y单元常规排列、六边形紧凑排列和二者的

传输特性对比

从频率特性上看,频率选择表面(FSS)一般分

为两类,孔径型形成的带通响应和贴片型形成的

带阻响应.要设计一种在低频段透射、高频段反

射的结构,单一的孔径型和贴片型都不能满足此

设计要求.在雷达罩和副反射面的共形设计中,
考虑多层频率选择表面进行曲面加工的误差和复

杂程度,本文采用如图３所示的单层结构,紧凑排

列的孔径在９．４GHz左右形成较大的通带,发生透

射;紧凑排列的贴片在１４５GHz形成阻带,发生

反射,把紧凑排列的贴片型频率选择表面放置在

孔径型频率选择表面中,金属间距的减小增大了

整体的容值,贴片型频率选择表面的加入增加了

整体的感值,降低了谐振频率,使得频率选择表面

进一步小型化.与常规排列方式相比,六边形紧

凑排列的方式大大降低了阵元间距,提升了频率

选择表面的角度稳定性和极化稳定性,而且卡塞

格伦天线的副反射面一般是双曲面,当双曲面曲

率较小且单元与副反射面相比极小时,设计中可

以用平面频率选择表面(FSS)来近似曲面.本文

采用六边形排列的方式,单元间十分紧凑,间距小

于谐振波长的六分之一,不仅具有更好的角度和

极化稳定性,而且近似曲面的程度也更高.设计

中 Y单元相当于把弯折后的偶极子单元首尾相

连,在单元周长约等于一个有效波长时发生谐振,
根据式(１)可以算出介电常数为３．３８的 Rogers
４００３C介质板加载时 X 波段的有效波长,可以粗

略估算出 Y型结构单边长度约为３．２mm.

λ＝
λ９．４１G

１＋εr(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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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单个FSS单元和组合后FSS单元的传输系数

在频率选择表面(FSS)设计中,栅瓣的出现标

志着频率选择表面(FSS)工作频率的上限[８],需要

合理设计阵列间距以避免发生栅瓣而造成能量的

损失.如图４所示,当平面电磁波以θi 的角度入

射,频率选择表面(FSS)各个单元的相位比左边相

邻单元的相位延迟k０Psinθi,在透射和反射方向,
同一单元的相位将被提前k０Psinθi,各个单元在

平面波发生透射和反射后相位一致,形成继续向

前传播的平面波.然而在入射电磁波的作用下也

可能形成在其他方向传播的散射波,如果所有的

阵元在散射的方向上相位相同,就会形成栅瓣.
用θg 来表示栅瓣的传播方向,θi 表示平面波斜入

射的角度,那么出现栅瓣的条件为

图４　周期结构栅瓣形成示意图

k０P(sinθi＋sinθg)＝２nπ (２)
栅瓣出现的频率f 为

f＝
c
λ ＝

nc
P sinθg＋sinθi( )

(３)

P＝
c

f sinθg＋１( )
(４)

得到栅瓣开始出现的频率与阵元间距P 的关系,

由式(４)可知,当单元间距小于半个波长时在任意

角度入射均不会出现栅瓣,经计算,入射波频率在

２０GHz以内任意角度入射不出现栅瓣的条件是阵

元间距小于７．５mm.
图５(a)用外缝臂长L１ 和单元间距P 单独控

制X波段通带,单元间距的减小使得 Y 孔径单元

的带宽增加,而孔径中引入的 Y 贴片单元也会受

到影响,导致引入的 Ku波段反射带轻微右移,通
过加大外缝臂长使其稳定.图５(b)用外缝臂长

L１ 和内环宽W２ 单独控制 Ku波段反射带,L１ 的

减小使得通带和反射带谐振频率变高,同时增大

内环宽会使整个 Y 单元变宽,相当于减小了单元

间距,使得 X波段谐振频率减小,Ku波段谐振频

率增大,实现对 Ku波段反射带的控制.

(a)单独控制 X波段通带

(b)单独控制 Ku波段反射带

图５　改变臂长L１、单元间距P 和内环宽W２

实现对不同频段的单独控制

２　仿真设计

Y环单元的特征尺寸如图２所示,包括外缝宽

W１、外缝臂长L１、内环宽W２、内环臂长L２,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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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推导臂长和单元间距,仿真优化后得到该结

构的参数为:外缝宽 W１＝１mm,外缝臂长L１＝
３３mm,内环宽 W２＝０３mm,内环臂长L２＝３
mm,相邻单元间的距离为５mm,外缝和内环间的

缝隙宽 ０３mm.本文使用基于有限元算法的

ANSYSHFSS进行仿真计算,使用介电常数为

３３８的Rogers４００３C介质板,厚度为０５０８mm,
铜厚为００３８mm,考虑到导电体的氧化和表面粗

糙度,仿真时将铜的电导率调低一个数量级以接

近实际情况.图６和图７分别是 TM 和 TE波从

不同角度入射时仿真得到的传输系数,图８和图９
分别是 TM 和 TE波从不同角度入射时仿真得到

的反射系数.在通带９４１GHz处,TM 波在０°~
８０°入射时损耗小于０２５dB,５％的带宽内损耗小

于０３４dB;TE 波０°~８０°入射时损耗小于０８
dB,５％的带宽内损耗小于１dB.在反射带１４５
GHz处,TM 波 在 ０°~８０°入 射 时 反 射 率 大 于

９７５％,５％的带宽内反射率大于９６５％;TE 波

０°~８０°入射时反射系数大于９３％,５％的带宽内反

射系数大于９１％.以上仿真结果表明,新型单元

即使在入射角偏离法线８０°的临界值,频率选择表

面(FSS)的谐振频率和基本特性依然稳定,基本不

受电磁波入射角度的影响.

图６　仿真 TM 波０°~８０°入射的传输系数

图７　仿真 TE波０°~８０°入射的传输系数

图８　仿真 TM 波０°~８０°入射的反射系数

图９　仿真 TE波０°~８０°入射的反射系数

３　实测结果

考虑频率选择表面(FSS)将作为有限大的副

反射面使用,制成了如图１０所示１２０mm×１２０
mm规格,如图１１(a)、图１１(b)所示用网络分析仪

以及工作频率在X波段和 Ku波段的喇叭天线对

频率选择表面(FSS)进行测试.

图１０　制备的频率选择表面(FSS)

(a)测试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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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暗室测试图

图１１　测试系统框图和暗室测试图

图１２、图１３分别为 TM 和 TE波入射时的实

测传输结果.TM 波以０°~８０°入射时,通带处５％
的带宽内损耗小于０．６dB,TE波以０°~８０°入射

时,通带５％的带宽内损耗小于１dB.实测与仿真

结果吻合.

图１２　实测 TM 波０°~８０°入射的传输系数

图１３　实测 TE波０°~８０°入射的传输系数

式(５)为依据频率选择表面(FSS)的透射率和

介质损耗反推频率选择表面(FSS)反射率的计算

公式:
反射率＝１００％－透射率－介质损耗率 (５)
厚度为０５０８mm 的 Rogers４００３C介质板在

１４５GHz处介质损耗为３％,实测 TE波和 TM 波

０°~８０°角 入 射 在 反 射 带 ５％ 带 宽 内 S２１ 小 于

－１２dB,即０°~８０°在反射带５％带宽内FSS透射率

小于６３％,由实测透射率和介质损耗,根据式(５)
计算出 TE波和 TM 波０°~８０°入射时在中心频率

１４５GHz的５％带宽内反射率约大于９０％.表１
将仿真和实测结果进行了对比,在９４１GHz仿真

和实测结果吻合,由于加工误差造成谐振点的略

微偏移,实测的有限大 FSS产生的边缘效应和仿

真时理想的无限大 FSS间的差异,以及测试系统

中的噪声和驻波使得１４５GHz处实测结果略逊

于仿真结果,但８０°入射角内１４５GHz处的透射

系数仍小于－１０dB,可以得出仿真和实测结果基

本吻合.

表１　仿真和实测结果对比 dB

入射角/
(°)

仿真 实测

９．４１GHz
TE/TM 波

入射透射系数

１４．５GHz
TE/TM 波

入射透射系数

９．４１GHz
TE/TM 波

入射透射系数

１４．５GHz
TE/TM 波

入射透射系数

０° －０．２８/－０．０７ －２６．６/－２７．９ －０．２８/－０．２６ －２１．３/－２４．４
２０° －０．３２/－０．０９ －２７．８２/－３６．１１ －０．３２/－０．２６ －２５．３/－２６．５
４０° －０．３６/－０．５３ －３０．５４/－３０．３９ －０．３６/－０．２４ －２４．７/－１８．８
６０° －０．５/－０．２４ －３５．３４/－１７．９３ －０．４９/－０．１９ －２４．４/－１５．５
８０° －０．８/－０．３４ －４４．８３/－１０．９９ －０．９４/－０．２６ －１８．３/－１１．８

４　结束语

本文阐述了实现大角度稳定的双极化频率选

择表面(FSS)理论和设计方法.利用 Y 单元六边

形紧凑排列的优势,设计了一种具有角度稳定的

双极化FSS.仿真和实测结果表明该设计方法可

行,新型单元采用单层结构易于加工,０°~８０°斜入

射时在９４１GHz透射,５％的带宽内损耗小于１
dB,同时在１４５GHz时反射,５％的带宽内反射率

约大于９０％,FSS通带和反射带兼备良好的角度

稳定性和极化稳定性,该设计对于分频复用的反

射面天线和曲面流线型隐身雷达罩有很好的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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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波束网络的宽带阵列接收系统
∗

向海生１,２,３,杨宇宸１,３,夏润梁１,３,莫　骊１,３,万笑梅１,３,刘秉策１,３,罗进川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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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宽带阵列接收系统因其瞬时带宽大、动态范围大、灵敏度高等特点,在电子战系统中有着重要

应用.针对以较小的硬件代价解决宽空域、高灵敏度接收多个宽带信号的需求,提出了基于多波束网络实

现宽带阵列信号接收的解决方案,该系统主要包括射频前端、多波束网络、宽带变频及宽带数字接收机.详

细论述了多波束网络损耗模型及级联噪声系数模型,扩展了包含合成器的阵列接收系统噪声系数结论;并

从系统的角度分析灵敏度指标,对同类工程系统的设计具有参考意义.系统测试结果表明,灵敏度优于

－９４dBm,瞬时动态范围大于４０dB,已在某侦察系统中取得成功应用.
关键词:宽带;阵列接收;多波束网络;噪声系数;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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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bandArrayReceivingSystemBasedonMultiＧBeamNetwork
XIANGHaisheng１,２,３,YANGYuchen１,３,XIARunliang１,３,MOLi１,３,WANXiaomei１,３,LIUBingce１,３,LUOJinchuan１,３

(１．The３８thResearchInstituteofChinaElectronicsTechnologyGroupCorporation,Hefei２３００８８,China;

２．KeyLaboratoryofApertureArrayandSpaceApplication,Hefei２３００８８,China;

３．AnhuiProvinceEngineeringLaboratoryforAntennasandMicrowave,Hefei２３００８８,China)

　　Abstract: Widebandarrayreceivingsystemplaysanimportantroleinelectronicwarfaresystembecauseof
itslargeinstantaneousbandwidth,largedynamicrangeandhighsensitivity．Tomeettherequirementsofwide
scanspacecoverageandhighsensitivityreceptionofmultiplewidebandsignalswithlesshardwarecost,awideＧ
bandarraysignalreceivingsolutionbasedonmultiＧbeamnetworkisproposedinthispaper．Theproposedsystem
mainlyincludesseveralRFfrontＧends,amultiＧbeamnetwork,severalwidebandfrequencyconvertersandwideＧ
banddigitalreceivers．ThemultiＧbeamnetworklossmodelandthecascadednoisefiguremodelaredescribedin
detail,andthenanextendednoisefigureconclusionofarrayreceivingsystemincludingpowersynthesizerisgivＧ
en．Thepaperalsoprovidesasystemviewofsensitivityanalysis,whichhasimportantreferencesignificancefor
similarsystemdesigns．Themeasurementresultsoftheproposedsystemshowthatthesensitivitycanbebetter
than－９４dBm,andtheinstantaneousdynamicrangeislargerthan４０dB．ThesystemhasbeensuccessfullyapＧ

pliedinareconnaissancesystem．
Keywords:wideband;arrayreceiving;multiＧbeamnetwork;noisefigure;sensitivity

０　引 言

现代电子战环境日益复杂,具有辐射源数量

多、工作频带宽、信号参数多变等特点,要求接收

机不仅要具有大带宽、高动态、高灵敏度,而且要

对同时到达的多个信号具有高截获概率[１].传统

接收机如晶体视频接收机、瞬时测频接收机、压缩

接收机和布拉格盒式接收机等已经不能满足上述

需求.
宽带阵列接收系统辅以多波束形成技术,具

有如下特点:１)接收同时多波束处理,减少系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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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方向到达信号的截获时间;２)多通道阵列化

接收信号,提高系统的灵敏度;３)采用宽带数字化

接收并进行窄带数字处理,进一步改善接收系统

的灵敏度;４)相比单通道接收机,对单元故障的容

忍度提高.因此,该类系统能够在很宽的频带范

围内对电磁环境进行监测,对多个信号进行快速、
高效的测量和分析,可以满足上述需求.

本文提出的基于多波束网络实现宽带阵列信

号接收的解决方案采用宽带模拟多波束接收、高
速数字化及信道化处理等技术,相比数字阵列多

波束接收的方案,可显著减少设备量,降低研发成

本,在低成本宽带信号侦察系统的应用中更具优

势.本文论述了系统的架构设计及信号处理基本

流程,对包含多波束网络的接收链路噪声系数及

系统级灵敏度指标进行重点分析,并通过实测数

据进行验证.

图１　宽带阵列接收系统框图

１　系统设计

１．１　架构设计

　　宽带阵列接收系统的原理框图如图１所示.
主要包括１６个射频前端、１个多波束网络、１６个宽

带变频和１６个宽带数字接收机.各单元接收通道

的射频前端完成宽带射频信号的放大、滤波、延
时;多波束网络完成各单元通道输出宽带信号的

相干合成,同时输出１６个接收波束信号;宽带变频

将合成后的波束信号搬移到合适的中频信号;宽
带数字接收机采用模数转化器(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ADC)对中频信号进行数字化,并使用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ProgrammableGateArＧ
ray,FPGA)实现宽带信号的预处理,输出脉冲描

述字.

１．２　信号处理基本流程

该系统中,宽带数字接收机实现的数字信号

预处理基本流程如图２所示,包括数字下变频、信
道化、门限检测和参数测量[２].

图２　信号处理流程图

数字下变频对宽带中频信号进行数字混频、滤
波及抽取处理,输出基带I/Q信号;信道化对全带宽

的基带I/Q信号进行加窗、滤波处理,输出各子信道

(１GHz的频带分成６４个子信道)的I/Q信号;子信

道输出结果经过门限检测后进行脉冲宽度、幅度、到
达时间、载频等参数测量,输出脉冲描述字.

２　噪声系数分析

根据接收链路增益分配设计,阵列接收系统的

噪声系数取决于宽带变频之前的部分,其与单通道

接收的主要区别在于多波束网络的影响.以下展开

分析射频前端与多波束网络的级联噪声系数.
文献[３Ｇ４]给出了有源电路与合成器级联的噪

声系数分析结论以及测试方法.若所有的有源电

路增益相同、噪声系数也相同,式(１)用于计算有

源电路与合成器级联的噪声系数:

NF＝NFea＋(L－１)/G (１)
式中,NF 为级联噪声系数,L 为合成器的有功损

耗,NFea为有源电路的噪声系数,G 为有源电路的

增益.
该系统使用的多波束网络损耗模型如图３所

示.N 为单元输入个数,M 为波束输出个数,Sij为

第i(i＝１,２,,N)个单元输入到第j(j＝１,２,,

M)个波束输出的传输系数,Ckj为第k(k＝１,２,,

M)个波束输出与第j个波束输出之间的耦合系数.

图３　多波束网络损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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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成器略有区别,多波束网络的第j 个波

束输出的损耗Ltj主要由两部分组成:１)多个单元

输入对波束j 输出的传输系数引起的损耗Lj;２)
波束j输出对波束k输出的耦合系数引起的损耗.

Ltj表示见式(２),Ltj,Lj均大于１,Ckj小于１:

Ltj ＝１/１/Lj －∑
N

k≠j
Ckj/Lj( ) (２)

式中,Lj ＝１/ ∑
N

i＝１
Sij

２( ) .

将等效后的多波束网络(第j 个波束输出)与
射频前端级联,其噪声系数分析模型如图４所示.
仍假定射频前端输入端的噪声温度为T０,各个射

频前端增益G 相同、噪声系数 NF 也相同.根据

噪声系数定义[５],式(３)给出级联噪声系数,nT,Ge

分别为噪声输出总功率和级联等效增益[６]:

NF＝nT/n０Ge＝

∑
N

i＝１

(kT０BNFGSij
２

( ) ＋

∑
N

i＝１

(kT０B(Ltj －１)Sij
２))/

kT０BG
N

 ∑
N

i＝１
Sij

２æ

è
ç

ö

ø
÷＝

NFN∑
N

i＝１
Sij

２)/(∑
N

i＝１
Sij

２
( ) ＋

N(Ltj－１)∑
N

i＝１
Sij

２
( )/G ∑

N

i＝１
Sij

２
( )

(３)
式中,k 为玻耳兹曼常数,T０为标准温度２９０K,B
为等效噪声带宽.

图４　级联噪声系数模型

工程设计中,射频前端的增益G 足够高.因

此,基于式(３)可形成两点结论:１)当输出波束不

是各个单元同相合成时,其合成损失与级联噪声

系数相对于射频前端噪声系数的变化相当;２)当
输出波束为各个单元同相合成时,式(３)可简化为

式(１).

３　灵敏度分析

３．１　模拟接收的灵敏度

　　灵敏度是接收机接收微弱信号能力的度量.
当接收机输出端达到预定的最小可检测信噪比

时,接收机输入端注入的信号功率称为接收机灵

敏度[５].通常,最小可检测信噪比设置为０dB,单
通道模拟接收机的灵敏度Smin由式(４)给出:

Smin＝kT０NFB＝－１１４＋NF＋１０lgB (４)
式中,k 为玻耳兹曼常数,T０为标准温度２９０K,

NF 为单通道接收机噪声系数,B 为接收机等效噪

声带宽(MHz).
理想情况下,相比单通道模拟接收机,模拟阵

列接收机的灵敏度可以改善１０lgN(dB),N 为单

元通道数.这一结论可以从模拟阵列接收的噪声

特性和信噪比的角度进行理解.相比单通道模拟

接收机,模拟阵列接收机输出的噪声系数(NF)array
基本不变,而输入和输出信噪比都改善 N 倍[６].
因此,若可检测信噪比设置仍为０dB,则模拟阵列

接收的灵敏度信号(Smin)array可由式(５)给出:
(Smin)array＝－１１４＋(NF)array＋

１０lgB－１０lgN (５)

３．２　ADC的影响

ADC的噪声功率对整个接收链路的噪声系数

有贡献,引入 ADC后,整个接收链路的噪声系数

由式(６)给出,其中(NF)array为模拟接收阵列的噪

声系数,M 为模拟阵列接收机输出的噪声功率与

ADC的噪声功率之比[７]:
(NF)total＝(NF)array＋１０lg(M＋１)－１０lgM

(６)
因此,整个接收链路的灵敏度可以结合式(５)

和式(６)计算,结果如式(７)所示:
(Smin)total＝－１１４＋(NF)total＋１０lgB－１０lgN

(７)

３．３　信道化处理得益

ADC输出信号在 FPGA 中进行数字信道化

处理,信道带宽越窄,信道内噪声能量越低,输出

信噪比越高[８].式(８)表示信道化处理得益,也即

宽带数字信号经过信道化后,输出信噪比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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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因此,系统的灵敏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G＝１０lg(Bi/Bw) (８)
式中,Bi为输入带宽,也即前述的接收机等效噪声

带宽,Bw为信道带宽(MHz).
在宽带侦察系统应用中,信道化输出进行门

限检测及参数测量,为了提高参数测量的精度,要
求被检测信号的信噪比达到１４dB[９].综上所述,
宽带阵列接收机的系统灵敏度(Smin)system可以根据

式(７)、式(８)和检测信噪比要求计算得到,如式

(９)所示.主要与噪声系数、信道带宽以及系统的

单元数有关.
(Smin)system＝－１００＋(NF)total＋

１０lgBw－１０lgN (９)

４　系统实现及测试

４．１　模块实物

　　系统中的多波束网络为１６个单元输入、１６个

波束输出的无源网络;宽带变频和宽带数字接收

机均采用联合标准化航空电子架构协会(Allied
Standard AvionicsArchitectureCouncil,ASAAC)
标准设计,模块的供电和控制通过背板实现,各个

模块依次装配到液冷机箱中,图５为多波束网络和

宽带变频模块的实物.

(a)多波束网络

(b)宽带变频模块

图５　模块实物

４．２　噪声系数测试

分别测试了单通道等效链路和阵列接收链路

的噪声系数,其中,单通道等效链路包括１个射频

前端、１个固定衰减器(衰减值与多波束网络的损

耗相当)和１个宽带变频.阵列接收链路的噪声系

数测试使用１个噪声源进行１∶１６功分,所有射频

前端都加电工作,在宽带变频输出测试波束９的噪

声系数,再扣除功分器的损耗.测试结果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噪声系数测试结果

测试频点/GHz
单通道等效链路
噪声系数/dB

阵列接收链路
噪声系数/dB

１００ ３．４ ５．０

１０．５ ３．６ ５．１
１１０ ３．８ ５．４

阵列接收链路波束９的指向为３°,其在０°方

向的合成损失理论值为１．５dB,而阵列接收链路噪

声系数相对单通道等效链路噪声系数恶化也在１．
５dB左右,与前述噪声系数分析结论吻合.

４．３　灵敏度测试

使用１∶１６功分器从射频前端注入射频信号,
在FPGA中采集波束９对应的信道化输出数据,
并使用 Matlab软件计算系统的灵敏度.根据接

收链路设计,模拟接收机输出的噪声功率比 ADC
输出噪声功率大１３dB,参照式(６),ADC引起的噪

声系数恶化约为０．２dB.修正后的总噪声系数、使
用式(９)计算得到的计算灵敏度以及实测灵敏度

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总噪声系数及灵敏度测试结果

测试
频点/GHz

噪声
系数/dB

计算
灵敏度/dBm

实测
灵敏度/dBm

１００ ５．２ －９４．８ －９４．５

１０．５ ５．３ －９４．７ －９４．８
１１０ ５．６ －９４．４ －９４．１

从测试结果看,实测灵敏度与计算灵敏度基

本吻合,误差在±０．３dB以内.

４．４　瞬时动态范围测试

测试时,从射频前端注入射频信号,在 FPGA
中采集波束 ９ 对应的信道化输出数据,并使用

Matlab软件计算系统输出信号功率.瞬时动态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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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测试结果如表３所示,在同一接收增益条件下,
最小信号功率为灵敏度,最大信号功率为系统输

出压缩１dB时的输入信号功率.
表３　瞬时动态范围测试结果

测试
频点/GHz

最小信号
功率/dBm

最大信号
功率/dBm

瞬时动态
范围/dB

１００ －９４．５ －５０．４ ４４．１
１０．５ －９４．８ －５１．３ ４３．５
１１０ －９４．１ －４９．７ ４４．４

５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波束网络的宽带阵列

信号接收方案及系统设计实现,给出了多波束网

络损耗模型及级联噪声系数模型,并从系统的角

度分析了灵敏度指标,结合系统的指标测试结果,
验证了噪声系数与灵敏度分析结论.噪声系数分

析结果扩展了包含合成器的阵列接收系统噪声系

数结论,可直接应用于包含多波束网络的阵列接

收系统设计;系统级灵敏度指标的分析也对同类

工程系统的设计具有参考意义.而且该系统具有

很高的灵敏度和较大的瞬时动态范围,设备量适

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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