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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雷达辐射源属性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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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给出了一种新的雷达辐射源属性识别方法及其具体模型。以雷达辐射源用途识别为例进行了计算机

仿真实验，并与经典的统计模式识别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证明了该算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这为研究辐射

源识别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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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辐射源识别是电子情报侦察、电子对抗措施

和威胁告警等系统要解决的关键问题［１，２］。它通

常是通过对被识别辐射源的各个特征参数的观

测，与数据库中各已知样本参数按某种方式进行

匹配来确定被识别辐射源的类别，这就涉及到如

何进行属性信息的融合。现有的方法包括专家系

统法、神经网络法［３，４］、ＤＳ推理方法
［５，６］等。本文

针对辐射源识别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属

性测度理论的辐射源识别方法，同时将它应用于

雷达辐射源用途识别，进行了详细的仿真实验。

１　属性测度理论基础

１．１　属性集与属性测度

设犡为研究对象的全体，称为对象空间。把

要研究的犡中的元素的某类性质记为犉，称犉为

属性空间。属性空间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都称为一

个属性集。如果由一些属性集所组成的集合犚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① 如果 犃∈犚，则 珡犃∈犚；

② 如果犃∈犚，犅∈犚，则犃∪犅∈犚，那么称犚为

属性代数。如果属性代数犚 还满足：对于犃犻∈

犚，犻＝１，２，…，有∪
犻
犃犻∈犚，则称犚 为σ代数，称

（犉，犚）为可测空间。

设犉为犡 上某类属性空间，犆１，犆２，…，犆犓 为

属性空间犉中的犓 个属性集。如果满足：

犉＝∪
犓

犻＝１
犆犻，犆犻∩犆犼 ＝ ，犻≠犼 （１）

则称｛犆１，犆２，…，犆犓｝为属性空间的分割。

设狓为犡 中的一个元素，犃 为一个属性集，

用“狓∈犃”表示狓具有属性犃。“狓∈犃”仅是一种

定性的描述，需要用一个数来定量地刻画“狓∈犃”

的程度，这个数记为μ（狓∈犃）或μ狓（犃），称它为狓

∈犃的属性测度。为方便起见，要求属性测度在

［０，１］内取值。

设（犉，犚）为属性可测空间，称μ狓 为（犉，犚）上

的属性测度，如果μ狓 满足：①μ狓（犃）≥０，犃∈

犚；②μ狓（犉）＝１；③ 若犃犻∈犚，犃犻∩犃犼＝（犻≠

犼），则

μ狓（∪
∞

犻＝１
犃犻）＝∑

∞

犻＝１
μ狓（犃犻） （２）

　　属性可测空间（犉，犚）连同其属性测度μ狓，即

（犉，犚，μ狓）称为属性测度空间。但这些属性测度

必须满足一定的规则，可以由专家经验或对事物

的分析确定。

在这里需要指出，属性测度空间与传统的概率

空间和测度空间不同，传统的概率空间是建立在点

集基础上的，而属性集不是由元素或点组成，它只

是关于某种属性的一种定性描述。同时，属性集也

不同于模糊集。模糊集是用一个函数来定义，即仅

是研究对象犡到区间［０，１］的一个映射；而属性集

是从思维角度，将属性作为集合，然后再从数学角

度，在属性可测空间基础上建立属性测度空间。

１．２　属性识别准则

设（犆１，犆２，…，犆犓）是属性空间犉 的一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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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狓 属于犆犻 类的属性测度为μ狓（犆犻），满足

∑
犓

犻＝１
μ狓（犆犻）＝１。已知μ狓（犆犻）（１≤犻≤犓），下面分

别介绍两种识别准则。

１）最小代价准则。设属于犆犻 而判别为犆犼

的代价为犱犻犼，β犼表示判别为犆犼的全部代价：

β犼 ＝∑
犓

犻＝１

犱犻犼μ狓（犆犻） （３）

若

β犼０ ＝ ｍｉｎ
１≤犼≤犓
β犼 （４）

则认为狓属于犆犼０类。

因为当狓判别为犆犼０类时，所付出的代价最

小，所以这种判别是合理的。

２）最大属性测度准则。若认为正确判别无

需付出代价，取犱犼犼＝０；若认为错误判别的代价皆

相同，取犱犻犼＝１（犻≠犼）。则有：

β犼 ＝ ∑
１≤犼≤犓
犻≠犼

μ狓（犆犻）＝１－μ狓（犆犼） （５）

进而有：

β犼０ ＝ ｍｉｎ
１≤犼≤犓
β犼 ＝１－ｍａｘ

１≤犼≤犓
μ狓（犆犼） （６）

若

μ狓（犆犼０）＝ ｍａｘ
１≤犼≤犓

μ狓（犆犼） （７）

则认为狓属于犆犼０类。

这个准则是在一组简单特殊的代价犱犻犼下获

得的，因此，也称为简单最小代价准则。

２　基于属性测度的辐射源属性识别

模型

　　选取已知模板库中的辐射源数据为已知样本

数据，提取描述辐射源的特征指标。设已知样本

空间被分成犓 类，第犽类为犆犽，１≤犽≤犓。每一

个样本有射频、脉冲重复频率、脉冲宽度、天线扫

描方式等犑个指标，第犼个指标记为犐犼，１≤犼≤犑，

指标犐犼 可以为定性指标，也可以为定量指标，但

犐犼的级别或取值为有限个。设指标犐犼 有犔犼 个级

别，第犾个级别为犐犼犾，１≤犾≤犔犼。

已知属于犆犽 类的样本有犖犽 个：狓
（犽）
狀 ，１≤狀≤

犖犽，１≤犽≤犓。样本狓
（犽）
狀 在指标犐犼犾上的值为狓

（犽）
狀

（犼犾），狓
（犽）
狀 （犼犾）满足：

狓
（犽）
狀 （犼犾）＞０，∑

犔
犼

犾＝１

狓
（犽）
狀 （犼犾）＝１，１≤犼≤犑（８）

　　具体的识别步骤如下。

　　１）计算属于犆犽 的已知样本狓
（犽）
狀 在指标犐犼上

的分布：

μ
（犽）
犼犾 ＝

１

犖犽∑

犖
犽

狀＝１

狓
（犽）
狀 （犼犾），

１≤犾≤犔犼，１≤犼≤犑，１≤犽≤犓 （９）

μ
（犽）
犼犾 满足：

∑

犔
犼

犾＝１
μ
（犽）
犼犾 ＝１ （１０）

　　２）计算指标犐犼犾在类分割（犆１，犆２，…，犆犓）上

的分布：

狏
（犽）
犼犾 ＝μ

（犽）
犼犾 ∑

犓

犽＝１
μ
（犽）
犼犾 ，

１≤犾≤犔犼，１≤犼≤犑，１≤犽≤犓 （１１）

　　３）计算指标犐犼犾在决策中的重要性程度：

狏犼犾 ＝
∑
犓

犽＝１

（狏
（犽）
犼犾 ）

α
－犓

１－α

１－犓
１－α

，α＞１ （１２）

　　由式（１２）知，０≤狏犼犾≤１。当狏犼犾＝０时，狏
（犽）
犼犾 ＝

犓－１；当狏犼犾＝１时，（狏
（１）
犼犾 ，…，狏

（犓）
犼犾 ）中有一个为１，

其他为０，在式（１２）中可取α＝２。

４）计算待识别样本狓属于第犽类犆犽 的属性

测度μ狓（犆犽）。设样本狓在指标犐犼犾上的值为狓犼犾，

则

μ狓（犆犽）＝∑
犑

犼＝１
∑

犔
犼

犾＝１

狓犼犾狏犼犾μ
（犽）
犼犾 ∑

犑

犼＝１
∑

犔
犼

犾＝１

狓犼犾狏犼犾

（１３）

　　这样，就得到了侦察设备上报的待识别辐射

源观测狓属于第犽类犆犽 的属性测度μ狓（犆犽），接

下来就可以根据属性识别准则对待识别样本的分

类作出判断。

３　仿真分析

３．１　应用实例

设雷达特征矢量由射频、脉冲重复频率、脉冲

宽度３个特征参数构成。从已知雷达知识库中提

取３类不同用途的雷达。表１给出的是已知样本

的特征参数。

由于雷达信号在发射、传输和侦收过程中受

到种种随机因素的影响，雷达特征矢量是个随机

矢量，呈现统计特性。现将已知样本叠加，随机测

量误差，然后对该信号进行侦收测量。表２给出

了４次观测样本的特性参数。

对于每个指标，划分了６个级别，根据属性测

度识别方法的计算步骤式（９）～式（１３），计算出观

测样本属于各类的属性测度，如表３所示。

采用最大属性测度准则，则观测到的待识别

信号样本分别被判为第１类、第２类和第３类，识

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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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提取的雷达辐射源指标数据

Ｔａｂ．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ＩｎｄｅｘＤａｔａｏｆＲａｄａｒＥｍｉｔｔｅｒ

序号 类别 ＲＦ／ＭＨｚ ＰＲＦ／Ｈｚ ＰＷ／μｓ

１ １ 　２７７４．３　 ４２８ ３

２ １ １２８０ ３００ ４

３ １ １３１３ ３０１ ４．１

４ １ １２５１ ６０１ １．７

５ １ ９２１４ ４２９ ０．８

６ １ ２７４６ １８７３ ０．６

７ １ ２９８５ ３２５ ２．６

８ １ ３１０９ ３７５ ２．１

９ ２ ２６９５ ３３５ １．１

１０ ２ １６０ １９０ ７

１１ ２ ２７００ ３７５ １．７

１２ ２ ２７００ ３３０ ０．８

１３ ２ ２０００ ６００ ３．５

１４ ３ ３４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５

１５ ３ ２９７０ １２５０ ０．８

１６ ３ ９０００ １７５０ ０．２５

１７ ３ ３７００ ２２５０ ０．３７

表２　观测雷达的特性参数

Ｔａｂ．２　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Ｒａｄａ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观测样本 ＲＦ／ＭＨｚ ＰＲＦ／Ｈｚ ＰＷ／μｓ

１ ２６８２．２ ４２９ ２．８１

２ １２８５．５ ６１７．６ １．７４０２

３ ２６７３．４ ３２６．８ ０．８２９１

４ ３８２１．４ ２２１６．６ ０．３７３２

表３　待测雷达的特性参数

Ｔａｂ．３　ＰｅｎｄｉｎｇＵｎｋｎｏｗｎＲａｄａ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犆１ 犆２ 犆３

μ狓１（犆１） ０．５０９９ ０．４７４３ ０．０１５７

μ狓２（犆犻） ０．５１８２ ０．４５８７ ０．０２３２

μ狓３（犆犻） ０．１５２１ ０．７７９４ ０．０６８５

μ狓４（犆犻） ０．１４８７ ０．０３７９ ０．８１３４

别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

３．２　对比实验

在仿真实验中，选取已知雷达知识库中的１０

类不同用途的雷达，对于每一个已知样本，同样构

造射频、脉冲重复频率、脉冲宽度３个指标。参照

某型侦察机测量脉冲参数范围，按均匀分布随机

抽取雷达射频、脉冲重复频率、脉冲宽度数据。待

识别观测样本是通过随机抽取一个已知特征矢量

并加上测量误差构成的。这里假定测量误差服从

零均值高斯分布，珋σ代表已知雷达知识库的标准

偏差，误差范围分别控制在０．５、１．０和１．５倍标

准差内。

把每个指标的取值范围适当分成６～１０个小

区间，这些小区间对应了指标的级别。一般地，对

于每个样本，若指标取值落在某一个小区间上，则

对应的指标级别取值为１，否则为０。基于属性测

度的识别方法要达到好的效果，指标的选择和区

域的划分也十分关键。

表４给出了上述条件下通过１２０次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实验属性测度识别方法得到的仿真结果，

并与模板匹配法进行了比较。

表４　属性测度识别正确识别率对比

Ｔａｂ．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噪声 属性测度识别方法 模板匹配法

０．５珋σ ９１．６７％ ８７．５％

１．０珋σ ８３．３３％ ７５％

１．５珋σ ７５％ ６６．６７％

　　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模板匹配法的优点

是实现简单，但对于参数不全、参数畸变的雷达辐

射源识别精度较差，有的甚至无法进行识别，不能

适应电磁信号日益复杂的需要。由表４的仿真结

果可以看出，根据辐射源识别的实际情况，采用基

于属性测度的识别算法得到了较高的正确识别

率，其性能优于传统的模板匹配法。为了进一步

提高正确识别率，可针对具体应用背景研究更客

观的指标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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