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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犇犛犘技术的犌犘犛接收机天线
自适应抗干扰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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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ＧＰＳ接收机在接收信号的过程中经常存在由于干扰信号的影响而导致接收机无法跟踪锁定有

用信号，从而失去精确导航定位的能力问题，提出了一种在天线部分增加一个自适应抗干扰模块的解决办法，

并用ＴＩ公司的ＴＭＳ３２０Ｃ６４１６芯片实现了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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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知的干扰方式中，对接收机威胁比较

大的两种为压制式干扰和欺骗式干扰［１］。这两种

干扰方式的相同特点在于采用的干扰信号都是强

信号的形式，而真实的卫星信号是非常微弱的。

以犔１ 载频上的Ｃ／Ａ码信号为例，地面用户最低

接收功率为－１６０ｄＢＷ，最高不超过－１５３ｄＢＷ。

卫星信号一般低于接收机系统内部热噪声２０

ｄＢ，远远小于强干扰信号。针对这个特点，考虑

到接收机电磁环境的复杂性，本文选择应用自适

应算法来完成抗干扰的工作。

１　抗干扰自适应算法原理及对策

自适应信号处理是近几十年来迅速发展的一

个研究方向，一个自适应系统可以随着外界环境

的变化不断改善自身参数达到理想输出的系统。

在自适应算法中，根据需要输出信号的特性定立

一个“期望”，然后以某种最佳化准则去调整系统

结构参数，逐步接近这个期望。在空域自适应算

法中，比较常见的有最小均方（ＬＭＳ）算法、约束

自适应算法、递推最小二乘（ＲＬＳ）算法、采样矩阵

求逆（ＳＭＩ）算法以及 ＨｏｗｅｌｌｓＡｐｐｌｅｂａｕｍ（ＨＡ）

算法等。其中，ＬＭＳ算法实现简单，但需要有参

考信号，而且在输入信号自相关矩阵特征值分散

的情况下收敛很慢；ＲＬＳ算法的收敛性能优于

ＬＭＳ算法，但运算量比较大；ＳＭＩ算法是利用取

样信号协方差矩阵来直接估计自适应加权系数

的，它能够实现与特征值散布无关的最快收敛速

率，但是存在数值计算不稳定性问题；ＨＡ算法具

有与ＬＭＳ算法相同的优缺点，而且要求获取信

号来向。由于ＧＰＳ接收机可能接收到的干扰数

目以及干扰形式无法事先预知，有效卫星信号的

来向和数目也不能预知，因此，要简单地确立某种

固定形式的信号作为期望信号很难做到，而且作

为添加到接收机天线上的一个辅助环节，确定信

号来向会拖慢处理速度，对实时性造成影响，在这

种情况下，功率倒置自适应算法是比较合适的选

择。它是基于线性约束最小方差（ＬＣＭＶ）准则
［２］

建立的，也就是将自适应阵列的输出功率最小作

为最佳化准则。ＬＣＭＶ准则用公式表示为：

ｍｉｎ
狑
犘ｏｕｔ＝犈｛狘狔（狀）狘

２｝

狑Ｈ狊＝ 常数

式中，狔（狀）为天线阵列的输出信号；犘ｏｕｔ为输出功

率；狑为加权系数；狊为信号方向矢量；Ｈ 表示共

轭转置。

这个准则里包含了一个隐藏条件，即对于干

扰的来向可以不必事先知道，但是有用信号的来

向需要已知，而且有用信号的信号方向矢量狊在

经过加权后结果始终为１，这意味着无论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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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如何根据最小功率输出的准则调整权矢量，

有用信号方向将始终得到一个常数加权作为该方

向上的天线增益。然而，接收机在实际工作中由

于卫星信号来向无法预知，条件中的信号方向矢

量狊需要进行重新设定。根据已知卫星信号远远

比热噪声以及干扰弱的特点，而且在调整阵列权

值狑时将沿着输出功率最陡减小的方向，这个方

向可以近似理解为接收机接收到的混合信号中大

部分强信号矢量形成的方向，也就是越强的信号

将得到越大的衰减。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直接把信号方向矢量令

为狊０＝［１，０，…，０］
Ｔ，再利用狑Ｈ狊＝１的限定条

件，应有狑＝［１，０，…，０］Ｔ。在修改后的限制条件

里，已经没有保证有用信号方向常数加权的作用，

而是保证在天线阵列的０阵元上得到始终为１的

加权，而在其他的阵元上信号加权都随着算法的迭

代不断修整，直至ＬＣＭＶ准则基本满足。与此同

时，主要的干扰来向上（相对于有用信号来向）将形

成更深的零陷。在这个强信号大衰减、弱信号小衰

减的过程中，实际已经降低了对后续跟踪环很重要

的参数干扰信号功率比（犑／犛）。压制式信号和欺

骗式信号由于其本身的强信号特性，将被大幅度地

衰减下来，削弱或者丧失其原有的干扰作用。

对功率倒置自适应算法进行 ＭＡＴＬＡＢ仿

真，设定天线阵列为４元圆阵，其中０元位于圆阵

的中心，其他３个阵元以１２０°间隔分布于半径为

半波长的圆周上（如图１）。阵列输入矢量为：

狓＝ ［狓０，狓１，狓２，狓３］
Ｔ

权矢量为：

狑＝ ［狑０，狑１，狑２，狑３］
Ｔ

阵列输出功率为：

犘ｏｕｔ＝｛（狑
Ｔ狓）狑Ｔ狓｝＝狑

Ｈ犚狓狓狑

图１　４元圆阵平面图

Ｆｉｇ．１　Ｐｌａｎｏｆ４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Ａｒｒａｙｓ

　　以狑
Ｔ狊０＝１为条件构成拉格朗日函数，求得

最佳权矢量和最小输出功率为：

狑ｏｐｔ＝犘狅ｍｉｎ犚
－１
狓狓狊


０

犘狅ｍｉｎ＝ （狊
Ｔ
０犚

－１
狓狓狊


０ ）

－１

用最陡下降法形成权初值狑＝［１，０，０，０］Ｔ到最佳

权值的逼近过程，并始终考虑到满足狑Ｔ狊０＝１条

件，可以得到权值的递推调整式为：

狑（狀＋１）＝狑（狀）－

２μ犐－
狊０狊

Ｔ
０

狊Ｔ０狊（ ）
０

狓（狀）狓Ｔ（狀）狑（狀）

２　高速犇犛犘芯片上算法的实现

以上提到的功率倒置自适应算法在ＧＰＳ接

收机中实际上起到在天线端自适应抑制强干扰的

作用，因此在具体实现时，要求算法能够高速实时

地完成其抗干扰的任务，尽量不影响到后续各单

元的工作。在商业数字信号处理的芯片中，选择

ＴＩ公司的ＴＭＳ３２０Ｃ６４１６芯片，它的基本功能特

点为３２ｂｉｔ定点；主频最高可达６００ＭＨｚ；指令

最高处理速度为４８００ＭＩＰＳ；具有超长指令字结

构（ＶＬＩＷ），单个时钟周期内可以同时执行８条

指令；在ＣＰＵ核中，有６４个３２ｂｉｔ通用寄存器和

８个功能单元；内部存储器８．２５６ＭｂｉｔＲＡＭ 分

为程序／数据高速缓冲（各１２８ｋｂｉｔ）和 ＲＡＭ（８

Ｍｂｉｔ）两级、两个外部存储器接口（ＥＭＩＦＡ６４ｂｉｔ

和ＥＭＩＦＢ１６ｂｉｔ）、ＥＤＭＡ控制器（有６４个独立

通 道 ）以 及 一 个 主 机 接 口 （ＨＰＩ）
［３］。

ＴＭＳ３２０Ｃ６４１６相对Ｃ６０００系列其他的ＤＳＰ处理

器而言，处理能力在多个方面得到了提升，具有更

多的功能单元，增加了交叉通道以及双字读取和

存储指令，还能对数据进行打包与解包处理，极大

地增强了高精度数据处理的能力。

一般从天线接收进来的信号经过低噪声放

大、滤波、下变频以及Ｉ／Ｑ分离等一系列处理后，

在中频由 Ａ／Ｄ采样形成数字信号，交给后级的

ＤＳＰ自适应算法进行处理。但由于模拟的Ｉ／Ｑ

分离过程在输入带宽较宽时，得到的Ｉ、Ｑ两个通

道之间往往存在不平衡性，产生的镜像频率会限

制接收机的动态范围，而且需要后续电路或者算

法进行相位匹配处理，而数字的Ｉ／Ｑ分离过程则

可以把Ｉ、Ｑ通道的不平衡度降到最低水平。因

此，在下变频后立刻进行中频采样，将产生的数字

信号以特定的方法进行Ｉ／Ｑ分离，再将两路信号

交给自适应算法处理。数字接收机中单路天线处

理过程如图２所示。

　　高速ＤＳＰ芯片数字处理模块实现中有如下

几个问题。

１）Ａ／Ｄ采样率和采样精度。采样速率越高，

采样精度越低，要使得算法移植到ＤＳＰ中仍能有

效，必须保证采样得到的数据位数；而且采样频率

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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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单路天线处理过程方框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ｎｔｅｎｎａ

过于靠近射频，对ＤＳＰ的速度要求也会很高。因

此在具体处理时，先下变频到中频，然后对中频信

号进行带通采样。

２）量化与采样精度。在 Ａ／Ｄ的量化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有信号损失，对于选定的 Ａ／Ｄ器

件来说，采样精度是确定的，但接收机面对的电磁

环境却是随时变化的，而且有用信号和干扰之间

相差很大，如果Ａ／Ｄ的动态范围太小，会造成处

于弱势的有用信号基本被量化掉。在满足采样速

率足够高的情况下，应该选取采样精度至少为１２

ｂｉｔ的Ａ／Ｄ转换器，这样在预先进行增益处理的

情况下，能够保证数据的失真尽可能小。

３）下变频与Ｉ／Ｑ分离。虽然ＧＰＳ卫星信号

发射的载频是公开的，但多普勒频移将使得在实

际的载波与已知的发射载波之间发生偏离，利用

已知载波下变频到零中频的卫星信号，在零频附

近会发生混叠，解决办法是下变频到一个合适的

低频，但不降到零频。与下变频同理，Ｉ／Ｑ分离也

不能得到基带信号，但可以用数字混频和滤波方

法得到相位差为９０°的两路信号。

４）程序编写的代码长度和运行速度。一般

来讲，程 序 代 码 越 长，运 行 速 度 越 慢，但 在

ＴＭＳ３２０Ｃ６４１６中编写程序时，要综合考虑两者

的关系。如循环中每次不仅要计算数组下标，而

且会引起流水线中断，导致速度变慢。但如果简

单地打开循环，在循环体比较长时，会引起代码长

度大量增加。并行程度和精度也是一对问题，

ｓｈｏｒｔ型数据的并行效率是最高的，能充分利用

１６ｂｉｔ的各种指令，但如果在自适应求解权值的

过程中仅仅利用ｓｈｏｒｔ型数据，会给信号处理结

果带来较大的偏差。因此，综合考虑各种要素和

要求，对于自适应算法主体程序的实时有效的运

行是十分重要的。

３　仿真结果分析

在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中，设定２个ＧＰＳ卫星信

号来向为（φ，θ）＝（３０°，８５°），（２１０°，５０°），其中φ
为方位角，θ为仰角。另外，有２个干扰分别来自

（７０°，１５°），（１８０°，４０°），并且设定有用信号低于噪

声２０ｄＢ，噪声低于干扰４０ｄＢ。经由功率倒置自

适应算法求得各天线接收信号加权权值，形成天

线阵列方向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天线阵列方向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ｎｔｅｎｎａＡｒｒａｙｓ

从图３可见，天线阵列方向图中形成的零陷

较好地对准了两个干扰来向，并对其进行了５５～

６５ｄＢ的抑制。ＭＡＴＬＡＢ仿真结果说明，此算法

具有可行性，可以应用于天线抗干扰模块的ＤＳＰ

实现中。

为比较 ＭＡＴＬＡＢ中采用双精度数据与ＤＳＰ

中采用１２ｂｉｔ数据分别经过功率倒置算法后形成

的天线阵列方向图的情况，取同一批天线阵列上

接收到的数据，分别用 ＭＡＴＬＡＢ在双精度情况

下，通过软件运算得到天线方向图之后，取一号干

扰（７０°，１５°）在方位角和仰角方向的剖面图

（图４（ａ））观察；以及ＤＳＰ在１２位量化数据的情

况下，通过 ＴＭＳ３２０Ｃ６４１６ＤＳＫ开发板处理，所

得权值数据再送回 ＭＡＴＬＡＢ环境产生天线方向

图之后，同样取一号干扰（７０°，１５°）在方位角和仰

角方向的剖面图（图４（ｂ））观察。

实验结果显示，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和ＤＳＰ

实现结果所得的天线方向图，在零陷形成的方位

角和仰角的角度上基本相同。只是在零陷的深度

上，经量化的有限位数数据比双精度数据形成的

零陷要浅３～５ｄＢ，但在干扰来向上的天线增益

仍然在－６０ｄＢ左右，可以形成对干扰的有效抑

制。从犑／犛方面，可以通过图５观察到干扰与卫

星信号的功率比随着权值迭代次数（图中为截取

权值迭代中前１００次的结果）的增加而呈下降的

趋势。由此说明，１２ｂｉｔ的量化数据经过相应处

理后，可以很好地完成对干扰的抑制作用。另一

方面，在对２．０４６ＭＨｚ带宽的Ｃ／Ａ码信号进行５

ＭＨｚ带通采样及滤波后，交由ＴＭＳ３２０Ｃ６４１６

（ＣＰＵ主频按６００ＭＨｚ设定）完成自适应抗干扰

６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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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一号干扰剖面上的天线方向图

Ｆｉｇ．４　ＣｕｔａｗａｙＶｉｅｗ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ｉｎ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１

算法，经过ＤＳＰ处理后，所得的结果可以较好地

跟踪并反映出当前接收机所受干扰的来向，基本

达到实时处理的要求。

图５　干扰与有用信号功率比

Ｆｉｇ．５　ＪａｍｔｏＳｉｇｎａｌＲａｔ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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