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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窄带干扰与期望卫星信号同向时的抑制性能，提出了一种新的空频自适应滤波算法。该算

法首先利用频域实系数自适应滤波对信号进行预处理抑制窄带干扰，然后在频域直接对处理后的信号进行

空频自适应处理抑制宽带干扰。算法在预处理时采用自适应滤波可有效减少期望卫星信号的损失以及

ＳＦＡＰ导向矢量误差。仿真实验表明，相对于普通的空时及空频自适应处理算法，新算法有效地提高了输出

信干噪比，在干扰与信号同向的情况下也能表现出优良的处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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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适应阵列天线通过自适应调节各阵元信号

的加权幅度和相位来改变阵列的方向图形状，使波

束指向期望方向，而零点指向干扰方向，从而提高

天线的增益和信干噪比，也称为空域滤波技术，是

目前最有效的干扰抑制技术之一［１３］。然而，单纯

的空域滤波受到阵列自由度个数的限制，不能满足

复杂的干扰以及多径环境下的应用。针对空域滤

波的缺点，Ｆｒｏｓｔ将时域滤波与空域相结合，首次提

出了空时自适应处理技术（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ＴＡＰ）。在空时自适应滤波技术成为主

要手段的同时，有人提出利用傅立叶变换对输入信

号的相关矩阵进行解相关，从而提高收敛速度，于

是空频自适应处理（ｓｐａｃ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ＦＡＰ）成为另一种选择
［４］。

在最初的空频结合处理方式中，大多仿照空

时处理的结构，将每个阵元后延迟节点的输出进

行傅立叶变换，然后直接利用线性约束算法求得

各子带权值，并进行组合，最后通过反傅立叶变换

恢复时域信号［５］。无论是空时处理还是空频处

理，在数学上都归结为具有约束条件的最优化问

题，而约束条件一般选取为保持期望信号波达方

向的接收增益为固定值。当干扰与期望信号的波

达方向相同时，这种处理方式将不能有效抑制干

扰，系统性能也严重下降。这种情况下，频域划分

子带处理的思想被重新利用，作为波束形成前的

预处理来抑制窄带干扰［６８］。本文利用频域处理

的另一种方式作预处理［９］，然后直接在频域进行

空频自适应处理来抑制剩余的宽带干扰。

１　算法原理

新算法处理流程如图１所示，假设天线阵有

犕 个阵元，信号入射到这些阵元上首先被下变

频，然后被Ａ／Ｄ采样。选择合适的犖 点，对每个

阵元后的犖 个采样值进行串并变换及傅立叶变

换，得到频域信号，在频域进行自适应滤波预处

理，将频域预处理结果作为输入进行空频自适应

波束形成处理，得到最终系统输出值狔（犽）。

图１　新算法处理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算法通过对每个通道的接收信号进行频域处

理，首先抑制窄带干扰，预处理采用自适应算法而

非剔除信号的方式，有效保留了期望卫星信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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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空频自适应处理中导向矢量的估计误差。

算法在预处理后，将频域信号直接作为输入进行

空频滤波，整个系统只需一次正反傅立叶变换，从

而有效减少了计算量。

１．１　频域预处理算法

基于频域的自适应滤波算法原理图如图２所

示。对于第犿 个阵元，输入信号狓犿（犽）通过串／

并转换被分为长度为 犖 的若干块，其中第犽块

为：

犡犿（）犽 ＝ 狓犿，０（犽），狓犿，１（犽），…，狓犿，犖－１（犽［ ］）Ｔ

（１）

其中，狓犿，狀（犽）＝狓犿，０（犽－狀）。经过犖 点ＦＦＴ变

换后，产生了犖 个正交的频域分量，其矢量形式

为：

珟犡犿（）犽 ＝ 珟狓犿，０（犽），珟狓犿，１（犽），…，珟狓犿，犖－１（犽［ ］）Ｔ

（２）

其自相关矩阵为对角阵。当对这些分量进行自适

应滤波时，可以近似看作是由犖 个一阶最小均方

算法（ｌｅａｓ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ＬＭＳ）自适应滤波器相

互独立地对各个分量进行处理。令处理后的信号

为：

珘犢犿（）犽 ＝ 珘狔犿，０（犽），珘狔犿，１（犽），…，珘狔犿，犖－１（犽［ ］）Ｔ

（３）

珘犢犿（）犽 的各分量即为窄带干扰抑制后的输出信

号，与其余犿－１个通道输出的各分量一同输入

波束形成器，利用空频自适应处理来抑制剩余宽

带干扰，并最终输出狔（犽）。

图２　频域预处理原理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

对于第犿 个阵元的预处理算法，引入权矢

量：

犠犿（）犽 ＝ 狑犿，０（犽），狑犿，１（犽），…，狑犿，犖－１（犽［ ］）Ｔ

（４）

将每一分量本身的输入作为参考信号，利用ＬＭＳ

算法可得：

珘犢犿（）犽 ＝珟犡犿（）犽 －ｄｉａｇ犠犿（）（ ）犽 珟犡犿（）犽 （５）

　　为了在干扰抑制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扩频

信号的失真，引入权值泄漏因子α。α的作用是保

证对功率较大的干扰进行抑制，对功率较小的干

扰基本不抑制，从而减小自适应抑制过程引入的

有用信号的失真。加权矢量犠 的递推式为：

犠犿 犽＋（ ）１ ＝α犠犿（）犽 ＋２μｄｉａｇ珘犢犿（）（ ）犽 珟犡
犿 （）犽

（６）

式中，μ为步长因子。将式（５）代入式（６），可得：

犠犿 犽＋（ ）１ ＝α犠犿（）犽 ＋

２μ犐－ｄｉａｇ犠犿（）（ ）［ ］犽 ｄｉａｇ珟犡犿（）（ ）犽 珟犡
犿 （）［ ］犽

（７）

经过该权值处理后的输出值将作为空频自适应波

束形成的输入进行再次处理。

１．２　空频自适应处理

空频自适应处理（ＳＦＡＰ）是为了减少ＳＴＡＰ

中矩阵处理的维数而提出的一种次优选择［７］。它

对每个阵元后延迟节点的输出进行傅立叶变换，

然后在每个频带分别进行波束形成处理，最后通

过反傅立叶变换恢复时域信号。信号经过预处理

后，在每个频带分别通过空频波束形成算法进行

处理，最终得到系统输出狔（犽）。假定在时刻犽波

束形成器对第犿 个阵元、第狀个频点的复权值系

数为珦狑犿，狀（犽），将波束形成器中第狀个频带的输

入信号及对应的权值表示成矢量形式为：

珘犢狀（犽）＝ ［珘狔１，狀（）犽 ，珘狔２，狀（）犽 ，…，珘狔犕，狀（）犽 ］
Ｔ（８）

珦犠狀（犽）＝ ［狑１，狀（）犽 ，狑２，狀（）犽 ，…，狑犕，狀（）犽 ］
Ｔ

（９）

　　在对波束形成权系数的求解过程中，类似于

ＳＴＡＰ算法，可以利用线性约束最小方差准则

（ＬＣＭＶ），将求解权系数的问题转化为如下最优

化问题：

ｍｉｎ
犠狀
（犽）

珦犠犎
狀（犽）珟犚狀（犽）珦犠狀（犽）

ｓ．ｔ．　珦犠
犎
狀（犽）珟犆狀（犽）＝

烅
烄

烆 １

（１０）

式中，珟犆狀（犽）∈瓘
犖×１为在期望信号方向第狀个频

带导向矢量构成的约束条件；珟犚狀（犽）∈瓘
犕×犕为输

入协方差矩阵。利用拉格朗日乘子法，可求得阵

列第狀个方向点的稳定权系数为：

珦犠狀（犽）＝
珟犚－１狀 （犽）珟犆狀（犽）

珟犆犎狀（犽）珟犚
－１
狀 （犽）珟犆狀（犽）

（１１）

通过该权矢量可求得每个频点的频域输出，然后

通过ＩＦＦＴ即可得系统输出狔（犽）。

２　性能分析

２．１　收敛条件及最佳权值

对式（７）两边同时求数学期望，得：

９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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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 犠犿 犽＋（ ）｛ ｝１ ＝α犈 犠犿（）｛ ｝犽 ＋

２μ犈
珟犡犿（）犽｛ ｝２ －犈 ｄｉａｇ犠犿（）（ ）犽 珟犡犿（）犽｛ ｝２

（１２）

假定权值犠犿（）犽 与输入珟犡犿（犽）无关，令第狀个频

点的信号功率为σ
２
犿，狀，可得犈｛珟狓犿，狀（犽）珟狓


犿，狀（犽）｝＝

σ
２
犿，狀，则式（１２）可进一步简化为：

犈 犠犿 犽＋（ ）｛ ｝１ ＝α犈 犠犿（）｛ ｝犽 ＋

２μσ
２
犿 －ｄｉａｇ犠犿（）（ ）犽 σ

２
犿 （１３）

　　为方便起见，下面针对第狀个频点进行分析。

设权值狑犿，狀的初值为狑犿，狀（０），递推上式得：

犈｛狑犿，狀（犽）｝＝ （α－２μσ
２
犿，狀）

犽狑犿，狀（０）＋

２μσ
２
犿，狀∑

犽－１

犾＝０

（α－２μσ
２
犿，狀）

犾 （１４）

显然，当犽→#

时，要使狑犿，狀（犽）收敛，必须使犈

｛狑犿，狀 （犽）｝收 敛，因 此，步 长 因 子 应 满 足

α－２μσ
２
犿，狀 ＜１。注意到条件μ＞０，所以对每个

频点，收敛条件为：

μ∈ ０，（α＋１）／２σ
２
犿，（ ）狀 （１５）

根据式（１４）右边最后一项，可得收敛后的最佳权

值为：

狑ｏｐｔ犿，狀 ＝２μσ
２
犿，狀／（１－α＋２μσ

２
犿，狀） （１６）

引入门限因子犅＝（１－α）／２μ，上式可表示为：

狑ｏｐｔ犿，狀 ＝σ
２
犿，狀／（犅＋σ

２
犿，狀） （１７）

每一个频率分量经过自适应滤波后的输出功率可

表示为：

犘犿，狀 ＝犈｛珘狔犿，狀珘狔

犿，狀｝＝ ［１－犈｛狑犿，狀（∞）｝］

２
σ
２
犿，狀

（１８）

可以看出，当σ
２
犿，狀犅时，权值近似收敛于０，相应

的频域分量几乎全部通过；当σ
２
犿，狀犅时，权值近

似收敛于１，相应的频域分量几乎全部被抑制。

所以犅决定了在自适应过程中对输入信号某一

频域分量的抑制程度，当输入信号能量超过既定

门限越大时，输出信号能量衰减得越大。因此，合

理选择犅可以保证ＧＰＳ信号基本上全部通过而

大功率干扰能得到有效的抑制。

２．２　预处理对波束形成约束条件的影响

类似于ＳＴＡＰ算法ＳＦＡＰ中，接收信号在每

个阵列上形成不同的相位偏移。以均匀线阵为

例，频率为犳的正弦波以θ角入射到阵列时，在第

犿个阵元上所形成的相位偏移为：

犃犿 θ，（ ）犳 ＝ｅ
－ｊ２π犳犿犱ｓｉｎθ／犮，犿＝０，１，…，犕－１

（１９）

其中，犱为阵元间距；犮为光速。对于宽带信号，在

每个阵元上的相位偏移应是其带宽的函数，第犿

个阵元对带宽为犅 的信号所带来的影响表现为

如下的时间冲击响应：

犪犿 θ，（ ）狋 ＝∫
犅／２

－犅／２
犃犿 θ，（ ）犳ｅ

ｊ２π犳狋
ｄ犳 （２０）

　　在利用最小方差无失真响应（ｍｉｎｉｍｕｍｖａｒｉ

ａｎｃ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ＶＤＲ）算法进行权

值求解的过程中，需要在期望信号的波达方向保

持固定增益，对于空频自适应处理，常取每个子带

的中心频率在期望方向的导向矢量作为约束条

件。而由式（７）和式（１７）容易看出，当初始值为实

数时，预处理的权值在迭代过程中就会一直保持

为实数，并且对于每个子带的取值相同，这等同于

将式（２０）的两边同时乘以一个实数。因此，对于

ＳＦＡＰ每个频带中的陈列处理，导向矢量基本不

受预处理的影响。

３　仿真实验

针对ＧＰＳ典型射频干扰对算法进行了仿真

实验。仿真中，天线阵列采用四元均匀线阵，以半

波长为间隔，每个阵元后的延迟节点为１２８个。

期望卫星信号选取为Ｃ／Ａ码，主瓣带宽为２．０４６

ＭＨｚ，采样频率选取为２倍码速率，接收信号快

拍数为５００，输入信号的信噪比（ＳＮＲ）为－３０

ｄＢ。３个强窄带干扰选取为连续波干扰，所在频

率相对于卫星信号中心频率的偏移分别为－０．４

ＭＨｚ、０．３２ＭＨｚ和０．８ＭＨｚ，入射方向分别为

－８０°、－３０°和５０°；３个宽带干扰选取为匹配谱干

扰，入射方向分别为－６０°、３０°和７０°，窄带和宽带

干扰的干信比均取５０ｄＢ。两个由其他伪码引起

的多址干扰干信比为０ｄＢ，入射方向为－４０°和

２０°。在预处理时，为方便起见，对各个频点统一

选取犅＝５，在实际应用中，为取得良好的效果，可

分别选取不同的犅值。

图３和图４分别为本文算法抑制干扰所得的

俯视图收敛预处理系数和最优权值决定的波束方

向图及其侧视图。由图３可以看到，与普通的波

束形成算法不同，新算法在强窄带干扰的频点，即

－０．４ＭＨｚ、０．３２ＭＨｚ和０．８ＭＨｚ形成了明显

的条状零陷，这是预处理算法的结果。从图４可

以看出，系统在期望卫星信号的入射方向０°保持

了最大增益，而在宽带干扰的方向，即－６０°、３０°

和７０°三个方向均有明显衰减，最大幅度约－４０

ｄＢ，这是ＳＦＡＰ处理的结果。

图５显示出了信号的功率谱在输入端、预处

理后输出以及系统输出时的对比图。可明显看

到，在系统输入端，窄带干扰在３个对应频点上相

对于信号功率的增益约５０ｄＢ。而在预处理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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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算法最终形成

的方向图俯视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ｏｆ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ｅａｍＰａｔｔｅｒｎ

　　

图４　算法方向

图的侧视图

Ｆｉｇ．４　Ｓｉｄ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ｌｇｏｒ

ｉｔｈｍＢｅａｍＰａｔｔｅｒｎ

端，信号与干扰均有明显的功率衰减，在强窄带干

扰频点处，功率衰减的幅度明显高于其他频点。

而最终的输出信号在整个带宽内基本平坦，这是

由于后端空频处理将匹配干扰抑制掉的效果。

下面采用系统的输出信干噪比作为干扰抑制

能力的评价标准，图６显示了当多址干扰功率不

变，而窄带干扰和宽带干扰的干信比（ＩＳＲ）同时

增强时，普通的ＳＴＡＰ、ＳＦＡＰ以及新算法处理后

的输出信干噪比（ＳＩＮＲ），３种算法的波束形成均

采用ＳＭＩ算法。其中，新算法和ＳＦＡＰ延迟节点

为１２８个，为简单起见，ＳＴＡＰ的延迟节点选取为

８个。仿真发现，延迟节点的改变对输出ＳＩＮＲ

的性能影响不大。从图６可以看出，３种算法均

具有抑制窄带和宽带干扰的能力。在干信比较低

时，三种算法抑制干扰的能力相当，而当干信比逐

步增强时，新算法显示出了优越性。具体来讲，由

于干扰频谱泄漏的原因，当输入干信比超过４０

ｄＢ时，普通空频自适应处理性能开始逊于空时自

适应处理，而新算法则高于空时自适应处理。随

着干信比的继续增强，性能的差别有扩大的趋势，

当输入干信比达到６０ｄＢ时，新算法输出的信干

噪比要高于空时自适应处理约４ｄＢ，高于空频自

适应处理约１４ｄＢ，这是由于新算法中的预处理

首先抑制了一部分窄带干扰，降低了输入干信比

的原因。

下面保持多址干扰的功率与方向不变，３个

宽带干扰的干信比定为３０ｄＢ，方向不变。３个窄

带干扰相对于中心频率偏移不变，为了显示新算

法的性能，将３个窄带干扰同时对准卫星信号的

波达方向，并将功率依次增强。图７显示了输出

信干噪比随着窄带干扰输入干信比增强的变化曲

线。可以看出，由于窄带干扰的波达方向与期望

信号方向相同，普通的ＳＴＡＰ及ＳＦＡＰ算法不能

有效抑制干扰，从而导致输出信干噪比急剧下降，

而新算法在波束形成之前对同向窄带干扰进行了

抑制，有效提高了系统的输出信干噪比。

图５　算法在不同阶段输出的功率谱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图６　宽带和窄带干扰对抑制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ＷａｎｄＷＢＩ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图７　期望信号方向入射窄带干扰对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ｈｅ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４　结　语

针对干扰与期望卫星信号同向入射时，普通

ＳＴＡＰ和ＳＦＡＰ无法处理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

的空频自适应滤波算法。仿真结果表明，新算法

相对于普通的空时和空频自适应处理，有效地提

高了输出信干噪比，在窄带干扰与期望信号同向

时，算法依然保持较高的输出信干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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