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６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１５。

项目来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资助项目（２００８ＢＡＣ３６Ｂ０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０９７５０５６）；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

创新基金重点资助项目（Ｚ０８０００５）。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１）１１１３５８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大动态宽带干涉式雷电测向接收机新技术

彭　亮１
，２
　马　洪１

，２
　张　辉１

，２

（１　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武汉市珞喻路１０３７号，４３００７４）

（２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武汉市珞喻路１０３７号，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非线性盲辨识的自适应数字接收机技术。由于宽带雷电信号的时频特征未知或时

变，在频域对宽带数字接收机输出信号中的谐波与互调分量进行识别和分选，并以其短时能量最小化作为其

非线性行为模型参数的盲辨识准则，利用最速下降算法实现模型参数的自适应提取和更新，然后在线实时地

对接收机输出信号进行非线性补偿。实验结果表明，该盲辨识数字接收技术可以将整机的无杂散失真动态范

围（ＳＦＤＲ）提高近２０ｄＢ，极有利于在强干扰存在时对微弱信号的接收与检测。

关键词：宽带干涉仪；数字接收机；非线性；盲辨识准则；无杂散失真动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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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相关时延估计方法的宽带干涉式雷电测

向定位系统［１］的工作频带很宽，其测向精度易因

位于频带内外的各种人为干扰和近区强雷电脉冲

而受到影响。提高宽带干涉仪接收机模拟前端和

高速模数转换电路（ＡＤＣ）的无杂散失真动态范

围是提高雷电测向精度的有效途径之一。目前，

基本上还没有针对改善数字接收机无杂散失真动

态范围指标提升的研究报道，已有的研究仅仅是

关于高速ＡＤＣ的线性化补偿技术
［２７］。本文将非

线性辨识补偿的技术思路扩展到包括模拟接收前

端和ＡＤＣ器件在内的整个数字接收机，利用伏

特拉（Ｖｏｌｔｅｒｒａ）模型对宽带数字接收机的非线性

失真进行补偿。

１　非线性盲辨识数字接收机原理

１．１　原理描述

图１为本文提出的非线性盲辨识数字接收机

的原理框图。模拟信号狓（狋）经宽带模拟前端放

大变频、高速模数转换后得到具有非线性失真的

数字信号狔（犽），该信号就是待补偿信号。在现场

可编程门阵列（ＦＰＧＡ）中，根据构造的盲辨识准

则和目标函数对包括模拟接收前端和高速 ＡＤＣ

电路在内的整个数字接收机的非线性行为模型进

行自适应提取，并以提取的行为模型对狔（犽）进行

实时补偿处理，得到补偿输出信号狊（犽）。该技术

的关键点是将宽带模拟接收前端和高速ＡＤＣ电

路等效为一个级联的非线性时变系统，根据该级

联系统输入输出信号的高阶统计特性的差异，通

过建立互逆的参数化非线性模型，利用自适应算

法对模型参数进行迭代，最终实现对数字接收机

非线性失真的实时补偿或去除。这种方法可以在

不增加系统硬件规模、不降低数字接收机功率和

带宽的前提下，完全通过软件算法来提升整机的

动态范围指标。

宽带非线性系统通常具有严重的电、热记忆

效应。适合于表示宽带数字接收机的非线性模型

通常有记忆多项式、维纳（Ｗｉｅｎｅｒ）模型、哈默斯

坦（Ｈａｍｍｅｒｓｔｅｉｎ）模型、ＷｉｅｎｅｒＨａｍｍｅｒｓｔｅｉｎ模

型、Ｖｏｌｔｅｒｒａ模型和神经网络等
［８］。为了适应可

能存在的不同记忆非线性器件，本文选用普适性

最好的离散 Ｖｏｌｔｅｒｒａ级数来表示数字接收机的

记忆非线性特性。如图１所示，非线性补偿输出

信号为：

狊（犽）＝狔（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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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非线性盲辨识数字接收机的原理框图

Ｆｉｇ．１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Ｂｌｉ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
犇

犱＝２
∑

犖犱－１

狉
１＝０

… ∑

犖犱－１

狉犱＝狉犱－１

犺狉１，狉２，…，狉（ ）犱 ∏
犱

犼＝１

狔犽－狉（ ）［ ］犼

（１）

其中，狔（犽）、狊（犽）分别表示第犽时刻补偿前后的信

号；犇为非线性的最高阶数；２≤犱≤犇；犖犱为犱阶

Ｖｏｌｔｅｒｒａ核所对应的记忆深度；犺（狉１，狉２，…，狉犱）为

犱阶Ｖｏｌｔｅｒｒａ核系数，此系数的总个数为：

犖 ＝∑
犇

犱＝２

犖犱＋犱－（ ）１ ！

犖犱－（ ）１ ！犱！
（２）

　　设狏（犽）＝［狔
２（犽），狔（犽）狔（犽－１），…，狔

２（犽－

犖犱＋１），狔
３（犽）狔

２（犽）狔（犽－１），…，狔
犇（犽－犖犱＋

１）］Ｔ，表示由狔（犽）组成的各阶记忆非线性列向

量，线性项的记忆深度为０，ω＝［犺（０，０），犺（０，１），

…，犺（犖２－１，犖２－１），犺（０，０，０），犺（０，０，１），…，

犺（犖犇－１，…，犖犇－１）］
Ｔ表示对应阶次和记忆深

度的 Ｖｏｌｔｅｒｒａ核向量，它们的维数均为 犖×１。

则式（１）可改写为：

（）狊犽 ＝狔（）犽 －狏
Ｔ（）犽 ×ω （３）

　　由于线性项的记忆深度设置为０，使得在进

行非线性补偿时只需在待补偿数字信号狔（犽）中

减去非线性逆模型的输出值，就可以获得较好的

非线性失真补偿效果。

以补偿输出信号的非线性失真分量的短时能

量最小作为盲辨识准则，并由此构造迭代所需的

目标函数。考虑到数字接收机所接收的宽带信号

中大信号的个数较少，且其频域分布具有稀疏性，

本文设计了一种自动获取非线性失真分量频域信

息的方法，并由此可以计算出所有非线性失真成

分的总功率（短时能量）或均方值，如图２所示。

具体步骤如下：

１）对一块长度为犕 的补偿输出信号进行离

图２　非线性失真分量的自动分选提取

与盲辨识目标函数生成

Ｆｉｇ．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Ｂｌｉ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散傅立叶变换，所需的乘法次数为犕２，加法次数

为犕×（犕－１）。

２）设定功率谱阈值，并以此搜索出位于第一

奈奎斯特（Ｎｙｑｕｉｓｔ）频带内的过门限信号个数及

中心频率，将其判断为待接收的强信号。将长度

为犕 的数字信号逐一与预先设定的功率谱阈值

进行比较，需要进行犕 次减法。

３）根据强信号的频率信息配置生成一个多

阻带带阻滤波器，其有限冲击响应（ＦＩＲ）抽头系

数构成的列向量为犌＝［犌０犌１…犌犅－１］
Ｔ。此步骤

基于频率取样法，首先根据强信号的频率信息得

到多阻带滤波器的幅频响应函数犉（犽），然后对

犉（犽）进行离散傅立叶逆变换：

犳（）狀 ＝
１

犕∑
犕－１

犽＝０

（）犉犽ｅ
ｊ
２π
犕犽狀

其中，狀为不小于０的整数；犳（狀）表示由离散傅立

叶逆变换得到的中间函数。最后将犳（狀）与窗函

数相乘得到横向滤波器的抽头系数犌：

犌＝犳（）狀· （）犈 狀

其中，犈（狀）为犅点抽取的窗函数，一般基于哈明

（Ｈａｍｍｉｎｇ）窗进行抽取，非抽取点为零值。

此模块所需的总乘法次数为犕２＋犅，总加法

次数为犕×（犕－１）。

４）对补偿输出信号进行多阻带滤波，滤除强

信号，从而分选出非线性失真分量狊犳（犽，ω）。

５）计算非线性失真分量的短时能量（功率）

或均方值，并将其作为迭代目标函数。

６）采用某种自适应算法迭代 Ｖｏｌｔｅｒｒａ核向

量ω，并进而进行在线实时补偿。

９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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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步骤，最终提取出的非线性失真分

量为：

狊犳 犽，（ ）ω ＝犌
Ｔ
×犛（）犽 ＝犌

Ｔ
×

犢（）犽 －犞
Ｔ（）犽 ×［ ］ω （４）

其中，狊犳（犽，ω）表示第犽时刻的非线性失真分量；犛

（犽）＝［狊（犽－犅＋１），狊（犽－犅＋２），…，狊（犽－１），狊

（犽）］Ｔ，为犅维列向量；犢（犽）＝［狔（犽－犅＋１），狔（犽

－犅＋２），…，狔（犽－１），狔（犽）］
Ｔ，为犅维列向量；犞

（犽）＝［狏（犽－犅＋１），狏（犽－犅＋２），…，狏（犽－１），狏

（犽）］，为犖×犅维矩阵。

２）功率谱阈值的设定与待补偿信号狔（犽）的

功率有关，位于第一 Ｎｙｑｕｉｓｔ频带内的低于功率

谱阈值的信号会被判断为小信号。当有小信号被

计入目标函数进行迭代时，由于以该盲辨识准则

获得的非线性分量中的线性项的记忆深度为零，

使得小信号不会被抑制。小信号被计入目标函数

后在目标函数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不会恶化该接

收机系统进行非线性辨识补偿后得到的输出信号

的动态范围。

１．２　犞狅犾狋犲狉狉犪核向量的计算

将式（４）所示的非线性失真分量的均方值作

为目标函数：

犑（）ω ＝犈狊
２
犳 犽，（ ）［ ］ω ＝犈犢

Ｔ（）犽犌犌Ｔ犢（）［ ］犽 －

犈犢Ｔ（）犽犌犌Ｔ犞Ｔ（）［ ］犽 ω－

ω
Ｔ犈犞（）犽犌犌Ｔ犢（）［ ］犽 ＋ω

Ｔ犈犞（）犽犌犌Ｔ犞Ｔ（）［ ］犽 ω

　　上述目标函数是一个关于 Ｖｏｌｔｅｒｒａ核向量

的二次函数，其性能曲面是超抛物面，具有唯一的

全局最优解。犑（ω）的梯度为：

$ 犑（）［ ］ω ＝－２犘（）犽 ＋２犚（）犽 ×ω （５）

其中，犚（犽）和犘（犽）分别为自相关矩阵和互相关矢

量，定义为：

犚（）犽 ＝犈犞（）犽 ×犌×犌
Ｔ
×犞

Ｔ（）［ ］犽

犘（）犽 ＝犈犞（）犽 ×犌×犌
Ｔ
×犢（）［ ］犽

　　令式（５）等于零，得到最优的 Ｖｏｌｔｅｒｒａ核向

量（维纳霍夫方程）为：

ω＝犚
－１（）犽 ×犘（）犽 （６）

　　由式（５）还可得到最速下降迭代公式为：

ω（）犻 ＝ω犻－（ ）１ －Γ· 犈犞（）犽犌犌Ｔ犞Ｔ（）［ ］犽｛ ·

ω犻－（ ）１ －犈犞（）犽犌犌
Ｔ犢（）［ ］｝犽 （７）

实际应用中，可以将求数学期望值改为对长度为

犓 的有限长序列求平均值，这样上式变为：

ω（）犻 ＝ω犻－（ ）１ －Γ· ∑
犓

犽＝１

犞（）犽犌犌Ｔ犞Ｔ（）［ ］犽｛ ·

ω犻－（ ）１ －∑
犓

犽＝１

犞（）犽犌犌Ｔ犢（）｝犽 （８）

其中，Γ为犖×犖 维对角矩阵（对角线上的数分

别为Λ２、…、Λ犱、…、Λ犇），是用于更新Ｖｏｌｔｅｒｒａ核

向量的固定迭代步长，如Λ犱表示用于更新第犱阶

Ｖｏｌｔｅｒｒａ核向量的固定迭代步长，为（犖犱＋犱－

１）！／［（犖犱－１）！犱！］维对角方阵（对角线上的数

均为μ犱）。可以证明，为保证自适应迭代算法的

收敛，迭代步长μ犱必须满足如下限制条件：

０＜μ犱 ＜
１

ｔｒ犚（）［ ］犽
或０＜μ犱 ＜

１

犖＋（ ）１犘犻狀

（９）

式中，ｔｒ［犚（犽）］为自相关矩阵的迹；犘犻狀为信号

犞（犽）犌的功率。

１．３　计算复杂度分析

表１是上述非线性盲辨识与自适应补偿算法

的计算量统计结果。多阻带滤波器抽头系数的计

算复杂度远小于 Ｖｏｌｔｅｒｒａ核向量迭代计算的复

杂度。另外，抽头系数犌只需根据输入信号的变

化率间歇性地更新而不需实时改变。

表１　非线性盲辨识与自适应补偿算法计算量统计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Ｂｌｉ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模块名称 计算复杂度（乘法） 计算复杂度（加法）

多阻带滤波器

抽头系数获取
犗 犕（ ）２ ＋犗 犕２＋（ ）犅 犗 犕（２犕＋３（ ））

Ｖｏｌｔｅｒｒａ核向

量迭代计算

式（８）

犗（（犖·犅＋犅＋

犖２）犓）

＋犗（（犅＋犖）犓

＋２犖２）

犗（（（犅－１）＋（犖－

１）２）（犓－１））

＋犗（（犅－１）（犓－１）

＋２犖２）

实时补偿

式（３）
（ ） （ ）犗 犖 犗 犖

２　实测结果与分析

２．１　参数设置

犕 值越大，则频率分辨率越高，因而越能准

确分析输入信号的频谱结构；犌的维数犅 越大，

则预示多阻带带阻滤波器的幅频特性越能与非线

性失真分量的频率分布吻合，从而越能保证迭代

收敛精度，但计算量则相应升高。对于宽带数字

接收机来说，制约其无失真动态范围指标的主要

因素是若干低阶非线性项，因此，综合考虑实现复

杂度和性能改善量，本文算法在进行ＦＰＧＡ实现

时，设置非线性失真分量分选的取样数据长度犕

＝１０２４，多阻带带阻滤波器的阶数犅＝１００１，离

散Ｖｏｌｔｅｒｒａ级数的最高阶数犇＝３。

２．２　数字接收机非线性盲辨识补偿算法的实验

平台

宽带数字接收机非线性盲辨识补偿算法的性

能验证平台如图３所示，其中，接收机的输入信号

０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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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任意波形发生器直接产生，数字接收机前端单

元为滤波放大高速采样结构，各模块的性能指

标如表２所示。需特别说明的是，任意波形发生

器中的高速ＤＡＣ、放大器和输出滤波器等电路同

样会产生非线性失真，但可以将这些效应归并到

数字接收机前端中，因而可认为任意波形发生器

具有完全理想的线性特性，其ＳＦＤＲ只受限于理

想的量化噪声。数字接收机前端单元和位于ＦＰ

ＧＡ中的非线性盲辨识补偿单元一起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宽带数字接收机。非线性补偿后的信号通

过外设元件扩展（ＰＣＩＸ）接口输出到上位计算机

中进行功率谱分析和显示等操作，上位机显示界

面使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Ｃ＋＋ ６．０编写。测试时，用

于获取目标函数而设定的大信号功率谱阈值为

－６０ｄＢＦＳ（相对于ＡＤＣ满幅度的分贝值）。

图３　宽带数字接收机非线性盲辨识补偿算法的性能验证平台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Ｂｌｉ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表２　非线性盲辨识补偿算法性能验证平台主要参数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Ｂｌｉ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性能指标

任意波形发生器
ＳＦＤＲ为７９ｄＢＦＳ，实测本底噪声为－１１０

ｄＢＦＳ

接收机输入

滤波器
通带为ＤＣ５０ＭＨｚ的低通滤波器

小信号放大器
增益为１０．５ｄＢ，Ｐ１（１ｄＢ压缩点）为１１．４

ｄＢｍ

高速ＡＤＣ单元

满幅输入峰峰值为２Ｖ，标称量化位数为

１６位，采样频率为１００ＭＨｚ，工作在低通

采样模式，双频标称ＳＦＤＲ为９５ｄＢＦＳ

ＦＰＧＡ

ＳｔｒａｔｉｘＩＶＥ系列，１８位ＤＳＰ单元个数为

１２８８，嵌入式存储器容量为１７．１３３Ｍ，速

度级为－３

ＰＣＩＸ桥接芯片 总线位宽３２位，工作频率１００ＭＨｚ

２．３　多频正弦波信号实测结果

由任意波形发生器产生四频等幅正弦波作为

数字接收机的输入信号，各频率分别为 ６．４

ＭＨｚ、８．２ＭＨｚ、１０．４ＭＨｚ和１１．６ＭＨｚ，经滤

波放大后的总幅度约为－１ｄＢＦＳ，此时，所使用

的多阻带带阻滤波器的幅频特性曲线如图４所

示。

将定点形式的目标函数值通过高速逻辑分析

仪采集到计算机上，再将此定点数按照设计的定

标点还原为浮点数后，显示出的迭代中目标函数

值的变化过程如图５所示。可见，自适应迭代算

法大约在５７次迭代后进入稳定状态。当目标函

数达到相对稳定状态后，经ＰＣＩＸ总线传输到上

位机的补偿前后信号的功率谱如图６所示（功率

谱分析的取样点数为１３１０７２）。由此可见，该盲

辨识数字接收技术使输入信号的ＳＦＤＲ指标从

７２．３９ｄＢＦＳ提高到９２．２５ｄＢＦＳ，改善量达到了

约２０ｄＢ，已接近 ＡＤＣ芯片的标称ＳＦＤＲ指标，

同时使该宽带数字接收机对微弱信号的接收灵敏

度提高了近２０ｄＢ。

图４　多阻带带阻滤

波器幅频特性曲线

Ｆｉｇ．４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ｔｏｐｂａｎｄＦｉｌｔｅｒ

　

图５　盲辨识算法目标

函数迭代收敛过程

Ｆｉｇ．５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ｖｅｒ

ｇ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Ｏｂｊｅｃｔ

ｉｖｅｉｎＢｌｉ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４　两载波调制信号实测结果

任意波形发生器产生两载波１６ＱＡＭ 信号作

为数字接收机的输入信号，中心频率分别为１７

ＭＨｚ和２０ＭＨｚ，带宽分别为４ＭＨｚ、１ＭＨｚ，功

率谱相差约５０ｄＢ。非线性失真补偿前后信号的

功率谱如图７所示（６５５３６点）。由于任意波形发

生器和宽带数字接收前端的非线性导致了小信号

被邻近大信号的带外频谱增生所干扰，此时若直

接对此小信号进行选频、滤波、解调，得到的星座

图极为零乱。使用盲辨识数字接收技术进行补偿

后，非线性失真被有效抑制，小信号的信号与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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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噪声比（ＳＩＮＲ）大幅提高，最终解调得到的信号

星座图极为规则，表明接收机在大、小信号共存的

情况下对微弱信号的检测能力得到明显改善。另

外，从实验可以发现，在迭代过程中，虽然功率较

小的调制信号被计入到了目标函数中，但补偿过

程并未使其功率下降，说明本文算法的作用对象

确实仅仅是接收机前端的非线性失真。

图６　最速下降法补

偿前、后的信号功率谱

Ｆｉｇ．６　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ｓｔ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图７　非线性补偿前、

后的功率谱及星座图

Ｆｉｇ．７　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ｏｓｔ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３　结　语

为了同时改善宽带数字接收机的功率效率与

多信号无杂散失真动态范围，可使接收前端工作

在效率较高的非线性区，然后使用非线性盲辨识

算法自适应提取接收前端的非线性特性，并对其

进行数字补偿处理。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最速下降算法的盲辨识宽带数字接收机技术。在

实际硬件平台上进行的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

性和实用性，可使宽带数字接收机在同时多信号

输入情况下的ＳＦＤＲ指标改善约２０ｄＢ，非常有

利于提高宽带干涉式雷电观测系统的测向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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