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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高频地波雷达中的电离层杂波特性，提出了一种基于时频分析结合自适应旁瓣对消来抑制电离

层杂波的方法。该方法首先通过时频分析合理地选择扫频脉冲时段和多普勒频率区间，然后对选定的时频域

区间利用特征分解法分别进行阵元脉冲域和阵元多普勒域抑制电离层杂波，最后利用阵列结构特点采用分

段处理的自适应旁瓣对消继续对电离层杂波进行抑制。实测数据表明，该处理方法对电离层杂波的抑制效果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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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频地波雷达中电离层杂波的干扰会严重影

响雷达的探测性能甚至使其无法正常工作，必须

设法进行抑制。由于经电离层传播的干扰，平稳

时间很短，约为３００～５００ｍｓ，甚至比一个扫频脉

冲的重复周期还短［１］，且高频地波雷达的相干累

积时间通常为几 ｍｉｎ或１０多 ｍｉｎ，因此，在这么

长的相干累积时间内，电离层杂波通常是不平稳

的，这种非平稳性使电离层杂波的抑制变得非常

困难。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抑制不同干扰的方

法［２１２］，为电离层杂波的抑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本文对电离层杂波所在的距离元进行了时频分

析，从而在阵元脉冲域和阵元多普勒域进行特

征分解，以抑制电离层杂波。实测数据分析表明，

采用时频分析结合分段自适应旁瓣对消技术对电

离层杂波进行联合抑制，可以获得较好的抑制效

果，弥补单一方法的不足。

１　时频分析方法

时频分析就是要描述信号的频谱含量在时间

上的变化，即建立时变频谱的分布，以便能在时间

和频率上同时表示信号的能量或者强度。这样利

用时频分析就可以在时频面上检测判断电离层杂

波与有用信号。短时傅立叶变换（ＳＴＦＴ）作为一

种常用的时频分析方法来分析计算信号的线性时

频关系。具体处理时，首先对出现电离层杂波的

各个距离元在第二次傅立叶变换之前的时域信号

进行时频分析，得到电离层杂波和有用信号的时

间与频率的二维分布情况，并根据设定的阈值判

定电离层杂波的时频域区间；然后将所有通道的

时间和频率的二维分布情况进行比对，进行统计

平均后，确定电离层杂波的时频域区间，便于后续

的特征分解法使用。

１．１　阵元脉冲域

设犕 个传感器接收到的信号为犡（狋）＝［犡１

（狋），犡２（狋），…，犡犕（狋）］
Ｔ，其协方差矩阵为：

犚^＝
１

犜∑

狋
０＋犜－１

狋＝狋０

犡（狋）犡Ｔ（狋） （１）

其中，犜 为取平均的时间；狋０ 为初始时间。将 犚^

进行特征值分解后，得到犕 个特征值及其对应的

特征矢量，按特征值由大到小（即λ１＞λ２＞…＞

λ犕）的顺序相应地构成特征矢量犞＝［狏１，狏２，…，

狏犕］。假设明显大的前狉个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

量所形成的子空间为噪声子空间，它主要包含电

离层杂波信息；后 犕－狉个特征向量所张成的子

空间为信号子空间，它主要包含了海洋回波的信

息。根据空间谱估计理论，这两个子空间的矢量

正交。现将不同通道上的采样序列犡（狋）投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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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子空间犞狉上，得到投影分量：

犡狉（狋）＝犞狉犞
Ｔ
狉犡（狋） （２）

则抑制干扰后的输出为：

犡狊，狀（狋）＝犡（狋）－犡狉（狋）＝

（犐－犞狉犞
Ｔ
狉）犡（狋）

（３）

１．２　阵元多普勒域

设犕 个传感器接收到的信号进行第二次傅

立叶变换之后为：

犡（犳）＝ ［犡１（犳），犡２（犳），…，犡犕（犳）］
Ｔ

则其协方差矩阵为：

犚^＝
１

犔 ∑

犳０＋犔－１

犳＝犳０

犡（犳）犡
Ｔ（犳） （４）

其中，犔为取平均的多普勒频率区间；犳０ 为初始

多普勒频率。将犚^进行特征值分解后，得到对应

的相互正交的噪声子空间和信号子空间。同理，

将不同通道上的采样序列犡（犳）投影到噪声子空

间犞狆 上，投影分量为：

犡狆（犳）＝犞狆犞
Ｔ
狆犡（犳） （５）

则抑制干扰后的输出为：

犡狊，狀（犳）＝犡（犳）－犡狆（犳）＝

（犐－犞狆犞
Ｔ
狆）犡（犳）

（６）

　　一般认为，只有在干扰的方位数小于阵列可

识别的方位数时，才能使用正交分解法。利用时

频分析所确定的电离层杂波的时间区间通常较

短，如果时间区间较长，在具体抑制电离层干扰

时，可以用一窗函数滑动选取犜个扫频周期（８～

３２个，约５．２～２１ｓ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电离层的方位可以看作是稳定的），然后用极大似

然法估计接收信号的协方差矩阵，即将扫频周期

分段进行正交分解，各段之间允许５０％左右的重

叠（类似于 Ｗｅｌｃｈ法）。

综上所述，该方法利用时频分析手段确定电

离层杂波的时频域区间，然后在阵元脉冲域和阵

元多普勒域通过特征分解法分别处理，无需利用

短时傅立叶变换的重构公式，也不必进行杂波挖

除和信号恢复［１０］。

２　自适应旁瓣对消

　　自适应旁瓣对消技术是针对干扰的相关性，

利用若干个辅助天线自适应地修改辅助天线的权

值，使干扰信号的输入功率达到最小，也就是新的

空间滤波器在干扰信号到达的方向上形成了空间

零点，从而抑制了旁瓣的干扰。

设主天线的接收信号为犡，犖 个辅助天线的

接收信号为犢１、犢２、…、犢犖，自适应旁瓣对消处理

后的输出信号为犢，则加权相消后输出为：

犢 ＝犡－犠１犢１－犠２犢２－…－犠犖犢犖 （７）

式中，犠１、…、犠犖 为各辅助天线进行自适应旁瓣

对消处理中的自适应加权系数。如果相消输出信

号中不含有任何从天线旁瓣进入的干扰信号，则

根据正交投影定理，输出信号犢 应与辅助天线的

接收信号不相关，即

犈（犢犢Ｔ
１）＝０，犈（犢犢

Ｔ
２）＝０，…，犈（犢犢

Ｔ
犖）＝０

（８）

将式（７）代入式（８），并写成矩阵形式为：

犈

犡犢Ｔ
１

犡犢Ｔ
２



犡犢Ｔ

熿

燀

燄

燅犖

＝犈

犢１犢
Ｔ
１ 犢２犢

Ｔ
１ … 犢犖犢

Ｔ
１

犢１犢
Ｔ
２ 犢２犢

Ｔ
２ 犢犖犢

Ｔ
２

 

犢１犢
Ｔ
犖 犢２犢

Ｔ
犖 … 犢犖犢

Ｔ

熿

燀

燄

燅犖

犠１

犠２



犠

熿

燀

燄

燅犖

（９）

即

犈 犡犢Ｔ［ ］犖 ＝犈 犢犖犢
Ｔ［ ］犖 犠 （１０）

其中，犚＝犈 犡犢Ｔ［ ］犖 为主天线和辅助天线的互相

关矩阵；犘＝犈犢犖犢
Ｔ［ ］犖 为辅助天线的自相关矩阵；

犠＝ 犠１ 犠２ … 犠［ ］犖
Ｔ。则式（１０）可简化为

犚＝犘犠 ，即犠＝犚犘－１，此时的犠 为最佳估计权

值。最佳估计权值能保证自适应天线旁瓣对消系

统输出的信号不含有旁瓣干扰信号。

选取如图１所示的前两排的任一天线作为主

通道，后排的９～１６根天线作为辅助通道，来对消

前排的单根天线（主通道）。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

利用辅助通道的信息，并且不影响后续海态和目

标方位提取时空间超分辨算法所需的主天线通道

的数目。考虑到电离层干扰只占据较少距离单元

的特点，在实际处理时，可以先对脉冲压缩之后的

数据进行分析，检测到电离层干扰所占据的距离

元，然后针对相应的距离单元分段地进行旁瓣对

消处理。具体算法如下。

图１　接收天线阵列图形

Ｆｉｇ．１　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ＡｎｔｅｎｎａＡｒｒａｙ

设犡犘（犿，狀）为主通道中第犘通道的接收数

据，犿为距离元数，狀为扫频周期。另选取后排的

任狇个天线作为辅助通道，即有：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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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狇（犿，狀）＝ 犡狇１（犿，狀），犡狇２（犿，狀），…犡狇犽（犿，狀［ ］）

则对主通道的旁瓣对消结果为：

犢狆（犿，狀）＝犡狆（犿，狀）－ 犠（狀［ ］）Ｔ犡狇（犿，狀）

其中，犠（狀）＝犚狆狇（狀）犚狇狇（狀［ ］） －１

犚狆狇（狀）＝
１

犿２－犿１＋１∑

犿
２

犿＝犿１

犡犘（犿，狀）［犡狇（犿，狀）］
Ｔ

犚狇狇（狀）＝
１

犿２－犿１＋１∑

犿
２

犿＝犿１

犡狇（犿，狀）［犡狇（犿，狀）］
Ｔ

式中，犿１、犿２ 分别为存在电离层干扰的距离元

数。

３　实测数据结果分析

本文是用武汉大学电波传播实验室架设在海

南海口香水湾的高频地波雷达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０

日１２：４５接收的一场数据来进行分析的。天线接

收阵列如图１所示。雷达工作频率为７．５ＭＨｚ，

距离分辨率为５ｋｍ。在本实测数据分析中，选取

第５通道为主通道，第９～１６通道为辅助通道。

具体做法如下：读取该场数据，画出其距离多谱勒

谱（见图２（ａ））。之后对读取的数据进行ＩＦＦＴ变

换，得到并画出其距离谱（见图２（ｂ））。

图２　存在电离层干扰的距离多谱勒谱和距离谱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ｏｐｐｌ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Ｗｉｔｈｉｎ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１）进行时频分析，抑制电离层杂波。在距离

多谱勒谱以及距离谱中，很容易看出各距离单元

上的回波受电离层干扰的情况。在阵元脉冲域

利用式（１）～式（３）进行电离层杂波抑制；然后对

此数据进行一次ＦＦＴ，利用式（４）～式（６）进行阵

元多普勒域的电离层杂波抑制，画出抑制了杂波

的距离谱（见图３（ａ））。

２）利用自适应旁瓣对消技术抑制电离层杂

波。在进行了时频分析抑制电离层杂波的数据

基础上，先利用式（１０）求出自适应加权系数犠，

然后将犠 代入到式（７）就得到了抑制电离层杂波

的数据，画出其距离多谱勒谱（见图３（ｂ））。图４

则是同一距离元（第３２距离元）上利用上述方法

抑制电离层杂波前后的多谱勒谱。

图３　抑制了电离层干扰的距离多谱勒谱和距离谱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ｏｐｐｌ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Ｒｅｊｅｃｔｅｄ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图４　同一距离元抑制电离层干扰前后的距离多谱勒谱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ｏｐｐｌ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Ｒｅｊｅｃｔｅｄ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ｅｌｌ

由图２可知，在海南海口香水湾处，测量数据

时的电离层噪声背景相当复杂，干扰几乎遍布了

第３０到７５距离元，而且干扰相当强，并且没有明

显的 Ｅ层、Ｆ层等电离层杂波干扰特征。由图

２（ｂ）和图３（ａ）、图２（ａ）和图３（ｂ）的比较以及图４

可知，电离层噪声得到了明显的抑制，但在第７０

个距离元左右，由于干扰太强而无法完全抑制掉。

４　结　语

本文对电离层杂波所在的距离元的数据进行

了时频分析，在阵元脉冲域和阵元多普勒域进

行了特征分解，以抑制电离层杂波，同时采用分段

自适应旁瓣对消处理方法抑制了电离层的干扰。

实测数据分析表明，该方法对电离层杂波进行联

合抑制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但由于电离层杂波

形式的复杂性，同时采用分段自适应旁瓣对消处

理时，对通道的幅度和相位以及波束宽度的要求

较高，所以不能对电离层杂波进行完全抑制。因

此，还应对该地区的干扰机理进行仔细的分析，以

便更有效地抑制杂波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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