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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时自适应处理中卫星信号
互相关峰值偏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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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空时自适应处理建模为一个有限冲激响应（ＦＩＲ）滤波器，分析了空时自适应处理对导航信号的码

相位偏移。该滤波器的响应同时取决于信号的频率和入射方向，将滤波器的输出与本地序列进行相关，可求

得互相关峰值的偏移量。以ＧＰＳ中的Ｃ／Ａ码为例，针对空时自适应处理中典型的最小方差（ＭＶ）和最小方

差无失真响应（ＭＶＤＲ）准则进行了仿真实验。结果表明，干扰从低仰角入射时影响范围更大，而 ＭＶ准则在

抑制干扰的同时，带来的互相关峰值偏移较 ＭＶＤＲ更加明显。

关键词：ＧＰＳ；干扰抑制；互相关峰值；最小方差；最小方差无失真响应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空时自适应处理（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ＴＡＰ）技术是ＧＰＳ中用来抑制射频干

扰的主要手段［１］。然而，由于ＳＴＡＰ在时域采用

了横向滤波器，从而导致卫星信号的载波和码相

位偏移，并最终使接收机的定位精度受到影响而

下降［２，３］。空时自适应处理中，权值通过自适应

算法随着干扰环境的变化而调整，随之形成的相

关峰偏移除与信号的入射角度有关外，还受到自

适应处理时所采用的算法的影响，因此，固定波束

的常规校准方式并不适用于自适应天线阵列［４，５］。

对于具有自适应阵列处理功能的导航接收系统来

说，分析各种自适应算法对相关峰值造成的偏移影

响十分必要。对自适应阵列处理带来的卫星信号

失真，国内外已有部分研究，但对于干扰抑制算法，

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６，７］。本文针对空时自适应处

理对接收机相关峰值带来的偏移问题，通过将自适

应处理建模为一个响应受到信号频率和入射方向

共同影响的ＦＩＲ滤波器，对ＳＴＡＰ中典型的 ＭＶ

准则和ＭＶＤＲ准则进行了仿真和分析。

１　空时自适应处理及其影响

设阵列有犕 个阵元，每个阵元后有一个犖阶

ＦＩＲ滤波器，令阵列输入信号为狓１（犻），…，狓犕（犻），

则阵元犿后的ＦＩＲ各抽头输入信号为狓犿１（犻）＝狓犿

（犻），狓犿２（犻）＝狓犿（犻－１），…，狓犿犖（犻）＝狓犿（犻－犖＋１），

设相应的权值为狑犿１，狑犿２，…，狑犿犖。将阵列输入及

相应权值表示成矢量形式为：

狓（犻）＝ ［狓１１（犻）　狓２１（犻）　…　狓犿１（犻）　…

狓１２（犻）　狓２２（犻）　…　狓犿２（犻）　…

狓１犖（犻）　狓２犖（犻）　…　狓犿犖（犻）］
Ｔ

（１）

狑＝ ［狑１１　狑２１　…　狑犿１　狑１２　狑２２　…

狑犿２　…　狑１犖　狑２犖　…　狑犿犖］
Ｔ

（２）

此时，输出可表示为：

狔（犻）＝狑
Ｈ狓（犻）＝狓

Ｈ（犻）狑 （３）

对于单约束条件，可将式（３）中权值的求取转化为

如下的最优化问题进行求解：

ａｒｇｍｉｎ
狑
犈 狔（）犻｛ ｝２ ＝狑

Ｈ犚狓狓狑

ｓ．ｔ．ω
犎犮＝

烅
烄

烆 １

（４）

由拉格朗日乘子法，可以求得最佳权值为：

狑ｏｐｔ＝ 犮Ｈ犚－１狓狓（ ）犮 －１犚－１狓狓犮 （５）

　　在卫星信号方向未知的情况下，往往利用

ＭＶ准则，即将操纵矢量犮中某一元素保持为１，

而其他元素取值为０进行约束。这种约束方法不

需要卫星信号的方向，因而更具实用性，但该准则

不能保证每个卫星方向的增益都达到最大。与

ＭＶ准则对应，ＭＶＤＲ准则将卫星信号入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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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阵列响应设为常数，并作为约束条件来保证卫

星信号的增益。这种方法能够保证期望卫星信号

的增益最大，但前提是需要卫星信号的方向已知。

在干扰和噪声同时存在的环境下，导航接收

机接收到的信号可表示为：

狓（犻）＝∑
犔

犾＝１

狊犾（犻）＋∑
犚

狉＝１

犼狉（犻）＋ｎｏｉｓｅ（犻） （６）

式中，狊（犻）为期望接收卫星信号；犼（犻）为干扰信号，

而ｎｏｉｓｅ（犻）为高斯白噪声，本文不考虑信号多径

及干扰多径的影响。在ＳＴＡＰ中，利用该阵列的

流型，可求得第犾颗期望卫星信号在时刻犻的响

应为（简单起见，省略信号及响应的下标犾）：

狔（犻）＝∑
犖

狀＝１
∑
犕

犿＝１

狑
犿狀狊犿狀（犻）＝

∑
犖

狀＝１

狊１（犻－狀＋１）∑
犕

犿＝１

狑
犿狀α犿（θ，φ）

（７）

式中，α犿（θ，φ）为输入信号以仰角φ、方位角θ入

射到阵列时，第犿阵元相对于参考阵元的相位响

应。可以看出，ＳＴＡＰ滤波器相当于对参考阵元

延迟节点信号狊１狀（犻）（狀＝１，２，…，犖）的犖 阶ＦＩＲ

滤波器。与普通的ＦＩＲ滤波器不同的是，其滤波

系数同时受到自适应阵列权值、阵列流型以及信

号频率的共同影响。其冲激响应为：

犺（狋，θ，φ）＝∑
犕

犿＝１

狑
犿狀α犿（θ，φ） （８）

由滤波器原理，可得其互相关函数为：

犚狔狊（τ，θ，φ）＝犈狔（犻）狊（犻－τ｛ ｝）＝

∫
－∞

∞
Φ狊狊（犳）犎（犳，θ，φ）ｅ

ｊ２π犳τｄ犳
（９）

式中，犎（犳，θ，φ）为犺（狋，θ，φ）的傅立叶变换，表示

该ＦＩＲ滤波器的频率响应；而Φ狊狊（犳）表示卫星信

号的功率谱。由式（９）可知，由于ＦＩＲ滤波器的

影响，该互相关函数的峰值将偏离其理想的零点，

而在τｂｉａｓ处取得，其值为：

τｂｉａｓθ，（ ）φ ＝ａｒｇｍａｘ
τ

犚狔狊 τ，θ，（ ）φ （１０）

可以看出，互相关峰值的偏移量是信号入射角度

的函数。对于ＧＰＳ系统来讲，定位需要至少４颗

卫星的信号，当定位信号的到达时间偏移不同时，

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定位误差。

２　实验与分析

为简单起见，本文选用均匀线阵进行俯仰角的

分析，其他阵型可采用类似的分析方法。仿真针对

ＧＰＳ中的Ｃ／Ａ码进行，采样频率为３２ＭＨｚ，阵列

选取为４个阵元的均匀线阵，阵元间距选为半波

长，每个阵元后跟１６个延迟节点，信噪比选取为－

２５ｄＢ，仿真采用典型的矩阵求逆方法获取权值，接

收信号快拍数选取为５００。根据上述条件，对典型

的 ＭＶ和 ＭＶＤＲ准则对互相关峰值的偏移进行了

仿真，实验在每个卫星期望信号仰角多次进行，并

对多次偏移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评估。

首先，针对无干扰环境下两种算法对互相关

峰值的偏移进行了实验，图１是实验结果。可以

看出，ＭＶ准则相对于 ＭＶＤＲ准则均有明显的群

延时偏移，群延时大小取决于１在导向矢量中的

位置，这种偏移不影响定位效果。值得注意的是，

在无干扰存在时，ＭＶ准则相对于 ＭＶＤＲ准则的

标准差有些抖动，这是由于卫星位置信息未知而

采用ＳＭＩ算法时，ＭＶ准则可能在卫星信号入射

方向形成一些杂乱的零陷，从而导致期望信号失

真。实验中发现，此类零陷最大约为－２ｄＢ左

右。而在 ＭＶＤＲ算法中，由于保证了卫星信号

入射方向的增益，因此不存在此类问题。

图１　无干扰存在时两种算法带来的

互相关峰值偏移

Ｆｉｇ．１　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ａｋＢｉａｓ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图２、３为一个单频干扰（频偏０．３２ＭＨｚ，干

信比５０ｄＢ）分别从４０°和８０°仰角入射到阵列时，

两种准则下对卫星信号码相位偏移的估计结果。

从图２中可以看到，当窄带干扰从高仰角入射到

阵列时，两种算法带来的互相关峰值偏移与无干

扰时相比都是在干扰入射方向附近表现明显，影

响范围约为上下１０°以内。在该范围外，与无干

扰环境下基本雷同，两者的偏移量标准差都趋于

零值，因此不影响定位效果。

图３为该窄带干扰从低仰角８０°入射到阵列

时，两种算法带来的互相关峰值偏移量的对比图。

从图３看出，当干扰从低仰角入射时，受算法影响

的范围不仅出现在干扰入射方向附近，而且在对

称仰角范围也出现较大偏移，而 ＭＶＤＲ较 ＭＶ

算法仍然具有优势，其影响范围相对较小约为上

８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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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窄带干扰从高仰角照射时算法带来的

互相关峰偏移

Ｆｉｇ．２　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ａｋＢｉａｓｗｈｅｎＮＢＩ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Ｈｉｇｈ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下１０°，而 ＭＶ算法则比高仰角入射时影响较大，

约为上下２０°。还可以看出，其余范围与无干扰

环境时相比，并未产生较大影响。

图３　窄带干扰从低仰角照射时算法带来

的互相关峰偏移

Ｆｉｇ．３　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ａｋＢｉａｓｗｈｅｎＮＢＩ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Ｌｏｗ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图４、５分别为宽带干扰从不同角度（４０°和

８０°）入射时，两种算法带来的互相关峰值偏移量

的对比图。其中，宽带干扰选取为匹配谱干扰，其

脉冲宽度与ＧＰＳ的Ｃ／Ａ码相同，即过零带宽为

２．０４６ＭＨｚ，干信比同样取值为５０ｄＢ，其余仿真

环境不变。与强窄带干扰相比，两种准则下，

ＳＴＡＰ算法带来的码相位偏移波及范围基本雷

同，即当干扰从高仰角（角度为４０°）入射时，ＭＶ

准则和 ＭＶＤＲ准则下，相关峰值在干扰方向附

近（上下１０°以内）有较大偏移。而当干扰从低仰

角入射时，ＭＶ准则和 ＭＶＤＲ准则下相关峰值在

左、右低仰角都发生较大偏移，且范围扩展为上下

２０°以内。与窄带干扰下不同的是，两种准则下，

算法都形成了占满带宽的条状零陷。

图６为窄带干扰与宽带干扰分别从４０°和

－８０°同时入射时，两种算法带来的互相关峰值偏

移量的对比图。可以看出，高仰角窄带干扰带来

的影响仍集中在干扰入射方向两侧约１０°范围

内，但 ＭＶ算法相对于 ＭＶＤＲ算法其影响范围

图４　宽带干扰从高仰角照射时算法带来的

互相关峰偏移

Ｆｉｇ４　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ａｋＢｉａｓｗｈｅｎＷＢＩ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Ｈｉｇｈ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图５　宽带干扰从低仰角照射时算法带来

的互相关峰偏移

Ｆｉｇ．５　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ａｋＢｉａｓｗｈｅｎＷＢＩ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Ｌｏｗ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略有展宽，约为１０°左右，说明 ＭＶＤＲ算法在恶

劣干扰环境中仍然影响较小。而宽带干扰由于从

低仰角入射，其影响范围则为上下约２０°范围内，

并且由于其从低仰角入射，在对称的低仰角范围

内，卫星信号的互相关峰值偏移也同样受到了影

响。

图６　窄带和宽带干扰同时入射到阵列时算法带来

的互相关峰值偏移

Ｆｉｇ．６　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ａｋＢｉａｓｗｈｅｎＮＢＩａｎｄＷＢＩ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３　结　语

本文将自适应空时处理建模为ＦＩＲ滤波器，利

９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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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相关峰值偏移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衡量，对

ＳＴＡＰ算法中典型的ＭＶ准则和 ＭＶＤＲ准则进行

了仿真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 在无干扰环境

ＭＶ准则下采用ＳＭＩ算法时，杂乱零陷可能导致相

关峰值发生偏移，但偏移量标准差较小，而 ＭＶＤＲ

准则下，算法有效保护信号不失真，基本无偏移。

② 干扰存在时，ＭＶ准则相对于 ＭＶＤＲ准则带来

更大的偏移量和影响范围，宽带干扰相对于窄带干

扰带来更大的偏移量和影响。因此，应尽量避免利

用干扰附近的卫星信号进行定位，窄带干扰时以

１０°为限，宽带干扰以２０°为限；③干扰从低仰角入

射时，会否影响其他方位低仰角信号有待进一步验

证，但实际中干扰往往从低仰角入射，因此，应尽量

选取高仰角信号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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