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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频地波雷达中的非均匀噪声环境及各种干扰源时变的特点，提出构建一种时变白化滤波器。

先对非均匀噪声环境进行白化处理，然后在一维恒虚警的基础上，采用一种基于多普勒频率和距离的二维恒

虚警处理算法。实验结果表明，利用时变白化滤波进行处理后，再在距离和多普勒频率维同时进行恒虚警检

测，可以得到较好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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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海洋本身的海流和风的影响以及存在其

他多种干扰的高频地波雷达检测环境，很难再把

此时的目标检测看成是在平稳高斯白噪声环境下

的目标检测。尽管恒虚警目标的检测已被应用到

雷达系统中［１３］，但当噪声环境是时变的非均匀噪

声环境时，效果不理想，且它们都要事先知道噪声

环境的统计特性［４］。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如

何根据外界噪声变化的特点来构建检测背景噪声

的协方差矩阵，从而自适应地调整检测门限值，实

现对目标的恒虚警检测。

对于这种时变雷达检测环境，本文分析了二

维恒虚警算法在高斯平稳噪声背景下的应用特

点，先对时变背景噪声环境进行白化处理，然后再

进行目标检测。

１　目标检测面临时变干扰

高频地波雷达在进行目标检测时面临的干扰

由雷达系统噪声、海杂波（海浪回波）、岛屿回波、

零频干扰、雷电流星干扰、电离层干扰、无线电通

信干扰、其他杂波及大气噪声干扰等组成。由于

外部噪声起主要作用，所以雷达系统内部噪声没

有被考虑。海杂波主要由波长为雷达波长一半的

海浪与高频电波作用产生，其主要由一次、二次散

射得到的一阶回波和二阶回波组成。一阶回波对

应海洋表面流信息，二阶回波对应风浪场的浪高

谱信息。由于海洋表面流和浪高等都在不停地变

化，所以代表海洋动力学参数的海杂波也是在不

停的变化之中。岛屿回波与舰船目标相似，只是

其多普勒频率为零，且其尺度大于舰船，故其信息

可能在不同距离上存在。岛屿和陆地回波常常会

干扰对低速舰船的探测。零频干扰是指位于多普

勒频谱上零频附近的干扰，不是指岛屿回波或多

普勒频率接近零的舰船回波，而是指由雷达系统

内部频率合成器相位噪声等引起的干扰，其特征

表现为零频附近谱基底出现凸起，严重时将影响

目标信息的提取。电离层干扰是由电离层电子浓

度分布变化形成的干扰。电离层干扰频谱分布很

宽，并使多普勒谱基底抬高，对目标信息的提取有

很大干扰。射频干扰是由于雷达工作的高频（短

波）段已分布着大量的短波通讯电台和广播形成

的干扰。除了上述的主要信号和干扰之外，雷达



　第３７卷第３期 桂任舟：利用二维恒虚警进行非均匀噪声背景下的目标检测

回波中还存在其他一些不明原因的杂波和干扰，

它们在距离和多普勒域均有较大扩展。大气噪声

则构成了海洋回波谱的背景噪声。由于风的作

用，大气噪声一般是非平稳随机过程，其分布不满

足高斯分布。有许多干扰，如大气噪声干扰、射频

干扰、雷电干扰等都是时变的［５８］。

２　时变白化滤波器的构建

白化处理的实质就是根据当前噪声协方差矩

阵来构建白化滤波器。为了防止白化滤波器对目

标信号进行白化所造成的有用目标信号的损失，

在构建噪声协方差矩阵时，排除了同待测距离元

相邻的两距离元信息。采用对应待测距离元之外

的背景噪声数据来构建噪声的协方差矩阵。假设

预测值仅取决定时刻狀以前发生的已输出样本，

则狓（犻）的因果预测珟狓（犻）可表示为：

珟狓（狀）＝－∑
犻∈Ω

犪（狀，犻）狓（犻）

式中，

Ω＝

犻：狀１－犽１ ≤犻≤狀１＋犽１；犻≠狀１－１，狀１，狀１＋｛ ｝１

（１）

式中，狀１ 为待测距离元；犽１ 为相邻距离元的个数。

由上式得到所有参数犪（狀，犻），犻∈Ω，然后，由

所得参数来构建白化滤波器。白化滤波器的传递

函数为犎（狕）＝１＋∑
犻∈Ω

犪（犻）狕－犻，即非均匀噪声背

景经过白化滤波器后变为均匀噪声背景［９］。可以

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噪声背景是非均匀的，且干扰

的变换具有一定时变特性。所设计的白化滤波器

的传递函数应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即是

一种时变的白化滤波器。而白化滤波器传递函数

的参数犪（狀，犻），犻∈Ω又是由背景噪声的协方差矩

阵所决定的，故必须进行协方差矩阵正确估计。

要进行协方差的正确估计就应首先选定一个合适

快拍数。依据干扰的时变特性，考虑计算量，在确

定了白化滤波器的初始传递函数后，每隔３ｓ更

新一次白化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为了保证白化滤

波器的连贯性，采用一种迭代的方式进行协方差

矩阵的更新。最初的白化滤波器传递函数的噪声

协方差矩阵可用下式得到：

犚^狓狓（ ）犿 ＝
１

犖 ∑
犖－１－ 犿

狀＝０

狓（狀）狓（犿＋狀），

犿 ≤犖－１ （２）

而后面的第犜＋１个噪声协方差矩阵可用下式来

进行迭代。

犚^
（狋＋１）

＝
１

犓∑
犓

犽＝１

狉犽狉
Ｔ
犽

狉Ｔ犽 （^犚
（狋））－１狉犽

（３）

　　选取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３日１５点４５分在浙江朱

家尖的实际测量数据进行处理。当时雷达的工作

参数为：载频７．９７３ＭＨｚ，扫频带宽３０ｋＨｚ，距离

分辨率５ｋｍ，一次扫描时间为６５３ｍｓ。当采用

固定的白化滤波器来进行处理时，得到白化后的

距离多普勒信息三维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距离多普勒信息三维图（固定白化滤波）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Ｇｒａｐｈ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ｏｐｐｌ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可以看出，经过固定白化滤波处理后，海杂波

基本被消除，但背景的起伏还是非常明显且“刺

状”干扰没有得到有效抑制。这是因为海杂波在

较长时间内的变化都不是很大，其他干扰的时变

速度较快，用固定的白化滤波器不能有效跟踪它

们的变化从而有效进行抑制。

当每次更新白化滤波器时选择快拍次数为６，

每次快拍包括的样本数为１０２４，按式（３）进行迭

代，这样可以使得以前的数据也在新的白化滤波器

中起作用，既可实现对时变干扰信号的有效跟踪，

又可使白化滤波器的更新不改变有效的目标信号。

当采用这种时变的白化滤波器进行处理时，得到的

白化后的距离多普勒信息三维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距离多普勒信息三维图（时变白化滤波）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Ｇｒａｐｈ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ｏｐｐｌ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经过时变白化滤波器进行处理后，不但海杂

波基本被消除，而且背景的起伏不是非常明显，

“刺状”干扰也得到了有效抑制。

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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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多普勒频率和距离的二维恒

虚警检测

　　恒虚警检测利用被检测单元周围的单元来估

计噪声与杂波的功率水平，并根据估计值形成一

个与噪声及杂波相适应的自适应门限。因此，当

噪声与杂波的强度发生变化时，门限也会随之变

化，从而保证虚警概率能够维持稳定［１０］。本文采

用基于多普勒频率和距离的二维恒虚警方法来处

理实际目标检测，然后再依据时间的情况进行自

适应更新。

尽管经过白化处理后背景噪声可以看成均匀

的，但在多目标的情况下，如果用简单的 ＣＡ

ＣＦＡＲ，由于其他目标的存在，检测门限的选取受

到多目标信号的影响，不能确保恒虚警检测，影响

检测结果，会造成漏检。故本文提出了用 ＯＳ

ＣＦＡＲ有序统计恒虚警检测器来实现多目标情况

下的恒虚警检测。ＯＳＣＦＡＲ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减轻多目标干扰和边缘杂波背景两者之间的矛

盾。在多目标环境中，它具有较好的抗干扰性能。

在均匀杂波背景和杂波边缘环境中的性能下降也

是可以接受的。

ＯＳＣＦＡＲ检测器首先是对参考单元采样由

小到大进行排序，即

狓（１）≤狓（２）≤ … ≤狓（狉）

然后，取第犽个采样值作为总的杂波功率水平估

计犣＝狓（犽）。

在二维区域上进行ＣＦＡＲ检测，其检测假设

为：

犎０：狓（犱，狉）＝ 狀（犱，狉）

犎１：狓（犱，狉）＝ 狊（犱，狉）＋狀（犱，狉）

式中，犱和狉分别表示多普勒单元和距离单元；

狊（犱，狉）表示对应的目标在多普勒维和距离维的回

波信号；狀（犱，狉）为背景噪声或杂波。犎０ 和犎１ 是

对距离多普勒频率图的幅度检测。

通常，目标信号在距离多普勒信息三维图中

可以看成一个圆锥体。这是因为待测距离元相邻

的两距离元会包含目标的旁瓣信息，而在多普勒

频域相邻的４个距离元也会存在目标的泄漏信

息。所以预测的支撑区对于同待测距离元相邻的

两个距离元和同多普勒频率相邻的４个频率分辨

单元都没有考虑在内。经过时变白化滤波器的处

理后，进行经典的二维区域噪声估计，待检测单元

与其相比较构成检测统计量犇。如果待检单元的

检测统计量越过由虚警概率确定的门限，则判定

待检单元是目标。

基于排序方法的二维检测统计量的构成为：

犇＝
狓（犱，狉）

ｍａｘ｛ｒａｎｋ犽（狓（犱＋犾，狉＋犿））｝
，

犾 ＞２，犿 ＞１ （４）

犜犪＝犜犣，犣是杂波功率水平的估计，犜 为标称化

因子，可由式犜＝狆
－１／２狀
犳犪 －１得到。

在多目标环境中，由于干扰和其他目标干扰

的存在，检测性能有所损失。通常仅考虑强干扰

目标的情况，此时干扰目标的回波总是占据最高的

有序统计量，通过高位的几个样本就可能得到背景

噪声水平的估计。可用ＡＩＣ方法进行目标数的估

计，假设在参考单元中存在犐犚个干扰目标，那么不

含有干扰目标的参考单元数目是犚－犐犚，则此时

ＯＳＣＦＡＲ在多目标环境下的检测概率为：

狆犱 ＝犽
犚（ ）犽 ·

Γ 犚－（ ）犐犚 －犽＋１＋
犜
１＋［ ］λΓ（）犽

Γ 犚－（ ）犐犚 ＋
犜
１＋λ

＋（ ）１
（５）

其中，Γ（）犽 ＝ 犽（ ）－１ ！；λ是目标信号的平均功率

与杂噪功率之比。

由此可见，多目标环境下的 ＯＳＣＦＡＲ检测

器性能与干扰目标的数目有关。当选择的估计序

数犽＜ 犚－（ ）犐犚 时，系统的检测性能损失是可以

接受的。反之，当犽＞ 犚－（ ）犐犚 时，系统的检测性

能损失就比较大。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可行性，比较３种情况

下的目标检测概率：① 运用时变白化滤波器且在

距离多普勒频率二维平面上进行恒虚警检测；②

用不变的白化滤波器且同样在距离多普勒频率

二维平面上进行恒虚警检测；③ 未进行白化滤波

处理且只在多普勒频率维上进行恒虚警检测。把

多个仿真目标随机放在不同的位置，且待检测区

域目标的信噪比大小在不断地从０ｄＢ到４５ｄＢ

进行调整，在不同信噪比情况下分别用３种方法

在保证目标检测的虚警概率为０．００１时进行目标

检测，得到３种情况下目标检测概率的离散点，把

这些点连成曲线后得到图３。

显然，采用基于时变的白化滤波器且进行二

维恒虚警检测的方法优于其他两种方法。

４　结　语

针对高频地波雷达中时变干扰的特点，本文

提出了一种基于迭代方法的时变白化滤波器方法

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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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３种方法的目标检测概率曲线

Ｆｉｇ．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来对这种非均匀背景噪声进行白化处理。然后，

在白化后的均匀背景下采用ＯＳＣＦＡＲ方法在多

普勒频率和距离维同时进行恒虚警检测。实验证

明了此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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