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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线电信号进行定时和定位的方法和系

统。一种在接收机中对无线电信号进行定时的方

法，所述无线电信号在发射机中生成并从发射机

发射，所述无线电信号包括一系列频率啁啾，系

统包括：接收来自发射机的无线电信号；合成包

括一系列频率啁啾的投影矢量，所述一系列频率

啁啾是那些包括在无线电信号中的啁啾的复共

轭映像，投影矢量相对于彼此时移确定的时间的

移位间隔；将接收的无线电信号与投影矢量相乘

并累积结果；对累积结果进行插值以确定峰时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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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接收机中对无线电信号进行定时的方法，所述无线电信号在发射机中生成并

从发射机传输，所述无线电信号包括一系列频率啁啾，系统包括：

-接收来自发射机的无线电信号；

-合成包括一系列频率啁啾的投影矢量，所述一系列频率啁啾是那些包括在无线电信

号中的啁啾的复共轭映像，投影矢量相对于彼此时移确定的时间的移位间隔；

-通过将接收的无线电信号与投影矢量相乘并累积相应样本的积来计算接收的无线电

信号的投影；

-对接收的无线电信号的投影进行插值以确定峰时移；

其中，投影矢量包括多个啁啾并且计算投影的步骤跨接收的无线电信号中的多个啁

啾。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包括基于接收的无线电信号确定在包括于接收机中的本

地时间参考和发射机的时间参考之间的时钟对应，并且基于时钟对应补偿在投影矢量中的

啁啾的频率斜率和相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接收的信号的带宽划分为子频带，在子频带中的每

个中执行投影矢量与接收的矢量的乘法。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包括基于估计的多路径影响的在子频带结果和全频带结

果之间的组合，其包括拒绝这些估计中的任何估计。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在子频带中基于接收的信号的幅度估计多路径影

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在存储的数字表示上继续进行将投影矢量与接收的无线

电信号相乘的步骤。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投影矢量包括与接收的无线电信号对准的一个第一

投影矢量、相对于第一矢量提前的一个第二投影矢量、相对于第一投影矢量延迟的一个第

三矢量。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包括在无线电信号中选择包括多个相同的频率啁啾的前

导。

9.一种定位无线电的源的方法，其中无线电的源发出包括一系列频率啁啾的无线电信

号，所述一系列频率啁啾的频率斜率和相位的参数被确定，包括：

-在多个间隔开的接收机中接收无线电信号，其中接收机具有对公共的时间参考或对

多个同步的时间参考的访问，

-通过在前的权利要求中的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在接收机中确定无线电信号的到达时

间，

-基于到达时间定位无线电的源。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包括基于在接收机处确定的频率同步值来估计无线电的

源的速度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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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线电信号进行定时和定位的方法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在实施例中与如下系统和方法相关，所述系统和方法用于精确地确定无线

电信号到接收机的到达时间（TOA）以及通过组合在不同地点（site）处的到达时间的精确确

定的对无线电发射机的定位。

背景技术

[0002] 归功于在微电子学和通信系统中的最近的改进，大量的设备和对象已经嵌有电子

器件、软件传感器和连接性装置，这允许所述大量的设备和对象收集和交换信息。对象的该

网络称为物联网，或者IoT。

[0003] IoT对象通常是具有适度的能量资源的简单设备，因为它们必须依赖本地蓄电池

（accumulator）或能量收获（energy  harvesting）。因此它们需要符合这些条件的无线连接

性技术方案。

[0004] 低吞吐量长距离无线网络特别适合于IoT中的应用，特别是寻求低功率、长电池自

主性（long  battery  autonomy）和低成本的情况。除了其他之外，通过专利申请EP2767847

和EP2449690已知的LoRa通信系统使用啁啾扩频调制（chirp  spread-spectrum 

modulation）来实现这些目标。

[0005] 定位是物联网的发展的关键使能者（enabler）之一。存在对于用于移动节点的低

功率、低复杂性的定位方法和设备的需要。

[0006] 自相当长的时间以来，卫星定位系统是已知的。GP、Glonass和Galileo允许基于从

其轨道是精确已知的空间载体的星座接收的信号的精确定时的移动节点的精确自定位。

[0007] 尽管这些系统在许多方面已经极其成功，但是它们并非很好地适合于IoT的低功

率范围段。特别地，信号的初始获取需要相当大的计算功率，并且室内接收仍然是非常困难

的。早于卫星系统，基于无线电信号的定时的陆地的或海上定位系统也是已知的并且如今

仍然使用。

[0008] 基于无线电的定位常常从将对象链接到其位置已知的一些参考的无线电信号的

测量的到达时间导出对象的位置。如从EP2767848和EP2767847已知的那样，在LoRa系统中，

可用如下方法来确定信号的到达时间，所述方法利用啁啾调制（chirp-modulation）中的时

间和频率之间的对偶性（duality）。

[0009] 设备侧定位和网络侧定位方法两者都是本领域中已知的。在设备侧定位中，所述

设备侧定位是在例如GPS中使用的变型，设备本身从多个信标接收无线电信号，并且，通过

对它们进行定时来确定到信标的距离（range）和设备自身的位置而无需进一步的外部协

助，而在网络侧定位中，请求其位置的设备发送从属于网络基础设施的多个固定站接收的

的一个或若干个信号。在网络基础设施中计算距离和位置。

[0010] 两种方法都有优点和缺点。然而，网络侧定位将计算中的大部分转移到网络结构

中，其允许端节点的硬件的简化。网络侧定位允许仅传输节点的定位并且比设备侧变型更

难以拥堵，这是安全应用中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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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然而，定位的两种变型都依赖于准确地确定无线电信号的到达时间。多路径总是

存在于实际的通信信道中并且其使得定时的准确性降级。因此，存在对用于对无线电信号

进行定时的方法和系统的需要，所述方法和系统对多路径比现有技术的方法和系统更鲁

棒。

[0012] 对无线电信号进行定时常常涉及在绝对时间轴上确定无线电信号的位置，其通过

例如GPS授时（GPS-  disciplined）时钟或两个相似信号之间的到达时间差的准确的时钟来

确定。在两种情况下，信号的带宽越大，则定位将越容易。虽然零带宽CW信号没有时间结构

并且基本上不可能精确定时，但是雷达系统通过使用非常短的宽带宽无线电脉冲实现了优

秀的定时。

[0013] LoRa是扩频调制。然而，与使用几十MHz直至若干GHz带宽的雷达系统相比，LoRa的

带宽相对较小：在大多数情况下大约125  kHz。因此，源自雷达应用的技术对LoRa信号并不

是真正有效。特别地，LoRa信号持续长得多，并且信号的结构不允许在时域中解决

（resolve）多路径。

[0014] 根据传播条件和所寻求的精度，有效的定位通常要求30到300  ns的到达时间准确

性。对于125  kHz的带宽，奈奎斯特采样的数据具有8微秒的分辨率，为目标分辨率的大约

250倍。

[0015] 由于LoRa是基于啁啾的扩频调制，所以可以从传入的信号的频率估计到达时间，

由于多路径，所述传入的信号将是若干复指数信号的叠加。从这样的叠加提取个体分量的

算法是已知的，例如超分辨率（super-resolution）MUSIC算法。然而，这些方法是计算上非

常密集的，特别是，在其中矢量可以是非常长的，并且多路径分量的数量事先是未知的的我

们的情况中。

[0016] US2014064337和WO0002325描述了将啁啾用于同步的接收机。

发明内容

[0017] 本发明提出了在接收机中对无线电信号进行定时以及定位设备的方法，所述方法

是相应的独立权利要求的对象。

附图说明

[0018] 图1示意性地图示了符合本发明的无线网络的节点的结构。

[0019]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的基础啁啾（base  chirp）和调制的啁啾的瞬时频率的

绘图。相同信号的相位被绘制在图3中，而图4是在时域中的未调制的基础啁啾的实分量和

复分量的绘图。

[0020] 图5示意性地表示了根据本发明的方面的帧的结构；

[0021] 图6示意性地呈现了本发明的定位系统。

[0022] 图7图示了本发明的方面，即投影矢量的构造

[0023] 图8和9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方面的接收频带到子频带的划分。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LoRa调制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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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在欧洲专利申请EP2449690和EP2767848中描述了本发明中采用的啁啾调制技术

的若干个方面，通过引用将欧洲专利申请EP2449690和EP2767848合并于此，并且将在这里

概括地提到它们。

[0026] 在图1中示意性地表示的无线电收发机是本发明的可能实施例的部分。其包括基

带部分200和射频部分100。关注于发射机部分，基带调制器150基于在其输入处出现的数字

数据152生成基带信号，所述基带信号的I和Q分量通过RF部分100被转换成期望的传输频

率，由功率放大器120放大，并且通过天线传输。在不偏离本发明的框架的情况下，该架构允

许若干个变型和修改，并且是非限制性示例。例如，收发机可以合成极分量幅度A和相位ϕ，

而不是笛卡尔分量幅度I和Q。

[0027] 在此示例中，通过在混合器110中将由放大器154提供的信号和由电路190生成的

本地载波的同相和正交分量进行混合来完成信号从基带到预期频率的转换，并且该转换联

系到参考时钟129。

[0028] 一旦在无线电链路的另一端上接收到信号，就由图1的收发机的接收部分处理所

述信号，图1的收发机的接收部分包括下变频级170之后的低噪声放大器160,下变频级170

生成包括一系列啁啾的基带信号，然后所述基带信号由基带解调器180处理，基带解调器

180的功能是调制器150的功能的反向，并提供重建的数字信号182。

[0029] 如在EP2449690中讨论的那样，调制器150合成包括一系列啁啾的基带信号，一系

列啁啾的频率沿着预定时间间隔从初始瞬时值 向最终瞬时频率 改变。为了简化描述，将

假设所有的啁啾都具有相同的持续时间T，尽管这对本发明而言并不是绝对要求。可以通过

啁啾的瞬时频率的时间轮廓（profile） 来描述或者也可以通过将信号的相位定义为时

间的函数的函数 来描述所述啁啾。啁啾可以具有多个不同轮廓中的一个，每个对应于

预定调制字母表（alphabet）中的符号。

[0030] 重要的是，包括在信号中的啁啾可以是具有具体的和预定义的频率轮廓

（profile）的基础啁啾（还称为未调制的啁啾），或是可能的调制的啁啾的集合中的一个，可

能的调制的啁啾通过对基础啁啾的频率轮廓进行循环时移获得。图2-3图示了基础啁啾和

调制的啁啾的可能的频率和相位轮廓，而图4示出了在时域中的未调制的啁啾的实和虚分

量I、Q。因此，由啁啾中的最高和最低频率之间的差确定调制的信号的带宽BW，并且调制的

信号的带宽BW在调制的和未调制的啁啾中是相同的。图2表示其带宽在 和 之

间延伸的基带信号，但是，当然，传输的信号将被转换到合适的频带。

[0031] 在描绘的示例中，基础啁啾的频率从在 处的初始值 到在

处的最终值 线性地增加，其中 代表带宽扩展的量，但是下降的啁啾

（descending  chirps）或其他啁啾轮廓也是可能的。因此，信息以啁啾的形式进行编码，所

述啁啾具有相对预定的基础啁啾的多个可能的循环移位中的一个，每个循环移位对应于可

能的调制符号。

[0032] 优选地，还将LoRa接收机和发射机布置成合成信号并在信号中插入共轭

（conjugate）啁啾，所述共轭啁啾是基础未调制的啁啾的复共轭。可以将这些视为下啁啾

（down-chirps），其中，频率从值 下降到 。优选地，由连续函数

描述啁啾的相位，所述连续的函数 在啁啾的开始处和结尾处具有相同的值：

。由于这一点，信号的相位是跨符号边界连续的，即，在下文中将被称为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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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位连续性的特征。在接收机中的解调器单元180可以将其时间参考与发射机的时间参

考对准，并且确定施加到每个啁啾的循环移位的量。可以通过将接收的啁啾乘以本地生成

的基础啁啾的复共轭并执行傅里叶变换来执行评估接收的啁啾相对于本地时间参考的时

移的操作。傅里叶变换的最大值的位置指示移位和调制值。其他的解啁啾（dechirp）方法是

可能的。将啁啾信号乘以基带符号的共轭的操作在下文中被称为“解啁啾”，并且以下的傅

里叶变换被称为“解调”。

[0033] 因此，在下文中可以使用“循环移位值”来指示在时域中的调制，并且“调制位置”

或“峰位置”表示在频域中的调制。我们将用N表示符号的长度，或等价地，扩频因子，用

表示奈奎斯特采样频率以及用 表示符号的长度。优选地，是二的幂。在可能的

应用中， 可能是125  KHz，并且 等于4096、2048、1024、512、256、128、64或32。载波频率

可以在欧洲868MHz  ISM频带中，或者在美国915MHz  ISM频带中。

[0034] 因此，调制的符号是基础符号的、在0和N-1之间的任何数的循环移位。调制值0相

当于没有调制。由于N是二的幂，因此循环移位的值可以在 个比特上编码。

[0035] 优选地，在帧中组织由本发明传输的和接收的信号，所述帧包括适当编码的前导

和数据部分。前导和数据段包括一系列调制的和/或未调制的啁啾，其允许接收机将接收机

的时间参考和发射机的时间参考进行时间对准、取回信息、执行动作等。帧的若干个结构是

可能的。

[0036] 图5  示意性地表示可以包括数据分组和/或测距（ranging）请求的帧的可能的结

构。该结构具有前导，所述前导对于消息的解调并且对于若干个漂移源的补偿具有功能，如

其将在后面被更好的解释的那样。帧的头部部分是包括帧目的的指示和具体接收方设备的

标识地址的数据字段415。

[0037] 图6表示根据本发明的定位系统的可能的架构。移动台510配备有LoRa发射机并且

广播由多个LoRa接收机523接收的消息。接收机523中的每个具有对同步的时钟576的访问，

所述同步的时钟576与所有其他接收机524的时钟是同步的，使得每个接收机可以基于公共

的时间参考确定无线电信号的到达时间。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已知手段获得时钟同步。在

可能的实现中，时钟576可以是GPS授时单元。

[0038] 在接收到来自移动台510的LoRa信号时，接收机523中的每个以关于同步的时钟计

算的其到达时间对LoRa信号盖“时间戳”，并且使时间戳对解算器（solver）560可用，所述解

算器560基于关于时间戳编码的到达时间，以及基于接收机523的已知的位置，以已知的方

式确定移动台510的位置。重要的是，一旦已经在接收机中对信号盖时间戳，就可以延迟和/

或调节位置的实际计算。在图中，解算器560被表示为远程服务器，但是位置的确定可以在

基础设施节点524中的任何基础设施节点、在移动节点中或在任何合适的计算单元中执行。

[0039] 本发明的中心是在接收机中对信号进行定时或盖“时间戳”的方式，这些术语指示

在接收机处基于合适的参考时钟确定和存储信号的精确的到达时间的动作。在本发明的框

架中，这可以包括以下的操作中所有或一些操作：

[0040] 粗同步

[0041] 粗同步是以相应数字样本的电平同步由接收机521-524接收的信号和由发射机

510合成的信号的操作。举个例子，在典型的LoRa信号中，将通过采样频率 对基

带信号进行采样，并且每个符号，即每个啁啾，包括从128至4096个样本。每个样本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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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时间，其对应于2.4  km的信号的传播距离。

[0042] 可以通过若干种已知的方法执行粗同步，包括在前导中的检测符号411的处理（参

见图5）。它是基础（即未调制的、或具有等于零的循环移位）符号的序列。在接收机中使用检

测序列411来检测信号的开始，以及，优选地，执行其时间参考和在发射机中的时间参考的

第一同步。通过对检测序列进行解啁啾，接收机确定移位量。

[0043] 帧同步

[0044] 帧同步是确定在帧中的样本和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操作。如它可以是的情况，

如果前导411包括16个未调制的啁啾，则帧同步相当于（amount  to）在接收的采样的信号中

定位帧边界，即样本的哪个间隔属于符号0、样本的哪个间隔属于符号1以及以此类推。

[0045] 由一个或多个，优选地两个，帧同步符号412标记检测序列的结尾，所述帧同步符

号412是以预定值调制的啁啾，例如具有调制值为4的第一啁啾、和具有相反的调制N-4的第

二啁啾。优选地，在绝对移位中，帧同步符号的调制大于三个单位以将差错的可能性最小

化。单个调制的符号作为帧同步标记的使用或相同的调制值用于若干个符号也是可能的，

但不是最佳的。

[0046] 频率同步

[0047] 由于在啁啾中的时间频率对偶性，所以在接收机中和发射机中的时间基础的频率

之间的任何漂移将导致到达时间的确定中的误差。时间和频率之间的关系涉及频率啁啾的

斜率，以及，对于具有每个啁啾N=1024个样本和125  kHz的带宽的典型的LoRa信号而言，样

本之间的频率步长是122  Hz。因此，122  Hz的频率漂移将转换为一个采样周期或8μs的时

移，也就是在距离方面2.4  km。

[0048] 虽然接收机的时钟576以优秀的精度和稳定性运动（sport），但是移动节点510倾

向于是低成本设备并且配备有低劣的时钟，所述低劣的时钟的频率可以由于温度、老化、驱

动电平以及许多其他干扰因素的改变而漂移。轻微的频率漂移不一定抑制LoRa信号的解

调。然而，它们可以增加误差率（error  rate），并且在测距和定位上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

由于这些原因，接收机521-524被优选地布置用于从接收的信号确定发射机的频率漂移并

对所述频率漂移建模。

[0049]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前导优选地包括频率同步符号413，所述频率同步符号

413包括一个或多个，优选地两个啁啾，所述啁啾是基础未调制的啁啾的复共轭。可以由具

有与基础啁啾不同的带宽或持续时间的啁啾替代共轭符号，因此表现出比基础啁啾的频率

变化更快或更慢的频率变化。该变型将要求更加复杂的接收机，但是在另一方面，准许共轭

啁啾自由地用于数据传输。由于啁啾的时间频率对偶性，所以调制的表观值（apparent 

value）将给出频率误差。为了使接收机在时间上对准，在符号413之后插入静音（silence）

420。

[0050] 然而，确定频率漂移的其他方法是可能的。

[0051] 临时存储

[0052] 在完成粗同步、帧同步和频率同步之后，本发明的接收机继续确定到达时间，如其

将被详细说明的那样。本发明利用存在于啁啾信号中的时间和频率之间的直接关系并且从

频率移位确定到达时间。

[0053] 优选地，将接收的数字信号存储在合适的存储器区域中，并且对存储的信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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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定时。由于信号的采样是与精确时钟576同步的，所以GPS时钟的精度被传递到了样本，

并且可以以要求的精度确定到达时间。在以下的示例中，在前导的检测部分411上完成定

时，因为对未调制的数据工作更简单。然而，必须理解，该特征并不限制本发明。定时的方法

事实上在其调制值已知的符号的任何序列上都将是可能的。可以在帧和频率同步之后完成

存储，并且，优选地存储前导的全部长度。

[0054] 精确定时

[0055] 精确定时的目标是以足够用于定位目的的精度，即以大约4  ns的误差，确定信号

的到达时间。这可以涉及若干个步骤。

[0056] 改进定时的第一操作是精细的定时漂移补偿。如已经提到的那样，发射机的时间

基础和接收机的时间基础的频率不完全相同，并且上面解释的频率同步允许估计误差的

量。这可以针对改进的准确性来纠正。当通过解啁啾的方式提取信号的定时时，可以通过调

整本地合成的共轭啁啾的斜率、初始频率和相位来补偿频率漂移。啁啾斜率调整与估计的

频率误差成比例，并且针对所有符号可以是恒定的，或者，如果需要，可以针对每个符号适

配。啁啾初始频率偏移与累积的定时误差成比例的量，所述累积的定时误差在每个符号处

以与估计的频率误差成比例的步长渐进地增加。最后，可以调整相位，使得保留符号间相位

连续性。由于LoRa前导信号相对长，（高达250  ms），所以定时漂移补偿允许整个前导或者前

导的至少大部分的相干处理，并且帮助改进定时精度。

[0057] 为了给出一些非限制性但是解释性的数字（figure），针对端点晶体误差（crystal 

error）的典型规范是±  30ppm，并且针对基站的晶体误差的典型规范是±  1.5ppm。这意味

着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并且在250ms之后，在端点和网关之间的最大定时误差可以是250ms 

×  31.5  10-6  =  8 μs。基站之间的最坏的误差可以是250  ×  3  10-6=  0.75 μs，在光速时

其仍然对应于225米。更重要的是，没有纠正定时漂移补偿的情况下，符号之间的相位相干

性会丢失，因此精细的频率误差估计是不可能的，导致高达½×  125KHz的误差，其对应于

1200米。

[0058] 还可以通过对接收的信号进行插值获得定时漂移补偿，但是这在计算上是更昂贵

的。

[0059] 第二个有用的操作是精细的时间同步。初始时间同步对应于在前导的结尾处的时

间同步，但是，由于频率漂移，所以在没有如下细化（refinement）的情况下不可能确切地同

步整个前导，所述细化包括将定时漂移补偿应用于符号，然后通过解啁啾操作再次计算定

时差。通常围绕0位置计算少量的谱系数（例如，3或5），因为预期残留（residual）的未对准

是小的，并且通过插值确定傅里叶变换的峰。这是在前导的检测部分411上执行。

[0060] 另一个有用的纠正是细化的频率同步。由于粗频率估计，所以我们有好的采样误

差补偿。这允许前导的线性接收：可以使用在解啁啾和FFT——或在选择的仓（bin）上的

DFT——之后的相位信息。在此步骤中，我们要么从最后步骤保存最高能量仓的相位，要么

在定时补偿和细化的时间同步之后在每个符号上再次计算该DC仓。从这些值的相位估计残

余频率误差。粗频率误差和残余频率误差的和是细化的频率误差估计。前导的检测部分可

以高达10个符号，并且存在足够的处理增益来检测在第一和最后的符号之间的相位的5度

变化，甚至在较低的灵敏度的边界处也有。

[0061] 假设扩频因子SF12和125  KHz带宽，这转换为(5/360)  /  (10  ×  4096)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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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  0.04  Hz的频率准确性。在扩频因子为SF7处，准确性将降到1.4Hz，仍然足以检测对

应于每小时2  Km的速度的多普勒移位。因此，由于接收机的时间基础是通过GPS精确同步

的，所以从在基站处确定的细化的频率同步估计移动源510的速度矢量是可能的。

[0062] 为了确定频率移位，接收机合成用于对检测序列411进行解啁啾的第一投影矢量。

优选地，在逐个符号的基础上适配投影矢量以便对于发射机的时钟的瞬时频率进行补偿，

如在频率同步中确定的那样。这意味着第一投影矢量由一系列共轭啁啾（即如果基础啁啾

是上啁啾，则下啁啾）组成，轻微对所述共轭啁啾的斜率进行适配以对应于发射机的瞬时频

率。该适配的结果是，单个啁啾不是确切地相同，并且第一投影矢量的总体相位不是严格连

续的：在符号边界处将存在小的不连续性。

[0063] 图7绘制了第一投影矢量307的一部分的瞬时频率轮廓。个体符号纠正以该比例是

不可感知的（appreciable）。优选地，接收机还合成是第一矢量的时移副本的提前的投影矢

量305和延迟的投影矢量309。在图7中的时移被大大地夸大了，并且通常相当于一个样本（

）或几个样本。按比例，移位可以是符号的宽度的1/128或1/4096。然而，本发明不限于三

个投影矢量：可以合成更大的数量。

[0064] 沿着投影矢量中的任何投影矢量的接收的信号的投影是对应样本的积的累积的

和（内积）。与涉及将输入矢量乘以一个共轭啁啾并且然后执行傅里叶变换的标准的解啁啾

过程相比，该投影仅产生变换的第一复系数。沿着提前的和延迟的矢量的投影提供附近的

系数。以该方式获得关于傅里叶变换的恰好第一（very  first）系数的信息。

[0065] 如在普通的解啁啾中那样，由乘以共轭的信号的谱中的峰的位置给出时移。在初

步的同步之后，期望时移小于一个采样周期。因此，三个最低频率谱分量的知识通常对于通

过插值确定峰位置是足够的。

[0066] 因此，通过若干个轻微移位的投影矢量乘以并累积接收的信号可以被认为是提取

感兴趣的谱信息的方便的方式，而无需执行全傅里叶变换。然而，清楚的是，这不是执行本

发明的相同的方式：存在其他数学上等价的算法并且包括于本发明中。

[0067] 多路径

[0068] 以上概述的方法允许在接收的信号和本地信号之间的几个Hz的级别的频率差的

确定，其对精确同步是足够的。仍然，发明人已经频繁地观察到该确定在多路径的出现中较

不可靠。原因在于接收的信号事实上是不同的指数的叠加，对于每个路径有一个指数。

[0069] 已经发现在多路径条件下仅使用可用带宽的一部分来计算时间戳是有利的。这个

明显的矛盾的原因在于当多路径严重地使接收降级时，在竞争路径之间常常存在破坏性的

干扰（destructive  interference）。在该情况中，将存在信号几乎完全抵消（cancel）的带

宽中的频率 （参见图8）。信道响应是平滑的并且表现低导数（derivative）绝对值，因为信

号带宽低于信道相干带宽。因此，当信道响应幅度接近于零时，其相位基本上在此频率处切

换符号。效果是减少和潜在地完全地抵消内积：在此频率以上的部分将与以下的部分相位

相反。

[0070] 图8图示了该情况。线419指示两个路径破坏性地干扰的频率。本发明通过将整个

带宽划分为子频带415a、415b并在每个子频带中单独地执行定时过程来解决该情况。这可

以通过在时间段中对输入缓冲器分片，或者通过选择性地置零（nulling）投影矢量的部分

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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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每个子频带提供到达时间的独立的确定。非常经常地，这些部分措施（measure）优

于可以在整个频带上获得的定时。原因在于破坏性干扰引入了在相位中的符号的改变，并

且，当最大干扰的频率在频带的中心中时，在定时上的降级是最大的。由于信号带宽低于信

道相干带宽，所以非常不太可能在符号中经历多于一个相位反转。

[0072] 在图8的情况中，子频带415a比整个带宽产生更好的定时，因为排除了破坏性干扰

的频率 ，但是子频带415b也比整个带宽更好，因为破坏性干扰的频率接近于边界并且

远离子频带的中心。

[0073] 在本发明的框架中，还可能将带宽划分为多于两个子频带和/或拒绝其中多路径

较重的子频带。这可以通过观察信号强度、或根据定时分散（dispersion）的统计分析、或通

过任何其他合适的方式来决定。在图9的示例中，子频带415a和415c排除了频率   419。

子频带415b是用于排除的候选者。

[0074] 可以如下概述可能的多路径辨别过程：对于每个子频带415a-c执行定时过程，并

且插值步骤为每个子频带提供相关峰的位置和幅度的估计。以相同的方式处理全频带并且

还获取全频带相关峰的幅度和位置。由于子频带内积是完整内积的部分和，所以后者可以

从子频带内积直接获得而无需在矢量因子上再次迭代。因此，可以以仅一次插值的额外成

本计算全幅度和位置，这在复杂性方面是少得多的要求。为了在实际的示例上做比较，从3

点的插值与抛物线拟合配合得很好（work  well），其进行了数十次实值乘法。全频带的内积

可以进行3个矢量×8个符号×4096个样本≈100000那样多的复值乘法和加法，即400000次

实值复乘法加上200000次实值加法。因此，子频带分析的增加对计算负载的贡献可忽略不

计。

[0075] 当在频带中缺少相位反转时，子频带的绝对插值的幅度基本上总计为全频带的绝

对插值的幅度。这是因为当不存在相位反转时，由于信道对频率在缓慢地移动，所以其相位

导数几乎是恒定的。然后插值的延迟对应于与接收的信号对准的投影矢量。当存在相位反

转时，绝对幅度不再合计（sum  up），并且子频带的绝对幅度的和将高于全频带的绝对幅度。

这同样适用于子频带的细分。这允许基于接收的信号的幅度在子频带中检测这种相位反转

的发生。

[0076] 本发明的子频带处理是高度可靠的，因为其受益于系统的处理增益。对于2个子频

带，处理增益仅比全频带的处理增益低3dB。全频带的处理增益在15dB和36dB之间，这取决

于扩频因子。已经证明该方法优于已知的盲信道均衡方法，特别是对于其中LoRa信号可以

是在本底噪声（noise  floor）以下若干个dB的长距离传输。

[0077]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LoRa信号的时间频率对偶性，该方法的子频带划分相当于时

间划分。例如参照图8，清楚的是：子频带415a和415b将符号411a-f中的每个分割为相同大

小的两个子符号。实际上，本发明的算法还可以按照子符号描述，其中接收的符号411a-

411f中的每个被划分为子符号，并且在子符号中的每个中执行投影矢量与接收的矢量的乘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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