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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子通信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系统及

方法，包括数据采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系统时

钟模块以及电源模块；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阵

列天线以及模数转换模块；所述信号处理模块包

括移相器、整数时延模块、分数时延模块、子阵波

束输出模块以及总波束输出模块。本发明通过高

精度数字时延和子阵级波束形成相结合，实现了

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系统。采用

分数阶滤波器进行时延补偿，实现了对接收信号

精确时延补偿；采用子阵级波束形成将阵列天线

均分为若干份，降低了实现成本；同时子阵级波

束形成与数字时延相结合，既能减少数字时延单

元，又降低了分数时延实现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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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数据采集模块、信

号处理模块、系统时钟模块以及电源模块；

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阵列天线以及模数转换模块；

所述信号处理模块包括移相器、整数时延模块、分数时延模块、子阵波束输出模块以及

总波束输出模块；

所述阵列天线包括若干个子阵；每个子阵包括若干个阵元；所述阵元用于接收天线信

号；所述模数转换模块用于将阵元采集的天线信号进行模数转换后传送给移相器；

所述整数时延模块用于对经移相器的数据进行整数倍补偿；所述分数时延模块用于对

经整数时延模块的数据的时延小数部分进行补偿；所述子阵波束输出模块用于对每个子阵

中所有阵元经过移相器、整数倍补偿以及时延模块后的数据进行波束合成；所述总波束输

出模块用于对所有的子阵经过后子阵波束输出模块的波束进行波束合成；

所述系统时钟模块用于为整个系统提供时钟源；所述电源模块用于为整个系统提供电

源供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整数时延模块采用滤波器完成采样间隔整数倍补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分数时延模块采用分数阶滤波器对时延小数部分进行补偿。

4.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数据采集模块以

及信号处理模块；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阵列天线以及模数转换模块；所述阵列天线包括

均分为N个邻接的子阵，每个子阵有M个阵元，阵元间距为d；

所述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信号的采集：采用阵元对天线信号进行采集；

数据的转换：采用模数转换模块对阵元采集的天线信号在KTs进行采样并且模数转换后

得到[x0(kTs) ,x1(kTs) ,…,xM-1(kTs)]T；其中K为系数，Ts为系数采集间隔；

时延补偿处理：对每个阵元接收的数据进行时延补偿；其中时延值为[τ0 ,τ1 ,τ2 ,…

τM-1]；其中第m阵元的时延为τm＝dmsinθ/c；其中c为光速；

所以时延补偿处理包括采样间隔整数倍补偿Lm＝round(dmsinθ/cTs)以及对时延小数

部分进行补偿pm＝τm/Ts-Lm；

子阵波束合成：对每个子阵的阵元进行合成输出为

子阵波束形成：对每个子阵分别进行时延补偿，补偿值为[η0,η1,η2,…,ηN-1]，其中ηn＝

nMd  sinθ/c，子阵级波束形成的输出为

总波束输出：对所有的子阵波束进行合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时延补偿处理步骤中，采用滤波器完成采样间隔整数倍补偿。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时延补偿处理步骤中，采用分数阶滤波器对时延小数部分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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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通信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

收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数字波束形成(DBF)是通过对阵列接收信号进行加权，并利用权值调整来实现信

号有效接收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早期的数字波束形成研究主要是针对窄带信号，但随着

阵列信号处理技术在雷达信号、地震信号、声呐信号等宽带信号领域的应用，传统窄带波束

形成算法因在波束指向、主瓣宽度的偏差已经不再适用。因此，如何进行灵活、高效的宽带

信号的波束形成成为无线通信研究的一个热点。

[0003] 宽带波束形成与窄带的不同在于其导向矢量除了受信号入射方向影响之外，还受

信号频率变化的影响。为解决此问题，对每个支路进行时延补偿使得各支路同时接收到信

号的同一波面，从而消除频率变化对导向矢量的影响。目前较为成熟的是通过数字延迟线

实现时延补偿，但是该方法只能实现采样间隔整数倍的延迟，因此当采样率较低时会引起

波束图的畸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不足，提供了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

短波数字接收系统及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

系统，包括数据采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系统时钟模块以及电源模块；

[0006] 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阵列天线以及模数转换模块；

[0007] 所述信号处理模块包括移相器、整数时延模块、分数时延模块、子阵波束输出模块

以及总波束输出模块；

[0008] 所述阵列天线包括若干个子阵；每个子阵包括若干个阵元；所述阵元用于接收天

线信号；所述模数转换模块用于将阵元采集的天线信号进行模数转换后传送给移相器；

[0009] 所述整数时延模块用于对经移相器的数据进行整数倍补偿；所述分数时延模块用

于对经整数时延模块的数据的时延小数部分进行补偿；所述子阵波束输出模块用于对每个

子阵中所有阵元经过移相器、整数倍补偿以及时延模块后的数据进行波束合成；所述总波

束输出模块用于对所有的子阵经过后子阵波束输出模块的波束进行波束合成；

[0010] 所述系统时钟模块用于为整个系统提供时钟源；所述电源模块用于为整个系统提

供电源供给。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整数时延模块采用滤波器完成采样间隔整数倍补偿。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分数时延模块采用分数阶滤波器对时延小数部分进行

补偿。

[0013] 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方法，包括数据采集模块以及信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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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阵列天线以及模数转换模块；所述阵列天线包括均分为N个邻

接的子阵，每个子阵有M个阵元，阵元间距为d；

[0014] 所述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信号的采集：采用阵元对天线信号进行采集；

[0016] 数据的转换：采用模数转换模块对阵元采集的天线信号在KTs进行采样并且模数

转换后得到[x0(kTs) ,x1(kTs) ,…,xM-1(kTs)]T；其中K为系数，Ts为系数采集间隔；

[0017] 时延补偿处理：对每个阵元接收的数据进行时延补偿；其中时延值为[τ0,τ1,τ2,…

τM-1]；其中第m阵元的时延为τm＝dmsinθ/c；其中c为光速；

[0018] 所以时延补偿处理包括采样间隔整数倍补偿Lm＝round(dmsinθ/cTs)以及对时延

小数部分进行补偿pm＝τm/Ts-Lm；

[0019] 子阵波束合成：对每个子阵的阵元进行合成输出为

[0020] 子阵波束形成：对每个子阵分别进行时延补偿，补偿值为[η0,η1,η2,…,ηN-1]，其中

ηn＝nMd  sinθ/c，子阵级波束形成的输出为

[0021] 总波束输出：对所有的子阵波束进行合成。

[002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在时延补偿处理步骤中，采用滤波器完成采样间隔整数倍

补偿。

[002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在时延补偿处理步骤中，采用分数阶滤波器对时延小数部

分进行补偿。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高精度数字时延和子阵级波束形成相结合，实现

了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系统。采用分数阶滤波器进行时延补偿，实现了对

接收信号连续可变的精确时延补偿；采用子阵级波束形成将阵列天线均分为若干份，有效

的减少了接收通道的个数进而降低了实现成本；同时子阵级波束形成与数字时延相结合，

既能减少数字时延单元，又降低了分数时延实现的难度。

附图说明

[0025] 利用附图对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附图中的实施例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制，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以下附图获得其

它的附图。

[0026] 图1是本发明的拓扑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数据采集模块的原理框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信号处理模块的原理框图；

[0029] 图4是本发明系统时钟模块的原理框图；

[0030] 图5是本发明分数时延模块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结合以下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32] 由图1至图5可知，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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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包括数据采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系统时钟模块以及电源模块；

[0033] 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阵列天线以及模数转换模块；

[0034] 所述信号处理模块包括移相器、整数时延模块、分数时延模块、子阵波束输出模块

以及总波束输出模块；

[0035] 所述阵列天线包括若干个子阵；每个子阵包括若干个阵元；所述阵元用于接收天

线信号；所述模数转换模块用于将阵元采集的天线信号进行模数转换后传送给移相器；

[0036] 所述整数时延模块用于对经移相器的数据进行整数倍补偿；所述分数时延模块用

于对经整数时延模块的数据的时延小数部分进行补偿；所述子阵波束输出模块用于对每个

子阵中所有阵元经过移相器、整数倍补偿以及时延模块后的数据进行波束合成；所述总波

束输出模块用于对所有的子阵经过后子阵波束输出模块的波束进行波束合成；

[0037] 所述系统时钟模块用于为整个系统提供时钟源；所述电源模块用于为整个系统提

供电源供给。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系统，所述整数时

延模块采用滤波器完成采样间隔整数倍补偿。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

短波数字接收系统，所述分数时延模块采用分数阶滤波器对时延小数部分进行补偿。

[0038] 本实施例通过高精度数字时延和子阵级波束形成相结合，实现了基于宽带波束形

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系统。能有效完成瞬时带宽400MHz的宽带信号的接收。该系统采用分

数阶滤波器进行时延补偿，实现了对接收信号连续可变的精确时延补偿；而采用子阵级波

束形成将阵列天线均分为若干份，有效的减少了接收通道的个数进而降低了实现成本；同

时子阵级波束形成与数字时延相结合，既能减少数字时延单元，又降低了分数时延实现的

难度。

[0039] 如图2所示，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AD9208芯片、FPGA模块、DSP模块、时钟模块和

电源模块；所述AD9208芯片与FPGA模块连接，负责射频信号的采集，并将模数转换后的数据

传送给FPGA模块；FPGA模块在接收到AD9208芯片的数据后通过QSFP28光纤进行对外传输，

同时FPGA模块也可把部分接收数据通过SRIO传送给DSP模块或在DDR3内部进行缓存；所述

DSP模块可以对FPGA模块传送来的数据进行运算处理，结果通过DSP模块的千兆以太网进行

送出；所述电源模块与AD9208芯片、FPGA模块、DSP模块、时钟模块连接，以进行用电供给；所

述时钟模块与AD9208芯片、FPGA模块、DSP模块连接，以提供时钟频率。

[0040] 如图3所示，所述信号处理模块包括FPGA模块、DSP模块、时钟模块和电源模块；所

述FPGA模块对从数据采集模块传送来的数据进行运算处理，实现波束形成；所述电源模块

与AD9208芯片、FPGA模块、DSP模块以及时钟模块连接，以进行用电供给；所述时钟模块与

AD9208芯片、FPGA模块、DSP模块连接，以提供时钟频率。

[0041] 如图4所示，所述系统时钟模块包括FPGA模块、时钟模块和电源模块；所述电源模

块与AD9208芯片、FPGA模块、DSP模块、时钟模块连接，以进行用电供给；所述时钟模块采用

LMK04821超低抖动、超低噪声的JESD204B专用时钟芯片，可动态调节输出时钟相位，以提供

时钟频率。

[0042] 如图5所示，所述分数时延模块，完成对M个阵元的接收数据的分数倍时延补偿。

[0043] 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方法，包括数据采集模

块以及信号处理模块；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阵列天线以及模数转换模块；所述阵列天线

包括均分为N个邻接的子阵，每个子阵有M个阵元，阵元间距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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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所述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5] 信号的采集：采用阵元对天线信号进行采集；

[0046] 数据的转换：采用模数转换模块对阵元采集的天线信号在KTs进行采样并且模数

转换后得到[x0(kTs) ,x1(kTs) ,…,xM-1(kTs)]T；其中K为系数，Ts为系数采集间隔；

[0047] 时延补偿处理：对每个阵元接收的数据进行时延补偿；其中时延值为[τ0,τ1,τ2,…

τM-1]；其中第m阵元的时延为τm＝dm  sinθ/c；其中c为光速；

[0048] 所以时延补偿处理包括采样间隔整数倍补偿Lm＝round(dm  sinθ/cTs)以及对时延

小数部分进行补偿pm＝τm/Ts-Lm；

[0049] 子阵波束合成：对每个子阵的阵元进行合成输出为

[0050] 子阵波束形成：对每个子阵分别进行时延补偿，补偿值为[η0,η1,η2,…,ηN-1]，其中

ηn＝nMd  sinθ/c，子阵级波束形成的输出为

[0051] 总波束输出：对所有的子阵波束进行合成。

[0052] 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方法，在时延补偿处理

步骤中，采用滤波器完成采样间隔整数倍补偿。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基于宽带波束形成的

超短波数字接收方法，在时延补偿处理步骤中，采用分数阶滤波器对时延小数部分进行补

偿。

[0053] 本实施例通过高精度数字时延和子阵级波束形成相结合，实现了基于宽带波束形

成的超短波数字接收系统。该系统采用分数阶滤波器进行时延补偿，实现了对接收信号连

续可变的精确时延补偿；而采用子阵级波束形成将阵列天线均分为若干份，有效的减少了

接收通道的个数进而降低了实现成本；同时子阵级波束形成与数字时延相结合，既能减少

数字时延单元，又降低了分数时延实现的难度。

[0054]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地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

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

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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