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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

脉冲压缩方法，属雷达信号处理技术领域。通过

本发明包括四个步骤，首先建立匹配滤波雷达回

波信号模型，然后在所述雷达回波信号模型基础

上建立稀疏反演框架，实现在中等信噪比情况下

有效抑制匹配滤波的主瓣展宽和副瓣抬升，利用

稀疏反演压制在低信噪比情况下由匹配滤波的

模糊调制造成的目标主瓣展宽和副瓣抬高现象，

大大提高目标分辨能力；利用稀疏反演直接估计

目标后向散射系数，实现在低信噪比情况下成功

压制噪声对目标回波的干扰，有效提高目标检测

的准确度。解决了现有单独采用匹配滤波法进行

脉冲压缩处理，因匹配滤波的模糊调制和雷达接

收机热噪声造成的目标主瓣展宽、副瓣抬升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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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包括匹配滤波器、稀疏反演框架，其特

征在于：所述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是通过包括如下步骤实现的：

步骤一、通过信号卷积模型和匹配滤波原理建立匹配滤波后雷达回波信号模型如下：

式中： 为经过匹配滤波后的输出回波信号， 为算子， 为考虑了球面扩散及

电磁波传播损耗的目标后向散射复包络， 为发射波形的复共轭，为卷积算子， 为

发射波形；当且仅当算子 为狄拉克 函数时，匹配滤波器满足 ，否则匹配

滤波器输出为算子 对真实目标后向散射系数 的模糊调制，一般情况下算子 的影

响不可忽视；

步骤二、在步骤一基础上建立稀疏反演框架

1）根据目标后向散射复包络的估计问题可以描述为一个典型的反问题，定义如下目标

函数：

式中： 为目标函数， 为目标函数的最小化寻优解；

2）目标函数 的最小化寻优解 为：根据步骤一所述的雷达回波信号模型公式（1）计

算的回波信号 与匹配滤波后输出的回波信号 的残差在最小二乘意义下最

小；

3）为便于问题分析与数值实现，公式（2）可变形如下：

其中， 算子的矩阵表达如下：

；

步骤三、对公式（3）进行正则化处理，引入对目标的稀疏性约束如下：

其中 为向量的1范数， 为介于0至1之间的正实数，用于调节正则化在反问题中的权

重；

步骤四、通过迭代收缩阈值算法，解算出公式（4）目标函数 的最优化估计解 ，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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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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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属雷达信号处理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脉冲压缩波形广泛应用于雷达系统，目前雷达系统普遍采用匹配滤波法进行脉冲

压缩处理，该法以最大信噪比为准则实现最佳线性滤波和最大化积累信号能量。然而，依据

模糊原理可知，匹配滤波法实际上是对真实目标的一种函数调制，以具有一定宽度的主瓣

和高频副瓣的形式体现。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受限于元器件的稳定性，发射波形通常存在不

同程度的幅相扰动而与设计波形产生差异，导致脉冲压缩处理信号的主瓣畸变和副瓣抬

高；此外，发射波形与雷达接收机的热噪声往往无法做到完全正交，会进一步造成副瓣抬

升，使得脉冲压缩处理结果无法达到理想的主副瓣比，严重降低对目标的分辨能力；且在低

信噪比情况下无法实现最优检测。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

的脉冲压缩方法，通过首先建立匹配滤波后雷达回波信号模型，再利用稀疏反演压制在低

信噪比情况下由匹配滤波造成的目标主瓣展宽和副瓣抬高现象，提高目标信噪比和分辨能

力；利用稀疏反演框架直接估计目标后向散射系数，实现在低信噪比情况下压制噪声对目

标回波的干扰，有效提高目标检测的准确度。解决单独采用匹配率波法进行脉冲压缩处理，

因匹配滤波的模糊调制及雷达接收机热噪声造成的目标主瓣展宽和副瓣抬升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上述目的的：

一种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包括匹配滤波器、稀疏反演框架，其特征

在于：所述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是通过包括如下步骤实现的：

步骤一、通过信号卷积模型和匹配滤波原理建立匹配滤波后雷达回波信号模型

式中： 为经过匹配滤波后的输出回波信号， 为算子， 为考虑了球面扩散

及电磁波传播损耗的目标后向散射复包络， 为发射波形的复共轭，为卷积算子，

为发射波形；当且仅当算子 为狄拉克 函数时，匹配滤波器满足 ，否则匹

配滤波器输出为算子 对真实目标后向散射系数 的模糊调制，一般情况下算子 的

影响不可忽视；

步骤二、在步骤一基础上建立稀疏反演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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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目标后向散射复包络的估计问题可以描述为一个典型的反问题，定义如下目标

函数：

式中： 为目标函数， 为目标函数的最小化寻优解；

2）目标函数 的最小化寻优解 为：根据步骤一所述的雷达回波信号模型公式（1）

计算的回波信号 与匹配滤波后输出的回波信号 的残差在最小二乘意义下

最小；

3）为便于问题分析与数值实现，公式（2）可变形如下：

其中， 算子的矩阵表达如下：

；

步骤三、对公式（3）进行正则化处理，引入对目标的稀疏性约束如下：

其中 为向量的1范数， 为介于0至1之间的正实数，用于调节正则化在反问题中的权

重；

步骤四、通过迭代收缩阈值算法，解算出公式（4）目标函数 的最优化估计解 ，即

为本发明的输出结果。

[000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在于：

该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通过包括四个步骤，实现在中等信噪比情

况下有效抑制匹配滤波的主瓣展宽与副瓣抬升问题，大大提高目标信噪比和分辨能力；及

利用稀疏反演框架直接估计目标后向散射系数，在低信噪比情况下有效压制噪声对目标回

波的干扰，切实提高目标检测的准确度。很好地解决了现有单独采用匹配滤波法进行脉冲

压缩处理，因匹配滤波的模糊调制和雷达接收机热噪声造成的目标主瓣展宽、副瓣抬升的

问题。

附图说明

[0006] 图1为一种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的匹配滤波雷达发射波形示意

图；

图2为一种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的匹配滤波后雷达目标回波示意

图；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10927693 A

5



图3为一种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的信噪比SNR=－5dB时的匹配滤波

效果示意图；

图4为一种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的稀疏反演框架在信噪比SNR=－

5dB时的脉冲压缩效果示意图；

图5为一种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的稀疏反演框架在信噪比SNR=－

15dB时的脉冲压缩与匹配滤波处理效果对比示意图；

图6为一种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的稀疏反演框架在信噪比SNR=－

18dB时的脉冲压缩与匹配滤波处理效果对比示意图；

图7为一种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的稀疏反演框架在信噪比SNR=－

20dB时的脉冲压缩与匹配滤波处理效果对比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7] 下面结合附图对该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

详细说明：

（参见图1～4），通过图1～图4验证本发明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对目

标的分辨能力。图1所示的发射波形为线性调频信号，其脉宽为100  us，带宽4  MHz，设置两

个目标间隔37.5  m，分别在100  km和100.0375  km处，匹配滤波处理选取hamming窗。图2所

示为接收回波，加入了SNR  =  -5  dB的随机噪声。图3所示为匹配滤波处理结果，两个目标在

脉压处理后无法识别，这是因为加窗造成的主瓣展宽效应使得脉压处理的分辨率低于理论

分辨率37.5  m（目标间隔）；此外，由于噪声与发射波形往往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匹配滤波处

理后的旁瓣也无法达到理想的水平。图4为稀疏反演框架下的脉冲压缩技术的处理效果，由

于稀疏反演框架下的最优化算法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对目标的“模糊”调制，因此所述两个目

标被清晰的分辨出来，且副瓣被压制到较低水平。本发明的稀疏反演框架下的最优化算法

在matlab2016中的计算效率控制在10ms左右，达到了某些场景下处理的实时性要求。

[0008] （参见图5～7），图5～图7验证本发明的稀疏反演框架下脉冲压缩对噪声的抑制作

用。图5、图6、图7分别给出了SNR为-15dB、-18dB和-20dB情况下，稀疏反演框架下脉冲压缩

与匹配滤波处理的效果对比显示结果，显示结果经过归一化处理。如图5，可以看出，SNR=-

15dB时，匹配滤波副瓣出现-5dB左右的噪声，整体噪底水平较高，易造成对目标的漏检，而

稀疏反演框架下脉冲压缩处理的副瓣可控制在-40dB以下，体现出对噪声的强抑制能力。如

图6，可以看出，SNR=-18dB时，匹配滤波副瓣进一步抬高，而稀疏反演框架下脉冲压缩处理

仅局部出现-22dB左右的噪声，依然可以保证稳定检测。如图7，可以看出，当信噪比下降至-

20dB时，稀疏反演框架下脉冲压缩处理的最大噪声水平依然比匹配滤波低6.8dB左右，体现

出对噪声的强稳健性。

[0009] 本发明一种匹配滤波结合稀疏反演的脉冲压缩方法，根据信号卷积模型和匹配滤

波原理，首先通过匹配滤波器建立匹配滤波后的雷达回波信号模型，然后以该雷达回波信

号模型为基础建立稀疏反演框架，利用稀疏反演框架估计目标后向散射系数，压制在低信

噪比情况下由匹配滤波造成的目标主瓣展宽和高副瓣问题，最终实现超低副瓣脉冲压缩。

下面对本发明包括的实现步骤进行详细阐述。

[0010] 一、通过匹配滤波器建立匹配滤波后雷达回波信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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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脉冲的回波信号模型可表达为如下卷积过程：

其中 为接收回波复信号， 为发射波形， 为考虑球面扩散及电磁波传播损耗

后的目标后向散射复包络， 为卷积算子。常规脉冲压缩处理采用匹配滤波器估计目标后

向散射复包络 ，可表达如下：

为发射波形的复共轭， 为回波信号经过匹配滤波后的输出。将公式（a）代入

公式（b），得到匹配滤波后的雷达回波信号模型如下：

式中： 为经过匹配滤波后的输出回波信号， 为算子， 为考虑了球面扩散

及电磁波传播损耗的目标后向散射复包络， 为发射波形的复共轭， 为卷积算子，

为发射波形；当且仅当算子 为狄拉克 函数时，满足 ；

匹配滤波器是以最大信噪比为准则的最佳线性滤波器，然而考察上述雷达回波信号模

型公式（1）可知，匹配滤波器的输出 本质上是真实后向散射复包络 与算子 的卷

积，当且仅当算子 为狄拉克 函数时，满足 。对于一般情形，发射的脉冲波形

为线性调频信号，算子 为辛克函数，工程实现中考虑加窗的影响，匹配滤波的输出实际上

是对真实目标的一种“模糊”调制，以平滑主瓣和高频副瓣的形式即辛克函数的平滑形式体

现。

[0011] 考虑实际工程应用场景，一方面受限于元器件的稳定性，发射波形往往存在不同

程度的幅相扰动，易引起匹配滤波的输出信号出现主瓣畸变和副瓣抬高；另一方面，发射波

形与雷达接收机的热噪声往往无法做到完全正交，一定程度上也会进一步抬升副瓣，无法

达到理想的主副瓣比，在较低信噪比情况下无法实现最优检测。

[0012] 二、在步骤一基础上建立稀疏反演框架

本发明申请人考虑到匹配滤波处理在脉冲压缩中的应用劣势主要在于精度不高，近年

来，反演与最优化理论在雷达信号处理领域：雷达波形与发射方向图设计、自适应阵列信号

处理、现代谱估计等得到广泛应用，体现出传统算法无法达到的精度优势。而雷达脉冲压缩

处理的目标后向散射复包络的估计问题可以描述为一个典型的反问题，由此定义如下目标

函数：

1）根据目标后向散射复包络的估计问题可以描述为一个典型的反问题，定义如下目标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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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目标函数， 为目标函数的最小化寻优解；

对 的估计归结为上述目标函数 的最小化寻优问题，提出：

2）目标函数 的最小化寻优解 为：根据步骤一所述的雷达回波信号模型公式（1）

计算的回波信号 与匹配滤波后输出的回波信号 的残差在最小二乘意义下

最小；

3）为便于问题分析与数值实现，目标函数 公式（2）可变形如下：

其中， 算子的矩阵表达如下：

由于噪声的存在，直接求解所述变形公式（3）描述的反问题，通常存在数值不稳定性，

因此需要对该反问题进行正则化处理。常见的正则化算子为：对解的平滑或阻尼约束，其可

有效提升反问题求解的数值稳定性，但针对所述目标复包络的估计问题其物理意义不明

确，且会引入解的平滑效应，影响参数估计精度。本发明申请人考虑到相对于整个回波信号

的采样长度，目标的个数总是较少这一特性，引入对目标的稀疏性约束。

[0013] 三、对所述变形公式（3）进行正则化处理，引入对目标的稀疏性约束如下：

其中： 为向量的1范数，广泛应用于反问题中对解的稀疏约束，数值上保证求解稳定

的同时允许解的跳变，且物理解释上较平滑约束正则化更加合理；为介于0至1之间的正实

数，用于调节正则化在反问题中的权重。

[0014] 四、通过迭代收缩阈值算法，解算出公式（4）目标函数 的最优化估计解 ，即为

本发明的输出结果。（参见图1～7）。

[0015] 目标函数 的常用最优化数值求解算法包括正交匹配追踪、同伦算法、迭代收缩

阈值算法等，本发明申请人经过多种算法仿真实验，最终选取迭代收缩阈值算法求解目标

函数 的最优化数值，该迭代收缩阈值算法对噪声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同时，迭代收敛速度

较快。

[001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体现在两点：第一，中等信噪比情况下可有效

抑制匹配滤波的主瓣展宽和副瓣抬升，从而提高目标分辨能力；第二，利用稀疏反演直接估

计目标后向散射系数，在低信噪比情况下能压制噪声对目标回波的干扰，提高目标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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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

[0017] 以上所述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上述举例说明不对本发明的实质内容作

任何形式上的限制，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阅读了本说明书后依据本发明的技术

实质对以上具体实施方式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或变形，以及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

加以变更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而不背离

本发明的实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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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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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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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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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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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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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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