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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请求保护一种GFDM系统中基于随机
滤波器分配的降 低PAPR算法 ，
涉及无线通信系
统。和所有的多载波系统一样，
由于输出信号叠
加，
GFDM系统依然具有高的PAPR。
虽然OFDM系统
中降低PAPR的方法有很多，
但是，
由于GFDM系统
的特点，
直接借用OFDM系统中降低PAPR的方法效
果并不理想。针对目 前研究 存在的问 题 ，根据
GFDM系统可以灵活选择滤波器的结构特点，
提出
一种新的降低系统PAPR的方法，
通过对每路子载
波随机分配不同的滤波器，
旨在破坏信号叠加时
的相位一致性从而有效抑制PAPR，
且不会引起信
号的畸变。
理论分析和仿真结果证实了该算法的
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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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GFDM系统中基于随机滤波器分配的降低PAPR算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 、GFDM系统初始化 ，随机生成一个含有K个元素的 序列C＝{c 0 ,c 1 ......c k ,
......cK-1}，
其中ck∈{0 ,1}；
其中K的大小为系统的子载波数大小；
步骤2、获取GFDM系统的K路子载波信号，
选用滤波器对K路子载波信号进行滤波并编
号，
当ck＝0时，
就表明选用第一滤波器对第K路子载波信号进行滤波；
当ck＝1时，
选用第二
滤波器对第K路子载波信号进行滤波，
其中第一滤波器与第二滤波器类型不同；
步骤3、
对经过步骤2滤波后的K路子载波信号叠加得到GFDM信号，
计算GFDM信号的PAPR
并储存。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GFDM系统中基于随机滤波器分配的降低PAPR算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步骤2中当ck＝0时，
第一滤波器选用升余弦滤波器RC；
当ck＝1时，
第二滤波器选用
根升余弦滤波器RRC。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GFDM系统中基于随机滤波器分配的降低PAPR算法，
其特征
在于 ，所述步骤2所述GFDM系统的K路子载波信号包含M个符号的并行数据流d k ＝{d 0 ,k ,
d1 ,k ......dM-1 ,k}T ,k＝0 ,1 ,.......,K-1。
4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GFDM系统中基于随机滤波器分配的降低PAPR算法，
其特征
在于一个GFDM信号包含N个数据符号，
步骤3计算GFDM信号的PAPR的步骤具体为：
首先，
分别
计算这N个数据符号的功率，
选出其中的最大值功率，
其次，
计算出GFDM信号的平均功率，
最
后，
将最大值功率和平均功率相比即得到GFDM的P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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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DM系统中基于随机滤波器分配的降低PAPR算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线通信领域，
尤其涉及滤波器组多载波技术中的降低峰均值比的技
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
很多无线通信的标准都依赖于OFDM，
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载波技术，
将高速
数据流划分成几个并行的在不同的子载波上传输的低速数据流，
能有效对抗符号间干扰
(ISI) ，
但是OFDM依然具有局限性，
为此，
GFDM等新型多载波调制技术应运而生。
GFDM作为5G
的备选波形，
具有很多OFDM没有的优点：
数据符号可以通过跨时域和频域的二维模块结构
传播，
使用了可调整的脉冲整形滤波器使系统具有很高的灵活性等。
[0003] 但是和OFDM多载波系统一样，
由于发送端输出信号相互叠加，
可能在某一时刻产
生较大的峰值功率，
由此GFDM系统会带来较高的峰值平均功率比 ，
简称峰均比(PAPR)。
理论
上减少载波的数量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系统的PAPR，
而在实际应用中却不可行的，
所以在
多载波的条件下极大程度降低系统的PAPR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虽然OFDM系统中降低PAPR
的方法有很多，
但是，
由于GFDM系统的结构特点，
直接借用OFDM系统中降低PAPR的方法效果
并不理想。
[0004]

文献[Sendrei L ,

S ,Michailow N ,et al .Iterative receiver

for clipped GFDM signals[C]//IEEE 24th Interna tional Conference
Radioelektronika .2014 ,pp .1-4 .]利用迭代接收机对GFDM接收信号进行处理(ClippedGFDM) ，
这会导致信号畸变，
虽然多次迭代可以有效消除由于限幅引起的非线性噪声，
但是
迭 代次 数 越 多 ，运 算 量 也 越复 杂 ；文献 [ Sha rif ia n ,Z ,O m id i ,M .J ,Fa rha ng ,A ,e t
al .Polynomial-based compressing and iterative expanding for PAPR reduction in
GFDM[C]//IEEE 23rd Conference o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015 ,pp .518-523 .]给出
了一种基于多项式压扩算法(PCT-GFDM)，
它是一对一映射，
并在接收端 通过迭代接收方式
恢复发送端信号，
然而这种算法在降低PAPR的同时也会增加运算量和牺牲BER性能。
[0005] GFDM多载波系统模型如图1所示。
二进制序列b通过QAM调制完成相应的星座映射，
得到个复数据符号组成的序列d，
经过串并(S/P)变换和上采样(Upsampling)后，
形成K路包
T
含M个符号的并行数据流dk＝{d0 ,k ,d1 ,k……dM-1 ,k} ,(k＝0 ,1 ,.......,K-1) ，
每路信号用各
自循环的脉冲成型滤波器

进行滤波，
滤波器周期为MN，
接着被各自子载波的中心频率

调制再叠加得到发送信号x[n]，
最后加入循环前缀，
送入信号。
[0006]

其中， 表示关于n的循环卷积，
n∈[0 ,MN-1]，
d m ,k表示第k个载波上传输的第m个
复数据符号。
[0008] 按照文献[Michailow N ,Gaspar I ,Krone S ,et al .Generalized frequency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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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multiplexing:Analysis of an alternative multi-carrier technique for
next generation cellular systems[C]//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IEEE ,2012:171-175 .]GFDM模块可以用IFFT/FFT实现，
将时域操
作转换为频域操作，
如图2所示，
则式(1)可以表示为：
[0009]

其中，
WMd k表示M点的FFT；
在频域中，
上采样处理表现为信号复制，
复制矩阵R (L) 是
由L个IM串联而成，
即R (L) ＝{IM ,IM ,......,IM}T ，
IM为M×M的单位矩阵；
滤波器矩阵Γ＝diag
(WLMg) ，
g是滤波器脉冲的时间抽样矢量；
増频变换在频域表现为信号乘以一个置换矩阵P
(k)
(k)
(1)
T
(2)
，
P 按照P ＝{ILM ,0LM ,0LM ,...} ，
P ＝{0LM ,ILM ,0LM ,...}T的规律类推，
其中0LM为LM×
LM的零矩阵。
[0011] 进一步，
发送信号可以用线性矩阵表示为：
[0012] x＝Ad (3)
[0013] 这里，
A表示一个MN×KM的调制矩阵。
[0014] 移去循环前缀(CP)后，
由接收信号样本组成的矢量可以写成：
[0015] y＝Hx+n (4)
[0010]

[0016]

其中，
H是信道的脉冲响应函数，

表示均值为0和方差为

的加性高

斯白噪声矢量，
～表示等同；
[0017]

在接收端，
经过频域均衡(FDE)对信道失真进行补偿得到

为了消除或抑制由于

在载波间的非正交引起的载波间干扰(ICI) ，
通常利用匹配滤波接收机(MF)、迫零接收机
(ZF)、
最小均方误差接收机(MMSE)等三种线性GFDM接收机重建GFDM系统发送数据，
用IMN是
MN×MN的单位矩阵，
于是分别有：
[0018]
[0019]
[0020]
[0021]

GFDM系统的PAPR可表示为：

[0022]

其中E{·}表示求均值运算。为方便，
根据式(1)第k个载波上经调制后的信号可以
表示为：

[0023]

[0024]
[0025]
[0026]

由于符号间相互独立，
所以xk[n]之间也相互独立，
从而有：
E{xk[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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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0028]

从上式可以看出xk [n]的均值和方差与k无关，
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可知，
当K 足够
2
2
2
大时，
x[n]服从均值为0和方差为2σn ＝Kσ 的复高斯分布，
其中σn 表示x[n]实部和虚部的方
差。
[0029]
系统PAPR的性能可以用互补误差累积函数(CCDF)表示，
它能计算出PAPR超过所给
出的门限值γ的概率。
由前面的分析，
x[n]的包络|x[n]|服从瑞利分布，
功率|x[n]|2服从
自由度为2的χ2分布。令S＝|x[n]|2 ，
则S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0030]

[0031]

令

[0032]

fT (t)＝Kσ2fS (Kσ2t)＝e-t ,t＞0
于是有

[0033]

则T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12)

[0034]
[0035]

由于每一个T都是独立的，
所以PAPR的累积函数(CDF)可以表示为：

[0036]
[0037]

因此，
GFDM系统的PAPR的互补累积函数(CCDF)为：
[0038] P(PAPR＞γ)＝1-(1-e-γ) MN (15)
[0039] 结合GFDM系统可以灵活选择滤波器的结构特点已经产生高PAPR的原因，
发明一种
新的基于随机分配滤波器来降低系统PAPR的算法。
发明内容
[0040] 本发明旨在解决以上现有技术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方法。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41] 一种GFDM系统中基于随机滤波器分配的降低PAPR算法，
其包括以下步骤：
[0042] 步 骤 1 、G F D M 系 统 初 始 化 ，随 机 生 成 一 个 含 有 K 个 元 素 的 序 列 C ＝ { c 0 ,
c1 ......ck ,......cK-1}，
其中ck∈{0 ,1}；
其中K的大小为系统的子载波数大小；
[0043] 步骤2、
获取GFDM系统的K路子载波信号，
选用滤波器对K路子载波信号进行滤波并
编号，
当ck＝0时，
就表明选用第一滤波器对第K路子载波信号进行滤波；
当ck＝1时，
选用第
二滤波器对第K路子载波信号进行滤波，
其中第一滤波器与第二滤波器类型不同；
[0044] 步骤3、
对经过步骤2滤波后的K路子载波信号叠加得到GFDM信号，
计算GFDM信号的
PAPR并储存。
[0045] 进一步的，
所述步骤2中当ck＝0时，
第一滤波器选用升余弦滤波器RC；
当ck＝1时，
第二滤波器选用根升余弦滤波器RRC。
[0046] 进一步的，
所述步骤2所述GFDM系统的K路子载波信号包含M个符号的并行数据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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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d0 ,k ,d1 ,k……dM-1 ,k}T ,(k＝0 ,1 ,.......,K-1)。
[0047] 进一步的，
步骤3计算GFDM信号的PAPR的步骤具体为：
首先，
分别计算这N个数据符
号的功率，
选出其中的最大值功率，
其次，
计算出GFDM信号的平均功率，
最后，
将最大值功率
和平均功率相比即得到GFDM的PAPR。
[0048] 本发明的优点及有益效果如下：
[0049] 在多载波系统中导致PAPR的根本原因是子载波信号连续叠加，
当子载波相位一致
时就会出现较高的峰值功率。在传统的GFDM系统中，
每路子载波用相同的滤波器对信号进
行处理，
这会增加子载波相位一致的概率。为此，
本文根据不同滤波器的相频特性不同这一
特点，
提出一种降低PAPR的新方法。通过对每个子载波随机分配不同的滤波器，
给子载波间
的复数据符号引入不同相位偏移矢量，
极大程度破坏子载波相位一致，
从而有效抑制PAPR，
该方案称为基于随机滤波器分配算法(RAF-GFDM)。本文选择两种常见且效果好的升余弦滤
波器(RC)和根升余弦滤波器(RRC)，
这样在系统实现时可以与其他模块共用。
[0050] 通过几种不同降PAPR算法的复杂度比较，
可以看出，
限幅法没有增加额 外的复杂
度，
但却以牺牲系统的误码率性能来降低PAPR；
PCT算法的计算复杂度略有增加，
可它同限
幅法一样，
会增加系统的误比特率。SLM算法是一个线性过程，
不会带来信号畸变，
复杂度也
适中，
但是降低PAPR的效果并不突出；
而本文提出的算法同样是线性过程，
虽在降低PAPR的
效果上没有限幅法和PCT算法突出，
但胜在没有增加额外的计算成本，
且对误码率几乎没有
影响，
具有更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51] 图1是本发明提供优选实施例GFDM发送端系统模型。
[0052] 图2 GFDM信号发送端频域处理模型
[0053] 图3 RAF-GFDM处理流程图
[0054] 图4不同滚降系数下的PAPR性能
[0055] 图5 PAPR降低效果对比图
[0056] 图6高斯信道中MF下BER性能比较
[0057] 图7高斯信道中ZF下BER性能比较
[0058] 图8高斯信道中MMSE下BER性能比较
[0059] 图9步行多径信道中MF下的BER性能比较
[0060] 图10步行多径信道中ZF下的BER性能比较
[0061] 图11步行多径信道中MMSE下的BER性能比较
[0062] 图12高斯信道中不同算法的BER性能
[0063] 图13步行多径信道中不同算法的BER性能
[0064] 表1发送端运算复杂度比较
[0065] 表2仿真参数
具体实施方式
[006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 ，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详
细地描述。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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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68] 本文选择两种常见且效果好的升余弦滤波器(RC)和根升余弦滤波器(RRC) ，
这样
在系统实现时可以与其他模块共用。
具体步骤如下：
[0069]
(1)首先，
随机生成一个包含K个元素的二进制序列Ck∈{0 ,1}，
k∈[0 ,K-1]。
[0070]
(2)接着，
对滤波器进行编号，
当Ck＝1时，
选用RCC滤波器对第k路子载波信号进行
滤波，
否则选用RC滤波器对第k路子载波信号进行滤波。
[0071]
(3)最后，
K路载波叠加得到GFDM信号，
计算PAPR。
[0072] 接下来对上面RAF-GFDM的复杂度进行分析，
为比较，
我们也给出了OFDM及传统
GFDM系统、
Clipped-GFDM系统、PCT-GFDM、SLM-GFDM系统等的复杂度。参考式(2) ，
生成GFDM
信号需要的步骤如下：
[0073]
(1)K次M点的FFT；
[0074]
(2)K次滤波，
一次滤波进行LM次复数乘运算；
[0075]
(3)K次MN个点的复数加运算；
[0076]
(4)K次MN点的IFFT。
[0077] 我们用复数乘运算CM衡量系统的复杂度，
所以传统的GFDM系统的复杂度可以表示
为：
[0078]
[0079]

本文提出的基于随机分配滤波器的算法，
相较于传统的GFDM系统，
只是在信号的
滤波处理步骤上有所变化，
但是并没有增加系统的运算成本，
所以：

[0080]
[0081]

如表2所示，
给出了几种不同降PAPR算法的复杂度比较，
可以看出，
限幅法没有增
加额外的复杂度，
但却以牺牲系统的误码率性能来降低PAPR；
PCT算法的计算复杂度略有增
加，
可它同限幅法一样，
会增加系统的误比特率。SLM算法是一个线性过程，
不会带来信号畸
变，
复杂度也适中，
但是降低PAPR的效果并不突出；
而本文提出的算法同样是线性过程，
虽
在降低PAPR的效果上 没有限幅法和PCT算法突出，
但胜在没有增加额外的计算成本，
且对
误码率几乎没有影响，
具有更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0082] 本文通过对每路子载波随机分配不同的滤波器RC和RRC，
旨在破坏K路子载波信号
相位的一致性，
使各子载波信号连续叠加的时候出现峰值功率的几率减少。为了分析本文
方法的性能，
我们与传统GFDM、
文献[15]提出的迭代限幅法(Clipped-GFDM)、
多项式压扩法
(PCT-GFDM)和选择映射算法(SLM-GFDM)进行仿真比较。信道包括高斯信道和步行多径信
道，
分别采用MF、
ZF、
MMSE三种接收方式，
本文的其他仿真参数如表2所示。
[0083] 图3为滤波器的滚降系数对RAF-GFDM系统PAPR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
RAF-GFDM系统
的PAPR性能和所选滤波器的滚降系数(roll-off)有关，
并不是越大越好，
也不是越小越好，
但是总体影响不是太大。所以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滚降系数使系统的RAFGFDM系统的PAPR性能达到最优。
[0084] 图4对不同的降低PAPR的方法进行了比较，
我们注意到GFDM系统的PAPR略高于
OFDM，
这是由于GFDM运用了更灵活的滤波器，
即RRC、
RC等，
加快系统的带外衰减。假设使用
的是归一化的滤波器，那么GFDM信号的平均功率将低于OFDM信号，
所以GFDM的PAPR相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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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M会有所增加。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
与传统GFDM比较，
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降低
GFDM系统的PAPR。另外，
Clipped-GFDM方案和PCT-GFDM方案降低PAPR的性能虽然优于本文
提出的算法，
但是这两种算法都属于非线性操作，
不仅复杂度更高，
还会严重影响系统的
BER性能。进一步，
我们还与同为线性操作的选择映射算法(SLM)作比较，
本文方法的PAPR降
低效果优于SLM算法。
[0085] 图6和图7，
分别研究高斯信道和步行多径信道中本文提出的RAF-GFDM系统在MF、
ZF、MMSE三种接收方式的BER性能，
并与只使用一种滤波器的传统GFDM系统的BER性能作比
较。
我们注意到，
无论在高斯信道还是步行多径信道，
MF接收方式下的RAF-GFDM系统的BER
性能曲线都介于单独使用RC或RRC的传统GFDM系统的BER性能曲线之间。而值得注意的是，
若采 用ZF和MMSE接收方式，
当信噪比(SNR)较低时，
RAF-GFDM系统的BER性能曲线仍然介于
单独使用RC或RRC的传统GFDM系统的BER性能曲线之间；
但是在中高信噪比时RAF-GFDM系统
的BER性能会稍微差一点儿，
这说明当信噪比较高时，
BER受性能较差的滤波器影响更大。
综
上所述，
本文提出的基于随机分配滤波器的算法对GFDM系统的BER性能影响较小。
[0086] 图8和图9分别为高斯信道和步行多径信道中GFDM系统中使用不同降低PAPR方法
的BER性能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
文献[15]提出的Clipped-GFDM法和文献[16]中提出的
PCT算法的BER性能都有明显变差，
因为这两种算法都属于非线性过程，
降低系统的PAPR是
以牺牲BER性能为代价的；
本文提出的RAF-GFDM算法却可以在保障BER性能的前提下降低系
统的PAPR。
[0087] 表1是发送端运算复杂度比较
[0088] 表1

[0089]
[0090]

表2是仿真参数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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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

[0092]

[0093]

以上这些实施例应理解为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
阅读了本发明的记载的内容之后，
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
这些等效变
化和修饰同样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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