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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针对近距离宽带 LFMCW-SAR 成像的应用背景, 提出了一种基于 YIG 振荡器的 X 波
段 5.1 GHz 带宽线性调频连续波信号源方案, 该方案结构简单、价格低廉, 缺点是线性度较低, 导致
距离分辨率下降. 传统非线性估计方法在低信干噪比或多目标混叠情况下, 估计精度将严重下降甚
至失败. 针对这个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宽窄带滤波器相结合的二次迭代高阶模糊函数非线性误
差估计与插值重采非线性矫正方法, 该方法在低信干噪比情况下仍能有效估计并矫正发射信号的非
线性. 论文分别采用仿真数据、延迟线数据以及轨道 SAR 实测数据对算法进行了验证.
关键词

1

调频连续波合成孔径雷达, YIG 振荡器, 高阶模糊函数, 非线性矫正, 二次矫正成像

引言

线性调频连续波体制雷达 (LFMCW radar) 与脉冲体制雷达相比, 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重
量轻的优点, 结合解线调频 (De-chirp) 技术, 可在获取极大瞬时带宽的同时以极低的采样率完成回波
信号的采集. 因此, 国内外很多带宽极大的近距离探测与成像雷达系统, 均采用了 LFMCW 解线调体
制. 具体地诸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 X 波段轨道式 SAR 实验雷达 [1,2] (带宽 5 GHz)、美国堪萨
斯大学的 S/C 波段阵列探雪深雷达 [3] (带宽 6 GHz)、美国东北大学的 W 波段人体炸药探测成像雷
达 [4] (带宽 8 GHz)、德国波鸿大学的 W 波段人体持枪探测成像雷达 [5] (带宽 25.6 GHz)、德国波鸿
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若干亚太赫兹雷达 [6,7] (带宽均超过 40 GHz)、国内电子科技大学的太
赫兹高分辨雷达 [8] (带宽 10 GHz), 以及物理研究院的亚太赫兹 ISAR 成像雷达 [9] (带宽 5 GHz).
FMCW 解线调接收最为简单的实现方式是将发射信号与接收信号直接混频获取差频信号. 在发
射信号的频率与时间具有理想线性关系的情况下, 差频信号的频率即对应目标的距离, 且能获得理想
的距离成像质量. 当发射信号存在频率非线性问题时, 目标的距离成像质量将会恶化, 严重时甚至无
法成像. 因此, FMCW 解线调频体制的雷达对于发射信号有很高的线性度要求.
引用格式: 赖涛, 党同心, 靳科, 等. 低成本 X 波段超宽带 LFMCW-SAR 信号源与非线性矫正.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2017, 47:
73–85, doi: 10.1360/N112015-00301
Lai T, Dang T X, Jin K, et al. Nonlinearity correction of low cost UWB X-band LFMCW-SAR source (in Chinese).
Sci Sin Inform, 2017, 47: 73–85, doi: 10.1360/N112015-00301

c 2016 《中国科学》杂志社
⃝

www.scichina.com

infocn.scichina.com

赖涛等: 低成本 X 波段超宽带 LFMCW-SAR 信号源与非线性矫正

Tx
Voltage-to-current
conversion circuit

YIG oscillator
(7.6~12.7 GHz)

Coupler

Triangular voltage

Rx
Signal
processing

A/D
(44.1 kHz)

Filter and
amplifier

LNA
Mixer

图 1 LFMCW-SAR 系统方案
Figure 1

Block diagram of the X-band LFMCW-SAR

产生高线性度 LFM 发射信号的方法主要有调谐电压预失真法 [10,11] 、DDS+PLL 的方法 [4∼7] , 以
及延迟线闭环矫正方法 [12∼14] . 这些方法普遍具有实现难度大、调试周期长的问题. 本文采用一种成
本极低的方案, 即以线性电压控制 YIG 振荡器, 产生 X 波段 5.1 GHz 宽带的 LFMCW 信号, 但是其线
性度较低, 只能达到约 2%, 不能满足高质量成像要求. 当前, 在实际雷达系统中得到较好应用的事后
非线性矫正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为基于残余视频相位 (residual video phase, RVP) 补偿的方法 [15] ,
该方法采用延迟线技术完成非线性相位的估计, 利用 RVP 滤波器消除非线性的空变特性, 可一次对所
有距离单元的回波完成非线性补偿, 并采用飞行实验数据进行了验证. 这种方法的不足是采用了较多
近似, 当非线性度较大导致目标距离像弥散较为严重时, 矫正性能将急剧下降甚至失败. 另一种方法
由 Anghel 等提出 [16∼18] , 在近距离假设下, 将差频信号建模为高阶多项式, 利用高阶模糊函数与重采
样完成非线性相位估计与矫正. 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应对非常大的非线性度, 可达 15% 甚至更高, 并
在实际雷达系统中获得了验证.
本文设计的雷达系统应用背景为 10 m 内近距离成像, 且发射信号非线性度较大, 约 2%, 因此采
用了更为可行的高阶模糊函数方法. 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 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 本文不同于
文献 [13] 采用中频接收机, 而是采用了更为简化的零中频接收机, 因此回波差频信号容易受直流偏置
与闪烁噪声的影响, 加上射频泄漏, 导致回波较低的信干噪比. 基于高阶模糊函数的非线性估计方法在
低信干噪比条件下, 其性能将严重下降甚至完全失败. 对此本文提出两步估计矫正的思路, 初次估计
和矫正改善信干噪比,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估计与矫正, 可获得接近理想的估计和矫正性能. 其次, 本文
探讨了高阶瞬时矩生成时延时的选取问题, 得出了最佳延时选取的解析结论, 完善了高阶模糊函数多
项式系数估计方法的理论内涵; 其三, 基于插值重采样的非线性矫正方法, 可能导致雷达有效带宽损
失, 本文针对该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本文结构如下, 第 2 节给出了 X 波段 5.1 GHz 带宽 LFMCW-SAR 的系统设计与关键部分的硬件
实现方案; 第 3 节针对非线性导致该目标成像质量不理想的问题, 采用宽窄带滤波器相结合的高阶模
糊函数方法对非线性部分进行估计, 并基于插值的方法完成非线性矫正; 第 4 节分别采用仿真数据、
延迟线数据与实测轨道 SAR 数据对非线性估计与矫正方法进行了验证. 第 5 节进行了全文总结.

2

基于 YIG 振荡器的超宽带 LFMCW-SAR 雷达系统设计与实现

雷达系统方案简要架构如图 1 所示. 本方案出于两个考虑选用钇铁石榴石 (YIG, Yttrium Iron
Garnet) 振荡器作为信号源. 其一, YIG 振荡器的频率 — 电流的线性度较高, 能达到 ±0.1%; 其二,
YIG 振荡器在很大的频率范围内仍能保证幅频特性非常平坦, 优于 ±2 dB. 基于这两个优点, 可以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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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YIG 振荡器调谐控制电路
Figure 2

Tuning circuit of YIG oscillator

大程度上保证发射信号的质量, 从而为获得优良的一维距离像奠定基础. 为了简化研制难度, 我们没
有采用常规的锁相环结构, 而是利用线性三角电压驱动 YIG 来产生正负调频的 LFMCW 信号. 三角
波可以采用 DDS 的方法, 也可以采用函数发生器的方法. 为了获得优良的频率线性度, 我们采用了可
控性与线性度更好的 DDS 方法, 为了降低 D/A 带来的阶梯效应, 根据三角波的频谱特性有针对性地
设计了低通滤波电路, 既消除了阶梯和毛刺, 又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三角波的线性度.
YIG 振荡器与普通压控振荡器不同的是, 其输出频率高低由通过振荡器的电流大小控制, 且其电

流通常需达到几百甚至上千毫安. 此次方案中振荡器选用了 AVANTEK 公司的 AV7873 振荡器, 其标
称工作频率范围为 8∼12.4 GHz. 其主线圈调谐端可以视为 9 Ω 电阻与 60 mH 电感串联的等效负载.
YIG 振荡器的调谐控制电路如图 2 所示. 本系统要产生 7.6∼12.7 GHz 的信号, 调谐电流范围约为
370∼640 mA, 采样电阻 R10 为 4 Ω, 则需要三角波电压范围为 1.48∼2.56 V. 图 2 左端输入为 0∼3.3 V

三角波, 由 DDS 电路生成. 因此还需对该三角波电压进行尺度变换和直流偏置. 具体做法是, 利用运
放 U3A 构成一个相加器, 将幅度可调的直流电压与尺度可调的三角波电压相加, 产生的三角电压用来
驱动取样电阻 R10, 获取调谐端需要的三角形电流. 由于 YIG 振荡器的输入阻抗很小, 将运放产生的
三角电压直接加载在 YIG 振荡器的调谐端, 不能有效驱动, 因此还需一个电压 – 电流转换电路. 图 2
中达林顿管 2N6043G 与之前的运放即构成一个典型的电压 – 电流转换电路. 基本原理是, 利用达林
顿管 Q1 的高驱动能力, 以及 E 和 C 端电流基本相当, 则 YIG 调谐端将流入与流过 R10 相同的三角
形电流, 从而产生正负 LFM 信号.
由于 YIG 调谐端等效负载中有较大感抗, 会引起三角波转折处电压的波动 (初期采用正斜坡锯齿
电压, 电压从最大值到最小值的过程中, 调谐端电压会发生正弦型急剧震荡, 修改成正负三角电压后,
震荡显著减小), 因此采用了一个容值为 1 µF 的旁路滤波电容, 以稳定调谐两端电压, 降低射频信号杂
散, 但也导致三角电压的线性度变差, 使得输出的 LFM 信号频率非线性度增大到了约 2%, 当成像距
离增加时, 距离像成像质量将会逐渐恶化.
YIG 振荡器输出信号功率约 20 dBm, 通过 Sigatek 公司的 SC1015106-6 dB 耦合器分成两路,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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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经衰减后送往发射天线, 约 −10 dBmW; 另一路功率约 12 dBmW, 送往混频器 LO 端. 混频器选用
了 Marki 公司的 M2-0218LA 宽带混频器, 其本振输入范围 10∼13 dBmW. 接收天线收到回波信号后,
经低噪放后进入混频器 RF 端. 经混频后, 在中频端生成差频信号. 由于采用了直接混频, 导致差频信
号中存在较大的直流分量, 尤其当回波较弱时, 直流分量的影响更加显著. 因此对差频信号进行了先
高通滤波, 再高增益放大, 最后再低通滤波的调理, 在进入采集前获得了保真度良好的差频信号.
由于本系统的应用背景是 2∼10 m 的近距离成像, 当 LFM 信号脉宽 100 ms, 带宽 5.1 GHz 时, 差
频信号范围为 680 Hz∼3.4 kHz, 因此可以借助计算机的声卡完成信号的采集 (采样率 44.1 kHz), 进一
步降低系统研制难度和成本. 在采集回波信号的同时, 我们也将 DDS 输出的同步方波信号采集下来,
用于后续将采集到的数据转化为距离/方位二维回波矩阵, 而一般的双声道声卡刚好可以完成对两路
信号的采集.

3

基于回波的非线性估计与矫正

由于采用了相对简单低廉的信号源方案, 发射信号的频率线性度不能满足高质量成像要求. 本节
提出完全基于回波差频信号的非线性度估计与矫正方法, 该矫正方法应用条件非常宽松, 在信号的采
样率确知的情况下即可完成.
3.1

回波差频信号模型
假设发射信号为存在相位非线性误差的 LFM 信号, 其表达式为
(
)
St (t) = cos 2πfc t + πKr t2 + 2πε(t) ,

(1)

其中 fc 为载频, Kr 为调频斜率, ε(t) 为频率非线性误差. 不防把 ε(t) 建模为多项式求和的形式, 表示
如下:
K
∑
ε(t) =
bk−1 tk ,
(2)
k=3

对于大多数振荡器而言, K 取 4∼7 阶可基本满足要求. 当 ε(t) 中包含更高阶的相位或随机相位时, 该
模型存在一定误差, 这是参数化方法不可避免的缺陷. 但如果简化模型能够满足工程需求, 如本文对
成像质量的要求, 这种近似是可被接受的.
回波信号表达式为
Sr (t) =

I
∑

(
)
αi cos 2πfc (t − τi ) + πKr (t − τi )2 + 2πε(t − τi ) ,

(3)

i=1

αi 为目标回波幅度, τi 为目标延时, I 为目标数, 则回波信号与发射信号混频后差频信号的复数形式

可表示为

(
[
])
1
2
Sbeat (t) =
αi exp j2π −fc τi − Kr tτi + Kr τi + (ε(t − τi ) − ε(t)) .
2
i=1
I
∑

(4)

上式中, 中括号中的相位前 3 项为理想差频信号, 第 4 项为频率非线性导致的误差项, 其存在会导致
目标谱畸变, 即距离像质量下降. 在近距离成像的前提下, τi 为小量, RVP 项 πKτi2 很小, 可忽略.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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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延时较小时, 可将误差项 ε(t − τi ) − ε(t) 作一阶 Taylor 近似, 则式 (4) 可改写为
Sbeat (t) =

I
∑

αi exp (−j2π [fc + Kr t + ε′ (t)] τi ).

(5)

i=1

非线性矫正的目的即为估计并消除 ε′ (t) 的影响.
观察式 (5), 当成像场景中仅存在单个目标时, 则回波为一典型的多项式相位信号, 其多项式系数
估计可以采用经典的高阶模糊函数方法.
3.2

高阶模糊函数非线性估计方法
典型的多项式相位信号可写为

(

SP (t) = A exp j2π

M
∑

)
am tm

,

(6)

m=0

其 K 阶高阶瞬时矩 (high-order instantaneous momentum, HIM) 为
HIMK (SP (t), τ ) =

K−1
∏

[ ∗k
]C k
SP (t − kτ ) K−1 ,

(7)

k=0

其中, S ∗k (t) 定义见文献 [19]. 式 (7) 对应的 K 阶模糊函数定义为 K 阶 HIM 的 Fourier 变换
HAFK (SP (t)) = FT [HIMK (SP (t), τ )] .

(8)

如果多项式阶数与高阶瞬时量的阶数相等时, 即 M = K, 则多项式信号的 K 阶 HIM 转化为单频信号
HIMK (SP (t), τ ) = A2

K−1

exp (j2πfK t + φK ) ,

(9)

其中 φK 为常数相位, 并有
fK = K!τ K−1 aK .

(10)

很明显, 可以通过求取 HAFK 绝对值的峰值来估计 fK 的值, 进一步得到多项式相位信号的第 K 阶
系数估计值 aK .
接下来本文将探讨时延 τ 取值对估计精度的影响. 在 Gauss 白噪声情况下 fK 估计标准差 [20] 为
χ √
σfK =
, 其中 Tp 为信号时长, 则 (Tp − (K − 1)τ ) 为 K 阶矩 HIMK 的有效时域支撑
(Tp −(K−1)τ )

S/N

区, S/N 为信噪比, χ 为常数, 与 HIMK 包络相关. 进一步, aK 的估计标准差可写为
χ
√
σaK =
.
K−1
K!τ
(Tp − (K − 1)τ ) S/N

(11)

令 τ = γTp , 则 σaK 关于变量 γ 的最小值将出现在 γ = K1 . 这个结论非常重要, 它给出了我们在进行
不同阶高阶模糊函数估计多项式系数时, 应采取的最佳延时量. 比如当 K = 5, γ 应取 0.2; K = 4, γ
应取 0.25. 在多次仿真实验中, 这一结论均被一再验证.
完成 aK 的估计后, 将 K 阶非线性误差加以补偿,
SPK−1 (t) = SPK (t) exp(−j2πaK tK ),

(12)

则多项式信号中剩余最高阶误差为 K − 1 阶, 对 SPK−1 (t) 求 K − 1 阶 HAFK−1 , 取峰值, 可估计出
âk
1
, b̂k = (k+1)τ
, 2 6 k 6 K − 1, 其
aK−1 ; 以此类推, 可得所有系数. 根据式 (2), (5), (10) 可得 K̂r = τâref
ref
∑
K−1
′
k
中 τref 为参考目标的双程时延. 至此估计出非线性项导数 ε̂ (t) = k=2 (k + 1)b̂k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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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于插值的非线性矫正

为了获得良好的距离压缩图像, 完成非线性参数估计之后, 需对非线性部分进行补偿. 将式 (5) 改
写为
I
(
[
] )
∑
Sbeat (t) =
αi exp −j2πfc τi − j2πK̂r t + ε̂′ (t)/K̂r τi ,
(13)
i=1
′

进行变量替换 tinterp = t + ε (t)/K, 则补偿后的差频信号为
Sbeat,comp (t) =

I
∑

(
)
αi exp −j2πfc τi − j2πK̂r tinterp τi .

(14)

i=1

很明显, Sbeat,comp (t) 为多个单频信号的叠加, 也就是说, 利用重采样, 可一次性完成对多个目标的非
线性补偿. 具体实现方法为令 tinterp 为区间 (0, Tp ) 的均匀采样, 解方程 tinterp = t + ε′ (t)/K̂r , 求得 t
值. 再根据 t 求对应的 Sbeat (t), 但 t 值不会落在采样网格上, 为获得对应的 Sbeat (t) 值需要插值, 具体
插值方法不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 当瞬时调频率一直低于理想调频率 (一般等于估计出的 K̂r ) 时, 发射信号相位的
导数小于 K̂r , 非线性相位的导数 ε′ (t) 会小于 0, 则解方程 tinterp = t + ε′ (t)/K̂r 时, 因为 tinterp − t =
ε′ (t)/K̂r < 0, 解出的 t 值会大于相应的 tinterp , 因此有部分 t 值会大于发射信号脉宽 Tp , 从而导致
t > Tp 的 Sbeat,comp (t) 结果不能插值得到. 但是从雷达系统发射带宽的层面来看, 虽然差频信号损失
了观察时间, 但其带宽却并未损失. 这是因为通过非线性矫正, 将调频率较小而脉宽较长的实际信号
矫正为了调频率较大而脉宽较小的理想信号, 矫正前后信号的带宽是相等的. 因此这种情况下并不会
导致系统带宽的损失从而保证了系统预设的距离分辨率.
而当发射信号的瞬时调频率高于理想调频率, 则非线性矫正是将调频率较大的信号矫正为调频率
较小的信号, 两者脉宽相当的话, 会损失部分带宽. 因此, 只要满足发射信号的瞬时调频率低于理想调
频率, 则重采样时不会损失信号带宽. 系统设计中, 在调谐端采用较大的滤波电容, 可使得调谐电压斜
率随时间逐渐减小, 从而保证发射信号的瞬时调频率低于理想调频率, 在事后非线性矫正时可避免带
宽损失.
3.4

基于宽带/窄带滤波器相结合的二次非线性矫正
3.2 小节假设回波中只有一个点目标信号, 这通常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 雷达回波信号是多个目标

信号以及噪声基底的混叠; 而当采用延迟线制造单个点目标时, 回波信号可以认为是单目标信号与噪
声基底的叠加. 通用的回波差频信号可写为
Sbeat (t) = Sref (t) +

I
∑

Si (t) + n(t),

(15)

i=1,i̸=ref

其中 Sref (t) 为我们感兴趣的最强目标回波信号, 或者称之为参考目标回波信号, Si (t) 为第 i 个目标
回波. 由于系统采用零中频接收机, 受直流偏置与闪烁噪声影响, 噪声基底 n(t) 较高. 在非线性估计
时, 我们希望提取出场景中最强点信号, 并尽量减少其他目标信号以及噪声基底的影响. 然而在时域,
所有目标信号完全重合在一起, 无法区分. 如对差频信号进行 Fourier 变换后, 回波谱可写为
Sbeat (f ) = Sref (f ) +

I
∑
i=1,i̸=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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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非线性系数估计结果
Table 1

Estimated results of nonlinear coeﬃcient

Simulation parameters

Kr

b2

b3

b4

b5

Preset polynomial coeﬃcients of nonlinearity error
Estimated value of 2 m reference range
Estimated bias of 2 m reference range (%)
Estimated value of 5 m reference range
Estimated bias of 5 m reference range (%)

1
1.0005
0.05
1.0003
0.03

1.8
1.754
2.58
1.7871
0.72

−24.6
−23.46
4.64
−24.316
1.16

278.1
265.3
4.60
275.226
1.03

−1355.1
−1301.5
3.96
−1344.2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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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非线性矫正距离压缩结果. (a) 距离 0∼28 m; (b) 距离 23.5∼26.5 m
Figure 3

Range proﬁle simulation results for nonlinear correction. (a) 0–28 m range; (b) detailed 23.5–26.5 m range

每个目标的回波在频域会实现聚焦, 理论上为 sinc 函数. 但如果存在较大的非线性, 则目标谱会发生
弥散, 相互影响. 通过多次仿真实验证明, 当参考目标功率相对于干扰与噪声功率超过 20 dB 时, 干扰
与噪声的影响很小, 可基本忽略.
然而, 实际上信干噪比往往低于 20 dB, 此时估计性能将会恶化甚至导致完全错误的估计. 针对参
考目标被相邻目标以及噪底污染的问题, 我们提出两次迭代矫正的解决思路. 第 1 次采用宽带滤波器,
将参考目标回波谱 Sref (f ) 的绝大部分能量取出, 其中也包含较多的干扰信号与噪底, 因此非线性系数
估计精度不高. 尽管如此, 当利用该系数进行非线性矫正后, 所有目标的聚焦仍然能得到较大改善, 此
时参考目标受周围目标的干扰明显减少. 第 2 次矫正采用窄带滤波器, 既能将参考目标谱的主体部分
取出, 也能减少其他目标信号与噪底的干扰. 由于信干噪比的大幅改善, 再次进行非线性系数估计, 可
获得非常高的估计精度. 之后利用该估计系数再次进行非线性矫正, 距离压缩效果可显著改善.

4
4.1

仿真验证与实测数据处理与分析
仿真实验与分析
仿真参数设置为带宽 5 GHz, 脉宽 100 ms, 采样率 44.1 kHz, 则雷达的不模糊最大探测距离为

66.3 m. 仿真加入了 5 阶非线性误差, 调频率和非线性参数如表 1 第 2 行所示, 此时非线性度为 (非

线性度定义为最大频偏与信号带宽之比) 7.66%. 为显示方便, 将各阶非线性系数对调频率进行了归一
化. 仿真中设置了 6 个点目标, 分别位于 2 m, 5 m, 10 m, 15 m, 20 m, 25 m 处, 回波强度均为 10. 非
线性矫正前后的距离压缩图像如图 3 所示. 其中, 图 3(a) 给出了参考距离 2 m 条件下 6 个目标非线
性矫正前后的距离像, 图 3(b) 给出了 25 m 处目标的局部放大图. 矫正完成后, 6 个目标均实现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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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二次迭代估计与矫正的距离压缩结果. (a) 距离 0∼28 m; (b) 距离 23.5∼26.5 m; (c) 距离 38.7∼39.5 m
Figure 4 Range proﬁle simulation results for nonlinear correction. (a) 0–28 m range; (b) detailed 23.5–26.5 m range;
(c) detailed 38.7–39.5 m range

好聚焦; 但是也发现, 随着目标距离增大, 回波强度逐渐减弱, 表明仍有残余非线性误差, 且距离越大,
残余非线性的影响也愈加严重.
(1) 参考点距离选取分析

在选取参考点时, 当选取参考点的距离越远时, 差频信号中的非线性项越大 (与延时成正比), 在
非线性系数的估计标准差一定的条件下, 其非线性系数估计的相对精度也越高. 选取参考目标距离分
别为 5 m 和 2 m, 估计出的非线性系数具有较大差异, 5 m 条件下的估计结果更接近实际加入的误差,
矫正效果也更优, 具体的对比结果如表 1 所示. 以位于 25 m 处目标矫正结果为例, 5 m 条件下其归一
化幅度为 −1.79 dB, 而 2 m 条件下为 −1.82 dB. 因此在估计非线性误差时, 应采用更长的延迟线, 以
获取更高的估计精度. 实际工程中, 如果采用同轴线为延迟线, 由于同轴线的衰减随频率提高而增大,
会恶化信号的带内平坦度. 尤其在本系统中, 相对带宽较大的情况下, 带内平坦度会遭到严重破坏. 带
内的不平坦将导致差频信号频谱的非对称旁瓣, 进一步影响非线性系数的估计精度. 因此延迟线也不
宜太长, 我们折中的采用了一条约 4.4 m 长的延迟线. 另外一种解决方案是采用专用延迟器件, 延迟时
间可达微秒级, 但是其带宽通常不能满足超宽带要求, 且价格非常昂贵.
(2) 低信干噪比条件下的二次迭代估计与矫正

仿真中设置了 6 个目标, 距离分别为 2 m, 5 m, 10 m, 10.3 m, 28 m, 39.1 m; 除了 10.3 m 处目标幅
度为 6, 其他目标幅度均为 10. 在本实验中, 采用 10 m 处的目标为参考目标, 由于非线性的影响, 如
图 4(a) 所示, 10 m 处目标与 10.3 m 处目标的点扩展函数几乎完全混叠在一起. 第一次非线性估计,
80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7 卷 第 1 期

0

0.6 (a)

(b)
Normalized power (dB)

Amplitude

0.4
0.2
0
−0.2
−0.4

No correction
First correction
Second correction

−5
−10
−15
−20
−25
−30

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
Time (s)

−35

2.6 2.7 2.8 2.9

3 3.1 3.2 3.3 3.4 3.5
Range (m)

图 5 延迟线目标测试结果. (a) 差频信号时域波形; (b) 非线性矫正距离压缩图像
Figure 5

Experiment results for a delay line. (a) Beat signal of a delay line; (b) range proﬁle of a delay line

表 2 延迟线数据非线性矫正结果
Table 2

Nonlinear correction results for a delay line

Parameters

No correction

First correction

Second correction

Resolution (m)

0.0285

0.0279

0.0274

Maximal side lobe (dB)

−6.00

−12.51

−13.50

Main lobe level (dB)

−1.72

−0.42

0

采用宽带滤波器, 带宽为主瓣理论宽度的 180 倍, 以覆盖 10 m 处目标的点扩展函数的主要能量. 此时
10.3 m 处的目标能量也全部进入滤波器, 根据预设的目标幅度, 此时信干比约为 4.44 dB (未加噪声).
利用第一次估计出的非线性系数进行矫正后, 6 个目标的距离压缩结果如图 4(a) 所示, 局部放大如
图 4(b) 和 (c) 所示. 可以发现, 虽然各位置目标能量获得了较好的聚焦, 但是其旁瓣电平仍然较高, 尤
其 39.1 m 处目标, 旁瓣峰值电平达到了 −6.2 dB. 第 2 次非线性估计, 采用了窄带滤波器, 滤波带宽
约为理论上主瓣宽度的 10 倍, 将 10 m 处目标点扩展函数的主体部分滤出, 而尽量减少 10.3 m 处目
标的干扰. 基于滤波后的信号再次进行非线性估计与矫正后, 目标点扩展函数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改善,
如图 4(b) 和 (c), 39.1 m 处目标旁瓣峰值电平约 −12.1 dB, 改善约 6 dB, 接近理论值.
4.2

实测数据处理与分析
(1) 延迟线目标非线性矫正与分析

为了对发射信号的非线性度进行分析, 采用约 4.4 m 长的射频延迟线制造了一个等效目标, 将其
与发射信号混频, 获取了一组差频信号. 该差频信号的时域波形和距离压缩图像分别如图 5(a) 和 (b)
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图 5(b) 的距离轴等效为了自由空间中的双程传播距离为 3.045 m, 由于电磁波在
同轴线中传播速度小于光速, 因此单程距离 6.09 m 大于延长线物理长度 4.4 m, 据此可反推出该同轴
线中传播速度约为 0.72 倍光速. 观察图 5(b) 可以发现, 由于发射信号存在非线性, 目标的点扩展函数
旁瓣过高, 约 −6 dB, 且左右严重不对称. 考虑到系统采用了零中频结构, 存在较为严重的直流偏置;
另一方面发射泄露也将导致在近距离处存在较强低频信号. 因此由延迟线模拟的目标回波信号将受到
较为严重的污染, 导致较低的信干噪比. 因此采用论文提出的宽窄滤波器相结合的二次非线性估计与
矫正, 并假设非线性项相位为 5 阶多项式. 矫正前后结果示于表 2, 第 1 次滤波器带宽选为 40 倍主瓣
81

赖涛等: 低成本 X 波段超宽带 LFMCW-SAR 信号源与非线性矫正

表 3 雷达系统参数
Table 3

Radar system parameters

Carrier
frequency

Bandwidth

Sweep
period

Velocity

Rail length

Antenna
diameter

Transmitted
power

System
error

10.15 GHz

5.1 GHz

0.207 s

0.1 m/s

4m

0.14 m

−10 dBmW

1.20 m

宽度 (覆盖目标谱主要能量), 非线性估计和矫正后如图 5(b) 中点虚线所示. 其第 1 旁瓣从 −6.00 dB
降低到 −12.51 dB, 改善 6.51 dB; 主瓣电平从 −1.72 dB 抬升到 −0.42 dB, 改善约 1.30 dB; 主瓣
宽度从 0.0285 m 压缩为 0.0279 m, 改善约 2.1%. 第 2 次滤波器带宽选为 20 倍主瓣宽度, 再次
进行非线性估计与矫正后, 第 1 旁瓣为 −13.50 dB, 进一步改善约 1 dB; 主瓣电平进一步改善约为
0.42 dB; 主瓣宽度为 0.0274 m, 进一步改善约 1.8%. 本系统带宽为 5.1 GHz, 则理论上理想的主瓣宽
度为 0.886c/2B = 0.0261 m. 可见, 系统并未能达到理论分辨极限, 应该是非线性矫正残差, 以及带内
幅度不平坦所致.
(2) 轨道式合成孔径雷达测试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系统设计和处理算法的有效性, 进行了轨道式合成孔径雷达成像实验, 系统参数
如表 3 所示. 其中, 三角波周期为 0.207 s, 实际中, 我们截取了三角波的上升段, 即脉宽为 0.1035 s. 天
线口径为 0.14 m, 理论方位分辨率约为 0.07 m, 但是后期处理时发现, 方位分辨率优于 0.03 m. 分析
表明, 该喇叭天线的波束宽度远宽于未加权理论值, 这个可从图 6(b) 中距离弯曲曲线中得到验证.
以放置在距离天线相位中心 3 m 处的角反射器 (直角边 16 cm) 为例, 图 6(a) 为成像场景, 图 6(b)
为非线性矫正前的距离弯曲曲线, 此时存在近端距离旁瓣抬高的现象, 与延迟线数据距离压缩结果吻
合. 采用延迟线数据获取的非线性系数对该实际数据进行处理, 所得结果如图 6(c) 所示, 近端过高旁
瓣得到了有效抑制. 图 6(d) 进一步给出了零 Doppler 时刻目标的一维距离像, 可观察到, 近端旁瓣从
−6.0 dB 降到了 −14.0 dB, 改善了约 8 dB. 图 6(e) 和 (f) 给出了该目标非线性矫正前后的二维成像结果,
成像算法采用的是适用于 LFMCW-SAR 体制的改进 ω − k 算法, 处理时距离与方位均未加窗. 图 6(g)
和 (h) 进一步给出了角反射器点目标非线性矫正前后的距离和方位剖面图, 主瓣峰值改善约为 1.28 dB.
此外, 距离向 −3 dB 分辨率矫正前为 0.0343 m, 矫正后为 0.0309 m, 距离向峰值旁瓣比从 −6.1 dB 改善
为 −13.7 dB; 方位向分辨率与峰值旁瓣比矫正前后基本无变化, 为 0.028 m 与 −15.3 dB. 观察图 6(h),
发现角反射器的聚焦效果并不理想, 旁瓣电平和积分旁瓣比均较高. 导致成像不理想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 轨道运行精度不够, 并非理想匀速运动, 存在沿方位向速度误差和切方位向抖动 (切向抖动较为
明显); 其次, 直流偏置与直达波泄露使得噪声基底抬升, 污染了回波信号; 其三, 发射信号不稳定也会
导致回波信号额外的幅相误差. 以上几个因素导致方位向散焦, 有针对性的改进方法包括精确的运动
补偿方法或精度更高的轨道, 中频采集与直达波泄露抑制, 以及采用更优的发射信号源电路设计.
同时也进行了多个角反射器的成像实验, 成像场景为 16 个角反射器组成的字母 “XD”, 场景和成
像结果分别如图 7(a) 和 (b) 所示. 其中, 场景中地砖的尺寸为 60 cm × 60 cm, 可以发现, 成像结果与
实际场景非常吻合.

5

结论

本文报道了一种高性价比的 X 波段超宽 LFMCW-SAR 系统. 系统结构简单、代价低廉、研制周
期短, 非常适合于工程能力相对薄弱的院校环境. 论文给出了系统设计方案和关键部分的工程实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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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单个角反射器结果. (a) 成像场景; (b) 矫正前距离迁徙曲线; (c) 矫正后距离迁徙曲线; (d) 零多普勒处距离
剖面; (e) 矫正前二维成像结果; (f ) 矫正后二维成像结果; (g) 角反射器矫正前后距离剖面; (h) 角反射器校正前后
方位剖面
Figure 6 Results for single corner reﬂector (a) Imaging scence; (b) range migration curve without correction; (c) range
migration curve with correction; (d) range proﬁle at zero Doppler; (e) 2-D image without correction; (f) 2-D image with
correction; (g) target’s range proﬁle with or without correction; (h) target’s azimuthal proﬁle with or without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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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6 个角反射器成像结果. (a) 成像场景; (b) 成像结果
Figure 7

SAR image for 16 corner reﬂectors. (a) Imaging scene; (b) imaging results

法, 着重对发射机中存在的频率非线性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解决. 充分考虑了双天线零中频接收结构中
直流偏置、射频泄露导致的信干噪比较低的问题, 并提出了宽窄带滤波器相结合的二次迭代非线性估
计与插值重采矫正方法; 以获取多项式系数最优估计性能为目的, 推导验证了高阶瞬时矩构造中最佳
延时的选取准则, 对于高阶模糊函数多项式系数估计的工程应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指出基于插值
重采的非线性矫正方法可能导致系统带宽损失的弊端, 并提出了工程解决方案. 最后, 利用仿真数据、
延迟线数据和轨道 SAR 实验数据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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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linearity correction of low cost UWB X-band
LFMCW-SAR source
Tao LAI* , Tongxin DANG, Ke JIN, Gongquan LI & Yongjun ZHAO
Institute of Navigation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PLA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tnudt@163.com
Abstrac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near range imaging with wideband LFMCW-SAR imaging, this paper presents a
scheme to generate X-band signal with 5.1 GHz bandwidth based on a YIG oscillator. This method has a simple
structure and low cost. However, it introduces a certain degree of nonlinearity, resulting in range-resolution
degradation. Conventional nonlinearity estimation methods do not work well or fail with low SINR. To solve this
problem, a two-step high order ambiguity function method, based on wide and narrow band filters,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nonlinear error. The nonlinearity is corrected by resampling. In the end, the nonlinear correction
algorithm is validated with simulation data, delay-line data, and rail-SAR data.
Keywords linear frequency modulated continuous wave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LFMCW-SAR), YIG oscillator, high order ambiguity function (HAF), nonlinearity correction, two-step correction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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