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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长周期伪码扩频信号的捕获问题, 分析了局部相关的码相位空间捕获模型和 FFT 实现
方法. 为了能够对数据处理任务进行分割处理, 充分利用 GPU 加速 FFT 运算, 本文研究了部分重
叠局部相关长码直接捕获算法, 提出了基于 GPU 的全局直接搜索和分段重叠搜索长码直接捕获方
法. 该方法利用 FFT 并行搜索伪码相位, 在 GPU 中批处理加速 FFT 运算. 实验结果表明, 相比
CPU 实现的方法, 基于 GPU 的长码直接捕获方法显著提高了捕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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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周期伪码扩频信号抗干扰性能相比短码更强, 在短码受干扰条件下, 只能依赖长码的直接捕获,
因此长码直接捕获技术是导航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伪码扩频信号捕获阶段需要搜索确定伪码相位
和 Doppler 初始值, 长码直接捕获需要搜索的码相位不确定范围相比短码更大, 通常是短码搜索范围
的 103 ∼ 104 倍, 因此如何快速搜索确定伪码相位, 是其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长码捕获按照信号处理方式不同分为: 时域处理方法 (包括多相关器并行法和匹配滤波法 [1, 2] 等)
和频域处理方法 (包括基于 FFT 的捕获方法 [3, 4] ). 为了减小搜索的相位数, 采用多点重叠的原理
一次搜索多个相位, 这类方法包括平均搜索法 [5] 和扩展复制重叠 XFAST (extended replica folding
acquisition search technique) 算法 [6∼8] . 其中时域处理方法单元运算简单, 数据处理实时性要求高,
FPGA 和 ASIC 等嵌入式器件基于大量的运算单元, 并行进行乘累加计算, 实现方法中时序要求高, 控
制逻辑复杂. 频域处理方法算法复杂, 对数据批处理操作, DSP 和 CPU 等处理器利用 C 语言和丰富
的库函数, 通过软件实现复杂的处理算法, 但是 DSP 等嵌入式处理器 FFT 处理点数受限, 因而不能
对长码直接进行 FFT 搜索, 并且 FFT 捕获方法捕获时间受处理器主频等限制.
引用格式: 牟卫华, 唐小妹, 马春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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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局部相关码相位空间搜索示意图
Figure 1

Part correlation code phase space searching method

GPU 中有大量的浮点运算单元, 通过利用数以百计的处理器核心, GPU 计算 FFT 的速度可提升
10 倍. 近几年, 基于 GPU 的通用计算技术开始应用于工程计算领域, 相关专家和研究机构对 GPU 通

用计算在导航信号接收领域的应用进行了部分研究 [9∼13] , 对基于 GPU 的捕获研究主要集中在短码捕
获分析上, 还未见相关材料对基于 GPU 的长码捕获进行研究.
本文分析了局部相关的码相位空间捕获模型, 为了能够对数据处理任务并行处理, 提出了一种分
段部分重叠局部相关捕获方法, 给出了基于局部相关的全局码相位空间直接捕获和分段捕获的 GPU
实现方法, 并对 GPU 和 CPU 实现方法进行了性能对比验证.

2
2.1

基于局部相关的长码时域捕获
基于局部相关的长码全局直接捕获

对于长周期伪码, 以 GPS P 码为例, 伪码周期为 7 天, 在整个捕获处理时间段内伪码不重复, 不
能像短码一样进行整个伪码周期的相关运算. 基于局部相关的长码相位空间搜索是生成一小段本地参
考信号, 与整个不确定范围内的输入信号序列进行相关运算, 寻找相关最大值从而确定长码相位 [14] .
首先, 根据本地时间, 取一段本地长码, 生成采样率为 fs 、持续时间为 t 的本地信号序列 p(n) 为
{p (0) , p (1) , . . . , p (tfs )}.
将序列 p(n) 补充 T fs 个 0, 得到 p0 (n), 即

 p (n) , 0 6 n 6 tfs ,
p0 (n) =
(1)
 0,
tf < n 6 (T + t) f .
s

s

记伪码速率 fP , 以采样率 fs (fs > 2fP ) 对信号进行采样, 采集 T + t 秒的输入信号, 剥离载波后
的复信号序列 s(n) 为 {s (0) , s (1) , . . . , s [(T + t) fs ]}. 在整个待搜索的相位空间, 共有 T fs 个可能的伪
码相位值. s(n) 与 p0 (n) 的相关值序列 r(n) 计算如 (2) 式:
∑

(T +t)fs

r (n) =

s (k)p0 (k − n) ,

(2)

k=0

其中 n = 0, 1, . . . , T fs .
局部相关搜索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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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段重叠局部相关输入信号划分
Figure 2

2.2

Partly overlap segmentation and correlation of input samples

利用 FFT 实现线性相关时域捕获

为了加速相关搜索的速度, 采用 FFT 计算相关值序列 r(n). 短周期伪码扩频信号用 FFT 方法计
算相关值时, 由于伪码的周期重复性, 在处理时间段内的相关搜索为循环相关运算, 可直接应用 FFT
算法. 长周期伪码扩频信号在处理时间段内伪码不重复, 信号相关搜索过程为输入信号与本地信号的
线性相关运算, 需要转化成循环相关后才能应用 FFT 算法. 将 s(n) 的周期拓展序列记为 s̃ (n), p0 (n)
的周期拓展序列记为 p̃0 (n), 则 s(n) 与 p0 (n) 的循环相关序列 yT +t (n) 计算如 (3) 式:


(T +t)fs
∑
yT +t (n) = 
s̃ (k) p̃0 [− (n − k)] RT +t (n) ,
(3)
k=0

其中 RT +t (n) 为矩形序列, 表示取长度为 (T + t) fs 的主值序列. 记 s(n) 的离散 Fourier 变换为 S(k),
p0 (n) 的离散 Fourier 变换为 P0 (k), yT +t (n) 的离散 Fourier 变换为 YT +t (k), 由 (3) 式可得
YT +t (k) = S (k) P0∗ (k) .

(4)

yT +t (n) = IFFT [YT +t (k)] .

(5)

对频域计算的结果取逆 FFT 可得

取循环相关序列 yT +t (n) 的前 T fs + 1 个值, 舍弃后 tfs 个值, 即得到不确定范围内的相关值序列
r(n).
2.3

分段部分重叠局部相关捕获

当伪码相位搜索不确定范围较大时, 需要处理的输入信号序列长度可能超出处理器能力范围, 此
时采用部分重叠分段补零方法, 将输入信号序列部分重叠分段划分, 输入信号序列分段的长度大于本
地信号序列长度即可, 重叠部分持续时间与本地信号序列持续时间相同, 本地信号序列在末尾补零至
输入信号序列分段长度 (zero padding and overlapping). 特别地, 当输入信号序列分段长度为本地信号
序列长度 2 倍时, 即为 “Double block and zero padding” 方法 [15∼17] . 每一段信号序列的搜索处理过
程均采用基于局部相关的搜索方法, 通过 FFT 在频域计算每个分段的相关值, 各段信号搜索处理过程
可利用多核处理器并行进行. 输入信号序列的划分如图 2 所示.
将输入信号序列划分为 m 段, 每一段序列持续时间为 T /m + t, 序列重叠时间为 t, 则各子序列
si (n) 为 {s (iT fs /m) , s (iT fs /m + 1) , . . . , s [(i + 1)T fs /m + tfs ]}, 其中 i = 0, 1, . . . , m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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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序列 p(n) 补充 T fs /m 个 0, 得到 p0m (n), 应用上述推导的局部相关码相位空间搜索方法, 计
算出 si (n) 与 p0m (n) 的相关值子序列 yi (n): {y (iT fs /m) , y (iT fs /m + 1) , . . . , y [(i + 1)T fs /m]}.
所有的 yi (n) 拼接后即可得到整个不确定空间的相关值序列 r(n).
2.4

运算量与捕获时间分析

直接 FFT 全局搜索算法中, 输入数据序列 FFT、本地参考序列 FFT 以及结果的 IFFT 再加上
频域复共轭相乘的总计算量为 O (3(T + t)fs log(T + t)fs ) + 5(T + t)fs . 分段部分重叠 FFT 搜索算法
中, 输入数据序列 FFT、本地参考序列 FFT 以及结果的 IFFT 再加上频域复共轭相乘的总计算量为
(2m + 1) × O ((T /m + t)fs log(T /m + t)fs ) + 5m(T /m + t)fs . 经过比较, 两种算法总计算量在一个数量
等级, 但分段部分重叠局部相关捕获算法, 将总的数据分段划分进行处理, 从而方便利用多核处理器
并行运算, 提高处理器运算资源利用率.

3
3.1

局部相关长码时域捕获的 GPU 实现
全局直接搜索的 GPU 实现
GPU 中具有数以百计的浮点处理器, 其快速 Fourier 变换库 cuFFT 充分利用大量的处理器资源

进行 FFT 运算, 其 1 维 FFT 变换最大可支持 128 M 个元素. GPS P 码伪码速率为 10.23 MHz, 假
设采样率为 37.5 MHz, 搜索时间不确定范围为 ±1 s, 则整个待搜索的伪码相位共有 75 M 个, 不超过
1 维 FFT 变换的最大数据处理量, 因此可采用 cuFFT 实现基于局部相关的码相位空间全局直接搜索.
基于 GPU 的全局直接搜索方法步骤如下 [18] :
(1) 根据本地时间 t0 , 取 [ t0 , t0 + t ] 时间段持续时间为 t 的 P 码数据, 根据采样率 fs 生成本地
参考信号序列 p(n);
(2) 以采样率 fs 采集 (T + t) 秒输入信号 (其中 T 为不确定时间范围), 剥离载波后生成复信号

序列 s(n);
(3) 在 GPU 设备端为输入信号序列 s(n) 和本地参考信号序列 p(n) 分配存储空间, 使用 cudaMemcpy() 函数将输入信号序列 s(n) 和本地参考信号序列 p(n) 由主机端拷贝到设备端;
(4) 将本地信号序列 p(n) 补充 T fs 个 0, 得到序列 p0 (n);
(5) 调用函数 cuﬀtPlan1d() 创建 Fourier 变换计划;
(6) 调用函数 cuﬀtExecC2C() 和 cuﬀtExecR2C(), 计算输入信号序列 s(n) 的 Fourier 变换序列
S(k) 和本地信号 Fourier 变换序列 P0 (k);
(7) 在 GPU 中逐点计算 S(k) 与 P0 (k) 的共轭乘积, 得到序列 YT +t (k);
(8) 调用函数 cuﬀtExecC2C() 计算 YT +t (k) 的逆 FFT, 得到循环相关序列 yT +t (n), 截取每个相
关序列的前 T fs + 1 个值, 得到整个不确定时间范围内的相关值序列 r(n);
(9) 在 GPU 中逐点计算相关值序列 r(n) 的模值, 得到模值序列 M(n);
(10) 搜索 M(n) 的最大值, 判断是否超过检测门限, 并确定码相位值 td .
3.2

分段重叠搜索的 GPU 实现

在 FPGA 和 ASIC 中利用大量硬件乘加器等运算资源并行运算, 能够实现数据的快速 FFT 运算,
目前长码直接捕获主要由 FPGA 和 ASIC 等实现. 在 FPGA 中由于硬件资源的限制, FFT 运算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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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 在伪码相位不确定度范围较大时, 需要采用重叠分段补零 FFT 方法, 将输入数据重叠分段划分.
为了实现多组不同分段数据的 FFT, 需要严格控制输入和输出数据的分批切换时序以及长码提取的
码相位与时序, 控制逻辑复杂, 仿真验证时间长. 在 cuFFT 函数库中, FFT 变换函数可以同时对输入
的多组不同的数据进行 FFT 批处理操作, 据此能够在 GPU 中实现分段部分重叠的局部相关捕获算
法. 采用软件方法实现多组分段数据的 FFT 批处理运算, 简化了数据分批切换的控制逻辑, 仿真验证
速度快. 但是基于 GPU 的长码直接捕获方法, 需要采用专用硬件将信号与长码采集并传输至运算主
机, 同时需要在主机中增加 GPU 运算卡, 增大了功率消耗.
以 GPS P 码捕获为例, 将基于 GPU 的全局直接搜索方法中步骤 (4)∼(8) 做如下替换:
(4) 将输入信号序列部分重叠分段划分, 得到 m 个序列 si (n), i = 0, 1, . . . , m − 1, 将本地信号序
列 p(n) 补充 T fs /m 个 0, 得到序列 p0m (n);
(5) 调用函数 cuﬀtPlan1d() 和 cuﬀtPlanMany() 创建 Fourier 变换计划;
(6) 调用函数 cuﬀtExecC2C() 和 cuﬀtExecR2C(), 批处理计算分段划分的 m 个序列 si (n) 的
Fourier 变换序列 Si (k) 和本地信号 Fourier 变换序列 P0m (k);
(7) 在 GPU 中逐点计算 Si (k) 与 P0m (k) 的共轭乘积, 得到序列 Yim (k);
(8) 调用函数 cuﬀtExecC2C() 计算 Yim (k) 的逆 FFT, 得到 m 个循环相关序列 yim (n), 截取每个
相关序列的前 T fs /m 个值 yi (n), 拼接后得到整个不确定时间范围内的相关值序列 r(n).
分段重叠搜索方法将输入数据进行划分, 降低了数据处理的规模和存储要求, 适应于不同性能的
GPU 实现, 对数据的划分同时有利于多核处理器对数据进行并行任务处理.

4

长码时频搜索策略及检测性能

在基于 FPGA 的长码直接捕获方法中, 为了在时域和频域并行搜索伪码相位和 Doppler 频率, 通
常采用部分匹配滤波器 PMF 和 FFT 结合的实现架构, 其中匹配滤波器部分采用流水并行机制在时
域搜索伪码相位, 通过增加硬件资源实现滤波器的并行乘加运算和流水处理机制, 能够在每个数据点
实时计算, 完成该点的时频二维搜索处理, FFT 模块处理多段匹配滤波器输出的部分相关值并行搜索
Doppler, 该架构易于 FPGA 实现 [19] .
基于 GPU 的长码时频二维直接捕获把多段匹配滤波器码相位搜索部分采用 FFT 算法实现, 将
分段的输入数据和本地长码信号通过 FFT 变换到频域, 在频域通过共轭乘实现相干计算并行搜索伪
码相位, 对于 Doppler 频率的搜索, 利用小点数 FFT 处理部分相关值估计得到. 对于 Doppler 频率搜
索, 还可以通过移位频域序列得到不同频偏的本地参考信号, 与输入信号频域序列相乘的方法来实现.
该方法仅需对输入信号和本地参考信号做一次 FFT 变换, 节省了时频变换的运算量 [20] . 基于 GPU
的长码直接捕获方法运用 FFT 算法压缩相关运算量, 通过增大算法复杂度获得相关运算的并行度, 适
于软件接收机实现.
假定虚警概率 Pfa = 10−8 , 则由 (6) 式:
√
Vt = σn −2 ln Pfa
(6)
得到判决门限 Vt 为 6.07σn , 式中 σn 为噪声均方根值. 相关检测性能仿真如图 3 所示, 当虚警概率
Pfa = 10−8 , 检测概率 Pd = 0.995 时, 检测判决处需要的最小信噪比 S/N 约 15.3 dB.
载噪比 C/N0 与信噪比关系如 (7) 式:
C/N0 = S/N − 10 log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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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 表示相干积分时间, 当 t 取 1 ms 时, 达到检测性能需要的最小载噪比 C/N0 需大于 45.3 dB · Hz.
当存在 Doppler 误差 fe 时, 由 (8) 式算得相关损耗:
2

L = 10 log [sin c (π · fe · t)] .

(8)

由 (7) 和 (8) 式, 在 Doppler 范围 [–5 kHz, 5 kHz] 内, 相关损耗不超过 1 dB, 本地参考信号序列持续
时间 t 需取 0.05 ms, 为达到检测性能输入信号 C/N0 > 58.3 dB · Hz, 此时利用上述算法搜索确定伪码
相位后, 再利用一组分段相关值序列进行 Doppler 频率估计. 为了提高频率估计的准确度, 将分段相关
值序列后补零, 对补零序列 FFT 变换估计出信号 Doppler 初始值 [21] . 当输入信号 C/N0 > 45.3 dB · Hz
时, 本地参考信号序列持续时间 t 取 1 ms, 相关损耗不超过 1 dB, Doppler 容限范围为 [−250 Hz,
250 Hz]. 为了覆盖整个 Doppler 不确定范围, 需要利用频域移位的方法将步骤 (6) 中的 P0 (k) 和
P0m (k) 依次移位补偿搜索 Doppler, 重复步骤 (7)∼(10) 搜索 21 个 Doppler 槽, 从而完成长码的时频
二维搜索 [22] .
在导航卫星仰角较低或导航信号被高楼、树叶等遮挡时, 信号相比正常情况下更弱, 为了能够捕
获到信号, 需要进一步增大积分时间来提高捕获灵敏度. 由于 Doppler 和信息边界的存在, 相干积分
时间增大到一定程度后, 只能通过非相干累加的方式来增大积分时间. 码 Doppler 会引起码片滑动,
Doppler 或积分时间较大时, 码片滑动超过一个码片后, 再增大积分时间反而会恶化捕获性能, 此时
需要补偿伪码 Doppler, 然后基于 GPU 计算长码分段相关值后再进行非相干累加 [23] . 在虚警概率
Pfa = 10−8 , 检测概率 Pd = 0.995 时, 非相干累加增益仿真如图 4 所示 [24] .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 最初累加增益明显, 随着累加次数增大, 增益逐渐趋缓. 取非相干累加 200 次,
增益约为 17.0 dB, 此时为达到检测指标, 在不计入损耗情况下, 信号载噪比 C/N0 仅需大于 28.3 dB·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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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码直接捕获 CPU 与 GPU 实现耗时
Table 1

5

Time consuming of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CPU and GPU
Direct global
searching algorithm

Partly overlap segmentation
searching algorithm

Time consuming of CPU implementation (ms)

17600.3

4759.3

Time consuming of GPU implementation (ms)

322.4

285.3

Acceleration rate

54.6

16.7

算法测试验证

测试条件与实验环境如下: 信号采样率为 37.5 MHz, 时间不确定范围为 ±1 s, 频率不确定范围为
±5 kHz. 在 GPU 上调用 cuFFT 函数库实现上述全局直接捕获算法与分段捕获算法, 与 CPU 上采用
FFTW 函数库的实现进行捕获时间对比, 分析 GPU 实现的长码捕获方法的性能. 仿真验证平台 CPU
为 Intel 32 核 E5-2640, 主频 2.6 GHz, GPU 为 Tesla K80.

5.1

长码直接捕获 CPU 与 GPU 实现对比测试

对于 GPU 实现的捕获核函数耗时, 采用 Nsight Performance Analysis 进行测试. Windows 属于抢
占式操作系统, 线程并非独占 CPU, 为了得到 CPU 实现的捕获算法线程耗时, 采用 QueryThreadCycleTime() 函数, 通过该函数能够计算得到捕获算法线程获得的 CPU 时间, 而不计入线程被调度程序
暂停中断的时间 [25] .
为了对比捕获速度, 测试在 1 个频率槽下对所有不确定长码相位空间搜索的耗时, CPU 与 GPU
实现的捕获耗时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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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GPU 长码直接捕获算法各阶段耗时
Table 2

Each stage time consuming of direct acquisition algorithm based on GPU

Stage of algorithm

Direct global
searching algorithm (ms)

Partly overlap segmentation
searching algorithm (ms)

Zero padding and overlapping

19.6

44.9

FFT of input signal

84.3

72.6

FFT of local signal

84.2

0.1

Conjugate multiplication

32.8

71.4

IFFT

84.6

73.0

Modulus

14.3

20.7

Signal detection

2.6

2.6

Total time consuming

322.4

285.3

从表 1 可以看出, 长码直接捕获 GPU 实现相比 CPU 实现, 不论全局直接搜索还是分段重叠搜索,
运算速度均进一步提升, 其中全局直接搜索 GPU 实现方法速度提高了 54.6 倍, 分段重叠搜索 GPU
实现方法速度提高了 16.7 倍.
将第 2 节中基于局部相关的长码全局直接捕获方法和分段部分重叠局部相关捕获方法在 GPU 上
实现, 首先在 GPU 中将输入数据分段划分、本地数据补零, 然后分别对输入数据和本地数据做 FFT
变换, 对应共轭相乘后做 IFFT 变换, 取复相关序列模值得到幅值大小, 进行信号检测后得到捕获结
果. 各个阶段耗时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 GPU 上实现的分段重叠捕获方法耗时相比全局直接捕获方法耗时稍小, 但分段
重叠捕获方法中重叠冗余数据划分、共轭乘以及取模值运算多消耗的时间, 抵消了本地参考信号 FFT
时间及算法的部分优势.
当输入信号 C/N0 > 45.3 dB·Hz 时, 本地参考信号序列持续时间 t 取 1 ms, 将整个 ±5 kHz 频率不
确定范围划分为间隔为 500 Hz 共 21 个频率槽, 最大的搜索时间需要再增加 20 个共轭乘、IFFT、取模
值和信号检测的时间, 根据表 2 中的测试数据, 采用全局直接搜索的最大捕获时间为 322.4+20×(32.8+
84.6+14.3+2.6)=3008.4 (ms). 采用分段重叠搜索的最大捕获时间为 285.3+20×(71.4+73.0+20.7+2.6)
=3639.3 (ms).

5.2

捕获结果

为测试 GPU 捕获的结果, 设置信号参数如下: 输入信号码相位偏移相对本地参考信号偏移
15000001 个采样点, 信号 Doppler 测试 0 Hz 和 5 kHz 两种情况, 本地参考信号持续时间取 0.05 ms,
利用 GPU 并行计算搜索整个码相位不确定空间, 捕获结果如图 5 所示.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 Doppler 为 0 Hz 和 5 kHz 时, 在采样点偏移 15000001 处都可以正确检测出
相关峰, Doppler 为 5 kHz 时, 相关峰略有损耗.
下面测试 Doppler 频率估计结果, 在搜索出正确的码相位后, 再计算 100 个分段相干积分长度为
0.1 ms 的相关值得到一个序列, 将该分段相关值序列后补零成 1024 点, 对序列 FFT 变换估计信号
10×103
Doppler, 频率估计误差最大为 2×1024
≈ 4.88 (Hz). 信号 Doppler 为 100 Hz 时, 算法测试的结果如
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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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Code phase acquisition results based on GPU. (a) Samples oﬀset: 15000001, Doppler frequency: 0 Hz;
(b) samples oﬀset: 15000001, Doppler frequency: 5 kHz; (c) zoom in (a) at 15000000 samples oﬀ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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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针对长周期伪码直接捕获时大量码相位搜索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 GPU 的局部相关时域搜索方
法, 突破了嵌入式器件 FFT 变换处理点数限制. 利用 GPU 中数以百计的浮点运算单元并行进行 FFT
运算, 直接对长周期伪码扩频信号不确定范围内的伪码相位全局搜索, 分段重叠局部相关时域搜索, 对
输入数据分段划分, 可以充分发挥多核的并行处理优势. 相比基于 CPU 的长码直接捕获方法, 基于
GPU 的长码直接捕获方法速度显著提高. 该方法与平均搜索法、XFAST 等方法结合使用可以进一步
提高搜索速度. 该方法提高了长码直接捕获的实时性, 实现了基于 GPU 的长码直接时域捕获, 相比在
FPGA 中实现的方法, 修改灵活方便, 可广泛应用于信号监测接收和中心站信号处理的长码直接捕获.
随着 GPU 运算能力的进一步增强, 基于 GPU 能够在频域搜索更多的频率单元, 能够进行更长时
间的非相干累加, 从而能够处理更大动态和更低信噪比的信号, 提高系统处理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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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acquisition method of long PN-code based on the 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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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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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acquisition problem of long PN-code spread spectrum signals, the partly correlation code phase-space acquisition model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the FFT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segment data processing tasks and make full use of GPU to speed up FFT, a partly overlapped segmentation
acquisition method of long PN-code is researched. Implementations of a direct global searching method and a
partly overlapped segmentation searching method based on the GPU are then proposed, which parallel search
for code phase using the FFT method, and accelerate FFT using the GPU.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mpared to a CPU implementation method, the search speed of the direct acquisition method of long PN-code
based on the GPU i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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