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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日益复杂的电磁频谱环境和持续增长的用频需求, 为了维护电磁频谱秩序和安全, 提高频

谱资源整体利用效率, 亟需利用有限感知节点采集的频谱状态数据, 挖掘广域地理空间的频谱态势信

息.本文从空、时、频等多维频谱态势表征着手,探讨和总结基于空间稀疏采样的电磁环境频谱态势的

模型和生成方法. 本文提出了基于多元函数的频谱态势表征方法, 建立了适应不同辐射源传播特性的

频谱态势模型. 针对不同类别的频谱态势生成方法, 论文分析了空间稀疏采样下频谱态势模型的辨识

性和恢复性条件,为实现频谱态势的可靠生成提供了理论准则.最后,论文通过仿真对不同频谱态势生

成算法的性能进行了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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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磁频谱是指按照电磁波频率的高低或者波长的长短排列起来所形成的谱系, 是一种有限、不可

再生的特殊资源 [1∼3]. 电磁频谱作为无线信号传输的媒介, 是实施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增进人民福

祉的战略资源 [4∼8].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的高速发展,电磁频谱的需求与日

俱增, 频谱赤字问题日益严峻 [5]. 通过动态频谱共享、资源管理、网络规划提高频谱资源整体利用效

率是削减频谱赤字的重要途径 [5, 7]. 另一方面, 电磁频谱具有易受干扰的特点 [1∼3]. 伴随新业务的涌

现和新技术的应用, 各种非法用频行为也层出不穷, 导致电磁环境日趋复杂, 给电磁频谱秩序管理带

来了巨大挑战, 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政治安全和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提升复杂电磁环境的频谱管控

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战略需求 [5, 7, 8].

电磁频谱态势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situation) 是指电磁环境的当前状态、综合形势和发展

趋势 [2, 5, 6]. 无线电环境地图 (radio environment map, REM) 是电磁频谱态势的一种有效的呈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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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9∼11]. 电磁频谱态势 (或 REM) 认知是指电磁频谱态势的表征、生成与态势信息挖掘. 研究结果

表明: 将电磁频谱态势认知用于异构网络间的干扰协调 [7, 12] 和 5G 高密度网络用户小区关联 (cell

association) [13], 可有效降低系统开销、提升系统的吞吐量; 将电磁频谱态势用于无线网络规划, 可

有效改进网络覆盖 [14]、提高运营商的效益 [7]; 将电磁频谱态势用于认知无线电网络 (cognitive radio

networks, CRN) 和动态频谱共享系统, 可有效提升空闲频谱发现能力, 提高频谱利用效率 [10, 11,13∼16].

另一方面,将电磁频谱态势认知用于频谱管控,可快速识别地理区域内辐射源的异常用频行为,可靠估

计辐射源信号参数, 精准定位非法辐射源 [5, 6], 提高电磁频谱管理的效率和智能化水平.

频谱态势生成 (spectrum situation generation) 的目标是: 通过对频谱态势的表征和建模, 利用感

知设备获取的局部态势信息估计生成感兴趣区域的全局态势信息. 信号功率谱密度 (power spectrum

density, PSD)是一种常用的频谱态势频域呈现方式, 能反映出辐射源的很多信息,例如:辐射功率、频

谱占用、调制方式和接入协议等. 空间不同位置处接收到信号经历的信道增益 (channel gain), 又称为

空间损耗场函数 (spatial loss function, SLF) [17], 是频谱态势空域呈现方式, 能反映出空间阴影衰落、

障碍物、路径损耗等地理特征和电磁空间特征. 现有频谱态势生成的研究主要关注信号 PSD 在空、

时、频多个维度上的全局态势, 又称为空间频谱态势或者无线电地图 (radio map) [7]. 无线电地图是由

空间上多个辐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可视为地理位置、频率和时间的多元函数 [7]. 频谱态势生成研究

如何利用有限的地理位置观测处的 PSD样本估计出各个辐射源的 PSD和 SLF,进而恢复出全局态势

信息.通过局部的观测信息估计出全局的无线电地图的技术称为频谱制图 (spectrum cartography, SC).

当前, 电磁频谱态势监测的区域需求不断向陆海空天广域空间扩展. 受限于监测节点数量、移动路径

及其检测、存储、计算和通信资源约束, 广域电磁环境频谱态势生成面临空间采样稀疏的巨大挑战 [8].

1.1 研究现状

现有频谱态势生成研究大都关注特定场景下的生成方法,对频谱态势的表征方法与生成机理研究

还非常少. 针对设计频谱态势生成方法的不同角度,可以将频谱态势的表征模型分为参数化模型 (para-

metric model) 和非参数化模型1) (nonparametric model) 两大类 [7]. 参数化模型从态势叠加模型或者

辐射源定位模型出发, 估计出生成频谱态势所需的 “关键参数”, 例如, SLF, PSD 和位置等信息. 非参

数化模型将频谱态势建模为依赖于观测数据的函数, 适用于无先验信息的场景. 从参数化模型和非参

数化模型的角度对频谱态势生成方法进行分类如图 1所示. 在参数化模型中,基于频谱态势叠加模型,

频谱态势生成方法可以分成针对高维空 – 频域的张量分解 (tensor decomposition) 方法 [18] 以及二维

空域的压缩感知 (compressed sensing, CS) 方法 [19]. 在非参数化模型中, 分别基于频谱态势具有的连

续、低秩和相关特征, 频谱态势生成方法可以分为插值 (interpolation) 类方法、矩阵/张量补全方法,

以及神经网络 (neural network) 方法.

1.1.1 基于参数化模型的频谱态势生成

参数化模型的优点是能够充分利用先验信息,适用于观测点较少的场景,且对观测位置不敏感,缺

点是当模型与实际偏差较大时, 性能会降低. 在参数化模型中, 现有研究主要考虑二维地理空间上的

频谱态势生成方法, 其感知频段数根据应用场景可进一步分为单频段和多频段.

• 单频段的频谱态势生成方法. 通过利用已知的信道传播特性函数, 将频谱态势建模为关于路径

损耗指数、辐射源位置、辐射源功率等参数的函数, 再将参数估计结果代入信道传播特性函数补全生

成全局频谱态势.

1) 这与文献 [7] 中基于模型 (model-based) 和无模型 (model-free) 的分类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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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频谱态势生成方法分类

Figure 1 (Color online) Classification of spectrum situation generation methods

- 针对单辐射源的位置和功率估计, 文献 [20] 在假设已知信道传播模型下, 根据接收信号的功率,

利用最小二乘法, 提出了辐射源位置参数的估计方法.

- 针对多辐射源的位置和功率估计, 观测的频谱态势服从态势叠加模型, 即观测的频谱态势为空

间上各个辐射源贡献的频谱态势之和. 其中, 单个辐射源的频谱态势可以表达为信源沿着各个频段

的 PSD (或感兴趣频段的信号功率) 与 SLF 的乘积 [21, 22]. 由于多辐射源位置参数和功率参数是由乘

积耦合在一起,基于最小均方准则的参数联合估计问题难以解决. 此时,从辐射源空间稀疏分布特性出

发, 将多辐射源的位置估计问题建模成一个稀疏估计问题,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是压缩感知 [23∼26]

方法. 压缩感知方法利用辐射源在空间中有限、位置稀疏分布的先验知识, 利用压缩感知算法 (如:

正交匹配追踪 (orthogonal matching pursuit, OMP) [24] 和字典学习 (dictionary learning) [25]) 可有效

地估计出信号源的位置和功率, 进而利用已知的信道传播特征估计出完整的频谱态势. 但在压缩感

知方法中, 需要假设空间辐射源位于已知的候选点集上, 将多辐射源的位置估计问题建模为候选点集

的稀疏估计问题. 文献 [19] 基于变分贝叶斯方法, 提出变分贝叶斯期望最大化 (variational Bayesian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VBEM) 算法, 相比于压缩感知算法, 该算法不需要假设空间辐射源位置的

先验信息.

•多频段的频谱态势生成方法.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ystem) Giannakis团

队从基扩展模型 (basis expansion model, BEM) 的角度研究了基于态势叠加模型的空 – 频域频谱态

势的估计问题 [21, 22], 将态势估计问题建模为多元函数回归问题, 其中需要估计的参数为未知权重加

权的 SLF. 该方法只能补全多频段的频谱态势, 无法准确估计出每个辐射源的 SLF 和 PSD 信息. 文

献 [18] 从张量分解角度, 提出多种保证参数估计辨识性的采样范式 (sampling pattern), 保证辐射源

的 SLF 和 PSD 信息估计的唯一性, 并利用 SLF 和 PSD 构建完整的频谱态势, 为频谱态势的可靠生

成提供了理论保证.

1.1.2 基于非参数化模型的频谱态势生成

非参数模型不要求信道传播特性等先验信息, 而是将频谱态势建模为依赖于观测数据的函数, 例

如: 核函数、低秩矩阵/张量、神经网络等. 非参数模型泛用性广, 适用于复杂的信道环境, 但是需要较

多的空间采样才能保证高准确度, 且性能依赖于采样点的位置. 非参数方法从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出发,

将数据生成模型分为连续模型、低秩模型与相关模型, 各模型对应的典型方法分别为插值、低秩补全

与神经网络方法.

• 插值法. 插值法利用已有采样点间的空间相关关系进行频谱态势插值补全. 常用的插值方法包

括: 反距离插值 (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 IDW) 算法 [27]、薄板样条 (thin plate spline, TPS) 插值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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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表征与建模

Figure 2 (Color online) Representation and modeling

和克里金 (Kriging) 插值法 [29]. 反距离插值方法简单, 其权重依赖于距离, 离待估计点同距离的观测

点对待估计点的贡献相同. TPS 方法通过薄板样条插值函数近似采样数据, 实现对未知点的估计, 从

而生成整个空间的频谱态势. 克里金插值法是依据协方差函数对随机场进行空间建模和插值的回归算

法,当空间场是平稳高斯 (Gauss)过程时,克里金法能给出线性无偏估计.关于插值法的总结可以参考

文献 [30].

• 低秩补全法. 基于矩阵补全 (matrix completion) [17, 31,32] 或者张量补全 (tensor completion) [33]

的态势生成方法利用矩阵或张量的低秩特性估计完整的矩阵或者张量信息.对于三维或更高维的频谱

态势生成,可以采用基于张量 CP分解 (canonical polyadic decomposition, CPD)和 Tucker分解 (tucker

decomposition, TKD) 的张量补全技术 [34].

•神经网络法.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频谱态势生成方法是根据观测稀疏点到完整态势图的大量样

本的映射学习方法,可以通过补零等方法将观测稀疏态势补全为完整数据,将真实态势作为标签,通过

大量的样本学习态势生成方法. 文献 [35, 36] 提出使用深度神经网络 (deep neural network, DNN) (如

卷积神经网络训练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生成频谱态势. 针对深度学习的场景适应问

题, 文献 [37] 提出一种基于对抗训练的迁移学习架构进行态势构建并适应于应用场景. 文献 [38] 提出

了一种基于生成对抗网络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s, GAN) 的生成模型, 通过生成器和判别器的对

抗训练进行态势构建.

1.2 问题与挑战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都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和模型设计频谱态势生成算法. 然而,为了利用空间

稀疏采样生成频谱态势,首先需要回答 “如何采样?” 与 “采多少样?” 的问题.即,频谱态势生成的可靠

性与采样范式以及采样率之间的关系,这是频谱态势生成算法设计的理论基础. 为此,本文从频谱态势

表征 (spectrum situation representation) 模型出发, 通过分析参数化模型的辨识性条件 (identifiability

condition) 和非参数化模型的恢复性条件 (recoverability condition), 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和总结

分析, 为基于空间稀疏采样频谱态势生成的研究提供参考, 如图 2 所示.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 第 2节探讨频谱态势的表征方法,第 3节分析参数化模型的辨识性条件,

第 4 节分析非参数化模型的恢复性条件, 第 5 节给出数值仿真结果, 第 6 节是全文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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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频谱态势表征机理

Figure 3 (Color online) Spectrum situation representation mechanism

2 频谱态势表征方法

在复杂电磁环境中, 为从感知的频谱状 “态” 中挖掘频谱空间的综合形 “势”, 首先需要建立频谱

态势的表征模型, 这是电磁频谱态势认知的基础. 相比于传统的频谱感知, 频谱态势侧重于空、时、频

多域联合的信息.

2.1 频谱态势的变量解释

如图 3所示,本文从多域信息与态势类型的角度出发,引入基于多元函数的频谱态势表征方法,扩

充现有表征函数的定义域维度与值域类型.

本质上, 复杂电磁环境频谱态势是从观测空间 (observation space) S ⊂ Ro 和参数空间 (parameter

space) V ⊂ Rq 到态势信息 Z ∈ R 的映射, 可用多元函数 Z : S × V → R 进行表征. 三元组 {S,V, Z}
称为频谱空间. 观测空间 S、参数空间 V 和态势信息 Z 的具体内涵如下.

•观测空间 S 相当于态势函数 (situation function)的定义域,包括可观测的地理区域 S1 ⊂ Ro1 和

非地理区域 S2 ⊂ Ro2 ,其中维度 o1+o2 = o. 地理区域包括二维平面 (o1 = 2)和三维空间区域 (o1 = 3),

用变量 x ∈ S1 表示. 非地理区域主要包括频率 f 和时间 t (o2 = 2), 用变量 w ∈ S2 表示.

• 参数空间 V 通常不可直接观测, 需要从观测数据中估计得到. 参数空间包括空间电磁环境参

数空间 V1 ⊂ Rq1 和辐射源信号属性参数空间 V2 ⊂ Rq2 , 其中维度 q1 + q2 = q. 空间电磁环境参数

空间主要包括信道的传播特性和辐射源位置等空间参数, 用变量 θ1 ∈ V1 表示. 辐射源信号属性参数

空间主要包括功率谱密度、信号类型和天线方向等自身信息, 用变量 θ2 ∈ V2 表示. 参数空间的参数

用 θ = (θ1,θ2) ∈ Rq 表示.

• 态势信息 Z 指的是观测空间上电磁信号的基本情况, 包括信号类型、信号的概率分布、信号幅

度、频谱占用、信号方向、信道信息、平稳信号的功率、PSD, 以及非平稳信号的分数低阶矩等.

2.2 频谱态势表征

根据实际电磁环境中获取数据的差异以及参数信息是否可被估计, 表征频谱态势的多元函数 Z

的具体形式也有不同.

2015



张国勇等: 基于空间稀疏采样的频谱态势生成: 模型与算法

Non-multidimensional grid sampling

…

Situation information

Frequency 1

Spatial location

(x, y, z)

Spatial location

(x, y, z)

…

………

…

Situation information

Frequency 2

Frequency K

Frequency 1

Frequency 2

Frequency K

Multidimensional grid sampling

{Z(x
m
, w

m
)}
m=1

M
Z

Ω
_

图 4 (网络版彩图) 采样数据的表征形式

Figure 4 (Color online) Representation of sampled data. (a) Non-multidimensional grid sampling; (b) multidimensional

grid sampling

当考虑生成态势所需的内在参数 θ时,从参数空间 V 的角度出发,频谱态势可以用多元函数 Z(x,

w; θ) : S × V → R 表示. 函数 Z(x,w;θ) 称为频谱态势机理函数. 频谱态势 Z(x,w;θ) 的全局信息

依赖于未知的参数 θ, 需要从采样数据 {Z(xm,wm;θ)}Mm=1 (其中 M 表示态势样本的个数) 中估计得

到 θ, 从而估计出完整的态势机理函数 Z(x,w;θ). 特别地, 对于呈现 PSD 信息的频谱态势, 空间辐射

源 r (r = 1, . . . , R) 的 PSD 依赖于非地理观测变量 w 和信号属性参数 θ2, 可用函数 Cr(w;θ2) 表示;

空间辐射源 r (r = 1, . . . , R) 的 SLF 依赖于观测变量 x,w 和电磁环境参数 θ1, 可用函数 Sr(x,w;θ1)

表示. 在参数化模型下, 空间辐射源的 PSD 和 SLF 共同决定频谱态势, 在估计出态势参数 θ 后, 代入

到模型函数 Z(x,w;θ), 可补全频谱态势, 如图 3 所示.

当参数信息 θ 无法被准确估计时,从观测空间 S 的角度出发,频谱态势可以用多元函数 Z(x,w) :

S → R 表示. 在 Z(x,w) 中, 常用的地理观测空间 x 是二维平面区域和三维空间区域; 常用的非地理

观测空间 w 是频率 f 和时间 t. 在实际的电磁频谱环境中, 通常无法直接获取频谱态势 Z(x,w) 的全

局信息, 因此, 需要通过对态势函数 Z(x,w) 进行采样, 然后估计出频谱态势 Z(x,w), 如图 3 所示.

除了上述基于数据集的表示方法外, 还可以使用多维数组 (张量) 来表示观测数据. 将观测空间

划分为多维网格的形式, 格点对应多维数组的元素位置, 将多维网格对应的完整频谱态势数据记为张

量 Z, 实际采样位置位于多元网格上, 其索引集记为 Ω, 采样数据记为 ZΩ. 基于不同的采样方式, 非

多维网格和多维网格采样下的观测数据分别用数据集和张量这两种方式进行表征,其示意图如图 4所

示. 相比于基于非多维网格采样 (随机采样) 的数据集表示方法, 多维网格采样 (规范采样) 的张量表

示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观测空间中的结构信息,同时降低数据的存储量,例如,采样点的观测位置

信息体现在张量索引位置上. 此外, 张量表示方法还可以直接利用张量分解 [39]、张量补全 [40] 技术生

成频谱态势.

3 空间频谱态势表的参数化模型

基于实际需要估计的频谱态势机理函数 Z 是否依赖于参数 θ, 将频谱态势分别建模为参数化模

型和非参数化模型. 对于参数化模型, 本节将研究参数 θ 的可解耦性, 提出多元分解模型, 研究模型

参数的唯一性估计所需的辨识性条件; 对于非参数化模型, 下一节将频谱态势建模为观测数据的函数,

并总结现有方法的估计性能界与采样数之间的关系,即恢复性条件.空间稀疏采样下,参数化模型的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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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版彩图) 辨识性条件 (a) 和恢复性条件 (b) 示意图

Figure 5 (Color online) Schematic diagram of identifiability (a) and recoverability (b) conditions

识性条件和非参数化模型的恢复性条件是实现频谱态势可靠生成的基础, 如图 5 所示.

在参数化模型中, 需要根据经验、观测数据, 以及专家知识等对观测数据背后的生成机理函数进

行一定的假设, 然后通过已有的观测数据对参数 θ 进行估计. 在参数化模型中, 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表

述为

min
θ

dist(Z(x,w;θ), {Z(xm,wm)}Mm=1) + λℓ(θ)

s.t. θ ∈ H, (1)

其中, 函数 dist(X,Y ) 表示变量 X, Y 之间的距离, 例如常用的欧式距离 dist(X,Y ) = ∥X − Y ∥2,
λ 表示正则化参数. 惩罚项 ℓ(θ) 和约束集合 H 体现出模型参数的结构特征信息, 例如, 非负性约

束 H = {θ : θ > 0}、低秩性, 以及稀疏特征表示 ℓ(θ) = ∥θ∥0 (范数 ∥θ∥0 表示向量 θ 中非零元素的个

数).

接下来, 本节首先基于参数的可解耦性提出多元分解模型, 并将其应用到频谱态势的机理函数中,

给出张量分解模型, 最后总结在不同张量分解模型下实现参数唯一估计的辨识性条件.

3.1 多元分解模型

本小节从模型机理函数 Z(x,w;θ) 出发, 对观测空间变量 x,w 和参数空间 θ 进行解耦 (decou-

pling), 提出多元分解模型, 并研究其张量表征形式, 思路如图 6 所示.

定义空间变量集合 X = {x|x 是观测空间变量 x,w 中的坐标 } 与参数变量集合 Y = {y|y 是参数
空间变量 θ 中的坐标 }. 假设存在空间变量集合 X 的一个集合覆盖 (set covering)2) U = {u1, . . . , uN}
以及参数空间变量 Y 的一个集合覆盖 B = {β1, . . . , βN}, 若存在一组因子函数 {A(n)

r (un;βn)}r,n, 使得
多元函数 Z(x,w;θ) 满足下述多元分解形式:

Z(x,w;θ) =
R∑

r=1

A(1)
r (u1;β1)A

(2)
r (u2;β2) · · ·A(N)

r (uN ;βN ), (2)

则称式 (2) 中的函数 Z(x,w;θ) 满足多元分解模型. 进一步, 若集合 U ,B 的子集元素均不重复, 则称

式 (2) 中的函数 Z(x,w;θ) 满足可分多元分解模型.

在多元分解模型下, 原本的高维频谱态势机理函数 Z(x,w;θ)被分解成一系列更低维度的因子函

数 {A(n)
r (un;βn)}r,n,因子函数能够在保留频谱态势机理函数完整性的基础上,有效地提取出高维空间

的特征信息.

2) 非空集合 A 的一个覆盖 C 是指: C 是由 A 的子集组成的集合, 且 C 中所有元素的并集是 A. 如: 设集
合 A = {1, 2, 3, 4, 5}, 则 C = {{1, 2, 3}, {2, 3, 4}, {4, 5}} 是 A 的一个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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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多元分解模型的研究思路

Figure 6 (Color online) Research ideas on the multi-decomposi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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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三阶张量的 CP 分解与 LL1 分解示意图

Figure 7 CP decomposition and LL1 decomposition of the third-order tensor

下面给出多元分解模型在多维网格采样下的张量表示形式. 通过沿着观测空间 S 的各个维度进
行多维网格采样, 每个维度采样的索引数记为 Mi, 采样总数记为 M =

∏|S|
i=1 Mi, 其中, |S| 是观测空

间 S 的维数. 在多维网格采样下, 采样数据 {Z(xm,wm;θ)}Mm=1 可表示为 |S| 维的张量 Z, 因子函

数 {A(n)
r (un;βn)}r,n 表示为 A

(n)
r (βn). 多元分解模型 (2) 在多维网格采样的表示形式为

Z =
R∑

r=1

A(1)
r (β1) ◦A(2)

r (β2) ◦ · · · ◦A(N)
r (βN ), (3)

其中, ◦表示沿着维度 1, 2, . . . , |S|的外积运算3).常用的三阶张量的 CP分解和 LL1分解如图 7所示.

张量分解本质上是矩阵分解的高阶泛化. 与矩阵分解类似, 张量分解也可用于数据降维处理、缺

失数据补全和隐性关系挖掘. 利用张量分解实现从数据张量 Z 到因子矩阵 (factor matrix) A
(n)
r (βn)

的降维处理后, 能够进一步通过因子矩阵实现态势参数 βn 估计、态势信息挖掘和态势数据补全等

应用.

3) 向量 x ∈ RI 与向量 y ∈ RJ 的外积定义为 (x ◦ y)ij = xiyj . 矩阵 X ∈ RI×J 与向量 y ∈ RK 的外积定义
为 (X ◦ y)ijk = xijyk. 更一般地, 张量 X ∈ RI1×···×Im 与张量 Y ∈ RJ1×···×Jn 外积定义为 Z = X ◦Y , Z 中的任意元
素定义为 X 和 Y 对应索引位置处的元素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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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频谱态势的机理函数

接下来, 基于频谱态势叠加模型, 研究频谱态势机理函数在多元分解模型下的表现形式. 以态势

信息 Z 是空间位置上的接收信号 PSD 为例, 基于频谱态势叠加模型, 频谱态势信息 Z 建模为空间

上各个辐射源 PSD 与 SLF 的乘积之和. 具体地, 空间辐射源 r (r = 1, . . . , R) 的 PSD 态势函数信

息 Cr(w;θ2) 由辐射源属性参数 θ2 和时 – 频域观测空间 w = (f, t) 共同决定; 空间辐射源 r 的 SLF

态势信息 Sr(x,w;θ1) 由参数空间信息 θ1 和观测空间信息共同决定. 观测空间 (x,w) 处观测到的功

率谱密度态势信息 Z(x,w;θ) 由地理空间上所有 R 个辐射源的 PSD 和 SLF 信息共同决定, 满足态

势叠加模型:

Z(x, f, t;θ1,θ2) =

R∑
r=1

Sr(x, f, t;θ1)Cr(f, t;θ2), (4)

注意到, 在多元分解模型 (2) 下, 模型 (4) 是在集合 X = {x, f, t}, Y = {θ1,θ2}, U = {{x, f, t}, {f, t}},
B = {{θ1}, {θ2}} 下的一个特例.

模型 (4) 在多维网格采样下的张量表示为

Z =
R∑

r=1

Sr ◦Cr. (5)

特别地, 频谱态势模型在单个时刻和窄带的情形, 可以省略模型 (4) 中的时间 t 以及 SLF 中的频率 f ,

因为在窄带条件下 SLF 满足频率平坦性衰落, 所以模型 (4) 及其张量形式表示如下 [18]:

Continuous expression: Z(x, f ;θ1,θ2) =

R∑
r=1

Sr(x;θ1)Cr(f ;θ2),

Discrete expression: Z =

R∑
r=1

Sr ◦ cr,

其中, 频谱态势张量 Z ∈ RI×J×K 是一个 3 阶张量, I, J 表示空间上的采样维度, K 表示频域的频点

个数, 元素 Z(i, j, k) 或 zijk 表示地理位置 (i, j)、频点 k 处的 PSD, 变量 Sr ∈ RI×J , cr ∈ RK 分别对

应辐射源 r 的 Sr(x;θ1), Cr(f ;θ2) 在多维网格采样下的离散化表示形式.

当地理空间上的采样位置不在多维网格上时, 将模型 (4) 中辐射源 r 对应采样位置上的 SLF 向

量化, 则对应的频谱态势模型可以写成如下矩阵形式:

Z =
R∑

r=1

sr ◦ cr = SCT, (6)

其中 sr ∈ RM 表示辐射源 r 在 M 个采样位置处的空间损耗场, SLF 矩阵 S = [s1, . . . , sR] ∈ RM×R

和 PSD 矩阵 C = [c1, . . . , cR] ∈ RK×R 均满足非负性, 即 S > 0, C > 0. 所以, 式 (6) 满足非负矩阵分

解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NMF) 模型.

3.3 参数化模型的辨识性条件

在参数化模型 Z(x,w;θ) 中, 存在参数 θ 估计的唯一性问题. 若存在不同的参数 θ′ ̸= θ, 使

得 Z(x,w;θ) = Z(x,w;θ′), 此时称模型是不可辨识的 (non-identifiable或 unidentifiable), 即从数据中

估计的参数与模型的真实参数不一致. 如果对于任意一组不同的参数 θ, 从模型中观测到的数据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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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的概率分布,则模型是可辨识的 (identifiable). 通常,只有在某些约束条件下,模型才可辨识,在

这种情况下, 这些约束条件称为辨识性条件. 模型的辨识性在理论上保证了从观测数据中估计的参数

信息或者参数本征信息 (essential information)4)与模型一致.

3.3.1 多元分解模型的辨识性条件

多元分解模型 (2) 中的因子 {A(n)
r (un;βn)}r,n 存在置换和尺度放缩的不确定性, 即对任意满足∏N

n=1 α
(n)
r = 1, r = 1, . . . , R 的 {α(n)

r }r,n 和 {1, 2, . . . , R} 的一个置换函数 π : {1, 2, . . . , R} →
{1, 2, . . . , R}, 存在一组不同的模型因子函数 (factor function) {α(n)

r A
(n)
π(r)(un;βn)}r,n 满足多元分解模

型 (2). 置换和尺度放缩的不确定性是平凡的, 仅仅对模型因子的顺序和尺度有影响, 不影响模型因子

的本征信息. 所以, 在不考虑置换和尺度放缩的不确定性的情形下, 若模型因子能被唯一地估计, 则称

多元分解模型 (2) 具有辨识性.

3.3.2 CP 分解的辨识性条件

张量分解的辨识性指的是在给定秩和特定分解形式的情形下, 该分解具有本征唯一性 (essential

uniqueness). 本征唯一性指的是模型仅存在缩放 (scaling) 和置换 (permutation) 的不确定性. 以常用

的三阶张量的 CP 分解 (canonical polyadic decomposition, CPD) 为例, 其分解形式为

Z =
R∑

r=1

ar ◦ br ◦ cr = [[A,B,C]].

在一些较弱条件下具有辨识性. 文献 [39] 总结了一系列关于张量 CP 分解的辨识性条件, 常用到的

辨识性条件为: 因子矩阵 A, B, C 取自联合连续分布, 且满足 I > R, J > R, K > 2, 则 CP 分

解 Z = [[A,B,C]] 依概率 1 具有辨识性.

3.3.3 非负矩阵分解的辨识性条件

非负矩阵分解的目标是: 给定非负矩阵 Z ∈ RM×K 和秩 R, 寻求满足 Z = A⋆B
T
⋆ 的非负矩

阵 A⋆ ∈ RM×R, B⋆ ∈ RK×R. 设 A⋆, B⋆ 是生成数据 Z 的真实非负因子矩阵, A, B 是优化算法估计

的非负因子矩阵且满足 Z = ABT. 若估计 A, B 与非负矩阵分解模型中真实的 A⋆, B⋆ 之间仅存在

尺度缩放和置换关系, 即

A = A⋆ΠD, B = B⋆ΠD−1, (7)

其中, Π ∈ RR×R 是置换矩阵, D ∈ RR×R 是满秩的非负对角矩阵, 则真实因子矩阵 A⋆, B⋆ 与估计的

因子矩阵 A, B 的本征信息一致.

非负矩阵分解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从数据矩阵 Z 中估计出因子矩阵的本征信息,则称该非负矩阵

分解模型具有辨识性或本征唯一性. 文献 [41] 表明, 当存在元素个数为 R 的索引集 K, 使得非负矩阵

分解模型 Z = A⋆B
T
⋆ 中的 B⋆(K, :) 是一个非负对角矩阵 (等效地, 基于尺度放缩关系式 (7), 一种可

行的因子矩阵估计 [42] 为 A = Z(:,K) 或者 B(K, :) = IR), 则非负矩阵分解模型 Z = ABT 具有辨识

性.

4) 如果用矩阵表示多个实体的参数信息, 且矩阵的每列元素代表一个实体的参数信息, 例如: 用 PSD 矩阵表示空
间多个空间辐射源的 PSD信息.该参数矩阵的本征信息指的是每列元素的 “形状”信息.关于 “形状”的本征信息可以
理解为矩阵中每个列向量可视化的形状保持不变, 即列向量各位置处的元素相对大小保持不变. 在满足某些较弱条件
下, 从算法中估计出的参数矩阵与真实的参数矩阵无法保证完全一致, 只能够保证本征信息一致, 即只保证了列向量的
元素相对大小保持不变, 而参数矩阵各列的相对位置以及幅度大小信息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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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络版彩图) PSD 满足局部占优假设的示意图

Figure 8 (Color online) Schematic diagram of PSD satisfying local dominance assumption

频谱态势模型在单个时刻、窄带和非网格采样的情形下, 采样后的数据模型表征为非负矩阵分解

模型 Z = SCT. 同时,假设存在元素个数为 R的索引集 K,使得 C(K, :) ∈ RR×R 为非负对角矩阵,其

物理含义为空间上所有 R个辐射源都各自独占一个频点,则该假设称为局部占优 (local dominance) [43]

假设, 此时, 非负矩阵分解模型 Z = SCT 具有辨识性 [41]. 局部占优假设如图 8所示, 2个空间辐射源

各自独占频段 f1 和 f2. 这种假设通常是合理的, 因为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不同频段的频谱资源通常

会分配给不同的辐射源, 以避免相互干扰. 在非负矩阵模型 Z = SCT, 当矩阵 C 满足局部占优条件

时,可以使用一种叫作连续投影算法 (successive projection algorithm, SPA) [42] 的贪心算法来选取索引

集 K. SPA 算法拟求解下述优化问题:

Find Index K (8)

s.t. Z = Z(:,K)CT. (9)

矩阵 S 的估计为 S = Z(:,K), 矩阵 C 可以通过求解矩阵方程得到. 估计出的 S,C 与真实 SLF/PSD

的本征信息一致.

与张量分解相比, 非负矩阵分解的辨识性条件不依赖于具体的采样范式, 也不要求空间采样是网

格采样, 而是需要局部占优假设. 所以, 在参数化模型中, 当基于张量 LL1 分解的采样范式不满足辨

识性条件时, 若此时空间辐射源满足局部占优假设, 则可采用非负矩阵分解方法解决空间采样受限问

题. 3.3.4小节将非负矩阵分解的思想融入张量 LL1分解模型中, 提出非负 LL1算法, 使其适用于随机

采样范式且不需要辐射源满足局部占优假设.

3.3.4 LL1 分解的辨识性条件

三阶张量还有一种常用的分解形式, 称为张量 LL1 分解 Z =
∑R

r=1 Sr ◦ cr. LL1 分解中的 “L” 指

得是每个矩阵 Sr 的秩不超过 L. 文献 [44] 总结了一系列关于张量 LL1 分解的辨识性条件. 张量 LL1

分解在实际应用中常用的辨识性条件为: 因子矩阵 {Sr, cr}Rr=1 取自任意联合连续分布, 且满足

IJ > L2R, min

(⌊
I

L

⌋
, R

)
+min

(⌊
J

L

⌋
, R

)
+min(K,R) > 2R+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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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版彩图) 使用移动设备监测频谱环境

Figure 9 (Color online) Monitoring spectrum environment by mobile devices. (a) Monitoring route; (b) schematic

diagrams of two feasible patterns for monitoring frequency band

则 LL1 分解 Z =
∑R

r=1 Sr ◦ cr 依概率 1 具有辨识性.

频谱态势基于态势叠加模型的张量表征形式 (5) 与张量 LL1 分解一致, 其模型因子矩阵 {Sr,

cr}Rr=1 可以被唯一地辨识, 且具有明确的物理含义. 当频谱态势满足 LL1 分解模型时, 而使用基于张

量 CP 分解的方法辨识出的因子矩阵不具有明确的物理含义, 但是否可以从张量 CP 分解得到的因子

矩阵中提取出有用的频谱态势结构信息, 有待进一步研究.

基于张量 LL1 分解, 一种可行的采样范式是: 设计一组形式上是 “子张量 (subtensor)” 的采样范

式, 每个 “子张量” 尽可能满足辨识性条件 (10) 所需的最小采样要求, 然后再分析在空间稀疏采样下

的频谱态势生成算法的辨识性条件.例如,考虑在目标地理区域内,使用无人车或者无人机等移动感知

设备采样频谱数据并上传到处理中心, 如何设计合理的采样路线, 能够保证唯一地恢复出模型因子矩

阵? 针对这一问题, 文献 [18] 设计了一种可行的 “子张量” 采样范式, 它按整行整列的方式感知空域

频谱, 其感知数据集可以表示为 2 个子张量:

Z(1) =

R∑
r=1

(PSr) ◦ (R1cr),

Z(2) =

R∑
r=1

(SrQ
T) ◦ (R2cr),

(11)

其中, P ∈ RM×I , Q ∈ RN×J 是行选择矩阵, 式 (11) 对应的感知路线示意图如图 9 所示. 移动感知设

备可以是无人机或者无人车,每个感知设备沿着地理区域内划分好的多维网格采样的 “行”和 “列”进

行采样, 每个设备负责各自的地理区域和频段, 同时允许地理区域和频段有部分重叠, 这样能够保证

对齐每个子张量分解的尺度放缩和置换的不确定性.

可以证明: 当子张量 Z(1) 和 Z(2) 都是可辨识的, 则可以联合 Z(1) 和 Z(2) 唯一地求解出 {Sr,

cr}Rr=1. 实际上, 只需要子张量 Z(1), Z(2) 其中一个是可辨识的, 另外一个满足更弱的条件时, SLF

和 PSD 因子矩阵 {Sr, cr}Rr=1 是可辨识的. 这些条件在文献 [18] 提出: 当 R1 和 R2 相同的行数大于

等于 R, 且满足下述条件中的任意一个:

(1) M > 2L, N > L, J > LR, min

(⌊
M
L

⌋
, R

)
+min

(⌊
J
L

⌋
, R

)
> 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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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 > 2L, M > L, I > LR, min

(⌊
N
L

⌋
, R

)
+min

(⌊
I
L

⌋
, R

)
> R+ 2.

则满足等式 (11) 的因子矩阵 {Sr, cr}Rr=1 具有本征唯一性, 从而保证了稀疏采样条件下, 该模型

具有辨识性.

在规范采样范式下, 满足观测模型 (11) 的因子矩阵 {Sr, cr}Rr=1 可以通过求解下述优化问题得

到 [18]

min
{Sr,cr}R

r=1

∥∥∥∥Z(1) −
R∑

r=1

(PSr) ◦ (R1cr)

∥∥∥∥2
F

+

∥∥∥∥Z(2) −
R∑

r=1

(SrQ
T) ◦ (R2cr)

∥∥∥∥2
F

. (12)

在实际应用中, 采样数据可能不符合观测模型 (11), 这使得规范采样下的张量 LL1 分解方法以

及辨识性条件大大受限. 此时, 需要研究更一般的随机采样范式, 即空间采样位置随机. 在随机采样

范式下, 满足辨识性的一个较为宽松的条件是 [18]: 将估计频谱态势 Z 视为 K 个秩 LR 矩阵 Z(:, :

, k), k = 1, . . . ,K 的矩阵填充问题, 当满足相应的条件时, 例如矩阵每列观测数大于一个门限时 [45], 矩

阵 Z(:, :, k), k = 1, . . . ,K 能够依概率 1 被唯一估计, 进而估计出完整的频谱态势 Z, 再利用张量 LL1

分解从 Z 中唯一地估计出 SLF 和 PSD 的本征信息.

设目标 I × J 空间位置上的随机采样位置索引集为 Ω, 采样数为 |Ω| = M , 每个空间采样位置上

的 K 个频段信息被完整地观测, 观测数据记为 Y ∈ RM×K . 同时, 考虑到 SLF 和 PSD 的非负性以

及 SLF 的低秩性, 随机采样范式下的频谱态势补全问题建模为

min
S,C

∥Y − PSCT∥2F

s.t. rank(mat(S(:, r))) 6 L, r = 1, . . . , R,

S > 0,C > 0, (13)

其中矩阵 P ∈ RM×IJ 是行选择矩阵, 其每行仅有 1 个元素为 1, 其余元素为 0, 且每列至多只有一个

元素为 1, 即每行出现 1 的位置各不相同, 对应态势采样位置的索引. 使用块坐标梯度下降法 (block

coordinate gradient descent, BCGD) [46] 求解优化问题 (13), 更新步骤为

C(k+1) =

[
C(k) − 1

σ2
max(S

(k))
(C(k)(S(k))TPT − Y T)PS(k)

]
+

, (14)

S(k+1) =

[
projS

(
S(k) − 1

σ2
max(C

(k+1))
PT[PS(k)(C(k+1))T − Y ]C(k+1)

)]
+

, (15)

其中 σmax(·) 表示矩阵的最大奇异值, [·]+ 是将目标矩阵中负数置为 0, 约束集合 S = {S ∈ RIJ×R :

rank(mat(S(:, r))) 6 L, r = 1, . . . , R}, 投影算子 projS 是将目标矩阵投影到约束集 S, 具体求解方法可
参考文献 [47]. 本文将基于 BCGD 求解优化问题的 (13) 记为非负 LL1 (nonnegative LL1, NNLL1).

BCGD 算法给出非负的 PSD 矩阵 C 以及非负且秩 L 的 SLF 矩阵 Sr, r = 1, . . . , R. 由于采样数

据 Y 包含所有的频段信息, 实际的 SLF 矩阵只是近似低秩的且具有一定的平滑性, 所以 BCGD 算法

给出的 PSD 矩阵 C 的估计精度很高, S 的精度较差. 因此, 在估计出 PSD 矩阵 C 后, 通过矩阵方程

Y = [vec(S1(Ω)), . . . , vec(SR(Ω))]C
T. (16)

求解出采样位置处的 SLF 信息 vec(Sr(Ω)), r = 1, . . . , R, 然后再由 TPS 插值算法从每个 vec(Sr(Ω))

得到平滑版本的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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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NLL1 算法中, 仅利用从优化问题 (13) 中估计的 PSD 矩阵 C, 而 SLF 矩阵 S 交给 TPS 插

值算法. 相比于文献 [18] 提出的随机采样范式下的辨识性条件, 在 NNLL1 算法中, 只需要保证 PSD

矩阵 C 的辨识性条件, PSD 矩阵的辨识性条件可以在非负矩阵分解框架下解决. 相比于规范采样范

式下的优化问题 (12), 本文提出的 NNLL1 算法适用于随机采样范式, 且极大地降低了采样率的要求.

4 空间频谱态势表的非参数化模型

在复杂电磁环境中, 若无法从观测数据中准确地估计出模型 Z(x,w;θ) 中的参数 θ, 此时需要采

用非参数化模型. 与参数化模型截然相反, 非参数化模型不对数据背后的生成机理函数做任何假设,

只是依赖于观测数据的函数. 非参数化模型的本质是估计受参数 ϑ控制且具有特定形式的函数 gϑ(·),
使其在定义域 S × V 上尽可能地逼近真实的 Z(x,w;θ). 函数 gϑ(·) 中的参数 ϑ 没有可解释的物理含

义, 这与参数化模型中的参数 θ 不同. 通常, 假设函数 gϑ(·) 是由一系列具有平滑性或者相关性的拟
合函数的线性组合. 基于函数 g(·) 中拟合函数的差异, 可以将其建模为依赖于采样数据的多元插值函

数、神经网络函数或张量的线性组合形式. 因此, 在频谱态势的非参数化模型中, 可以使用多元函数

插值方法、神经网络方法, 以及张量方法, 从采样数据 ZΩ 中恢复出完整多维网格上的数据 Z⋆, 其估

计值记为 Ẑ. 当多维网格化频谱张量的空间维度为 I × J , 频域维度为 K, 空间采样位置的索引集记

为 Ω, 且可以获取采样位置处所有的频段信息, 使用的观测模型如下:

ZΩ = W ~ (Z⋆ +N), (17)

其中, Z⋆ 表示真实的频谱张量, N 表示噪声张量, W 是观测张量且满足 W (i, j, k) = 1, (i, j) ∈
Ω, W (i, j, k) = 0, (i, j) /∈ Ω, 符号 ~ 表示 Hadamard 乘积, 即逐元素点乘运算, 满足 ZΩ(i, j, k) =

Z⋆(i, j, k) +N(i, j, k), (i, j) ∈ Ω, ZΩ(i, j, k) = 0, (i, j) /∈ Ω.

针对任意算法的态势估计值 Ẑ, 有如下的恢复性定理.

定理1 (态势估计的恢复性定理) 在频谱态势观测模型 (17) 中, 记 ZN = Z⋆ +N , 假设 Ẑ, Z⋆,

ZN 中元素的上界为 B, 则下述不等式依至少 1− δ 的概率成立

∥Ẑ −Z⋆∥F√
IJK

6 ∥W ~ (Ẑ −ZΩ)∥F√
|Ω|K

+
∥N∥F√
IJK

+
B√
K

[
1

2

(
1

|Ω|
− 1

IJ

)
ln

2

δ

] 1
4

. (18)

在不等式 (18) 中, 频谱态势的估计值与真实值的误差上界分别是以下 3 项: (1) 采样位置处的估计值

与观测值之间的误差, 即目标函数值; (2) 噪声的功率; (3) 采样误差. 这里省去不等式 (18) 的证明.

在定理 1 中, 当采样率 p = |Ω|/IJ 变化时, 若目标函数值与噪声误差均较小时, 则态势的估计误

差主要受限于采样误差项, 其数量级为 O( 1
p1/4 ); 当采样率趋向于 1 时, 采样误差趋向于 0, 此时, 态势

估计的误差受限于目标函数值和噪声误差项.由于定理 1是针对任意类型的函数给出态势估计的误差

上界, 当态势的低秩特征或者连续性特征能够利用时, 其误差上界的数量级也会降低.

对于非参数化模型,需要针对采样数据 ZΩ 估计全局数据 Z 的特定方法,分析该方法的性能界与

采样范式以及样本数的关系,即恢复性条件.本文将根据频谱态势的相关性和连续性,针对多元函数插

值、低秩张量补全、神经网络 3 类典型的数据补全算法, 总结现有研究中几种典型的恢复性条件.

4.1 低秩数据补全

根据态势数据在二维或者高维空间上具有低秩或者近似低秩特性,本小节分别讨论基于低秩矩阵

或低秩张量的补全问题, 在不同的采样范式下, 给出其估计误差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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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张量对频谱态势进行表征时, 需要从观测态势张量 ZΩ 中恢复出完整的态势张量 Z. 由于

态势数据呈现相关性和连续性的特征, 在张量表征方法下, 态势数据具有低秩或者近似低秩特性. 通

过模 -n展开或者沿着某个维度取张量切片,低秩张量补全问题可以通过低秩矩阵补全问题来研究.下

面首先给出现有低秩矩阵补全方法的恢复性条件, 然后给出低秩张量补全的恢复性条件.

4.1.1 低秩矩阵补全

在低秩矩阵补全研究领域, 针对低秩矩阵的观测模型

ZΩ = W ~ (Z⋆ +N), (19)

且观测位置 Ω 满足特定采样范式要求 (例如每个位置被观测的概率为 p) 和噪声分布满足特定约束要

求 (例如噪声满足亚高斯分布且能量有界), 需要在理论上保证特定算法估计的矩阵 Ẑ 满足恢复性定

理: 在何种约束下, 该算法的估计结果能够依趋向于 1 的概率满足 ∥Ẑ −Z⋆∥F 小于某个上界 Bmat.

本小节首先给出无观测噪声 N 情形下的低秩矩阵补全的恢复性条件.

定理2 (低秩矩阵补全的恢复性 —— 无噪声 [48]) 对于一个秩为 r 的矩阵 Z⋆ ∈ Rn1×n2 , 满足 µ

非相干特性 (incoherence property)5). 记 n = max(n1, n2). 针对凸优化算法和均匀随机 (randomly and

uniformly) 的采样范式 (例如每个位置被观测的概率为 p), 存在一个正实数 C, 使得当采样数 m 满足

m > Cµ2nr log6 n

时, 矩阵 Z 至少依概率 1− n−3 能够通过求解矩阵补全对应的凸优化问题被完美恢复.

这里的均匀随机采样指的是每个位置独立按照固定的概率决定是否进行采样. 除了随机采样范式

外, 文献 [45] 指出低秩矩阵补全在一些确定性的采样范式下也具有可恢复性.

在有观测噪声 N 情形下, 定理 3 给出了低秩矩阵补全的恢复性条件.

定理3 (低秩矩阵补全的恢复性——有噪声 [49]) 对于一个秩为 r 的矩阵 Z⋆ ∈ Rn1×n2 ,且满足 µ

非相干特性, 记 n = max(n1, n2). 在矩阵观测模型 (19) 中, 采用均匀随机的采样范式且每个位置被观

测的概率为 p, 噪声矩阵 N 中的元素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零均值亚高斯分布, 且亚高斯范数6)为 σ, 那

么当采样数达到数量级 O(n log3 n), 且 σ 小于数量级 O(
√
np/ log n)maxi,j |Z⋆

i,j | 时, 则使用凸优化算

法得到的估计值 Ẑ, 依至少概率 1−O(n−3) 满足

∥Ẑ −Z⋆∥F 6 O
(
σ

√
n

p
∥Z⋆∥F

)
. (20)

文献 [49] 中的表 1 还总结了一系列不同方法在不同假设和采样复杂度下所能得到的矩阵估计误

差上界. 若只关心采样率 p, 其采样复杂度与式 (20) 一致, 均为 O( 1√
p ). 所以, 在低秩矩阵补全中, 凸

优化算法的估计误差 ∥Ẑ −Z⋆∥F 上界 Bmat 与采样率 p 的关系为 Bmat = O( 1√
p ).

基于低秩矩阵补全的方法无法直接处理三维或者更高维的张量, 但可以将张量按照模 -n 展开或

者取单个张量切片的方式来处理, 缺点是损失了三维或者更高维度上的结构相关性, 且这种处理方式

对采样率要求更高. 因此, 4.1.2 小节将给出现有低秩张量补全方法的恢复性条件.

5) 非相干特性衡量低秩矩阵 Z⋆ 的奇异值向量与欧式空间的标准正交基的相关程度.非相干参数 µ越小,说明 Z⋆

的奇异值向量 0 元素越少且每个元素的幅度大小相近, 即与标准正交基不相关, 低秩矩阵越容易补全.

6) 变量 X 的亚高斯范数定义为 inf{t > 0 : Ee
X2

t2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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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低秩张量补全

在低秩张量补全的研究领域中, 针对低秩张量观测模型 (17) 且观测位置 Ω 满足特定采样范式要

求 (例如每个位置被观测的概率为 p) 和噪声分布满足特定约束要求 (例如噪声满足亚高斯分布且能

量有界),需要在理论上保证特定算法估计的 Ẑ 满足恢复性定理: 在何种约束下,该算法的估计结果能

够依趋向于 1 的概率满足 ∥Ẑ −Z⋆∥F 小于某个上界 Bten.

本小节首先给出无观测噪声 N 情形下的低秩张量补全的恢复性条件.

定理4 (低秩张量补全的恢复性 —— 张量 CP 分解 [50]) 对于一个 CP 秩为 r 的三阶张量 Z ∈
Rn×n×n, 且满足张量不相干条件, 针对均匀随机的采样范式, 采样数需要达到 O(nr6), 才能保证优化

算法依趋向于概率 1 从采样中恢复出 Z.

定理5 (低秩张量补全的恢复性 —— 张量 Tucker 分解 [51]) 对于一个 Tucker 秩为 r 的三阶张

量 Z ∈ Rn×n×n, 且满足张量不相干条件, 针对均匀随机的采样范式, 采样数需要达到 O(n1.5r3.5 log3.5

n+ nr7 log6 n), 才能保证优化算法依趋向于概率 1 从采样中恢复出 Z.

定理6 (低秩张量补全的恢复性——规范采样 [52]) 对于一个 CP秩为 r的三阶张量 Z ∈ RI×J×K ,

针对规范采样 (regular sampling)范式, 其采样数据为两个子张量 Z(1) = Z(I, :, :)和 Z(2) = Z(:,J , :),

其中 |I| = I1, |J | = J1. 当满足

min
(
2⌊log2 I1⌋+⌊log2 J⌋, 2⌊log2 I1⌋+⌊log2 K⌋, 2⌊log2 J⌋+⌊log2 K⌋, 4J1K

)
> 4r

时, 才能保证优化算法依趋向于概率 1 从采样 Z(1),Z(2) 中恢复出 Z.

可以发现, 低秩张量补全的恢复性定理 4 和 5 是低秩矩阵补全的推广, 而低秩张量补全的恢复性

定理 6 则利用张量 CP 分解的辨识性条件, 得到一种与采样模型和采样范式相关联的辨识性条件, 从

而在理论上保证了张量补全结果的准确性.

其次, 在有观测噪声 N 情形下, 低秩张量补全的恢复性条件如下.

定理7 (低秩张量补全的恢复性 —— 有噪声 [53]) 对于一个 CP 秩为 r 的张量 Z⋆ ∈ Rn×n×n, 且

满足不相干条件.在张量观测模型 (17)中,采用均匀随机的采样范式且每个位置被观测的概率为 p,噪

声张量 N 中的元素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零均值亚高斯分布,且亚高斯范数为 σ,那么当采样数达到数量

级 O(d1.5), 且 σ 小于数量级 O(
√

p/d1.5), 则使用凸优化算法得到的估计值 Ẑ, 则依趋向于 1 的概率

满足

∥Ẑ −Z⋆∥F 6 O

(
σ

√
d log d

p

)
. (21)

文献 [53] 中的表 1 还总结了一系列不同方法在不同假设和采样复杂度下所能得到的张量估计误差上

界. 若只关心采样率 p, 其采样复杂度与式 (21) 一致, 均为 O( 1√
p ).

所以, 在低秩张量补全中, 使用优化算法得到的关于 Ẑ 的误差 ∥Ẑ − Z⋆∥F , 其上界 Bten 与采样

率 p 的关系为 Bten = O( 1√
p ).

综上所述, 利用数据的低秩特征补全缺失的数据, 其误差上界是采样率 p 的函数, 为 O( 1√
p ).

4.2 函数插值

由于频谱态势在多维结构上存在冗余信息 (如: 空间上的连续性), 基于多元函数插值方法能利用

连续性的特征信息, 从采样位置上的样本信息估计出未知位置上的态势数据. TPS 插值是一种可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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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任意采样范式的简单高效的多元函数插值方法, 适合对空间上缺失的频谱数据进行补全. 针对二

维地理区域频谱态势补全的 TPS 插值方法, 有下述恢复性条件.

定理8 (TPS插值的恢复性 ——全局误差 [54]) 在间隔距离为 h的等间距采样范式下,使用 TPS

插值对定义在有界闭区域 Γ ⊂ R2 上的二次连续可微函数 s(x), x ∈ Γ 进行插值补全, 其在区域 Γ 上

的性能误差界为

|ŝ(x)− s(x)| 6 CΓ∥s∥h,

其中, CΓ 为依赖于区域 Γ 的常数, ∥s∥ 是函数 s 的范数.

定理9 (TPS 插值的恢复性 —— 局部误差 [54]) 基于前述定理 8 的采样范式, 假设 s(x), x ∈ Γ

是 q (q = 1, 2) 次连续可微函数, TPS 插值在采样点 x0 ∈ Γ 的局部误差界为

|ŝ(x0 + hx)− s(x0 + hx)| = O(hq), when h → 0.

从上述的定理可以看出, TPS 插值的精度取决于采样间距 h, 采样间距越小, 估计精度越高. 将目

标区间划分间隔距离为 h 的 d 维区域, 则在采样率为 p, 未被采样的观测位置距离已被观测位置的平

均距离为 O( 1
p1/d ). 所以当态势函数为 q (q = 1, 2) 次连续的 d 维可微函数时, 在采样率为 p 下, 态势

估计的误差上界为 O( 1
pq/d ). 特别地, 当三维频谱态势中的空间采样率为 p 且频谱态势沿着空间维度

具有连续性时, 使用 TPS 插值方法逐频段补全频谱态势, 其估计的误差上界为 O( 1√
p ), 这与利用低秩

特征进行张量补全所得到的误差上界一致.

综上所述,利用数据的低秩特征或者连续特征补全缺失的数据,其误差上界是采样率 p的函数,均

为 O( 1√
p ). 在实际中需要根据数据的特征选择对应的算法, 例如, 考虑到 SLF 矩阵的空间连续平滑特

性, 因此在补全 SLF 矩阵时采用 TPS 算法, 而不是低秩矩阵补全算法.

4.3 神经网络方法

神经网络方法泛用性广,适用于任意非线性函数的逼近.以三维频谱张量 Z ∈ RI×J×K 为例,其需

要解决的问题是: 在特定的深度神经网络架构下,估计出网络参数 ϑ,从部分观测 ZΩ = W ~(Z⋆+N)

中估计出完整 Ẑ = fϑ(ZΩ). 求解 fϑ 需要大量的训练样本,且训练样本尽可能提供完整的频谱张量 Z

以及多次随机采样的版本 ZΩ, 以提高网络的表征能力. 因此, 针对真实的频谱张量 {Zn}Nn=1, 以及随

机的采样张量 Wm, 生成训练样本 {Zn, {Wm}Mm=1}Nn=1, 训练网络

min
ϑ

1

MN

N∑
n=1

M∑
m=1

∥fϑ(Wm ~Zn)−Zn∥2F ,

得到网络参数 ϑ, 进而针对输入的待补全态势, 估计的频谱态势为 Ẑ = fϑ(ZΩ).

将频谱张量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会存在以下挑战.

(1) 频谱张量 Z 的维度较高, 直接使用频谱张量 Z 作为神经网络的处理样本会导致极高的运算

复杂度. 另一方面, 频谱张量 Z 的采样样本种类复杂, 完备的样本集规模庞大, 在实际训练中难以提

供, 因此训练十分困难.

(2) 如何选择具有强表征能力的网络 fϑ.

挑战 (1) 的解决方案是降维. 由于高维的频谱张量涉及到空 – 时 – 频多个维度, 具有一定的低秩

性, 可以通过张量分解的方式, 解构出更低维度的因子矩阵, 仅利用神经网络补全低维的因子矩阵, 简

化神经网络的训练目标, 极大地降低问题的运算复杂度以及训练神经网络所需的样本集规模, 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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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网络版彩图) 基于张量分解的高维频谱数据降维处理 – 神经网络补全算法

Figure 10 (Color online)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of high dimensional spectrum data based on tensor decomposition

表 1 不同方法的估计误差上界随采样率 p 的关系

Table 1 The upper bound of estimation error of different methods versus sampling rate p

Reference Method Error bound

– Our proposed Theorem 1 (also holds for DNN) Objective value + noise power + O( 1
p1/4

)

[49] Low-rank matrix completion O( 1√
p
)

[53] Low-rank tensor completion O( 1√
p
)

[54] TPS interpolation in 2D space O( 1√
p
)

如图 10 所示. 值得注意是, 若低维度的因子矩阵具有低秩或者连续的特征, 则可以使用低秩矩阵补全

或函数插值的方法对缺失的数据进行补全, 若低维度的因子矩阵无明显的低秩或者连续特征时, 可以

考虑使用神经网络从训练样本中挖掘数据中隐藏特征, 提高补全精度.

对于挑战 (2), 通过部分观测数据恢复出完整的态势数据可类比为修复 (in-painting) 问题, 此类

问题通常可由神经网络生成模型解决. 一种稳定的生成模型为变分编码器 (variational auto-encoder,

VAE) [55, 56]. 神经网络方法视为一种通用的非线性方法, 其估计误差界如定理 1 所示. 根据定理 1,

为保证态势估计的相对误差足够小, 一个重要的先验条件是噪声能量足够小; 其次, 需要选用合适的

态势模型使得目标函数值尽可能小; 最后, 还需要权衡空间上的采样率. 高采样率固然可以提升估计

性能, 但也相应地付出高代价. 因此, 需要均衡采样代价与采样率. 由于在定理 1 中, 采样误差受限

于 1
|Ω| −

1
IJ = 1

IJ (
1
p − 1), 随着采样率 p 增加, 性能收益边际效益降低. 例如, 在低采样率下 (如 1%),

提升采样率可以明显降低采样误差; 在采样率提高到一定数值时 (如 10%), 继续提升采样率无法明显

地降低采样误差, 而选择合适的模型和算法来降低目标函数值更为重要. 所以, 在实际场景中, 应该选

择经济的采样率和优化的模型与算法.

本小节涉及到的数据补全方法的误差上界随采样率的关系总结如表 1.

4.4 讨论

复杂电磁环境下的频谱态势参数化模型和非参数化模型并不是对立, 而是相辅相成的. 基于参数

化模型的方法擅长对频谱态势的多维结构进行降维以及对混合分量进行分离;基于非参数化模型的方

法擅长利用低秩、连续平滑等局部特征对缺失的数据进行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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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复杂电磁环境中先验信息的不同, 不同层次的态势信息也服从不同的模型. 例如, 在基于态

势叠加模型的多维频谱态势中,态势建模为参数为 SLF和 PSD的张量 LL1分解模型,即参数化模型.

但是,在 SLF信息层次,由于地理空间特征以及信道传播特性的先验信息未知,此时, SLF建模为非参

数化模型. 正如 3.3.4 小节中介绍的 NNLL1 算法所示, 先从多维频谱态势的参数化模型的角度出发,

分离出完整的 PSD 信息和不完整的 SLF 信息, 再从先验信息不足的 SLF 的非参数化模型出发, 使用

插值算法估计出完整的 SLF 信息. 因此, 在基于参数化模型的多维频谱态势生成, 需要综合利用频谱

态势的低秩性、连续性以及相关性等特征, 将其作为频谱态势参数化模型中的一部分, 综合利用参数

化模型和非参数化模型的优势, 以提高频谱态势估计的精度. 此外, 若多维频谱态势不满足态势叠加

模型, 可从张量分解的角度出发, 将多维频谱态势建模成以因子矩阵作为低秩特征参数的张量分解模

型, 如图 10 所示, 先使用参数化方法实现对多维频谱态势的降维, 然后再使用非参数化方法对不完整

的低秩特征参数进行补全.

5 仿真结果

本节针对随机采样范式评估一些算法的频谱态势估计效果. 本节的仿真参数设置如下: 待补全的

频谱态势张量为 Z ∈ RI×J×K ,目标平面区域划分为 I×J , I = J = 101,感兴趣的频段数为 K = 64. 频

谱态势按照张量 LL1模型生成,空间辐射源的个数 R = 2. 辐射源的 PSD由若干个不同幅度的 sinc2(x)

经过平移缩放的方式叠加而成, 例如 c(k) = 1.5sinc2(0.2k − 2) + 0.8sinc2(0.1k − 4), k = 1, . . . ,K. 辐射

源在平面区域上的 SLF由自由空间损耗和服从标准差 σdB = 4的对数正态分布的阴影衰落叠加而成,

其具体的仿真参数设置可以参考文献 [18]. 在仿真中, 空间上随机观测 M 个位置, 该位置上的所有 K

个频段信息均被观测, 采样数据记为 Y ∈ RM×K . 为接收到的频谱 PSD添加信噪比为 SNR的高斯白

噪声, SNR 依照不同的场景取不同的值, 例如 SNR = 0, 10, 20 dB.

优化算法的目标是从采样数据 Y 中补全完整的频谱态势 Z, 本文评估以下 2 种基于参数化模型

和 2 种基于非参数化模型的态势估计算法.

(1) 非负张量 LL1 分解 (简称为 NNLL1). 使用 BCGD 方法求解优化问题的 (13), 估计出辐射源

的 PSD 信息, 然后反解出采样位置处的 SLF 信息, 再使用 TPS 算法补全 SLF 信息 [18].

(2)非负矩阵分解 (简称为 NMF).在辐射源的 PSD信息满足局部占优的情形下,使用 SPA [42] 估

计出辐射源的 PSD 信息以及采样位置处的 SLF 信息, 再使用 TPS 算法补全 SLF 信息.

(3) TPS 插值算法 (简称为 TPS). 针对每个频段上不完整的态势矩阵, 执行 TPS 算法, 逐频段补

全态势信息 Z(:, :, k), k = 1, . . . ,K.

(4) 基于张量 CPD 的张量补全 (简称为 CPD). 高维数据具有一定的相关特征, 张量补全是利用

高维数据在某些表示形式下的稀疏特性, 利用基于张量 CP分解的张量补全算法 [57], 来补全缺失的张

量数据.

首先, 测试参数化方法中的 LL1 和 NMF 对 PSD 和 SLF 的估计效果 (非参数方法中的 TPS

和 CPD方法只能估计完整的频谱态势信息,无法估计 PSD).由于张量 LL1分解模型存在尺度放缩和

置换的不确定性, 本文使用归一化误差 (消除了尺度放缩和置换的不确定性) 度量准则:

Cerr = min
Π,Λ

∥Ĉ −CΠΛ∥F
∥C∥F

,

其中 Π, Λ分别是置换和尺度放缩的不确定性所对应的置换矩阵和对角矩阵. 同时,由于 PSD和 S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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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网络版彩图) 满足局部占优假设时, NMF 和 LL1 对 PSD 和 SLF 的估计效果图

Figure 11 (Color online) PSD and SLF estimation by NMF and LL1 when the local dominance hypothesis is satisfied.

(a) Ground-truth PSD; (b) estimated PSD by NMF; (c) estimated PSD by LL1; (d) ground-truth SLF1; (e) estimated
SLF1 by NMF; (f) estimated SLF1 by LL1; (g) ground-truth SLF2; (h) estimated SLF2 by NMF; (i) estimated SLF2 by
LL1

存在尺度放缩的模糊性, 所以在 PSD 和 SLF 的可视化图形中, 对其数值进行了归一化, 即对所有

的 PSD 和 SLF 图形进行尺度放缩直至最大值为 1.

在辐射源 PSD 满足局部占优与不满足局部占优这两种场景的下, 评估 NMF 和 LL1 方法对 PSD

的估计效果, 以 Cerr 作为评测标准, 分别如图 11 和 12 所示. 仿真参数设置为: 随机采样的采样

率 p = 1%, 接收 PSD 的信噪比 SNR = 20 dB. 在满足局部占优条件下, 即存在 2 个不同的频段, 例

如图 11(a) 中频段 55 和 25, 辐射源 1 的 PSD 与辐射源 2 的 PSD 各自独占其中一个频段; 而在不满

足局部占优条件下, 每个频段都有辐射源 1 和辐射源 2 的 PSD 信息, 但他们的功率占比不一样, 只要

频段数足够多且每个辐射源 PSD 集中占用某些频段, 大概率会存在 2 个不同的频段, 使得辐射源 1

的 PSD 与辐射源 2 的 PSD 满足近似占优条件, 例如图 12(a) 中频段 42 和 24, 辐射源 1 与辐射源 2

的功率占比分别超过了该频段总功率的 90% (近似占优条件).由于 NMF算法对模型误差有一定的容

忍, 所以在满足近似占优条件时, NMF 算法依旧可以工作. 从图中可以发现, 在辐射源 PSD 满足局部

占优与近似占优条件下, NNLL1 算法的估计性能均优于 NMF 算法, 这是因为相比于 NMF 算法的贪

婪优化问题 (9), 优化问题 (13) 更符合实际频谱态势场景, 且对噪声的容忍程度更高.

NMF和 LL1方法估计的 PSD归一化误差 Cerr随着采样率 p关系和 SNR曲线如图 13所示, 采

样率范围设置为 p = 1%, 2%, . . . , 10%, SNR 范围设置为 0, 10, 20 dB. 可以发现, NMF 和 LL1 方法估

计的 PSD 性能符合预期: 相同 SNR 下, LL1 和 NMF 在局部占优条件下的性能优于近似占优下的性

能; 在近似占优和局部占优条件下, 不同 SNR 下, LL1 方法均优于 NMF 方法. 此外, 还注意到, 当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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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网络版彩图) 不满足局部占优假设时, NMF 和 LL1 对 PSD 和 SLF 的估计效果图

Figure 12 (Color online) PSD and SLF estimation by NMF and LL1 when the local dominance hypothesis is not satisfied.

(a) Ground-truth PSD; (b) estimated PSD by NMF; (c) estimated PSD by LL1; (d) ground-truth SLF1; (e) estimated SLF1
by NMF; (f) estimated SLF1 by LL1; (g) ground-truth SLF2; (h) estimated SLF2 by NMF; (i) estimated SLF2 by 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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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网络版彩图) NMF 和 LL1 方法估计 PSD 的归一化误差 Cerr 随采样率的关系曲线

Figure 13 (Color online) Cerr curve of estimated PSD by NMF and LL1 methods versus sampling rate. (a) PSD satisfies
the local dominance hypothesis; (b) PSD satisfies the approximate dominanc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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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网络版彩图) 各种方法对应的态势估计结果的可视化

Figure 14 (Color online) Visualization of situation estimation results corresponding to various methods. (a) Ground-

truth; (b) NMF; (c) LL1; (d) TPS; (e) C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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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网络版彩图) 各种方法的仿真结果对比

Figure 15 (Color online)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various methods. (a) NMSE versus sampling ratio; (b) running
time versus sampling ratio

机采样的采样率从 1% 提升到 10%, 误差测度 Cerr 并没有明显地提升, 这说明在仿真场景下 1% 的采

样率已经足够用于估计频谱态势中的 PSD 信息, 继续提高采样率, 只能够提高 TPS 算法从每个 SLF

插值估计的准确度. 根据 4.2 小节的结论, TPS 方法关于采样率 p 的估计误差为 O( 1√
p ), 超过一定的

采样门限, 例如 10%, 继续提高采样率无法明显降低估计误差.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 在满足估计精度的

要求下, 应该选择一个经济的采样率.

接下来, 在辐射源 PSD 满足近似占优条件下, 可视化展示生成的频谱态势, 如图 14 所示, 仿真参

数中的 SNR 设为 20 dB, 采样率设为 1%. 可以发现: NMF, LL1 和 TPS 估计的频谱态势与真实的频

谱态势较为接近, 而 CPD 生成的频谱态势图与真实的频谱态势差距较大, 这是因为在低采样率下,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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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CP分解模型的张量补全效果很差. 类似地,若采用基于 Tucker分解模型的张量补全 [58],需要较高

的采样率, 例如 20%, 才能获得较好的补全效果. 通常采用归一化均方误差 (normalized mean squared

error, NMSE) 指标评估态势 Z 的估计效果. NMSE 定义为

NMSE =
∥Z − Ẑ∥2F

∥Z∥2F
.

在近似占优条件下, SNR = 10 dB 时, 使用 NMF, LL1, TPS 和 CPD 方法估计的频谱张量 NMSE 性

能指标随着采样率 p = 1%, 2%, . . . , 10% 关系曲线如图 15(a) 所示. 由图 15(a) 可知, 随着采样率的升

高, 各算法的态势估计性能均总体有所提升. LL1 的 NMSE 性能优于其他算法. 在整个区间上, CPD

的 NMSE 明显高于另外 3 种算法, 其原因是, 频谱数据并不完全服从低秩张量 CP 分解模型 (频谱数

据的 CP 秩较大), 对于秩较大的张量 CP 分解模型, 需要较多的数据才能获得比较精确的频谱态势估

计结果, 当感知设备数量、路径受限时会使得采样率较低, 由此生成的频谱态势效果不理想. 此外, 从

图中可看出, 当采样率大于 8% 时, 继续提升采样率不能明显提高 TPS, NMF 和 LL1 方法的估计性

能. 所以, 在空间划分为 100× 100 网格的情形下, 8% 是一个优化的采样率, 再提升采样率会增加成本

却无法明显地提升估计性能. 对于其他大小网格, 其优化的采样率不同. 初步测试结果为, 网格维度越

大, 其优化的采样率越小.

在实际场景中, 频谱态势的估计时间也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因此, 本文测试了 NMF, LL1, TPS

和 CPD 方法仿真时间, 其随采样率变化的关系曲线如图 15(b) 所示. 可以发现, NMF 的仿真时间最

短, LL1 的仿真时间大约是 NMF 的 2∼5 倍, TPS 和 CPD 方法的仿真时间最长. 其原因是, 对单个不

完整的矩阵执行 TPS插值算法耗时较长; 在 NMF和 LL1 方法中, 只需要对 R ≪ K 个不完整的 SLF

矩阵执行 TPS 插值算法; 而在 TPS 方法中, 需要对 K 个不完整的张量切片执行 TPS 插值算法.

综上所述, 从估计 PSD 以及态势补全的角度来说, LL1 的性能均优于 NMF, 但是仿真时间略微

长一些. 从态势补全的角度来说, NMF, LL1 和 TPS 的性能接近. 主要是因为, TPS 方法逐频段对混

合的 SLF 进行补全, 而 NMF 和 LL1 方法是先通过分离 PSD 和 SLF 后, 再使用 TPS 对各个不完整

的 SLF 进行补全. 在空间辐射源个数 R > 2、接收信号的 SNR 较低、空间混合的 SLF 特征足够复杂

时, TPS 需要更多的采样来捕捉频谱空间特征, 而使用 NMF 和 LL1 方法分离后的 SLF 仅仅由单个

空间辐射源贡献而成,其空间特征足够简单,大大降低了 TPS插值方法的采样要求. 相比于基准算法,

本文提出的 LL1 方法更适合各种场景下的态势 PSD 和 SLF 参数估计以及态势补全.

6 总结

本文总结了基于空间稀疏采样的频谱态势生成方法. 首先, 论文针对空间辐射源的传播特性是否

满足态势叠加模型, 分别构建了基于张量的参数化频谱态势模型和基于数据驱动的非参数化模型. 针

对频谱态势的参数化模型, 分析了张量分解方法在特定采样范式、非负矩阵分解方法在特定先验信息

下, 实现模型参数估计的唯一性所需的辨识性条件. 针对频谱态势的非参数化模型, 基于频谱态势的

相关、连续和低秩特征, 针对张量补全、函数插值和神经网络方法等方法, 分别探讨了张量补全、函数

插值和神经网络方法估计态势所需的恢复性条件, 给出态势估计的误差上界与采样率的关系. 本文进

一步通过仿真对比分析了空间稀疏采样下, 几类典型频谱态势估计算法的性能. 本文的工作可为基于

空间稀疏采样的频谱态势生成提供指导. 进一步, 生成的频谱态势可为无线通信系统的波形设计和推

荐提供参考, 提升通信系统的效率和抗干扰能力, 这也是未来极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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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environment and the growing demand for

the available spectrum, it is urgent to mine the spectrum situation information of wide geographical areas from

limited sensing nodes to maintain the order and security of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spectrum resources. Starting from the multi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s of spectrum situ-

ations in time, frequency, and space,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summarizes the model and generation mechanisms

of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situations based on sparse spatial sampling. The spectrum situation representation

method based on a multivariate function is proposed, and the spectrum situation mode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ransmitters, is establish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dentifiability and re-

coverability conditions of the spectrum situation model under sparse spatial sampling, which theoretically guides

the reliable generation of the spectrum situation. Finally,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pectrum

situation generation algorithms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by simulations.

Keywords spectrum situation, radio environment map, tensor decomposition, tensor completion, neural ne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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