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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贝叶斯的多功能雷达脉冲列变化点检测

方旖 1 陈秋菊 1,2 潘继飞 1,2 毕大平 1

摘 要 针对多功能相控阵雷达行为识别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定长滑动窗的迭代检测算法. 提取了频率、脉宽、脉冲幅度、
脉冲重复间隔和波束方向等特征参数,通过滑动合适的定长窗口来划分脉冲序列,根据贝叶斯准则逐步计算条件概率,并将概
率结果与之前的概率进行比较,确定是否为变化点. 该方法可应用于无先验知识的雷达行为识别问题.仿真结果表明了该方法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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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terative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fixed length sliding window, is proposed for multi-function phased array radar
(MPAR) behavior recognition. First,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such as frequency, pulse width, pulse amplitude, pulse repetition interval
and beam orientation are extracted. Then the pulse sequence is divided by sliding the appropriate fixed-length window. Finally,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is calculated step by step based on Bayesian criterion, and the probability result i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probability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a change point. This approach can be applied to the problem of radar behavior recognition without
prior knowledg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the approach is demonstrated by simul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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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相控阵雷达 (Multi-Function Phased Array
Radar, MPAR)是指具有序贯地执行大量不同任务的
能力, 支持多种功能的相控阵雷达系统[1] . 若想实
现更理想的雷达对抗效果,就要求电子情报装备也
必须具备认知的能力,即可以推断和辨识雷达当前
的状态,并预判雷达未来的行动.对功能性脉冲组序
列进行分析可以描述多功能相控阵雷达在当前任务

(状态)下的脉冲特点,把行为辨识过程完整化,提供
了多种辅助信息和前提条件,有利于提高识别的准
确性. 因此,对雷达脉冲序列基于变化点检测进行脉
冲划分,截获有用信息成为关键.

为对雷达行为进行特性表征, 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脉冲划分,传统的方法多是提取特征参数,主要是
通过获取脉冲描述字来实现的. 文献 [2] 基于脉冲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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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字 (Pulse Description Word, PDW)对雷达情报进行
处理,通过构建 PDW情报数据库,对 PDW信息进行
深度挖掘,利用聚类算法和数据重演技术分析雷达
脉冲序列,形成情报数据,调节参数完善情报数据库,
形成完整的基于 PDW的情报处理和训练系统.文献
[3] 建立了基于 PDW的对比函数,对雷达信号开展
盲分选.文献 [4] 利用事件驱动的方法对 PDW进行
量化编码,计算事件概率,提取相应的雷达脉冲序列
片段,包含了此类事件的所有信息,相当于将接收到
的雷达脉冲序列基于当前雷达状态进行划分. 传统
的提取脉冲描述字的关键信息的方法无法适应当前

雷达复杂多变的调制样式和实时更新的波形,很难
达到划分效果.

若要将划分后的雷达脉冲序列和雷达行为状态

建立映射关系,则需要提取的雷达特征参数能够表
现雷达行为变化规律[5−9]. 其中, 文献 [6] 提出利用
脉冲重复间隔 (Pulse Repetition Interval, PRI)动态提
取信号特征并进行神经网络分类,从而实现对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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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的区域划分. 文献 [7] 基于变化点检测方法和生
物信息学分析方法,利用脉冲幅度的变化来提取雷
达信号的基本波形,从而对波形进行区域划分. 文献
[8] 以 CPI特征为主,将参数特性一致的脉冲划分为
一组,并按照 CPI脉冲数合并. 此方法受设定的门限
值影响较大,只能划分参数特征区别明显的脉冲序
列. 上述方法均针对某一种参数进行分析,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且在脉冲数量较少时效果不太明显.
文献 [9] 分析了目标波形和目标特征的关系,并

提出在小波域利用小波对称基进行阈值降噪处理,
在时域利用小波重构信号阈值获取目标波形序列,
提高了目标检测的可靠性. 国防科技大学的欧健博
士基于多功能雷达多层级信号结构模型,参考了脉
冲样本图的表示方法,并结合 PSR模型提高了雷达
字提取的准确率.上述研究方法没有解析多功能雷
达每一种行为状态映射到的多功能雷达特征参数上,
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完整表现某一种行为.通过分
析多功能相控阵雷达的基本工作原理得知,雷达信
号的脉宽、波束方位指向、脉冲重复间隔、信号带宽

等参数均与雷达的工作任务调度密切相关[10]. 当雷
达的工作状态改变时,所需要搜索的远近不同,方位
不同,所需能量不同,都会使信号参数随之改变.因
此,本文引入活动行为分析中的概念,对雷达参数进
行变化点检测[11],其意义在于,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检
测突然发生的变化,这些突变可能就是雷达在完成
一个任务并进行下一个任务的表现. 对雷达信号脉
冲进行任务型划分,可以将复杂的雷达行为变化转
换为简单的雷达工作模型,并分析其规律,为之后进
行雷达行为识别奠定基础. 此方法不需要任何先验
知识,并且在脉冲数量较小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较高
准确率的分析结果.

1 雷达资源调度

多功能相控阵雷达能够自适应调度工作任务,
其特性性能可以自动调整,根据实际情况适应当前
的战场环境[12−13],如图 1所示.
雷达的资源调度可以分为任务优先级决策和调

度决策两方面. 任务优先级决策是指多种工作任务
的优先级划分,由传感器的分配决定;调度决策是指
针对不同的雷达工作进行时间和能量的分配. 在预
置任务调度程序下, MPAR可以实现实时调度搜索、
跟踪、多目标跟踪、搜索加跟踪等工作任务. MPAR
的每个工作状态都对应一组信号脉冲参数,该信号
脉冲参数集包含多个具有特殊代表意义的信息.根
据雷达工作任务设置,多组脉冲构成雷达发射信号,
经过优化后通过天线实现信息传输.因此,在雷达信
号库中存储了多组具有不同任务意义的脉冲信号.

MPAR工作时,可根据指令和顺序切换波束指向,实
时发送信号.

图 1 某雷达资源调度及脉冲示例图

通常情况下, 多功能雷达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波
位编排进行顺序搜索,搜索任务下的脉冲参数相对
固定. 为了减少资源浪费,研究学者不断优化搜索管
理技术,对参数设计和波位编排都进行了深入研究,
制定了随机规划模型[14],这也给识别和干扰造成了
一定难度.多功能雷达具有多目标检测的能力,在时
间资源分配和能量资源两个方面都要进行技术研究.
时间资源分配主要指采样时间间隔和波束指向的研

究,其根据目标的威胁等级、距离长度、测量要求等
情况对跟踪任务进行管理. 在波束指向方面,设计者
会基于多目标条件,对雷达阵面天线设计最佳算法.

MPAR天线方向由相控阵天线控制,是一种由
计算机灵活控制的阵列,能够快速切换方向,具有敏
捷性的特点. MPAR发射的波束可以独立完成搜索、
跟踪、火控等工作任务.当雷达工作状态发生变化
时,可以将波束指向切换到指定位置,并在进入下一
个工作状态切换到另一个指向前将对应的信号脉冲

传输到终端. 因此,如果将雷达工作状态映射到雷达
信号脉冲上,可以看出不同的工作状态对应不同的
脉冲序列组,脉冲序列组的参数也不同.选择合适的
脉冲参数分析,判断变化点的位置,可以为区分和识
别 MPAR的不同工作状态提供重要依据.

显然, 波束指向是分析雷达信号脉冲类型的一
个重要指标.同样,在不同战场环境和任务调度要求
下,脉冲宽度、脉冲幅度、脉冲重复间隔、信号带宽
等都是具有分析意义的参数.

雷达对抗侦察装备通过对雷达信号的截获侦收

与处理可以获得丰富的脉冲序列数据,然而,未经合
理分割的连续的脉冲序列往往包含各种行为模式的

切换,难以用来直接作为训练样本投入应用,必须对
雷达信号脉冲序列进行预处理,通过合理的变化点
检测方法分割序列,以获得干净、有序的代表性序列
样本,为进一步的学习与智能处理提供数据基础.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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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面向雷达行为识别,基于多维参数条件概率的贝
叶斯准则,探求雷达脉冲序列变化点检测方法.

2 变化点检测

变化点检测基于贝叶斯准则,估算概率在候选
变化点前后的比率. Feuz等利用变化点检测的方法
识别活动边界,使用提示式介入方法判断在脚本环
境和非脚本环境下的活动变化[15]. Avci 等提出了一
种基于序列模式挖掘引入远程交互的新方法[16]. 将
学习概率模型整合到分段标记算法中并应用于新的

序列,根据提取的模式的匹配进行标记.利用挖掘模
式丰富基于传感器的表示可以改进顺序和分段标记

算法的结果. Yamada等提出了一种基于来自两段的
时间序列样本之间的非参数散度估计进行变化点检

测的算法[17]. 变化点检测算法已被应用于多个领域,
都有着非常优秀的成果.
雷达行为的变化点定义为: 变点检测算法中引

起条件概率变化较大的点. 本文引入变点检测算法
并作出以下改进: 基于固定长度滑动窗口的变化点
检测迭代算法是观测某一变化点附近的数据,估算
特征描述的概率,来预测下一个突变点或是行为边
界的大致位置.

2.1 行为分割及窗口滑动算法

行为分割将流式事件分割成没有重叠的子序列

或分区. 每个子序列内部必须是均匀的且只代表单
个行为.它把每一个不同的序列映射为一个对应的
行为标签. 因此,行为分割是指将一个连续的数据流
分割成离散的、有意义的行为执行单元.
给定一个脉冲描述字事件序列 SSS, S =<

e1,e2, · · · ,en > , 雷达行为分割器将此序列分割成
x个子序列集 PPP, P =< S1,S2, · · · ,Sn >,并且满足下
列条件: Si 属于 SSS且元素在 Si 里的顺序保持不变,

且
i=x⋃
i=1

Si = S.

如图 2所示, 在不同的行为时间下可以采用不
同的分割方法,如显示分割法、固定窗口时间的滑动
窗口提取法、用固定窗口长度滑动窗口提取法.

在处理数据流时, 可以将整个脉冲序列分割成
一组可能重叠的有序子序列, 或者一组滑动窗口.
概率方法可用于为需要确定标签的每个事件派生

适当的窗口大小. 候选窗口集的长度通常定义为
{W1,W2, · · · ,WL}, 其中, W1 为从任何行为数据中观

察到的最小窗口长度, WL 为所有行为观察到的窗口

大小的中位数,其余通过 [W1,WL] 划分为大小相同
的箱子 (bin)来确定,同时需要估计行为与事件关联
的概率.
选取滑动窗口方法,将所有脉冲组输入,从输入

序列首位置开始,取固定段,然后不断扩展滑动,直
到概率出现变化, 并记录变化点. 然后重复此过程,
在最近段不包括先前第 1个数据点开始,直到所有
数据处理完成.

2.2 变化点检测

在每一个时间步或行为事件之后更新当前状态,
这样可以计算出一个行为在当前时间点或当前行为

之前结束的概率,并与把行为包括进此时间点的概
率相比较,判断此突变点是否为行为边界的标志.
定义从当前时间点回溯到最近变化点之间的脉

冲描述字数据称为一个行程,用 r 表示. 假设检测到
的最近变化点已经过去了 t个单位时间,则与最近数
据相关联的有 t个不同长度的行程,那么在接收到最
新数据之后再进行变化点检测,可以考虑两种可能
性: 新的序列是当前行程的一部分,因此当前行程的
长度加 1;或者是变化点发生,当前行程结束,新的序
列是新行程的一部分.

图 2 脉冲序列分割

ww
w.
jc2
.or
g.c
n



4期 方旖等: 基于贝叶斯的多功能雷达脉冲列变化点检测 311

设 rt 表示最近行程的长度,则在给定前面 t个事
件下 rt 的概率计算公式:

P(e1:t+1|e1:t) =
∑

rt

P(et+1|rt e1:t)P(rt |e1:t) (1)

假设给定了相应的脉冲描述字时间序列, 则根
据贝叶斯准则,在 t事件之后 rt 的概率分布可以按以

下公式计算:

P(r |e) =
P(r&e)

P(e)
(2)

P(rt&e1:t) =
∑

rt−1

P(rt&et |rt−1&e1:t−1)P(rt−1&e1:t−1) =

∑

rt−1

P(rt |rt−1)P(et |rt−1&e1:t−1)P(rt−1&e1:t−1)

(3)

其中, P(rt&e1:t)表示转移概率,即从当前序列到下一
序列为状态转变的概率; P(et |rt−1&e1:t−1)表示最近序
列属于每一个可能行程的概率,每一个行程是通过
前一个数据点确定的.
假设每一序列之前的概率值是已知的, 那么 rt

的概率取决于两种可能性,即变化点发生或变化点
没有发生,当行程长度加 1. 为对此两种可能性进行
判断并计算在这两种情况下的概率,需要计算风险
函数 (Hazard Function)H:

P(rt |rt−1) =


H(rt−1 + 1) · · · · · · if , rt = 0

1− H(rt−1 + 1) · · · if , rt = rt−1 + 1
(4)

将上式定义为根据样本数据, 终止一个行程的
序列数与总序列数之比.
基本步骤如图 3所示.

2.3 分段表示

多功能雷达脉冲序列类比于时间序列, 在分析
的过程中,基本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函数准确表示整
个序列,但是可以用多个段来表示,每个段用一个简
单函数表示. 在之后的识别过程中,可以把每一段作
为一个回归模型或分类器模型进行学习; 也可以通
过对样本数据的训练学习,对每一段进行验证识别.
为检验基于变化点对雷达脉冲序列分段的结果

与真实数据是否一致,通常采用以下 3种方法: 1)自
顶向下. 将之前完整的脉冲序列看作是一整段,在段
中选择一点,对分成的两段进行性能分析,重复此过
程,直到性能不会改善为止,最后将结果与之间分割
出来的结果做比较; 2)自底向上. 把每一个行为状态
代表序列看作一段,取出相邻两段进行合并,重复此

过程,直到再合并也无法改善性能为止,最后将结果
与之间分割出来的结果做比较; 3)滑动窗口. 从完整
雷达脉冲序列的第 1位开始,先取段大小为 1,然后
每次窗口大小加 1,扩展段落长度,直到性能不再改
善. 然后取后一点为起始点,并重复之前过程,直到
序列全部分段完成. 最后将结果与之间分割出来的
结果做比较. 每个方法都有其适合的样本数据类型,
也可以将方法组合达到最佳效果.

图 3 变化点检测算法流程图

3 仿真实验

3.1 实验 1

仿真条件设置如下: 脉冲序列共有 300组,分别
代表近距离搜索、跟踪目标 1和跟踪目标 2三种雷
达行为状态. 其中设有 33个变化点. 在不同的工作
模式下,工作性能要求也不同.脉宽在不同距离分辨
力要求下具有一定差别,同时波束方位也按照一定
目标方向转换,因此选取脉宽和波束方位两种参数
进行变化点检测. 部分雷达信号脉冲及其对应的工
作模式如表 1所示.
为确定合适的固定窗口, 分别设置滑动窗口长

度为 5、11、17,滑动步长为 1,即分别每个实验中
的窗口检测 3、11和 17组脉冲序列,并向右滑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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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雷达信号部分脉冲序列及对应的工作行为状态

起止位置 1∼10 12∼20 11、21、. . .、91 101∼103 35、45、. . .、95

工作行为 自主搜索 自主搜索 目标 1跟踪 自主搜索 目标 2跟踪

起止位置 224∼236 238∼242 104/124/144/164/184 244∼256 116/136/156/176/196

工作行为 自主搜索 自主搜索 目标 1跟踪 自主搜索 目标 2跟踪

脉冲序列. 如图 4给出了仿真实验的处理结果.表 2
为不同窗口长度检测后准确率的对比结果.

表 2 不同窗口长度检测准确率

窗口长度 5 11 17

准确率 75.5 % 94.9 % 72.7 %

由图 4和表 2的结果可以看出,基于固定长度
滑动窗口的变化点检测迭代算法会受到固定窗口长

度的影响而影响检测结果.在此次仿真实验中,当固
定窗口长度为 5时,由于窗口长度较小,窗口内脉冲

(a)固定窗口长度为 5,滑动步长为 1

(b)固定窗口长度为 11,滑动步长为 1

(c)固定窗口长度为 17,滑动步长为 1

图 4 以窗口长度为变量的变化点检测结果

序列数较少,从而出现漏警的情况较多;当固定窗口
长度为 17时,窗口长度较大,窗口内脉冲序列较多,
则在同一个窗口内的变化点较多,不容易识别,且运
算误差较多,产生大量虚警、漏警. 当固定窗口长度
为 11时,变化点检测能够以较高性能完成脉冲序列
的变化点估计,虽仍然存在虚警的情况,但不影响主
要变化点的判断. 由图 5的结果可以看出,适当的步
长选择对划分结果有重要的影响,也可以看出变化
点检测的准确度越高,脉冲序列的功能性划分效果
也越好,即脉冲序列划分后对应的雷达工作状态识
别率越高. 由于是对时间序列进行检测,工作状态对
应的脉冲序列的排列顺序也很重要,当变化点未被
检测出或者被错误检测时,相邻两组脉冲序列的分
类情况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为确定合适的滑动步长, 设置滑动窗口长度为

11,滑动步长分别为 1、3、8,图 6给出了仿真实验的
处理结果.

由图 7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不适当的步长对检
测结果影响很大.由于该机载火控雷达作业时被截
获的信号表现了实时变化的工作状态,因此滑动步
长为 1时,可以准确地进行变化点检测并划分脉冲
序列; 当滑动步长为 3、5或 8时,会产生大量漏警,
当步长逐步增大,会逐渐失去变化点检测的意义.综
上,应该针对不同的数据特点和大小,设置适合的滑
动窗口长度和滑动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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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窗口长度与检测结果准确度的关系

3.2 实验 2

为了避免敌方轻易检测到雷达信号,并且能够
迅速识别出雷达行为,做出干扰,雷达设计者们通常
会将雷达信号参数设计多种不同的变化样式,例如
PRF分组、PRF抖动、PRF参差等,尤其是MPAR这

(a)固定窗口长度为 11,滑动步长为 1

(b)固定窗口长度为 11,滑动步长为 3

(c)固定窗口长度为 11,滑动步长为 8

图 6 以滑动步长为变量的变化点检测结果

图 7 滑动步长与检测结果准确度的关系

类多功能、多任务、灵活捷变的新体制雷达.反之,对
MPAR复杂的脉冲序列分析也会存在一定难度.实
验选取对某机载火控雷达截获的部分信号,对脉冲
序列进行变化点检测,观察并分析实验结果.

仿真条件设置如下: 截获选取某型机载火控雷
达的脉冲序列共有 1 813组,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雷
达行为状态,滑动窗口长度选择 11,滑动步长选择 1.
实验结果如图 8.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1 813组脉冲序列中出现
了接近 20组特殊的序列,并且将脉冲序列分为两部
分,脉冲组数分别为 601和 1 212.为分析两组的脉冲
序列的特点,对两组分别进行第 2次变化点检测,滑
动窗口长度选择 6,滑动步长选择 2,两组检测结果如
图 9.
由图 9可以分别看出每一组脉冲序列中都存在

脉冲组循环重复的现象,平均每 300组左右会重复一
组,且每一小组内平均每 45组会改变脉冲参数. 根
据上述分析的特点,可以判断这两组脉冲序列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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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F分组变化样式,且第 2组脉冲序列在第 600组到
第 800组之间频繁出现突变,但不影响脉冲序列检
测,可以判断是脉冲序列掺杂了杂波.因此,可以判
断本文所提变化点检测算法能够对具有 PRF分组的
脉冲序列进行划分和判断.

图 8 非常规脉冲变化点检测第一步结果

(a)

(b)

图 9 非常规脉冲变化点检测第二步结果

3.3 算法比较与分析

传统基于 CPI的脉冲划分算法本质上是将具有

相同脉冲状态的序列挑选出来合并 (如图 10),打乱
了原有的时间序列关系,破坏了多层级雷达行为模
型各层之间的语义转换关系,必须在获取所有脉冲
信息后才可以进行划分,难以满足面向行为识别的
雷达脉冲序列实时分割的需要,且该方法适用于相
对稳定的 PRF变换规律,对于 MPAR的 PRF捷变特
性可能难以适应.

(a)雷达原脉冲信号波形 (基带包络)

(b)状态序列 1

(c)状态序列 2

图 10 基于 CPI的脉冲划分算法示意图

相比上述算法, 本文提出的变化点检测算法可
以在导入脉冲序列的同时进行检测,对时序序列直
接进行划分,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准确性,能够很好地
提取雷达词组,并判断雷达行为状态转换方式和意
图. 经过变化点检测算法后得到的脉冲序列对应的
MPAR行为已经是某一种单一工作模式, 更利于网
络训练和后期识别的需要,减少了工作量,提升了识
别效果.

文献 [1] 提出基于事件驱动和匹配滤波的雷达
词组提取方法对提取 “雷达词组” 具有一定意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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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面向的 “水星” 多功能雷达具有相对固定的调度
模板,即使存在同一雷达词组代表多种工作模式的
情况,也具有一定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模板
匹配的方法可以高效地完成脉冲划分工作.但是,大
多数新体制 MPAR采用自适应调度的方法,不具有
清晰准确的调度规律,且构成雷达词组的雷达字有
多种组合方式,可以表示同一种雷达行为状态,这与
雷达设计者的经验习惯、实际的战场环境都密切相

关.本文的变化点检测算法可以面向不同的 MPAR
进行脉冲划分,不需要考虑不同调度方法带来的影
响,更具有普适性.

4 结论

雷达对抗侦察装备通过对雷达信号的截获侦收

与处理可以获得丰富的脉冲序列数据,然而,未经合
理分割的连续的脉冲序列往往包含各种行为模式的

切换,难以用来直接作为训练样本投入应用,必须对
雷达信号脉冲序列进行预处理,通过合理的变化点
检测方法分割序列,以获得干净、有序的代表性序列
样本,为进一步的学习与智能处理提供数据基础.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定长滑动窗的变点检测方

法,解决了高结构脉冲序列的分割问题.该方法的目
的是提取 MPAR各行为之间的变化点. 基于定长滑
动窗口的变点检测方法可以更好地分析雷达信号脉

冲序列的变化点,在 MPAR实时转换的情况下,对数
据源的精度有一定的容忍度,得到了有意义的实验
结果.
然而,在实际战场环境中,复杂的信号环境也会

影响这种方法. 当信号抽选率很高时,相互重叠的雷
达信号脉冲会影响变化点检测; 信号预分选掺插了
其他雷达信号时,会造成严重干扰. 因此,我们需要
其他辅助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对采集到的信
号进行滤波, “滤除” 大量的噪声信号等干扰因素;选
取合适的抽取速度,避免造成信号叠加.
本文研究多功能雷达脉冲序列划分的目的是为

多功能雷达行为辨识提供合理可靠的样本数据. 在
后续的研究过程中,可以根据检测到的变化点对雷
达脉冲序列进行分割,并通过聚类、神经网络等算法
对雷达行为进行识别[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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