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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集群突发脉冲信号频谱优化

刘飞 1 万佳君 1 杨卓凯 1

摘 要 针对无人集群平台受狭小空间的限制造成的各分系统难以电磁兼容问题,在采用连续相位调制的数据链通信系统中,
根据功率放大器特性,采用相匹配的基带信号脉冲边沿加窗方法,对发射信号频谱特性进行改善. 仿真和工程实现表明匹配功
放特性的修正加窗方法能够降低带内杂散和宽带噪声 10 dB以上,可提升无人平台数据链装备的电磁兼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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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terior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between subsystems on the unmanned swarm platform, resulting from
the stronger coupling between antennas of various electronic loads restricted by narrow space is more prominent. To improve the ra-
tio frequency spectrum of data link equipment using continuous phase modulation (CPM) on unmanned swarm platforms, a method
windowing the baseband signal edge according to the property of amplifier is introduced. Simulation results and engineering implemen-
tation show that the method of modified window matching for amplifier can bring optimization of 10dB in reduction of in-band stray and
wide-band noise for CPM burst pulse signal, which benefits the improvement of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for data link equipment
on unmanned swarm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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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人机集群[1−3] 作战使用灵活、效费比高,
在战场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现代战场电磁环境
中,无人机集群平台电子任务系统,可能受到两方面
的电磁干扰,一是受到外部的人为干扰;二是受到本
平台其他分系统的干扰[4] . 由于无人机集群平台受
狭小空间限制,各种电子载荷的天线之间耦合更强,
平台上各电子分系统间的相互干扰量级较大,尤其
是在多个分系统同时工作时,将会导致严重的电磁
兼容问题[5−6],直接影响各分系统的工作性能.
对于无人机集群平台数据链系统而言, 为了确

保其发射时不影响其他分系统正常工作,必须保证
无人机数据链装备采用最大功率发射条件下,辐射
到其他分系统天线端口的宽带噪声功率谱密度要小

于 −174 dBm/Hz. 无人机集群平台各个分系统间天
线的隔离度大约只有 20 dB,这就要求无人机载数据
链装备采用最大功率发射时辐射的带外宽带噪声功

率谱密度要小于 −154 dBm/Hz. 此时,仅仅依靠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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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组对带内频点进行滤波难以满足指标,因为
该方法有诸多弊端和难点[7−9]: 1)使用模拟滤波器
组需要增加设备的体积; 2)模拟滤波器组中心频率
不能任意更换,当设备中心频率改变时需重新设计
模拟滤波器组,给设备使用带来了限制,在跳频通信
中,一般需要使用多个模拟滤波器组,进一步增加了
设备的体积; 3)无人平台对带外抑制和宽带噪声指
标要求较为苛刻,为达到指标要求,模拟滤波器组的
设计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更大的带内插损,此时,为保
证系统发射功率指标,又需要增大后续的功放增益
进行弥补, 这大大增加了系统的功耗. 针对上述问
题,通常在基带数字调制后,采用基带脉冲信号边沿
加窗的方法[10−11],使时域脉冲边沿的信号幅度具有
滚降特性,消除信号的阶跃和锐变,从而降低脉冲信
号的带外杂散和宽带噪声. 该方法与基带数字调制
相适应, 对脉冲信号主体部分没有影响, 实现简单,
还可以极大降低功率放大电路后的滤波器指标要

求, 减少设备的设计复杂度, 满足无人集群平台小
型化加装要求. 典型的窗函数有: 汉宁窗 (Hanning
Window)、布莱克曼窗 (Blackman Window)、高斯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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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ianWindow)、凯撒窗 (Kaiser Window)等[12−15],
均具有良好的滚降特性,可以极大改善突发脉冲信
号的频谱特性.
此外, 无人集群突发脉冲信号频谱特性还受功

率放大器的影响.为获得最大发射信号强度,无人集
群数据链设备一般采用近饱和区域内的大功率进

行发射,此时多级功率放大器的最后一级工作在非
线性区域[16],信号包络的波动将带来交调失真与频
谱扩展.为了解决该问题,常采用基带信号预失真方
法[17] 对信号进行补偿处理. 基带信号预失真方法对
源信号和反馈信号进行对比处理,需引入信号反馈
环路,增加了硬件的复杂度.当前,无人集群突发脉冲
信号一般采用数字调制方式,常用多进制相移键控
(Multiple Phase Shift Keying, MPSK)、多电平正交幅
度调制 (Multi-level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M-QAM) 等线性调制方式,以及连续相位调制 (Con-
tinuous Phase Modulation, CPM)等非线性调制方式.
其中, CPM包括高阶 CPM和最小频移键控 (Mini-
mum Shift Keying, MSK)、高斯滤波最小频移键控
(Gaussian Filtered Minimum Shift Keying, GMSK)[18].
M-QAM 信号和带限处理后的 MPSK信号均非恒
包络信号;而高阶 CPM信号和 MSK/GMSK信号均
为恒包络信号. CPM信号由于具有包络恒定、接收
动态范围大、频谱效率高等特点, 在数据链系统中
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对于 CPM数据链通信设备而
言,无论是高阶 CPM信号,还是简单的 CPM信号—
MSK/GMSK信号,功放的非线性对强度恒定的信号
脉冲主体部分影响不大,但对加窗脉冲边沿部分有
严重影响,使其幅度滚降特性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射
频脉冲整体的频谱特性,导致带外杂散和宽带噪声
增加. 因此,可以根据最后一级功放在近饱和区域的
非线性特征,对基带脉冲边沿加窗方法进行匹配性
修正,使最后发射脉冲的边沿仍然具有良好的滚降
特性,从而优化 CPM突发脉冲频谱,并避免了信号
反馈环路的引入.
本文使用数字调制产生 GMSK基带脉冲信号,

根据最后一级功率放大器的功放特性,对典型窗进
行匹配性修正后再对基带脉冲信号边沿进行加窗处

理,以优化射频突发脉冲频的谱特性,并进行仿真与
设备实际测试验证.

1 突发脉冲产生模型

基于加窗的 MSK/GMSK脉冲信号的产生模型
如图 1所示. 数据经过差分编码后在首尾增加脉冲
成型数据,该部分数据不参与解调与解码,仅作为脉
冲平滑滚降使用. 数据经 MSK/GMSK数字调制后,
分别在上升和下降边沿加窗,进行幅度滚降特性控

制,然后经上变频和逐级功率放大后形成射频脉冲,
最后进行天线发射. 其中,为减小调制电路集成复杂
度,消除相位积累误差, GMSK数字调制通常采用基
于波形存储的相位路径调制方式[18].

图 1 基于加窗的 MSK/GMSK脉冲信号的产生模型

以采用相位路径调制的基带 GMSK信号为例,
调制信号为:

SGMS K(t) = Acos[ωct + φ(t)] (1)

其中 t为时间, A为信号幅度, φ(t)为包络的相位路径
函数, ωc为载波角频率.其基带信号包络为:

s(t) = A{cos[φ(t)] − i · sin[φ(t)]} (2)

短时突发脉冲的基带 GMSK调制信号 (GMSK
矩形脉冲)在时域上可以看成矩形信号与 GMSK信
号相乘,频域上是 GMSK信号频谱和矩形窗频谱的
卷积. 由于受矩形窗频谱的影响, GMSK矩形脉冲
信号的带外杂散和宽带噪声指标与理想 GMSK调
制信号频谱相比显著恶化. GMSK矩形脉冲与理想
GMSK信号频谱对比如图 2所示,带外杂散和宽带噪
声指标恶化 60 dB以上,其中 f 为符号速率, GMSK
的时间带宽乘积 BT取值为 0.3. GMSK矩形脉冲信

图 2 GMSK矩形脉冲与理想 GMSK信号频谱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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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带外杂散和宽带噪声主要来自于脉冲边沿幅度

的阶跃和锐变,为改善其频谱特性,通常在脉冲边沿
加平滑窗进行滚降过渡,从而减小带外杂散和宽带
噪声的功率.
假设脉冲总长度为 Ts,前后成型部分的长度均

为 Te,以汉宁窗为例,窗函数如下:

W(t) = 0.5

[
1− cos

(
2πt
2Te

)]
(3)

汉宁窗具有较好的时域滚降特性. 此外,滚降特
性良好的典型窗还包括布莱克曼窗、高斯窗、凯撒

窗等,其时域曲线如图 3所示.

图 3 典型窗的时域曲线

基带脉冲信号边沿加窗过程为信号包络的前后

脉冲成型部分与窗函数的前后半部分分别相乘,信
号包络的其他部分不变,如下:

s′(t) =



s(t) ·W(t), 0 ≤ t < Te

s(t), Te ≤ t < Ts − Te

s(t) ·W(t − Ts + 2Te), Ts − Te ≤ t ≤ Ts

(4)
布莱克曼窗、汉宁窗、高斯窗、凯撒窗等典型

均具有较好的脉冲频谱优化性能,其中布莱克曼窗
和汉宁窗的优化效果最佳,本文以汉宁窗为理想窗
函数. 典型窗的对脉冲信号的频谱优化特性如图
4所示.

2 匹配功放的脉冲基带加窗方法

2.1 功放在近饱和区的非线性

对于使用 MSK/GMSK信号的数据链通信设备
而言, 一般采用近饱和区的大功率进行发射, 以获
得最大发射功率. 此时, 最后一级功率放大器的功

放特性是非线性的,且不同跳频频点的功放特性曲
线有所不同. 例如, 某典型功率放大器在不同频点
的功放特性曲线如图 5 所示. 图中, 以 1 200 MHz
频点为例, 线性区的增益为 18 dB,输出功率小于
34 dBm,非线性区的增益为 18 dB∼13 dB,输出功率
为 34 dBm∼53 dBm.

图 4 不同窗函数对脉冲信号的频谱优化性能

设备功放工作在非线性区域时, 常规的基带加
窗脉冲信号经上变频和功率放大后,脉冲边沿的信
号幅度滚降特性发生畸变,从而导致带外抑制和宽
带噪声的增加,使射频脉冲频谱特性恶化. 如果采用
频率为 1 200 MHz的频点,使输出功率为 53 dBm,以
加窗类型为汉宁窗为例,脉冲成型长度为 4个符号,
加窗后的归一化脉冲幅度上升沿与经功放畸变后的

归一化脉冲幅度上升沿对比情况如图 5所示,功放
的非线性使射频脉冲上升沿变凸.
此时,为加窗后的 GMSK脉冲归一化频谱与经

功放畸变后的脉冲归一化频谱 (其中 f 为符号速率)
如图 7所示,功放的非线性使边沿加窗脉冲频谱恶
化,在 2 f 外的杂散增大达 10 dB∼20 dB.

2.2 匹配功放特性的修正窗函数

根据设备最大功放区间内各频点的非线性特

性,对不同频点的基带脉冲信号加窗函数进行修正,
使最后经过功放后发射的射频脉冲具有良好的频

谱特性.
假设最后一级功放在某频点的功放特性函数为

g(x),定义如下:
G = g(Pout) (5)

其中, G为增益, Pout为放大后的功率.若输入信号某
时刻的瞬时功率为 Pin,则有:

Pin = Pout − g(P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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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典型功率放大器在不同频点的功放特性曲线

图 6 加窗后的归一化脉冲幅度上升沿与经功放畸变后

的归一化脉冲幅度上升

图 7 加窗后的 GMSK脉冲归一化频谱与经功放畸变后

的脉冲归一化频谱

由于 MSK/GMSK信号为恒包络信号,信号脉冲
的非边沿时刻获得最大瞬时功率,非边沿信号经功
率放大后,输出达到最大工作功率,记为 P̂out,假设基
带信号在非边沿时刻的包络幅值为 1 mv. 则在最大
工作功率时最后一级功放的增益为:

Ĝ = g(P̂out) (7)

前级功放增益为:

G0 = P̂out − g(P̂out) (8)

对于幅度为 Ab(t)的基带信号脉冲边沿而言,其
功率为:

Pb(t) = 20 lg[Ab(t)] (9)

假设变频过程中增益为 0,由于前级功放为线性
功放,经前级放大后,脉冲边沿功率为:

Pin(t) = 20 lg[Ab(t)] + G0 =

20 lg[Ab(t)] + P̂out − g(P̂out) (10)

经最后一级功放后,脉冲边沿功率为 Pout(t),根
据式 (5),可得:

20 lg[Ab(t)] + P̂out − g(P̂out) = Pout(t) − g[Pout(t)] (11)

假设经最后一级功放后,脉冲边沿幅度为 Aout(t),则:

Pout(t) = 20 lg[Aout(t)] (12)

若使经多级放大器后的射频脉冲边沿具有理想

加窗函数的频谱特性,设脉冲边沿归一化理想窗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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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W(t)(最大值为 1 mv),则需要保证:

20 log[Aout(t)] = 20 lg[W(t)] + P̂out (13)

综合式 (11)∼ 式 (13)可得:

20 lg[Ab(t)] = 20 lg[W(t)] + g(P̂out)−
g{20 lg[W(t)] + P̂out} (14)

则基带信号边沿的幅度应为:

Ab(t) = 10lg[W(t)] · 10g(P̂out)/20−g[20 lg(W)+P̂out]}/20 (15)

因此,修正后的基带窗函数为:

W′(t) = Ab(t) = W(t)·10g(P̂out)/20−g{20 lg[W(t)]+P̂out}/20 (16)

2.3 修正加窗的实现步骤

在实际应用中,并没有连续的功放特性曲线,仅
有功放特性曲线的离散样值.在加窗过程中,由于使
用频点不同,以及最大工作功率的切换和控制,发射
端应动态计算出修正窗.为实现简单,可依据离散样
值对功放特性曲线进行拟合,进而获得修正的窗函
数.假设某频点的功放特性全部 M个离散样值如下:

G(m) = g[Pout(m)], m = 0,1,2, · · · ,M − 1 (17)

线性拟合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理想窗函数 20 lg[W(n)]并保存.
理想窗函数在脉冲边沿时间范围内,采样值为

记为W(n),假设采样速率为 fs,则 n = 0,1, · · · ,2Te fs.
计算获得 20 lg[W(n)]值,并保存备用.

2)获得最大工作功率时的增益 g(P̂out).
从m = 0到 M −2遍历 Pout(m),找到 P̂out所在区

间,如下:

Pout(m)≤ P̂out < Pout(m+ 1) (18)

则 g(P̂out)的拟合值为:

g(P̂out) =
[g(m+ 1)− g(m)] · [P̂out − Pout(m)]

Pout(m+ 1)− Pout(m)
+ g(m)

(19)
如果 P̂out较小,如下:

P̂out < Pout(0) (20)

则 g(P̂out)取如下值:

g(P̂out) = g(0) (21)

3)获得工作区间内理想窗函数的增益.
采用与步骤 2) 相同的拟合方法, 获得

g{20 lg[W(n)] + P̂out}取值.
4) 根据式 (16) 计算出修正后的基带窗函数

W′(n).
5)根据修正后的基带窗函数W′(n),对基带脉冲

信号进行加窗.

3 频谱性能仿真与实测

3.1 频谱性能仿真

以 BT = 0.3的 GMSK信号为例,同时考虑到具
体实现过程中的有限精度效应,取修正窗与信号的
数据位宽为 15 bit,脉冲成型长度为 4个符号,以汉宁
窗作为理想窗,计算获得修正窗,并使用修正窗对基
带 GMSK脉冲信号进行加窗处理,然后进行频谱性
能仿真. 使用频率为 1 200 MHz频点,预设输出功率
为 53 dBm,使此时功率放大器工作在非线性区域,修
正窗函数上升沿与理想窗上升沿对比如图 8所示.
此时,经功放畸变后的加修正窗的 GMSK脉冲

信号归一化频谱如图 9所示. 图中可见,经功放畸变

图 8 修正窗函数上升沿与理想窗上升沿对比

图 9 经功放畸变后的加修正窗 GMSK脉冲信号

归一化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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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相比加非修正窗,加修正窗脉冲信号具有更好的
频谱特性,宽带噪声与带外抑制在 2 f 外优化 10 dB
左右.

3.2 频谱性能实测

分别采用加普通窗与加修正窗方法, 在同一台

无人集群通信设备中进行验证. 使设备在功率放大
时工作在近饱和非线性区域,测试加修正窗射频脉
冲频谱,并与加普通窗的射频脉冲频谱进行对比,如
图 10所示.
同时, 测试加修正窗与加普通窗的射频脉冲宽

带噪声,并进行对比,如图 11所示.

(a)加普通窗

(b)加修正窗

图 10 加修正窗与加普通窗的射频脉冲频谱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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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加普通窗

(b)加修正窗

图 11 加修正窗与加普通窗的射频脉冲宽带噪声对比图

测试结果表明,相比于普通窗,采用加修正窗处
理后脉冲信号的近端杂散抑制增强了 10 dB左右,宽
带噪声抑制增强了 10 dB左右.采用基带加修正窗的
处理方法可以进一步改善脉冲信号的频谱性能.

4 结论

根据功放特性对窗函数进行修正, 通过基带加
修正窗,可进一步改善 CPM短时突发脉冲的带内杂
散和宽带噪声指标,相对于加普通窗,近端杂散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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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宽带噪声抑制增强 10dB左右,可改善小型无人平
台数据链系统的电磁兼容特性. 在实现过程中,通过
线性拟合对功放特性进行匹配,可根据不同频点、不
同最大工作功率动态计算出修正的窗函数,增加了
修正窗的适用能力,实现方法具有通用性和可实现
性,对采用短时突发脉冲的数据链设备改善频谱和
电磁兼容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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