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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频域先验信息压缩感知方法的
主动声呐回波信号处理
(

李 季，孙同晶，刘 桐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通信信息传输与融合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针对弱信噪比时的水下主动声呐回波信号处理问题，从主动声呐入射信号和目标回波信号的先验信息出发，
与压缩感知理论相结合，提出了融入频域先验信息的压缩感知方法(Compressed Sensing based on Fequency Prior Information, CSFPI)。针对主动声呐入射信号，获取其频域先验信息，将其作为“原子”融入信号的稀疏分解过程，构
建完备频域先验稀疏矩阵。主动声呐回波信号可以等效为携带目标信息入射信号的线性叠加，将该特性与传统正交
匹配追踪(Orthogonal Matching Pursuit, OMP)算法结合，形成基于“块”的正交匹配信号重构算法。采用 CSFPI 方法
处理仿真信号来验证理论方法的正确性。进一步，通过主动声呐发射接收装置获取湖上实测数据，用 CSFPI 方法进
行处理。当压缩比为 50%、信噪比低至−5 dB 时，重构信号的匹配率高于 70%。实验结果表明了 CSFPI 算法在处理
低信噪比声呐信号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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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sonar echo signal processing based on the compressed
sensing method with prior information in frequency domain
LI Ji, SUN Tongjing, LIU Tong
(Fundamental Science on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Fusion Technology Laboratory,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o process the low-SNR echo signal of active sonar, a method of compressed sensing based on frequency prior
information (CSFPI)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which combines the prior information of incident signal and target echo
signal of active sonar with compressed sensing theory. The prior information of the incident signal of active sonar in frequency domain is obtained to incorporate into the sparse decomposition process as an ‘ato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lete prior sparse matrix. The echo signal of active sonar is equivalent to the linear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cident signal
carrying target information. By combining the feature of the echo with the orthogonal matching pursuit (OMP) algorithm, a
"block" orthogonal matching signal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is formed. First, the validity of CSFPI method is verified by
simulation. Then, the CSFPI method is used to process the measured data in lake trial. When the lake date compression ratio is
50%, and the 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 is low to −5 dB, the matching rate of reconstructed signal is higher than 70%.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SFPI algorithm is effective in dealing with sonar signals of low SNR.
Key words: active sonar signal; prior information in frequency domain; compressed sensingl; sparse decomposition;
signal reconstruction

0 引 言1

主动声呐信号是认识水下目标的有效途径之
一。主动声呐系统有目的发射声波探测目标，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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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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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反射产生回波信号，通过回波信号来认知目标，
但接收到的回波信号数据量大，且有大量的噪声干
扰，给声呐系统带来信息传输、采集和存储的巨大
压力。
压缩感知方法 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奈奎斯特
(Nyquist)采样定理为基础的数字信号处理方法，相
比于传统采样，该理论对信号采样的同时对信号进
行压缩，利用空间变换来描述信号，在获取压缩观
测信号后，通过求解一个非线性优化问题来完成原
[1-2]

第5期

李季等：融入频域先验信息压缩感知方法的主动声呐回波信号处理

始信号的恢复，整个过程降低了信号数据的传输和
存储成本。压缩感知理论一出现就受到了研究者的
广泛关注，在雷达成像 、语音信号处理 、超声
成像 、图像压缩 等领域都受到了高度关注。在
水声信号处理领域，主要包含信号压缩及其重构、
水下目标分类识别等。文献[7]基于高斯测量矩阵
和正交匹配追踪重构算法，完成了水下信号的压缩
和重构；文献[8]基于稀疏分解理论，利用信号的先
验信息构建先验稀疏矩阵，进而实现了水下带噪声
信号的重构和水下目标的分类识别；文献[9]利用水
下回波样本集来构建稀疏字典，实现了水下底质回
波的分类。
水下环境复杂，主动声呐的回波信号在携带目
标信息的同时，会混入大量噪声干扰，给主动声呐
回波信号的处理带来困难。针对低信噪比的水下回
波处理问题，本文从待处理信号本身的固有特性及
其结构出发，针对主动声呐入射信号能量集中，并
非传统意义上的稀疏信号的特点，将其从时域转换
到频域，获得更稀疏、幅值特性更加明显的频域先
验信息，再结合压缩感知稀疏分解理论，将入射信
号的频域先验信息融入稀疏矩阵的构建，使回波信
号能更好地完成从高维到低维的稀疏表示。经压缩
观测得到观测信号后，结合目标回波的特性，与传
统正交匹配追踪算法(Orthogonal Matching Pursuit,
OMP)结合，形成基于“块”的正交匹配信号重构
算法，完成携带目标信息信号的重构。实验结果表
明，无论是仿真信号还是湖上实测数据，相比于传
统压缩感知算法，本文提出的融入频域先验信息的
压缩感知方法在处理低信噪比的水下信号时，重构
精度有较大提升，为进一步分析目标的当前状态和
特征提供依据。
[3]

[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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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分解为若干个基本信号单元的线性组合来表示。
将 N 维信号 x，x∈C 展开为一组标准正交基线性
组合：
N×1

x = ∑ iN=1ψ iαi =Ψα

(1)

式中：Ψ 是 N × N 维的稀疏矩阵，称为信号 x 的稀
疏基； α 为稀疏系数。若 α 中只含有 K (K ≪ N ) 个
非零系数，则称信号 x 在稀疏矩阵Ψ 下是 K 稀疏
的信号。常见的稀疏矩阵有离散余弦变换矩阵和
小波基矩阵。目前，一些学者提出了基于发射信
号先验信息的冗余字典下的稀疏分解 ，使其更
适用于一般稀疏信号的处理。
1.2 测量矩阵
信号的测量是获取信号低维测量值的重要步
骤，测量矩阵要满足等约束性准则(Restricted Isometry Property, RIP) ，以保证测量得到的数据在重
构信号时，原始信号的信息尽可能地不丢失。通常
采用一个与稀疏矩阵Ψ 非相关的观测矩阵 Φ 来
完成对待处理信号的压缩观测。对信号 x 进行压缩
观测得到：
y =Φ x
(2)
这样获取到 M 个线性观测信号 y∈R ，由线性
投影得到的少量观测信号 y 包含了带重构信号的足
够信息。
1.3 重构算法
重构算法是由观测的压缩信号实现信号重构
的重要途径，算法的设计应该遵循如下基本准则：
用少量压缩测量信号的信息，快速、稳定且精确地
重构出原始信号。从信号的测量理论可知，由低维
观测信号 y 恢复高维的原始信号 x 是一个病态方程
求解问题，存在无穷多解。将信号稀疏表示与压缩
观测相结合起来，观测信号 y 可以表示为
y =ΦΨα = Aα
(3)
1 压缩感知理论
式中， A =ΦΨ 为传感矩阵，是测量矩阵与稀疏矩
K 稀疏的，使得信号
压缩感知理论表明，当某个信号可以用有限稀 阵的矩阵相乘。因稀疏系数是
疏基表示时，采集少量数据作为观测值，通过重构 求解存在可能，将方程的求解转化为一个非线性优
y、稀疏矩阵Ψ 和观测矩
算法就可以完成对原始信号的重构。压缩感知理论 化问题，就能从观测信号
Φ 近乎完整地重构原始信号 x。目前，压缩感知
主要包括信号稀疏分解、信号测量和信号重构这三 阵重构算法主要包括凸松弛算法
、贪婪类匹配追踪
个核心部分，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算法 和组合类算法 。
[10-11]

[12]

N ×N

M

[13]

[14]

图 压缩感知理论框架

1
Fig.1 The framework of compressed sensing theory

1.1

[15]

2 融入频域先验信息的压缩感知方法

根据压缩感知理论，在确定观测矩阵的情况
稀疏表示
下，稀疏信号的处理主要采用稀疏矩阵和重构算
信号的稀疏表示是利用线性逼近的思想，将信 法。本文从主动声呐信号的自身特性与结构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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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入射信号的频域先验信息，并将其作为原子融
入稀疏矩阵的构建，得到频域先验信息的稀疏矩
阵。已知水下目标回波信号是入射信号的另一种叠
加表示形式，将该特性与 OMP 算法结合，形成基
于“块”的正交匹配查找的重构算法。
2.1 频域先验稀疏分解
水下传播能量衰减慢，声呐系统发射的入射信
号在时域上能量相对集中，是时间和幅值的对应。
傅里叶变换理论 指出，对任何波形 s(t) 都可以用
多个正弦函数线性叠加表示，并且每个分量函数都
有对应的频率、相位和幅值，通过傅里叶变换求解
这些系数，可以完成对信号的简化。
这类在时间上连续、幅值固定的入射信号，通
过傅里叶级数展开，可以转换成幅值突出、特征明
显的频域稀疏信号。仿真宽带水下回波信号函数
s(t ) =1⋅e
，信号频率 f=30 kHz，信号脉冲时间
T=1 ms，其时域和频域信号波形如图 2 所示。
[16-17]

−i(2π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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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下：
 g1 g2 ⋯ gn 0 ⋯ 0 
0 g g ⋯ g ⋯ 0 
1
2
n
=
Ψ N ×N = 
⋮ 
⋮


0 ⋯ ⋯ g1 g2 ⋯ gn 
ψ 11 ψ 12 ⋯ ψ 1N  ψ1 
ψ
ψ 22 ⋯ ψ 2N  ψ 2 
 21
= 
⋮
⋮   ⋮ 
 ⋮

  
ψ N1 ψ N 2 ⋯ ψ NN  ψ N 

(4)

由上述可知，由原子块形成的稀疏基具有相同
的特征信息，每个稀疏基里最核心的原子块与入射
信号的频域先验信息维持一致，两个稀疏基之间的
区别是有效原子块的位置不同，可通过相互平移得
到。针对低信噪比的声呐目标回波信号的处理，融
入频域先验信息构成的稀疏矩阵如图 3 所示。

时域信号

图 融入频域先验信息的稀疏矩阵图

频域信号
图 2 仿真信号的时域和频域图

3
Fig.3 Sparse matrix with prior information in frequency domain

(b)

从图 3 中看出，每一个稀疏基ψ 都包含入射信
号的先验信息，各个原子的非零区域特征一致，且
从图 2 可以看出，对单位时间内的信号而言， 与发射信号的频域波形一样。根据水下稀疏分解原
入射仿真信号在频域具有更好的稀疏特性，其幅值 理，水下目标回波信号的稀疏分解矩阵运算如式(9)
特征也更加突出。
所示：
一般稀疏信号通常选取离散余弦矩阵(Discrete
ψ   α 
ψ  α 
Cosine Transform, DCT)对信号进行高维投影。水下
  
x
=
=
ψ
α
(5)
环境复杂，存在大量的噪声干扰。因此结合信号的
 ⋮  ⋮ 
  
固有特性，采用频域先验信息构建过完备原子库作
ψ  α 
为稀疏矩阵。首先假设入射信号和回波信号的采样 式中：长为 N 的水下目标回波信号可以由
M 个先
速率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理，采样周期为 T ，脉冲 验信息原子与 M 个稀疏系数的乘积线性叠加表示：
宽度为 τ ，一个脉冲宽度的样本点数为 n，产生的
ψ  α 
总样本点数为 N。得到入射信号的频域信息后进行
ψ   α 
能量归一化处理。得到原型原子 G=[g g ⋯ g ] ，
x =   
(6)
 ⋮  ⋮ 
将其看作为一个原子块，对原子块位移，取不同的
  
ψ  α 
起始点构成过完备原子库(稀疏矩阵) 。具体表达
Fig.2 The time domain and frequency domain charts of
simulated signal

i

N

N ×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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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回波信号的重构问题就可以转换为稀疏
系数的求解问题。
2.2 频域先验重构算法
频域先验重构算法是基于 OMP 重构算法。
OMP 算法原理简单、计算快速的特点使其具有广泛
的应用。但 OMP 算法的计算是基于点对点的全局
匹配查找，每一次查找都需找出最相关的原子，循
环迭代直到信号重构完成。整个过程中没有考虑到
待处理信号的特点。针对目标回波信号，基于正交
匹配追踪方法，将其块稀疏特性融入到重构算法
中，实现由单点匹配到成块匹配。因此，提出一种
频域先验的正交匹配追踪(Frequency Priori Orthogonal Matching Pursuit, FPOMP)算法，从构建的频域
先验稀疏矩阵原子库中选择与水下目标回波信号
匹配度最高的原子，再用回波信号减去其在原子库
中的投影，得到残差信号。将残差代入循环，继续
迭代从原子库中选择与其最相关的先验原子，当残
差小于给定阈值时停止迭代。
与传统的正交匹配追踪算法相比，FPOMP 算
法每次迭代匹配到的都是包含发射信号先验信息
的原子块，而不是一个信号采样点。通过有限几次
迭代就能重构恢复出水下目标的回波信号。
FPOMP 重构算法具体步骤如下：
(1) 初始化。对残差初始化 r = y ，原子的索引
集合 I 为空集，重构原子集合 H 为空集，稀疏分解
系数 α =0 ，迭代次数 k = 0 。
(2) 原子块的选择。计算残差信号与稀疏矩阵
中每个原子块的内积：

535

到频域信息支撑集，最后通过伪逆运算即可完成信
号重构。FPOMP 算法的具体流程如图 4 所示。

图

算法的流程图

4 FPOMP
Fig.4 Flow chart of FPOMP algorithm

3 算法性能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频域先验信息的压
缩感知方法的性能，先基于仿真回波信号进行处理
以验证方法正确性。然后通过主动声呐发射接收装
置，获取湖上实测数据并处理，证明本文方法实际
应用的可行性。
I = arg max ( mean( A [i]⋅r ))
(7)
本文以信号匹配率作为信号重构的评判标准，
式中：i∈[1, N ] ，mean()表示求均值，A 为传感矩阵。 匹配率定义：以入射信号与重构信号的绝对值之和
找出内积向量中绝对值最大的原子块ψ ，将其对应 的二范数减去两者绝对值之差的二范数，再比上两
的索引 I 加入原子的索引集合 I 中，将上述原子块 者绝对值之和的二范数。匹配率的计算公式为
ψ 加入重构原子集合 H。
⌢
abs( x) − abs( x)
R
=
1
−
⌢
(8)
(3) 更新残差信号 r = r −ψ α ，稀疏分解系数
abs( x) + abs( x)
α (i) =α ， r 为第 k 次更新的残差。
式中：abs 代表取绝对值，x 为入射信号， x⌢ 为重构
(4) 如果不满足迭代终止条件，则迭代次数 k
加 1，继续执行；若满足终止条件，则停止迭代， 信号。
3.1 仿真信号性能验证
得到稀疏系数集合与重构原子集合。
水下回波信号往往含有大量噪声干扰。仿真信
(5) 将重构原子集合与稀疏分解系数集合对应
进行线性叠加运算，得到水下目标回波信号的频域 号为干净信号，因此，加入高斯白噪声，以信噪比
重构信号，再通过逆运算得到时域信号，进而完成 (Signal Noise Ratio, SNR)为指标，信噪比越低，噪
声干扰越大，处理起来就越困难。
信号的重构。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抗噪性能，加入不同大小
FPOMP 算法与传统的压缩感知方法比较，迭
代时的最大相关性计算，残差更新，每次得到的是 的高斯白噪声。首先，采用高斯测量矩阵从原始信
包含频域先验信息的原子ψ ，少量次数迭代就可得 号中提取出少量数据，然后分别采用本文方法和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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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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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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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压缩方法进行重构。传统压缩感知方法采用离散
余弦变换稀疏矩阵、高斯测量矩阵和正交匹配追踪
重构算法进行信号重构。图 5(a)～5(d)是在仿真信

(d) SNR=−5dB

图 5 不同信噪比仿真信号的处理结果

Fig.5 Processing results of simulation signals with different SNR

(a) SNR =3 dB

(b) SNR =0 dB

(c) SNR=−3 dB

号压缩比为 50%、信噪比分别为 3、0、−3、−5 dB
时的重构结果图。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在信号的压缩为 50%，信
噪比大于 0 dB 时，传统方法基本能恢复信号，但重
构回波中含有噪声，而基于频域先验方法的重构效
果较好；当混入的噪声增加，信噪比为−3 dB 时，
从图 5(c)可以看到，传统压缩感知方法难以分辨带
目标回波信号的位置，而基于频域先验信息的压缩
感知方法的信号重构效果明显；当信噪比进一步降
低，本文方法依旧可以重构出声呐回波信号。实验
结果验证了 CSFPI 方法在处理含噪声回波信号的可
行性。
3.2 湖上实测数据获取
该试验测试目标是潜艇缩比模型
(BeTSSi-Sub)，测试布放方法如图 6 所示。有两个
布放和旋转设备，距离为 20 m，一个用于布放收发
合置换能器，布放深度是水下 10 m，另一个用于布
放和旋转目标，布放深度也是水下 10 m。为了获得
不同入射角的回波信号，潜艇模型逆时针匀速旋转。

图 湖上实验的布设

6
Fig.6 Layout of lake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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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线性调频信号作为入射信号，入射信号形
式为 f (x) = Ae
，其中，信号幅值 A=1，信号
频率 f=60 kHz，信号带宽 B=40 KHz，信号脉冲长
度 T=1 ms，信号调频斜率 K=B/T。在测试中，目标
以逆时针方向匀速旋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不同
入射角的回波信号。从这些回波信号中，选取了入
射角为 30°和 90°的回波信号，信号波形如图 7 所示。
j(2πft +πKt 2 )

(a)

入射角为 30°时
(b) SNR

为 0 dB

(c) SNR

为−3 dB

入射角为 90°时
图 7 湖上实测回波信号
(b)

Fig.7 The measured echo signal in lake trial

水下目标回波信号性能验证
对实测的目标回波信号处理，取压缩比 50%，
加入高斯白噪声，信噪比分别为 3、0、−3、−5 dB，
采用频域先验压缩感知方法和传统方法进行处理。
图 8(a)～8(d)是入射角为 30°的回波信号处理对比结
果图。图 9(a)～9(d)是入射角为 90°的回波信号的
重构结果图。
从实验结果来看，无论主动声呐回波信号的入
射角度为 30°还是 90°，当压缩比为 50%，且 SNR
为 3 dB 时，传统压缩方法仅能探测出回波位置，而
本文提出的 CSFPI 方法能够完整地滤掉噪声，并重
构出水下目标的回波信号。随着噪声干扰不断增
3.3

(a) SNR

为 3 dB

(d) SNR 为−5 dB
图 8 不同方法对 30°回波信号在不同信噪比下的处理结果

Fig.8 Processing results of 30°echo signal by different methods
under different SN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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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SNR 为 0 dB 时，传统压缩方法已经完全不能
适用于湖上实测数据的重构，但是 CSFPI 方法依旧
可以重构出信号大部分信息。当 SNR 为−5 dB 时，
噪声干扰完全淹没了目标回波信号，CSFPI 算法仍
然能探测出携带目标信息回波的位置，并重构出部
分目标回波信号。
从信号重构的指标——匹配率进行分析，两种
方法不同信噪比重构信号的匹配率如表 1 所示。从
表 1 中可以看出，当噪声较小时，CSFPI 方法重构
信号的匹配率能达到 90%，传统压缩感知方法的匹
配率为 60%左右。随着噪声的不断增加，CSFPI 方
法匹配率仍然能达到 83%以上，而传统方法匹配率
低于 50%。当信噪比为−5 dB 时，噪声完全淹没了
携带目标信息的回波信号，CSFPI 方法的匹配率仍
可达到 70%以上，充分展示了 CSFPI 方法在处理低
信噪比声呐回波信号时的性能。

(a) SNR

为 3 dB

(c) SNR

Fig.9 Processing results of 90° echo signal by different methods
under different SNRs

表 1 传统方法和 CSFPI 方法在不同信噪比下重构信号的
匹配率对比
Comparison of matching rates of reconstructed
signal by traditional and CSFPI methods under
different SNRs

SNR/dB

入射角 30°时的回波信号匹配率/%
传统方法
CSFPI 方法

3

60.88

95.51

0

55.33

91.57

−3

49.79

83.43

−5

45.72

76.16

SNR/dB

为 0 dB

为−3 dB

(d) SNR 为−5 dB
图 9 不同方法对 90°回波信号在不同信噪比下的处理结果

Table 1

(b) SNR

年

入射角 90°时的回波信号匹配率/%
传统方法
CSFPI 方法

3

57.018

92.06

0

46.79

89.57

−3

36.74

83.43

−5

26.19

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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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针对水下声呐目标回波信号噪声干扰较
大时难以处理的问题，提出了融入频域先验信息的
压缩感知方法。从待处理回波信号本身的固有特性
和结构出发，将其从时域转换到频域，得到更加稀
疏和幅值特征更加明显的频域信号，将其看成一个
原子并融入稀疏矩阵，构建过完备原子库，与传统
的贪婪迭代算法结合，对压缩观测到的信号进行重
构。对仿真信号和湖上实测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与传统压缩感知方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当信噪
比低于−3 dB 时，传统压缩感知方法的匹配率小于
50% ，不能滤掉噪声重构出回波信号；而经过
CSFPI 方法处理的重构信号匹配率大于 70%，信号
的重构效果明显，表明 CSFPI 方法在处理含有大
量噪声的水下目标回波信号时具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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