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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低信噪比情况下未知多频带组合信号增强及其检测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滤波器组设计的多频带组合信
号增强方法。首先，依据耳蜗时频分解原理设计伽马通滤波器组，对传感器采集数据进行分频带处理；然后，根据
信号与背景噪声在强度和稳定性上的差异性，对各频带数据进行方差归一化处理，建立判决统计量；最后，依据判
决统计量对各频带数据进行判决处理，实现对多频带组合信号增强。数值仿真结果表明，在仿真条件下，该方法能
够将数据中未知多频带组合信号信噪比提高 6 dB 以上，在信号频带未知情况下实现了对多频带组合信号的增强，提
升了能量累积检测方法对未知多频带组合信号的检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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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lti-band combined signal enhancement method
based on filter bank design
CHEN Yunfeng1, LIU Chao2
(1. Navy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Wuxi Area, Wuxi 214061, Jiangsu, China; 2. Haiying Enterprise Group Co Ltd, Wuxi 214000, Jiangsu, China)

Abstract: For enhancement and detection of unknown multi-band combined signal under low signal-to-noise ratio, a
multi-band combined signal enhancement method based on filter bank design is proposed.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time-frequency decomposition principle of cochlear, a Gammatone filter bank is designed to divide the data collected by
sensor into different frequency bands. The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intensity and stability between signal and
background noise, the normalized variance processing of the data in each frequency band is carried out to establish the
decision statistics, by which, the data in different frequency bands are weighted, so that the multi-band combined signal
can be enhanced without searching single filter b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simulation
conditions,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of the unknown multi-band combined signal i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6 dB. When
the signal frequency band is unknown, this method can enhance the multi-band combined signal and improve the
detection effect of the energy accumulation method on unknown multi-band combined signal.
Key words: multi-band combination; Gammatone filter bank; unknown signal enhancement; decision statistics

0 引 言

1

信号检测在雷达、声呐和语音等领域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 。因此，如何在复杂背景中准确检测感
兴趣的信号一直是声呐、雷达和语音等领域中信号
处理所关心的研究内容之一。目前，比较经典和常
用的信号检测方法有互相关检测法 、平方律检波
器法 、能量累积检测法 等。其中，能量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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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法由于其复杂度低，被广泛应用。但是该类检
测法需要一定的信噪比，在信噪比较低的情况下，
对未知信号检测效果较差，需要采取一定的滤波手
段对数据进行增强处理，以提高信噪比。
为了对处理数据中期望信号实现增强，提升信
号检测效果，研究者提出了一些信号的增强方法，
并取得了一定的应用效果，如参数方法、非参数方
法以及统计方法 。在参数方法中主要代表性方
法为：梳状滤波器、维纳滤波和卡尔曼滤波方法
等 ；非参数方法主要代表性方法为：自适应抵
消和谱减法等 ；统计方法主要代表性方法为：
映射方法，参数估计和隐马尔科夫模型等 。但
这方法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参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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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使用的模型依赖性强，需要提取模型参数；非
参数方法不需要从传感器采集数据中估计模型参
数，由于没有利用潜在的统计信息，不适合处理含
非平稳背景噪声数据；统计方法充分利用了统计特
点，以概率计算方法实现对信号的增强，但需要依
赖一定准则实现对最优结构的选择。
如何应对低信噪比情况下、对未知多频带信号
进行增强仍然是富有挑战性的难题。对此，本文提
出一种基于滤波器组设计的多频带组合信号增强
方法，该方法以人耳耳蜗时频分解原理为基础，设
计了伽马通滤波器组，对传感器拾取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并根据信号与背景噪声在强度和稳定性上的
差异，建立判决统计量，对各频带数据实现判决加
权处理，在无需搜索单个滤波频带的情况下，提高
了合成数据信噪比，实现了对未知多频带组合信号
的增强，进而提升了能量累积检测方法对未知多频
带组合信号的检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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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中心频率 f ，然后由式(1)可得到第 i 个滤波器
的时域响应。
为了较为直观说明滤波器组的时频分解功能，
图 1 给出了采样率 f 16 kHz 时，在 1 Hz～8 kHz
处理频率范围划分为 I  24 个滤波器所得时的频响
应图。
i

s

(a)

时域响应

1 滤波器组设计

在人耳听觉系统中，不同频率的信号可在人耳
耳蜗基底膜的不同位置产生最大响应 。对此，
可依据人耳耳蜗基底膜频响特性，设计相应滤波器
组模拟耳蜗基底膜频响特性，对传感器采集数据进
行分解处理，增强未知多频带组合信号所在频带在
整个处理频带中的比重。
在模拟人耳耳蜗基底膜时频分解中，本文采用
一组相互交叠的伽马通滤波器组模拟实现，滤波器
组的时域响应可表示为

(b) 频域响应
图 1 伽马通滤波器组时频响应

[17-20]

Fig.1 Time and frequency response curves of the Gammatone
filter bank

由图 1 可知，滤波器组时域波形是一个振动频
率等于其中心频率、振动包络为伽马函数曲线的波
形 ；各滤波器中心频率在等效矩形带宽域上等间
距分布，然后映射到线性尺度，使各个 Gammatone
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呈非线性分布，整个滤波器组的
频率覆盖范围为 0～8 kHz，可对处理数据实现时频
g (n) An exp(2b n) cos(2f n  ) (n)
(1)
式中：n 为采样点；A 为滤波器组增益；L 为滤波器 分解；另外，每个滤波器都有一个特征频率点，在
组的阶数，本文取 L=4， b 为第 i 个滤波器组衰减 该频点位置响应最大，达到对响度补偿的最佳效
(按指数衰减过
因子，1≤i≤I ，I 为滤波器个数； f 为第 i 个滤波 果。同时每个滤波器均有一个拖尾
)，在响应自身频带时，也可很好地兼顾相邻频
器中心频率， 为滤波器的初始相位，本文取  0 ， 程带，有助于相邻频带之间的平滑。
 n  为阶跃函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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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知多频带组合信号增强方法

衰减因子 b 决定了滤波器时域响应衰减速度， 2.1 判决处理
其与滤波器带宽有关，关系式为
对传感器采集数据进行分帧处理，可得到 M 帧
b 1.019B  f  , i 1, 2, ⋯ , I
(3)
式中， B  f  为第 i 个滤波器等效矩形带宽，其表 数据 x n , n 1, 2,⋯, N ; m 1, 2,⋯, M  ，N 为一帧
数据样本长度，采用上述滤波器组对第 m 帧数据
示形式为
x n  分别进行分解处理，可得：
f
B  f   24.7 4.37
+1 , i 1, 2, ⋯ , I (4)
y  n   x  n  g  n 
1 000 
(5)

对于采样率为 f 的数据拾取系统，在处理频带 式中， g (n) 为式(1)所示的第 i 个 Gammatone 滤波
数确定的情况下，由式(3)和式(4)可得到第 i 个滤波 器，  为卷积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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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 m 帧、第 i 个频带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可 时频分解，得到各频带分解数据 y (n) 。
步骤(4)：按式(6)计算 y (n) 强度归一化方差
得到该频带数据对应的判决统计量。
D ，消除不同滤波器等效矩形带宽对判决统计
(1) 按式(6)计算每个频带数据 y (n) 强度归一
化方差，消除不同滤波器等效矩形带宽对判决统计 量提取的影响。
步骤(5)：依据未知信号与背景噪声在各频带中
量的影响：
的能量和稳定性归一化差异性，按式(7)建立判决统
1
1
D 
(6)
 y n   y (n)
b N 1 
计量 T 。
步骤(6)：根据提取的各频带判决统计量 T ，对
式中： y n  N1  y (n) ； b 为与滤波器带宽有 各频带数据
y (n) 进行判决加权处理，并对其进行
关的衰减因子，其表示形式如式(3)所示。
合成，得到信噪比较高的数据 z (n) 。
(2) 按式(7)建立判决统计量：
步骤(7)：采用能量累积检测方法对 z (n) 进行
1, D  1 D
处理，实现对未知多频带组合信号的检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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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D m,i   D m,i
I i1

3 数值仿真分析

(3) 根据提到的各频带判决统计量 T ，对各频
为了较为直观说明上述处理过程能够有效增
带数据 y (n) 进行判决加权处理，并对其进行合成， 强未知多频带组合信号，提升现有检测方法对未知
得到信噪比较高的数据 z (n) ：
信号的检测效果，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系统的采样
z  n    T  y (n) , n 1, 2,⋯ , N
(8)
频率 f 为 16 kHz，未知信号个数为 2，信号周期为
1 s，1 次处理数据长度为 0.5 s，信号的仿真参数如
(4) 可采用能量累积检测方法对 z (n) 进行处
表 1 所示。
理，实现对未知多频带组合信号的检测。
表 1 信号仿真参数
2.2 实现过程
Table 1 The parameters for simulated signal
如图 2 所示，传感器采集数据首先通过已设计
信号类型 带宽/kHz 信号长度 起始采样点
的滤波器组进行分解，将其分解成与耳蜗非线性频
脉冲 1
0.5～1
0.2
2 000
率相对应的子带数据；然后，采用强度和稳定性信
脉冲 2
2～3.5
0.1
4 000
息形成判决统计量提取组成因子，构建判决统计
量；最后，采用非线性判决加权方法对未知多频带
仿真中，假定数据处理前对脉冲信号频带、脉
组合信号增强。
宽长度均未知，所以在处理数据前只采用了带宽为
100 Hz～8 kHz 的 128 阶 FIR 滤波器对处理数据进
行初始滤波处理。
图 3、4 给出了采用本文方法处理前后的数据
对比。图 5 为本次处理中所得的判决统计量。处理
中基于滤波器组中滤波器个数对频带宽度和运算
量影响考虑(滤波器个数越多频带划分越细，但运
图 2 未知多频带组合信号增强及检测流程图
Fig.2 Flow chart of unknown multi-band combined signal
算量也越大)，所用滤波器组与图 1 所示一致。
enhancement and detection
为了便于从图中看出信号起止点与仿真参数
本文方法具体实现过程可分为以下步骤：
中点起止是否一致，文中横坐标设置为采样点数。
输入：传感器拾取数据 x(n) ，频带数 I，滤波
由图 3 可见，并不能确定是否只有第 4 000 个
器组增益 A 和阶数 L，分帧数 M。
采样点附近有脉冲；不能确定第 4 000 个采样点附
近的脉冲信号带宽；由于在频谱图中不能明显看出
输出：增强信号 z (n) ，检测结果。
步骤(1)：对传感器采集数据进行分帧处理，得 信号所在频带位置，不确定是否能够采用单个 FIR
滤波器实现数据中的信号净化，无法通过频域滤波
到本次处理数据 x (n) 。
步骤(2)：按照式(1)，设计滤波器组的时域响应 方法实现信号增强。
由图 4 可见，在多频带组合信号未知的情况
函数。
步骤(3)：按式(5)，对本帧处理数据 x (n) 进行 下，采用本文方法处理可有效滤波处理数据中的噪
i

m,i

m ,i

I

m ,i

i 1

i

m ,i

s

m ,i

m ,i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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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能够区分第 2 000 个采样点和第 4 000 个采样
点附近频带脉冲信号所在位置及其频带范围，提高
了数据中多频带组合信号信噪比。同时，由图 1 和
图 5 可知，判决统计量为 1 时对应滤波器编号所含
(b) Ti

图 5 滤波器组判决统计量

Fig.5 Decision statistics of filter bank

时域波形

(a)

频域波形
图 3 FIR 滤波后数据的时域波形和频谱
(b)

Fig.3 Time domain waveform and frequency spectrum of
the collected data after FIR filtering

(a)

时域波形

(b) 频域波形
图 4 本文方法处理后数据的时域波形和频谱

的频率范围包含信号频率范围 0.5～1 kHz 和 2 ～
3.5 kHz。该仿真结果证实了本文方法能够在低信
噪比情况下对未知多频带组合信号实现增强。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方法有助于现有信号检
测方法实现对未知信号的检测。图 6 给出了直接采
用能量累积检测法检测的未知信号结果，图 7 给出
了经本文方法处理后，再采用能量累积检测法对未
知多频带组合信号检测结果。
由图 6 和图 7 的结果可知，采用能量累积检测
法无法对原始数据(经过 FIR 滤波器滤波处理)进行
多频带组合信号检测，无法对第 2 000 个采样点附
近未知脉冲信号实现检测；而经本文方法处理后，
再采用能量累积检测法对其进行检测，可有效实现
对第 2 000 个采样点和第 4 000 个采样点附近的脉
冲信号检测。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本文方法可提升
信号检测方法对未知多频带组合信号的检测效果。
另外，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方法可对未知多频
带组合信号实现信噪比提升，本文采用信噪比
(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作为评价指标，对采用

(a)

处理前信号时域波形

Fig.4 Time domain waveform and frequency spectrum of the
collected data after processing by the proposed method

(b) 处理前信号包络波形
图 6 本文方法处理前未知组合信号检测

(a) Dδm,i

Fig.6 The signal detection result before processing by the
pro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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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8 可知，经本文方法处理，输出信噪比与
输入信噪比之差最小为 6 dB，可有效提升数据中未
知多频带组合信号信噪比。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
文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4 结 论
(a)

处理后信号时域波形

(b) 处理后信号包络波形
图 7 本文方法处理后未知组合信号检测结果

Fig.7 The signal detection result after processing by the
proposed method

本文方法处理效果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公式为
N


s2 (n)



n1
RSN 10lg  N

N
  sˆ2 (n)   s2 (n) 
 n1

n1

针对低信噪比情况下未知多频带组合信号增
强及其检测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伽马通滤波器组
设计原理及其具有的时频分解功能；然后利用信号
与背景噪声在强度和稳定性上的差异性，建立判决
统计量实现对待处理数据进行判决加权处理，在无
需搜索单个滤波频带的情况下，提升数据中未知频
带信号信噪比。在本文仿真条件下，本文方法能够
将未知多频带组合信号信噪比提升 6 dB 以上，在
信号频带未知的情况下，实现了对多频带组合信号
增强，提升了能量累积检测方法对未知多频带组合
信号检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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