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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并行交替采样中时基非均匀信号自适应重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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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并行采集系统中, 通道间时基延迟的不一致性严重降低了系统性能。通过对系统时基误差分量的分析, 提出了一

种基于自适应控制的非均匀信号重构方法。该方法不需要额外增加校准信号, 能在误差估计的同时自动完成信号重构, 实时性
高; 无需重构滤波器, 降低了系统设计难度及成本。实验结果表明, 经过约 250 次自适应迭代后, 该重构算法能有效估计通道时
基误差, 具有迭代次数少、运算量小、能动态跟踪时基延迟变化的特点; 重构后系统信噪比由原来的 33 dB 提高到 48 dB, 有效
位数提高近 2.5 bit, 系统性能得到了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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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arallel time-interleaved sampling systems, timing mismatch of this structure degrades the performance of whole ADC system. In this paper, an adaptive signal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is proposed by analyzing the timing mismatch between channels. This algorithm could estimate timing mismatch, and simultaneously reconstruct the
sampling data automatically with no needing of extra calibrating signal and the restructuring filter, that simplifies the
design and has high real-time. Computer simulation results demonstrate it could estimate the timing mismatch efficiently and dynamically track the change with less steps and com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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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均采样率不小于奈奎斯特采样率（Nyquist rate）时,

信号重构, 就是利用有限个采样所得到的数据

原始带限连续信号可由其非均匀采样离散值唯一重
构[4]。为此, 大量文献对非均匀信号重构中所使用的

值按照一定的法则进行运算, 以确定原始未知信号

时基偏差的估计方法、信号重构方法分别进行了阐

在所需的各个理想时间点上的值。实际的并行交替

述。现有估计方法大多通过输入标准激励信号进行,

采样中, 通道之间的采样时钟相位控制偏差（时基偏

如信号谱分析方法[5]、相关法[6-7] 、参数模型法[8]等,

差）, 引起了采样的时间非均匀[1-2], 导致采样波形非

由于这些方法需要加入额外的频谱纯净的已知信号,

线性失真 , 为补偿系统的无杂散动态范围 SFDR

不仅估计过程复杂, 而且需要在测试前增加单独的

(spurious free dynamic range) 和 实 际 信 噪 比 SNR

估计环节, 不具有实时性。盲估计法[9]虽无需特殊激

(signal-to-noise ratio), 有效的还原信号原貌, 需要对

励信号, 直接采集未知被测信号通道间差异获取时

采样序列进行信号重构。

基偏差, 但算法计 算量大, 不适于实际工程应用。

[3]

与均匀采样相类似, 当并行交替采集系统的平

非均匀内插信号重构算法[10]可对并行系统非均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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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进行重构, 但系统通道数改变时需要改变重构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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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或运行指标, 根据参数的变化或运行指标的变

,

化, 改变控制参数或控制作用, 使系统运行于最优

时基误差改变时, 无需改变滤波器的结构和参数,

或接近于最优工作状态的反馈控制[13]。将自适应控

但只适用于通道数较少的系统, 通道数增大后, 资

制方法用于非均匀信号重构, 通过将误差的综合影

源消耗过大。也有利用自适应方法估计非均匀参

响作为反馈量, 控制重构过程, 不仅可以实现误差

法的结构。分数阶延时滤波器实现的信号重构算法

数

[12]

, 但估计和重构过程是分开的, 完成误差估计、

重构等环节都需要一定时间代价, 累积产生的实时

估计与信号重构的有机结合, 降低一次性获取误差
的复杂度, 而且可以自动跟踪误差的变化。
为获得时基误差引入的影响, 将通道采集数据

性问题对工程应用而言往往无法忍受。
因此, 研究能在估计的同时完成信号重构的算

在 n 时刻处做 Taylor 展开:
y[n] = x(nTs + rnTs ) ≈

法, 解决估计过程需要额外的标准激励信号, 以及

x(nTs ) + ( rnTs ) x '(nTs ) + o(rnTs )

运算量过大等问题十分必要。从采样数据的样本统

(3)

计出发, 通过构造误差函数, 采用自适应策略, 估

式中: x′(·)为信号的一阶导数; o(·)为信号 Taylor 展式

计时基偏差, 解决一次性估计运算量过大的问题;
并利用误差函数直接控制重构模块, 实现信号误差

的高阶导数余项。由式(3)可以得到理想采样信号:
x(nTs ) = y[n] − e[n]
(4)

准确估计的同时完成信号重构, 降低硬件设计难度

式中:

和系统成本, 提高系统性能。该方法不需要特殊测

e[ n] ≈ rnTs x ′(nTs )

(5)

试信号, 重构过程与实际采集过程同时进行, 可以

从式(4)可以看出, 由于时基偏差Δtn 的存在, 相

跟踪随环境温度或仪器的老化而导致的时基误差参

当于在理想信号上叠加了非均匀误差分量 e[n], 其

数变化。

大小取决于采样间隔非均匀度 rn、采样时钟 Ts 以及
输入信号的一阶导函数。非均匀信号重构就是, 利用

2 并行交替采集系统

通道采样数据的统计特性, 构造误差函数, 控制参

ADC 并行交替采集系统采用 M 片 ADC 进行并
行逐次交替采样, 两次相邻采样时间间隔为 Ts=1/fs,
各 ADC 采样速率为 fs/M, 后端利用重组使整个系统
等效采样率达到 fs。由于通道间时基误差Δtn 的存在,
系统对输入信号 x(t)的实际输出序列为:
y[n] = x(tn ) = x(nTs + rnTs ), n = 0," , N − 1

数 eˆ[n] , 提供给后续的重构模块, 以获取理想采样信
号。其基本原理如图 1 所示。因任意多通道系统可
以分解为后续各通道(i=1,2,…)与参考通道(i=0)构成
的双通道时基偏差估计模型。简便起见, 重点利用双
通道特性进行分析。

(1)

式中: rn 是描述采样间隔非均匀度的一个变量, 并以
M 为周期, 即:

rn = rn + M =

+tn
Ts

(2)

时基延迟误差的不一致性, 造成实际采样是非
均匀的, 相对于对被采样信号进行不需要的相位调
制, 严重降低系统的无杂散动态范围和实际信噪比。
非均匀信号重构的目的就是通过估计时基误差, 获

图 1 时间非均匀自适应信号重构基本原理
Fig.1 Basic principle of adaptive signal reconstruction

取系统时基非均匀所引入的误差分量, 反馈给后续
的误差校准模块进行重构, 以保证系统的性能[3]。

3 自适应信号重构
3.1 信号重构基本原理
自适应控制是一种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检测系统

3.2 时间非均匀与误差分量的自适应获取
在构造误差分量 e[n]的过程中, 首先需要获取
输入信号的一阶导函数 x′(nTs)。进一步分析系统通道
0 采样数据, 并设通道 1 为参考通道, 即 r1=0, 可由
其相邻时刻采样数据差 e0,0[n]:

· 36 ·

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

e0,0 [n] = y[2(n + 1)] − y[2n] ≈ 2Ts x ′(2nTs )

(6)

1)合理选择迭代步长 μr, 如果可以获取失配误
差的先验知识, 则可以适当放大步长;

近似计算得到 x′(nTs):
x ′(n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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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0 [n]
2Ts

(7)

再次, 为方便获取系统时基非均匀性 r1 用于信
号重构, 可对系统通道 0 与通道 1 的采样数据进行分析:
e1,0 [n] = y[2n + 1] − y[2n]≈
(1 + r1 )Ts x ′(2nTs )

(8)

2)初始化参数 r̂1(0) ;
3)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 获取 ym[k],m=0,1;
4)根据式(7)计算 x′(nTs);
( k +1)

5)根据式(11)计算更新参数 r1
误差分量 e[n], 送入重构模块;
∇J r1 (k ) =

可见, 利用通道间偏差信号 e1,0[n]可实现对系统
均匀性的测试。式(8)的求解过程可转换成优化问题,
对 r1 进行最小均方（LMS）迭代, 因此构造误差函数:
e2 [n] = e1,0 [n] − (1 + rˆ1 )Ts x′(2nTs )
(9)
目标是使误差函数 e2[n]均方误差最小, 达到估
计非均匀性 r1 的目的, 其代价函数如下:
J = E{e2 2 [n]}

(10)

代价函数 J 是一个单峰函数, 有唯一最小值, 可
以采用最速下降法, 利用梯度技术对重构单元的更
新方程进行如式(11)所 示的更新, 其中 μr 是更新
步长:
r1( k +1) = r1( k ) − μr ∇J r1 (k )

(11)

利用式(7)、式(11)获取了输入信号的一阶导函数
x′(nTs)以及采样间隔非均匀度 r1( k ) 后, 就可以构成非
均匀误差分量, 提供给后续的重构模块, 产生补偿
信号, 使系统的输出慢慢与理想值接近, 即可达到
信号重构的目的。通过上述分析, 得到自适应非均匀
信号重构系统的组成结构如图 2 所示。这样不需要
特殊的校准信号, 只需未知的被测信号即可估算出
时基偏差用于重构, 计算量小, 适于工程应用。

, 构成非均匀

∂ 2 J (k )
= − rˆ1( k )Ts x '(2nTs )
∂r1

(12)

如果 e2(n)→0, 则停止更新相应误差方程, 否
则重复 3)。
因此, 对于自适应方法来说, 虽然系统初始参
数未知, 但通过上述方法不断调整, 系统初始参数
不确定对系统运行性能的影响将逐步减小, 经过一
段时候后, 系统最终将自动地调整到与期望的相
一致。

4 实验验证
为验证本文方法, 利用 Analog 公司提供的 8-bit
ADC 模型(Ideal_8_Bit.adc)构建双通道并行交替采样
系统, 用蒙特卡罗仿真方法在通道 2 时基误差为
r1=0.175 的情况下对采样数据进行自适应仿真分析,
验证本文算法的重构性能; 并与文献[12]中时基误差
检测算法做估计性能比较。

输入时钟频率为 f0=20 MHz 的正弦信号, 利用
整体采样率为 fs=500 MHz 的系统对其进行采样。采
集序列重构前后频谱图分别如图 3、图 4 所示。结果
显示, 信号中由时基偏差所引入误差谱线(fspur= fs/
M−f0=230 MHz) 基 本 消 除 , 系 统 信 噪 比 由 原 来 的
33 dB 提高到 48 dB, 系统有效位数提高了 2.5 bit, 重
构后系统的性能得到了大幅提高。
失配误差估计过程如图 5 所示。因交替采样系
统中, 时基偏差相对于系统采样率而言是很小的差
异量, 所以在算法步长的选择上, 选择了较小的步
长μr=0.000 1, 初值 r1(0) =0.5。

图 2 时间非均匀信号重构的基本原理
Fig. 2 Basic principle of timing mismatches signal reconstruction
3.3 信号重构过程
自适应非均匀信号重构的步骤可以归纳如下:

图 5 中与文献[12]的对比结果表明: 经过自适应
迭代得到 rˆ1 = 0.175 8 , 估计精度高于文献[12]的估计
精度; 只需在采集约 250 个采样点后, 迭代运算就可
实现对时间非均匀的估计, 速度快, 而文献[12]中的
估计算法则需经过约 1 000 个采集时间后算法才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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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重构算法使用了 4 组 4 阶的 Farrow 结构, 则需要
在总体采样达到 2 500~3 000 点, 每次自适应迭代使
用 19 次乘法运算后, 校正模块对系统时基偏差的估
计才收敛, 运算量大, 信号重构代价高。当系统采集
通道数增加后, 随着多个通道时基非均匀误差重构
模块的使用, 后者将消耗比本文算法更多的系统
资源。
实际应用中, 通过第一次校准可获得失配误差
的先验值, 由于非均匀误差具有基本不变或变化缓
慢的特征, 随后信号重构所需的迭代过程将大幅度
图 3 信号重构前频谱图
Fig. 3 FFT plot before calibration

缩减, 完全可以满足应用中的实时性要求。

5 结 论
利用并行时间交替采集实现高速采样时, 通道
间的时基延迟误差降低了系统性能, 需要进行信号
重构。本文通过对系统误差分量的分析, 实现了一种
基于自适应控制, 能在误差准确估计同时实现信号
重构的算法, 有助于系统性能的提高; 其系统硬件
设计难度低, 迭代次数少, 运算量小, 提高了算法实
现效率; 在无需增加额外的校准信号的情况下, 可
以自动跟踪因老化或环境因素导致的误差参数变化,
图 4 信号重构后信号频谱图
Fig. 4 FFT plot after calibration

特别适合于高速数字存储示波器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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