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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文結合 OFDM 調變技術與可適性天線陣列系統，設計通道參數估測演算
法。在本系統中，我們考慮在使用領航信號(pilot signal)之情況下，如何根據
OFDM 系統架構及相關參數，得到信號傳輸通道之特性參數，並利用估測出來
的結果，做為可適性天線陣列權重調整的依據。以通道參數估測法則而言，我們
採用子空間—最小平方法(subspace-least squares approach)來求得通道特性參數。
在可適性天線陣列部份，我們使用最小平均平方誤差法(MMSE method)來調整天
線陣列元素權重，藉此得到最佳解。我們考量在不同的領航信號配置之情況下，
以 SIR vs. BER，SNR vs. BER 來做為系統性能的評估。電腦模擬結果顯示，此
方法是可行的。

關鍵詞: OFDM，可適性天線陣列，通道參數估測，最小平均平方誤差法，子空
間法，最小平方法

Abstract:

  In this report, we investigate the channel estimation for the OFDM system with 
adaptive antenna array. The system structure with pilot signals is considered. To 
design the channel estimation algorithm, we use the subspace-LS approach to derive 
the channel parameters. In the adaptive antenna array, we apply the MMSE method to 
adjust the weighting vectors of the array elements. From the output of the adaptive 
array, the desired signal can be determined. In different pilot patterns, the system 
performance is evaluated based on two merits: SIR vs. BER, SNR vs. BER.  
Computer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out proposed method.

Keywords: OFDM, adaptive array, channel estimate, MMSE,
subspace approach, LS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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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無線通訊環境之下，使用者所傳輸的信號會受到通道環境特性的影響。為
了得到良好的信號傳輸品質，我們可藉由設計良好的通道參數估測器，求得通道
環境特性參數。利用估測結果，可做為信號解調的依據，進而提升通訊系統的性
能，以獲得良好的通訊品質。本子計畫的主要目的即是考量在 OFDM 與可適性
天線陣列通訊系統架構下，設計通道參數估測演算法。
一般而言，在設計通道參數估測演算法時，必須考慮通訊系統中是否具備有訓練
序列(training sequences)或領航信號(pilots)。假設通訊系統中含有訓練序列，我們
可利用訓練序列求出部份通道環境參數。利用這些參數及相關演算法，可以得到
整個通道環境特性。針對一般 OFDM 傳輸系統，我們可利用領航信號得到部份
通道參數。藉由這些通道參數及結合內插法，所有的通道估測參數均可求出。在
使用傳統內插法估測通道參數時，實際通道特性及領航信號數目會影響估測結
果。當無線通道環境變化過快，以及在通訊系統中所提供的領航信號過少的情況
下，簡易的數值內插法便不適用。為了讓所設計的通道參數估測法能適用於各種
無線通道環境，以及通訊傳輸系統中領航信號過少的情況，我們結合了子空間法
(subspace approach)及最小平方法(least squares method)兩種演算法來估測通道參
數。
     在可適性天線陣列系統中，如何調整天線陣列元素權重，使能得到主用戶
(desired signal)的信號成份，一直是重要的課題。我們採用 MMSE 法做為天線陣
列元素權重調整準則。一般情況下，在使用此方法時，必須使用到訓練序列，但
是在我們所設計的通訊系統中，並不需要用到它。我們是使用所估測到的通道參
數及 MMSE 演算法，得到主用戶的信號成份。
    本報告將針對 OFDM 與可適性天線陣列系統，簡要介紹所提出的通道參數
估測演算法，並考量在不同的通道環境下，其系統性能為何，最後就我們所進行
的計畫成果做一討論。
   
三、方法及結果:

(A)方法
假設於 OFDM 與可適性天線陣列通訊系統中，含有領航信號。為了說明起

見，針對我們所提出的演算法，在估測通道參數時，每次考慮一個 OFDM 
symbol，次載波數目為 N(N=FFT size)。通道模型是以 FIR 模式表示之。使用者
發射 一個 OFDM 符號後，經由通道，由接收端天線所接收，共接收 L 個取樣
符號。由旋積定理可知，接收信號是由通道參數及所有使用者所發射出來的
OFDM 信號所組成。此處假設使用者數目為 S，且所有使用者之信號產生為同步
狀態。

就接收信號而言，首先考量其二階統計特性。先將此信號成份做過量取樣，
其倍數為 P，並將所求信號表示成一向量 u。針對向量 u，可求其自相關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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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correlation matrix)，並解出其特徵值 (eigenvalues)及對應的特徵向量
(eigenvectors)。假設此矩陣維度為 PL×PL，特徵值(特徵向量)之數目為 PL。將
這些特徵值依大小排列： LSλλ ,...,1 > Sσ ， LSqq ,...,1 為對應於 LSλλ ,...,1 之特徵向量；

PLLS λλ ,...,1+ ≦ Sσ ， PLLS qq ,...,1+ 為對應於 PLLS λλ ,...,1+ 之特徵向量。 Sσ 為 noise 
variance。根據以上所述，可定義出信號子空間(signal subspace)及雜訊子空間
(noise subspace)如下:

LSqq ,...,1 組成信號子空間

PLLS qq ,...,1+ 組成雜訊子空間
由雜訊子空間與信號子空間兩者正交的特性，可列出重要關係式如下:

0=n
H qH    n=LS+1,… ,PL    (1)
此處 H 為通道矩陣，可由各使用者所產生的發射信號，通道參數，接收信

號三者之關係表示出來。參考[1]，利用與雜訊子空間有關的特徵向量，我們可
定義出 cost function 如下所示

s
H
s hQh ˆˆ        (2)

sĥ 為欲估測的通道參數，Q 是由與雜訊子空間有關的特徵向量所組成。就
多用戶 OFDM 傳輸系統而言，針對領航信號，我們利用最小平方法[2]解出相關
的通道參數。其關係式如下所列：

p,
~

pilH = pilpilpilpil UXXX HH 1)( −    (3)

此處 p,
~

pilH , pilU 為與領航信號有關的通道參數矩陣及接收信號矩陣。 pilX 為
領航信號矩陣。結合(2)及(3)之求解結果，我們可利用(4)式，求出所有通道參數
估測值。(4)式列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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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適性天線陣列中，為了調整天線陣列元素權重，我們採用 MMSE 法則。
公式如同[3]所示:

PRW 1−=            (5)
W 為所欲求得之天線陣列元素權重，R 為各個天線之接收信號向量的自相

關矩陣，P 為傳播向量(propagation vector)。利用先前通道參數估測法所求得之通
道參數，可做為傳播向量，由此可得天線陣列元素權重。最後由調整出來的天線
陣列元素權重與接收信號做適當的運算，可求出主用戶之信號最佳解。

(B)結果
    為了驗證所提出的方法，我們採用電腦模擬的方式來加以模擬。就 OFDM
系統而言，我們使用梳形(comb-type)領航信號配置模式。在這種模式下，pilot ratio
為 1/8。假設次載波數目為 64，最大正規化都卜勒頻率(normalized Doppler 
frequency)為 0.03125。參考圖 1，我們考慮在不同 SNR 值的情況下，其 BER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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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情形(通道環境為 Typical Urban(TU)通道模型)。假設使用者數目為 2，天線
陣列元素數目為 2，所有使用者的移動速率均為 50 km/hr。將我們所提出的方法，
通道參數理想值，其他數值內插法，針對模擬結果來相互比較。比較結果之後，
可發現我們所提出的方法對系統性能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分析其原因，在於
subspace-LS 法則可不受通道環境影響其估測結果。如同以上所述的模擬環境，
我們改變 pilot ratio 為 1/4，模擬結果如圖 2 所示。比較圖 1 及圖 2，可發現當 pilot 
ratio 上升，可供利用之領航信號數目上升，通道參數估測結果會更準確，通訊系
統傳輸性能愈好。
    如同先前的系統及通道模擬環境，在多用戶之情況下，我們考慮在不同的
SIR 值下，其 BER 的變化情形，模擬結果如圖 3，圖 4 所示。基本上與先前的分
析結果相同。當 pilot ratio 降低的情況下，我們所提出的方法仍具有良好的系統
性能。
    
四、計畫評估

本報告主要是在探討針對在含有領航信號之 OFDM 與可適性天線陣列通訊系統
之中，如何設計通道參數估測演算法。在本年度中，為了確認演算法的可行程度，
我們利用電腦模擬來加以驗證。透過電腦模擬結果(如附圖所示)，可看出我們所
提之方法是可行的。就計畫進行程度方面而言，我們已完成了在不含訓練序列及
含有領航信號兩種情況下的 OFDM 通道參數估測法。目前利用實際量測資料加
以驗證。此外我們也在進行關於多用戶 OFDM 傳輸系統的信號偵測技術及天線
分集技術演算法研究。在此我們除了將提出相關演算法外，並會針對其它天線分
集技術，如 maximal ratio combining，selection diversity 加以分析探討。我們會將
此部份的研究結果與其它子計劃加以結合，以完成整個通訊系統的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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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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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pilot ratio=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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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pilot ratio=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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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pilot rati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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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pilot rati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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