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０年 ２月

第 ３３卷 第 １期

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ｅｂ．２０１０

Ｖｏｌ．３３Ｎｏ．１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３２１（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６１０４

虚载波存在下低复杂度的 ＯＦＤＭ信道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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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分析了虚载波对基于离散傅里叶变换（ＤＦＴ）信道估计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边缘子载波，由于虚载波

部分导频信道信息缺失所引起的估计误差远大于噪声带来的估计误差，严重影响边缘子载波的信道估计性能．基

于此分析，提出了一种低复杂度的正交频分复用（ＯＦＤＭ）信道估计方法，在边缘子载波，利用频域最小平方（ＬＳ）估

计结果代替 ＤＦＴ估计结果，并给出了边缘子载波替换准则及此信道估计方法的均方误差下界．仿真结果表明，所

提方法均方误差（ＭＳＥ）及误码率（ＢＥＲ）性能优于频域 ＬＳ估计和单纯基于 ＤＦＴ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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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正交频分复用（ＯＦＤＭ）因其具有较高的频带利
用率和良好的抗多径性能，成为现代无线通信系统

物理层的核心技术．信道估计是 ＯＦＤＭ系统的一个
关键技术，信道估计误差会使误码率（ＢＥＲ）增加，

使系统性能恶化．
在实际系统中，为避免对其他系统的干扰及便

于实现滤波器的设计，通常将传输带宽的部分载波

空置作为保护频带．由于保护频段的存在，破坏了
导频的正交性，降低了信道估计性能，因此需要设计

更合理的导频序列和更高精度的接收端算法
［１３］．目



前，针对虚载波存在下的多载波系统的信道估计方法

主要是最优的导频设计
［４５］
或更复杂的信道估计方法，

如加窗的信道估计方法
［１］
、对缺失虚载波部分的信道

频域响应进行补偿后再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ＤＦＴ）信
道估计或时域最小二乘准则（ＬＳ）的信道估计［２］．最优
化导频设计

［４５］
改变了导频图样或导频功率，不适用于

现有系统设计，而补偿虚载波位置信道频域响应的方

法
［２］
需要利用有效载波上的信道估计值，当虚载波部

分缺失导频过多时并不适用．此外，上述方法均有较高
复杂度，在实际系统中较难应用．

本文首先分析了虚载波对基于 ＤＦＴ的信道估
计器的影响，推导了每个子载波的估计误差表达式．
然后，基于对每个子载波信道估计误差结果，在边缘

子载波，利用频域插值估计结果代替时域方法估计

结果，有效降低了边缘子载波的估计误差，且复杂度

低．最后给出仿真结果和分析．

１　ＯＦＤＭ系统

如图１所示，考虑有 Ｎ＝Ｎｕ＋Ｎｖ＋１个子载波

的 ＯＦＤＭ系统，其中 Ｎｕ及 Ｎｖ分别为有效子载波数
和虚载波数，１为直流分量．假设系统理想同步，则
接收到的频域符号为

Ｙ（ｋ）＝Ｈ（ｋ）Ｘ（ｋ）＋Ｗ（ｋ），ｋ＝０，１，２，…，Ｎ－１
（１）

式中，Ｙ（ｋ）、Ｈ（ｋ）和 Ｘ（ｋ）分别为第 ｋ个子载波上的
接收信号、信道频率响应和发送信号；Ｗ（ｋ）为方差
为 σ２ｗ的加性高斯白噪声（ＡＷＧＮ）．考虑多径信道

Ｈ＝ＦＬｈ （２）

式中，ｈ＝［ｈ（τ０），ｈ（τ１），…，ｈ（τＬ－１）］
Ｔ
；ＦＬ为 Ｎ×Ｌ

维截短的 ＤＦＴ变换矩阵，其中 Ｌ为有效径数，其元
素为

Ｆｍ，ｎ＝ｅ
－ｊ２π（ｍ－１）（ｎ－１）Ｎ

，ｍ＝１，２，…，Ｎ
ｎ＝τ０，τ１，τ２，…，τＬ－１

图 １　存在虚载波的 ＯＦＤＭ系统中的梳状导频
为获得信道的频率响应，在有效子载波中，在导

频位置 Ｉ＝｛ｉｎ；０≤ｎ≤Ｎｐ－１｝插入 Ｎｐ个导频符号
Ｘｐ＝ｄｉａｇ｛Ｘ（ｉ０），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Ｎｐ－１）｝．由文

献［６］可知，等间隔、等功率的导频性能最优，因此
本文仅考虑等间隔、等功率导频，不妨设导频间隔为

Ｄｐ，导频满足 Ｘ
Ｈ
ｐＸｐ＝Ｉ．若存在虚载波，则无法实现

导频等间隔放置，可解释为破坏了导频等间隔插入

的性质，或者破坏了导频等功率插入的性质（可视

为插入导频功率为０），导致信道估计性能下降．

２　基于 ＤＦＴ的信道估计算法

基于 ＤＦＴ的信道估计算法［７］
基本思想是通过

ＩＤＦＴ运算将初始的频域 ＬＳ估计结果变换到时域，
选取有效径并将其余置０，从而达到抑制噪声作用．

假设导频子信道上的接收信号向量为 Ｙｐ，根据
ＯＦＤＭ系统的接收信号表示，Ｙｐ可以表示为

Ｙｐ＝ＸｐＨｐ＋Ｗｐ （３）
式中，Ｈｐ为导频位置的实际信道值；Ｗｐ为在导频所

在子载波上的 ＡＷＧＮ．首先，进行导频位置的频域
ＬＳ估计，

Ｈ^ｐ＝ＹｐＸ
Ｈ ＝Ｈｐ＋ＷｐＸ

Ｈ ＝Ｈｐ＋ΔＨｐ （４）
式中 ΔＨｐ为信道估计误差，其均值为０，方差为

Ｃｏｖ（ΔＨｐ）＝Ｅ｛ΔＨ
Ｈ
ｐΔＨｐ｝＝σ

２
ｗＩ （５）

２１　无虚载波时基于 ＤＦＴ的估计
无虚载波，即 Ｎ＝Ｎｕ时，进行 Ｎｐ点的 ＩＤＦＴ变

换到变换域：

ｈ^＝ＧＨ^ｐ （６）
式中，Ｇ为Ｎｐ×Ｎｐ点ＩＤＦＴ变换矩阵，其元素为 Ｇｍ，ｎ＝

１
Ｎｐ
ｅ
ｊ２π（ｍ－１）（ｎ－１）Ｎｐ ，ｍ，ｎ＝１，２，…，Ｎｐ．保留其 Ｌ个有效

径，其余置０，再进行 Ｎ×Ｎｐ点 ＤＦＴ变换，得到基于
ＤＦＴ的信道估计值为

Ｈ^ＤＦＴ＝ＦＮｐＤＧＨ^ｐ＝Ｈ＋ＦＮｐＤＧΔＨｐ （７）
式中，Ｄ为有效径位置为１其余位置为０的对角阵；
ＦＮｐ为 Ｎ×Ｎｐ点 ＤＦＴ变换矩阵，其元素为 ＦＮｐｍ，ｎ＝

ｅ
－ｊ２π（ｍ－１）（ｎ－１）Ｎ

，ｍ＝１，２，…，Ｎ，ｎ＝１，２，…，Ｎｐ．则信道
估计误差为

ΔＨＤＦＴ＝ＦＮｐＤＧΔＨｐ （８）
若已知信道时延信息，且有效径都位于采样点

上，最小均方误差（ＭＳＥ）为
ＭＳＥＤＦＴ＝ｔｒ｛Ｃｏｖ（ΔＨＤＦＴ）｝＝σ２ｗＬ／Ｎｐ （９）

式中，Ｎｐ为导频个数；ｔｒ｛｝表示矩阵的迹．如果信道
时延信息未知，可保留循环前缀长度或者通过设置噪

声门限方法来降低噪声，设循环前缀长度为 ＮＣＰ，则信
道估计的ＭＳＥ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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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ＳＥＣＰＤＦＴ＝σ
２
ｗＮＣＰ／Ｎｐ （１０）

由式（９）和式（１０）可见，不存在虚载波情况下，
基于 ＤＦＴ的信道估计算法性能主要取决于在选取
有效径时引入的噪声．考虑实际系统，本文仿真均
采取保留循环前缀长度的方法．
２２　存在虚载波时改进估计算法

存在虚载波，即 Ｎ≠Ｎｕ时，Ｈ^ｐ仅为可用子载波

中导频位置的频率响应，并不具备全部信道信息．通常
将虚载波部分应有导频位置的信道频率响应置０［２３］，
用 ＮＩｎｐ、Ｎ

Ｏｕｔ
ｐ 、Ｉ

Ｉｎ
和 ＩＯｕｔ分别表示有效子载波导频位置和

虚载波部分应有导频个数和导频位置集合

ＩＩｎ＝｛ｉ０，ｉ１，…，ｉＮＬｐ－１
，ｉ
ＮＬｐ＋ＮＯｕｔｐ

，…，ｉ
Ｎｐ－１
｝

ＩＯｕｔ＝｛ｉ
ＮＬｐ
，ｉ
ＮＬｐ＋１
，…，ｉ

ＮＬｐ＋ＮＯｕｔｐ －１
｝

式中 ＮＬｐ表示虚载波前插入导频个数．则虚载波导
频部分置０后的信道为

槇Ｈｐ（ｉｎ）＝
Ｈ^ｐ（ｉｎ） ｉｎ∈Ｉ

Ｉｎ

０ ｉｎ∈Ｉ{ Ｏｕｔ
（１１）

基于 ＤＦＴ的信道估计为

Ｈ^ＤＦＴＮｕ ＝ＦＮｐ
槇ＤＧＨｐ＝ＨＮｕ＋ＦＮｐＤＧ（ΔＨ

Ｉｎ
ｐ －Ｈ

Ｏｕｔ
ｐ ）

（１２）
式中，ＦＮｐ为 Ｎｕ行 ＦＮｐ矩阵；ＨＮｕ为有效子载波位置

的频率响应；ＨＯｕｔｐ 为虚载波部分应有导频位置的信

道频率响应，其有效子载波位置元素为０；ΔＨＩｎｐ 为信
道估计误差，其虚载波位置元素为０．则有效子载波
位置上的信道估计误差为

ΔＨＤＦＴＮｕ ＝ＦＮｐＤＧ（ΔＨ
Ｉｎ
ｐ －Ｈ

Ｏｕｔ
ｐ ） （１３）

从式（１３）可以看出，误差受噪声及虚载波位置信道
信息缺失２部分影响，由于 ２部分独立，ΔＨＤＦＴＮｕ 均值
为０，其协方差可以表示为
Ｃｏｖ（ΔＨＤＦＴＮｕ）＝Ω［Ｃｏｖ（ΔＨ

Ｉｎ
ｐ）＋ＲＨＯｕｔｐ ＨＯｕｔｐ ］Ω

Ｈ

（１４）
式中，Ω＝ＦＮｐＤＧ；ＲＨＯｕｔｐ ＨＯｕｔｐ 表示信道频域响应的相关

矩阵
［１］
；Ｃｏｖ（ΔＨＩｎｐ）＝σ

２
ｗｄｉａｇ｛０，１，…，１{ ，

ＩＩｎ　

０，…，０{ ，
ＩＯｕｔ　

１，…，１{ ｝
ＩＩｎ　

；ΔＨＤＦＴＮｕ对角线上元素为对应子载波的信道

估计误差．
同理，信道估计算法的 ＭＳＥ为

ＭＳＥＤＦＴ＝ｔｒ｛Ｃｏｖ（ΔＨＤＦＴＮｕ）｝≈

σ２ｗＬ／Ｎｐ＋ｔｒ（ΩＲＨＯｕｔｐ ＨＯｕｔｐ Ω
Ｈ
｝ （１５）

此时，信道估计误差由２部分组成，一是噪声所带来

的误差，约等于不存在虚载波时的信道估计误差；二

是由于虚载波的存在导致信道信息缺失所带来的误

差，是不存在虚载波时所没有的，当信道信噪比

（ＳＮＲ）较大时，这部分误差将会带来“地板效应”．
根据式（１５）绘出图２，其中 Ｎ＝６４、Ｎｖ＝７、Ｎｕ＝

５６、ＳＮＲ为 １０ｄＢ，Ｌ＝１０．从图 ２可以看出，由于虚
载波位置导频信道信息缺失，使靠近虚载波的边缘

子载波估计误差很大，甚至超过基本的频域 ＬＳ估
计，是导致整个算法性能降低的主要原因．其余位
置子载波的估计性能优于频域 ＬＳ性能．

图 ２　基于 ＤＦＴ信道估计算法的估计误差

３　部分载波替换的信道估计算法

由２２节的分析可知，虚载波存在下基于 ＤＦＴ
的信道估计算法误差主要由 ２个原因造成，一是噪
声；二是信道信息缺失．分析式（１３）中由信道信息
缺失所引起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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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ＩＬｅａｋ表示信道信息缺失所引起的误差．则第 ｋ
个子载波上的信道估计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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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ｓｉｎｃ函数性质可知，当 ｋ靠近虚载波边缘时，
ｃ（ｓ，ｋ）较大，随着 ｋ远离虚载波位置，ｃ（ｓ，ｋ）会变
小．此外，综合分析式（１７）和式（１８）可知，ＮＯｕｔｐ 越
大，即虚载波位置缺失导频越多，ＩＬｅａｋ（ｋ）越大，信道
估计误差也越大．

由式（５）知，简单频域 ＬＳ信道估计最小均方误
差为ＭＳＥＬＳ＝σ２ｗ．与频域 ＬＳ的 ＭＳＥ相比，由 ＩＬｅａｋ（ｋ）
造成的误差在靠近虚载波位置时远大于频域 ＬＳ估
计误差．因此，本文提出一种部分子载波替换的信
道估计方法，用插值的频域ＬＳ估计结果替换边缘子
载波，从而提高整体的信道估计 ＭＳＥ性能．

假设虚载波左右各有 ｍ个边缘子载波需要替
换，则子载波替换的信道估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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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槇ＨＬＳ（ｋ）和 Ｈ^ＤＦＴ（ｋ）分别为第 ｋ个子载波上频域
ＬＳ及 ＤＦＴ算法的估计值．其子载波替代个数 ｍ可
以依照如下模型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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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式（１７），可以求得 ｍ的近似值．

剔除虚载波边缘由于导频缺失引起的误差后，

基于 ＤＦＴ信道估计部分 ＭＳＥＤＦＴ＞σ２ｗＬ／Ｎｐ，其余部
分 ＭＳＥ为频域 ＬＳ估计性能．则部分虚载波替换法
的 ＭＳ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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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子载波替换的信道估计方法相比基于 ＤＦＴ
的信道估计方法并没有带来额外的计算复杂度，在

实际通信系统中易于实现．

４　仿真结果

仿真系统采用长期演进（ＬＴＥ）下行参数，载频
为２３ＧＨｚ，带宽为 １０ＭＨｚ，子载波数 Ｎ＝１０２４，

Ｎｕ＝６００，１个直流载波，导频频域间隔为 Ｄｐ＝６，按
照３ＧＰＰＴＳ３６２１１中的导频图样插入．本文 ｅｘ
ｔｅｎｄｅｄ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ａｍｏｄｅｌ（ＥＶＡ）的信道参数，车速为
３０ｋｍ／ｈ，且前缀长度大于最大多径时延．

图３为几种信道估计算法的 ＭＳＥ比较，仿真
中，ｍ＝３０．从图３可以看出，ＤＦＴ算法在低 ＳＮＲ时
可以有效抑制噪声；但是随着 ＳＮＲ的提高，虚载波
造成的边缘子载波的畸变严重影响信道估计的性

能，从而造成“地板效应”．而部分载波替换的信道
估计方法，在低 ＳＮＲ时，由于边缘子载波上噪声影
响大于虚载波带来的畸变，性能略低于 ＤＦＴ估计；
但是随着 ＳＮＲ的增加，本文算法有效避免了边缘子
载波的畸变，取 ＤＦＴ算法和频域 ＬＳ算法的优势，达
到了更好的性能．

图 ３　信道估计误差比较

图４为 ＢＰＳＫ和 １６ＱＡＭ调制无编码情况下，不
同信道估计方法的 ＢＥＲ性能比较．基于 ＤＦＴ的信

图 ４　不同信道估计方法的 ＢＥＲ性能比较

道估计方法存在“地板效应”，在高 ＳＮＲ下性能有严
重损失，而部分载波替换方法可避免“地板效应”．
对于 ＢＰＳＫ调制，部分载波替换方法相比理想信道
估计有 １ｄＢ左右的损失，相对 ＤＦＴ的信道估计方
法，有 １～４ｄＢ左右的增益．对于 １６ＱＡＭ调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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