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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ＬＭＳ自适应噪声对消法的激光
液位测量信号波动抑制研究

宋念龙，刘欢，侯晓宁，李琦，张新雨
（西安理工大学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摘要：针对激光液位检测中的信号波动问题，提出了一种采用ＬＭＳ自适应噪声对消法抑制噪声的
信号滤波方法，该方法采用数字高通滤波器获取自适应噪声对消器参考通道的信号。论述了自适

应滤波器噪声对消的工作原理、ＬＭＳ算法以及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数字高通ＩＩＲ滤波器的设计方法，给出了
整个噪声对消系统的原理图。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该噪声对消法在保证实际测量信号相位不变

的情况下对液位测量信号的波动影响具有明显的消除和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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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产和测量系统中液位是个很重要的检测控
制参数，其测量精度直接影响系统的运行效果。液

位测量在很多领域应用广泛，例如，对直拉法单晶炉

坩埚硅熔液的液位控制、对船舶液舱的液位测量、对

工业锅炉的液位测量等。在测量中液位表面波动是

直接影响测量精度的重要因素。波动是液体表面运

动的基本形式是一种随机运动现象，因而难以确定

其具体时刻的规律［１］。在直拉单晶炉坩埚硅熔液

液位检测的过程中为保证得到高品质的晶体，要求

将硅熔体表面精确控制在恒定位置。由于晶体生长

炉室处于充满氩气的密闭、高温、负压状态，并且晶

体和坩埚的旋转方向相反，在抑制硅熔体内部热对

流现象的过程中，易引起熔硅液面的波动［２５］，因而

硅熔体液面位置高精度检测的难度较大。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采用自适应噪声对消

（ＡＮＣ）来抑制液位波动干扰的方法，通过数字高通
滤波器获取自适应噪声对消器参考通道的信号。该

方法既可实现真实液位检测信号的准确提取，又可

保证信号的实时性。

１　ＬＭＳ算法自适应噪声对消原理

自适应滤波器是现代滤波器，在自适应信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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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前一时刻获得

的滤波器参数来自动调节当前时刻的参数，以适

应信号和噪声未知或随机变化的统计特性，最终

获取最优的滤波效果［６１５］。根据不同滤波准则产

生的自适应算法主要有 ２种，即最小均方误差法
（ＬＭＳ）和递推最小二乘法（ＲＬＳ）［７］。ＬＭＳ算法的
基本思想是以期望响应与滤波器输出信号之间误

差的均方值最小为准则，根据输入信号在迭代过

程中估计梯度矢量更新权系数获取最佳的自适应

迭代算法［９］。

自适应噪声对消技术是对自适应滤波器的典

型应用，是一种有效的降噪方法［８］，其原理结构如

图１所示，检测信号 ｄ中包含实际检测信号 ｓ和干
扰噪声信号 ｎ０。噪声源提供两路噪声信号，其中一
路加入主通道为 ｎ０，另一路加入参考通道为 ｎ１，ｎ１
与ｓ无关但与ｎ０相关。利用两输入噪声的相关性和
ｓ与噪声的独立性，使ｎ１通过自适应滤波器的输出
ｎ而与ｎ０逼近并相减，得到误差信号ｅ。自适应滤波
算法决定了滤波器对参考信号 ｎ１的处理方式，使
得滤波器的输出尽可能地逼近主输入信号中的干

扰成分［７８］。通过减法器将主通道的噪声分量 ｎ０尽
量抵消掉，得到系统输出 ｙ（自适应噪声对消器的
输出信号）为：

ｙ（ｋ）＝ｓ（ｋ）＋ｎ０（ｋ）－ｎ（ｋ） （１）
对（１）式两边平方得：

ｙ２（ｋ）＝ｓ２（ｋ）＋［ｎ０（ｋ）－ｎ（ｋ）］
２＋

２ｓ（ｋ）［ｎ０（ｋ）－ｎ（ｋ）］ （２）
对（２）式两边取数学期望，由于 ｓ（ｋ）与 ｎ０（ｋ）、
ｎ１（ｋ）、ｎ（ｋ）都不相关，故得：
Ｅ［ｙ２（ｋ）］＝Ｅ［ｓ２（ｋ）］＋Ｅ［（ｎ０（ｋ）－ｎ（ｋ））

２］

（３）
其中，Ｅ［ｓ２（ｋ）］为信号功率和自适应滤波器的调
节无关，所以调节滤波器使 Ｅ［ｙ２（ｋ）］最小则等价
于使 Ｅ［（ｎ０（ｋ） －ｎ（ｋ））

２］最 小。所 以 由 式

（１），得：
ｙ（ｋ）－ｓ（ｋ）＝ｎ０（ｋ）－ｎ（ｋ） （４）

当 Ｅ［（ｎ０（ｋ）－ｎ（ｋ））
２］最小，即 Ｅ［（ｙ（ｋ）－

ｓ（ｋ））２］最小时，自适应噪声对消系统的输出信号
ｙ（ｋ）与有用信号ｓ（ｋ）的均方误差最小。在理想情况
下当ｎ０（ｋ）＝ｎ（ｋ）时得到ｙ（ｋ）＝ｓ（ｋ）。自适应滤
波器自动调节滤波器的权系数，将 ｎ１（ｋ）变换为
ｎ０（ｋ），和主通道输入信号 ｄ（ｋ）中的噪声 ｎ０（ｋ）相
减，使输出信号 ｙ（ｋ）中的噪声完全被抵消，只保留
有用信号ｓ（ｋ）［１０］。

图１　自适应噪声对消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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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适应噪声对消系统中最重要的是确定自

适应滤波器参数，参数的选择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

考虑。参数包括滤波器的步长和阶数。步长参数μ表
征迭代快慢，自适应收敛过程的快慢与μ成反比，失
调量与μ成正比。滤波器阶数应该和噪声通道传递
函数的阶数一致，并且随着滤波器阶数增多，失调增

大，自适应时间增长，所以在满足系统性能的前提下

应尽量减少滤波器的阶数。

自适应噪声对消系统中，参考通道信号是一个

影响系统消除和抑制噪声效果的重要因素，若能提

供良好的参考通道信号，系统便能对实际检测信号

进行很好的提取［１１１３］。就图１而言，ｘ与 ｓ的相关性
越大与ｎ０的相关性越小，则ｎ与ｎ０的逼近程度就越
大，去噪后ｙ与ｓ就越接近。

２　数字高通滤波器

本研究选用滤波器提取自适应噪声对消系统的

参考信号，将实验采集的光斑位置信号进行功率谱

密度估计，分析结果为：信号采样频率约为６５．０９７４
Ｈｚ时实际检测信号的频率范围约为０～２Ｈｚ，波动
干扰信号频率范围约为２～３２．５４８７Ｈｚ，噪声相对
实际检测信号是一个高频信号。根据此结果，设计

数字高通滤波器提取参考信号，原理见图２。

图２　基于数字高通滤波器的液位波动
干扰噪声自适应对消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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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衰减特性滤波器主要分为：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滤
波器、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ｙ滤波器和 Ｃａｕｅｒ滤波器。Ｂｕｔｔｅｒ
ｗｏｒｔｈ滤波器有最大的平坦幅频响应特性和良好的
线性相位特性。设 Ｈ（ｓ）为 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滤波器的传
递函数，它的极点配置规律为：在ｓ左半平面上，ｎ个
极点均匀且共轭地分布在以原点为圆心、ｒ０为半径
的半圆周上，相邻两个极点之间的相位差为 π／ｎ弧
度［１４］。在参数归一化的前提下，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滤波器
的标准传递函数为：

Ｈ（ｓ）＝ １
ｂｎｓ

ｎ＋ｂｎ－１ｓ
ｎ－１＋… ＋ｂ１ｓ＋ｂ０

（５）

数字高通滤波器的性能指标为通带截止频率

Ｆｐｈ、阻带截止频率 Ｆｓｈ、通带最大衰减（通带波
纹）Ｒｐｈ和阻带最小衰减（阻带波纹）Ｒｓｈ。由于模拟的
理想正弦波液位检测信号基频Ｆｓ＝０．２Ｈｚ，波动干
扰信号基频Ｆｎｂ＝５Ｈｚ，根据Ｆｓｈ＞Ｆｓ、Ｆｓｈ＜Ｆｐｈ和
Ｆｐｈ ＞Ｆｓｈ、Ｆｐｈ ＜Ｆｎｂ并留有一定裕量的原则，确定
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滤波器的技术指标为：Ｆｓｈ ＝０．５Ｈｚ，
Ｆｐｈ ＝３Ｈｚ，Ｒｐｈ ＝０．０１ｄＢ，Ｒｓｈ ＝８０ｄＢ。根据技术
指标采用完全滤波器设计法设计滤波器。用

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滤波器的最小阶数来确定滤波器阶数。
最终设计出的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Ｆｎ ＝０．００３７２７６
Ｈｚ，阶数ｎ＝７，系统传递函数为：

Ｈ（ｓ）＝０．９７４０－６．８１８２ｓ
－１＋２０．４５４６ｓ－２＋３４．０９１０ｓ－３＋３４．０９１０ｓ－４＋２０．４５４６ｓ－５＋６．８１８２ｓ－６＋０．９７４０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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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的噪声对消原理及 ＬＭＳ算法，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仿真试验。根据分析出的液位和噪声信
号的频率范围，设计相同频率范围的正弦波和噪声

分别模拟它们。理想液位检测信号 ｓ用幅值 Ａ＝１、
偏置ＯＦＦＳＥＴ＝０、初始相位角Ｐｈａ＝０、频率Ｆｓ＝
０．２Ｈｚ的正弦波信号模拟，波动干扰信号由许多不
同频率（频率高于 Ｆｓ）、不同幅值、不同相位的正弦
谐波叠加的周期信号进行模拟（最大谐波次数 ｍ＝
３０基波频率Ｆｎｂ ＝５Ｈｚ）。

图３　原理想正弦波液位检测信号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ｉｎｅ

ｗａｖｅｌｉｑｕｉｄｌｅｖｅ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仿真模拟的理想液位检测信号见图３，模拟的
波动干扰信号见图４，带波动噪声的液位检测信号
见图５，经过自适应噪声对消、五点滑动平均法处理
后的实际液位检测信号见图６。将图３与图６对比
可明显看出自适应噪声对消器对噪声进行抑制和消

除后，系统还原出的信号和理想信号没有相位差，说

明滤波可保证信号的实时性。对比两个噪声的幅值

可见经过自适应噪声对消、平滑处理后检测信号中

所含的噪声衰减了７９．５％。

图４　模拟的波动噪声信号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ａｎａｌｏｇ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ｌｅｖｅ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ｏｉｓｅ
　

图５　带波动噪声的正弦波液位检测信号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ｓｉｎｅｗａｖｅｌｉｑｕｉｄｌｅｖｅ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ｌｉｑｕｉｄｌｅｖｅ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ｏｉ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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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通过噪声对消器和平滑滤波处理后的检测信号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ｂ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ｂｙ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ｎｏｉｓｅｃａｎｃｅｌ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ｆｉｌｔｅｒｓ

　

　　仿真结果表明本研究采用的方法对抑制波动噪
声和还原实际液位检测信号具有一定的效果。该方

法与激光三角法结合在单晶炉进行了应用实验，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效地消除了液面波动对信号的

影响，使得激光三角法能够准确测出液面位移。

４　结　论

本研究提出的基于数字高通滤波器的自适应噪

声对消ＡＮＣ方法用于抑制和消除液位波动干扰具
有很好的效果。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地

抑制液位波动噪声对检测信号的干扰，从而提高对

液位信号的检测精度，结合一定的平滑滤波能够更

好地增强滤波效果。该方法与激光三角法结合在单

晶炉高精度液位检测装置中可以有效地提取出淹没

在波动噪声中的真实液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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