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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碼相位擷取方法，包含以下步驟：(S)使用一轉換單元，基於一輸入序列所具有的 N
個位元{x0 ,x1 ,x2 ...,xN -1 }進行複數相位轉換而得到一輸入轉換信號，基於一參考序列所
具有的 N個位元{y0 ,y1 ,y2 ...,yN -1 }進行複數相位轉換而得到一參考轉換信號；(T)使用一
相對單元，使該輸入轉換信號相比於該參考轉換信號而得到一相對信號；及(U)使用一決
定單元，根據該相對信號的相位，並根據該相對信號所相關的該輸入序列位元數目，求

取該輸入序列相對於該參考序列之一相位位移；其中，該相對信號是基於該輸入序列的

N個位元{x0 ,x1 ,x2 ...,xN -1 }而求出；步驟(U)中，當該相對信號的相位落於

，該決定單元判斷該輸入序列相對於該參考序列的相位位

移=q，0≦q<N。
2.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碼相位擷取方法，其中，該轉換單元於步驟(S)轉換出的
輸入轉換信號具有 K1 個第一輸入轉換信號，且轉換出的參考轉換信號具有 K1 個第一參
考轉換信號，其中第 i個第一輸入轉換信號 Xi 是基於M1 個位元 所得，第 i個第

一參考轉換信號 Yi 是基於M1 個位元 所得，n1 =0~(M1 -1)，N=K1 ×M1 ，i=0~(K1
-1)；該相對單元於步驟(T)根據第 i個第一輸入轉換信號 Xi 與各個第一參考轉換信號的
相對關係，求出一對應的第一相對信號；且該決定單元於步驟(U)找出具有最大幅值的第
一相對信號，並且當該具有最大幅值的第一相對信號是相關於第(z1 +d1 )個第一輸入轉換
信號和第 z1 個第一參考轉換信號，且該具有最大幅值的第一相對信號的相位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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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決定單元以 d1 作為求取該輸入序列相對於該參考序列之相位位移的基礎，0≦z1
<K1 ，0≦d1 <K1 ，0≦c1 <M1 。

3.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所述之碼相位擷取方法，其中，該決定單元於步驟(U)判斷該輸
入序列相對於該參考序列的相位位移=c1 K1 +d1 。

4.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所述之碼相位擷取方法，更包含以下步驟：(V)該轉換單元根據
M2 個位元 轉換出 K2 個第二輸入轉換信號 ，且根據M2 個位

元 轉換出 K2 個第二參考轉換信號 ，n2 =0~(M2 -1)，M1 =K2 ×M2 ，

0≦j≦(K2 -1)；(W)該相對單元根據第二輸入轉換信號 與各個第二參考轉換信號

的相對關係，求出一對應的第二相對信號；及(X)該決定單元找出具有最大幅值的第

二相對信號，並且當該具有最大幅值的第二相對信號是相關於第(z2 +d2 )個第二輸入轉換

信號 和第 z2 個第二參考 轉換信號 ，且該具有最大幅值的相對信號的相

位落於

，該決定單元判斷該輸入序列相對於該參考序列的相位位移=(c2 K2 +d2 )K1 +d1 ，0≦z2
<K2 ，0≦d2 <K2 ，0≦c2 <M2 。

5.　一種碼相位擷取方法，包含以下步驟：使用一第一轉換單元，基於一輸入序列所具有的
N個位元{x0 ,x1 ,x2 ...,xN -1 }進行複數相位轉換而得到 K1 個第一輸入轉換信號，基於一參
考序列所具有的 N個位元{y0 ,y1 ,y2 ...,yN -1 }進行複數相位轉換而得到 K1 個第一參考轉
換信號，其中第 i個第一輸入轉換信號會相關於該輸入序列的M1 個位元

，第 i個第一參考轉換信號會相關於該參考序列的M1 個位元

，且各轉換信號隨著不同的起始位元位置 i而相關於不同的M1 個

位元，N=K1 ×M1 ，i=0~(K1 -1)；使用一第一相對單元，基於一第一相對參數 m1 ，使對
應起始位元位置 i+m1 的該第一輸入轉換信號，相比於對應起始位元位置 i的該第一參考
轉換信號而得到一相對信號，且每改變該第一相對參數 m1 會得到對應的相對信號，m1
=0~(K1 -1)；及使用一第一決定單元，以該 K1 個相對信號中幅值最大者所對應的第一相
對參數 m1 ，作為求取該輸入序列相對於該參考序列之一相位位移的基礎。

6.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5項所述之碼相位擷取方法，更包含一步驟(A)： 使用該第一決定
單元，以該具有最大幅值之相對信號對應的第一相對參數 m1 作為一第一群參數，且更
利用該最大幅值之相對信號的相位得到一第一偏移參數，而根據該第一群參數和該第一

偏移參數得到該相位位移。

7.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6項所述之碼相位擷取方法，其中，步驟(A)中，該第一決定單元使
用該最大幅值之相對信號的相位 Ω1 和各轉換信號相關的位元數目M1 ，計算出該第一偏

移參數 ，且以無條件捨去法、無條件進入法或四捨五入法來將該第一偏移參

數逼近到一整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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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5項所述之碼相位擷取方法，其中，該最大幅值之相對信號對應的
第一相對參數 m1 代表一第一群參數 d1 ，且該碼相位擷取方法更包含以下步驟：(B)使用
一第二轉換單元，基於第 i+d1 個第一輸入轉換信號所相關的M1 個位元進行複數相位轉
換而得到 K2 個第二輸入轉換信號，基於第 i個第一參考轉換信號所相關的M1 個位元進
行複數相位轉換而得到 K2 個第二參考轉換信號，其中第 j個第二輸入轉換信號 Xi ,j 會相
關於該輸入序列的M2 個位元 ，第 j個第二參考轉換信號 Yi ,j 會相關
於該參考序列的M2 個位元 ，且M1 =K2 ×M2 ，n2 =0~(M2 -1)，mod指模數
(modulus)運算；(C)使用一第二相對單元，基於一第二相對參數m2 ，利用該第二輸入轉

換信號 之於該第二參考轉換信號 Yi ,j 的相對關係而得到一特徵信號，且每改變該

第二相 對參數 m2 會得到對應的特徵信號，m2 =0~(K2 -1)；及(D)使用一第二決定單元，
以該 K2 個特徵信號中最大者所對應的第二相對參數 m2 作為求取該相位位移的基礎。

9.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所述之碼相位擷取方法，更包含一步驟(E)：使用該第二決定單
元，以該最大特徵信號對應的第二相對參數 m2 作為一第二群參數，且更利用該最大特
徵信號的相位得到一第二偏移參數，而根據該第一群參數、該第二群參數和該第二偏移

參數得到該相位位移。

10.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所述之碼相位擷取方法，更包含在步驟(D)之前的以下步驟：(F)
使用一篩選單元，當得知該最大特徵信號不大於一門檻，使用該 K1 個相對信號中次大
者對應的第一相對參數 m1 來更新該第一群參數 d1 ，其中 K1 ≦門檻≦K1 ×K2 ；(G)重複
步驟(B)、(C)和(F)，直到該篩選單元判斷出該最大特徵信號大於該門檻，才執行步驟(D)
使該第二決定單元以最後更新之最大特徵信號對應的第二相對參數 m2 作為求取該相位
位移的基礎。

11.   一種碼相位擷取裝置，包含：一第一轉換單元，基於一輸入序列所具有的 N個位元
{x0 ,x1 ,x2 ...,xN -1 }進行複數相位轉換而得到 K1 個第一輸入轉換信號，基於一參考序列
所具有的 N個位元{y0 ,y1 ,y2 ...,yN -1 } 進行複數相位轉換而得到 K1 個第一參考轉換信
號，其中第 i個第一輸入轉換信號會相關於該輸入序列的M1 個位元

，第 i個第一參考轉換信號會相關於該參考序列的M1 個位元

，且各轉換信號隨著不同的起始位元位置 i而相關於不同的M1 個

位元，N=K1 ×M1 ，i=0~(K1 -1)；一第一相對單元，基於一第一相對參數 m1 ，使對應起
始位元位置 i+m1 的該第一輸入轉換信號，相比於對應起始位元位置 i的該第一參考轉換
信號而得到一相對信號，且每改變該第一相對參數 m1 會得到對應的相對信號，m1 =0~
(K1 -1)；及一第一決定單元，以該 K1 個相對信號中幅值最大者所對應的第一相對參數
m1 ，作為求取該輸入序列相對於該參考序列之一相位位移的基礎。

12.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1項所述之碼相位擷取裝置，其中，該第一決定單元以該最大幅值
之相對信號對應的第一相對參數 m1 作為一第一群參數，且更利用該最大幅值之相對信
號的相位得到一第一偏移參數，而根據該第一群參數和該第一偏移參數得到該相位位移。

13.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1項所述之碼相位擷取裝置，其中，該第一決定單元以該最大幅值
之相對信號對應的第一相對參數 m1 作為一第一群參數 d1 ，且該碼相位擷取裝置更包
含：一第二轉換單元，基於第 i+d1 個第一輸入轉換信號 所相關的M1 個位元進行複數相
位轉換而得到 K2 個第二輸入轉換信號，基於第 i個第一參考轉換信號所相關的M1 個位
元進行複數相位轉換而得到 K2 個第二參考轉換信號，其中第 j個第二輸入轉換信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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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 會相關於該輸入序列的M2 個位元 ，第 j個第二參考轉換信號
Yi ,j 會相關於該參考序列的M2 個位元 ，且M1 =K2 ×M2 ，n2 =0~(M2 -1)，
mod指模數(modulus)運算；一第二相對單元，基於一第二相對參數 m2 ，利用該第二輸
入轉換信號 之於該第二參考轉換信號 Yi ,j 的相對關係而得到一特徵信號，且每改
變該第二相對參數 m2 會得到對應的特徵信號，m2 =0~(K2 -1)；及一第二決定單元，以
該 K2 個特徵信號中最大者所對應的第二相對參數 m2 作為求取該相位位移的基礎。

14.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3項所述之碼相位擷取裝置，更包含：一篩選單元，當得知該最大
特徵信號不大於一門檻，使用該 K1 個相對信號中次大者對應的第一相對參數 m1 來更新
該第一群參數 d1 ，其中 K1 ≦門檻≦K1 ×K2 ；其中，該第二轉換單元會使用更新後的該
第一群參數 d1 ，調整該等第二輸入轉換信號和該等第二參考轉換信號，且該第二相對單
元會基於調整後的轉換信號更新所有第二相對參數 m2 對應的特徵信號；直到該篩選單
元判斷出該最大特徵信號大於該門檻，該第二決定單元才以最後更新之最大特徵信號對

應的 第二相對參數 m2 作為求取該相位位移的基礎。
圖式簡單說明

圖 1是一示意圖，說明互相關信號的相位解析度；
圖 2是一方塊圖，說明碼相位擷取裝置之第一較佳實施例；
圖 3是一方塊圖，說明碼相位擷取裝置之第二較佳實施例；
圖 4是一流程圖，說明碼相位擷取方法之較佳實施例；
圖 5是一方塊圖，說明碼相位擷取裝置之第三較佳實施例；
圖 6是一流程圖，說明碼相位擷取方法之較佳實施例；
圖 7~9是模擬示意圖，說明第一層分群的表現；
圖 10~12是模擬示意圖，說明第二層分群的表現；及圖 13是一方塊圖，說明碼相位擷取

裝置之另一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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