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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处理的综合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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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针对“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用 Matlab 软件实现了一个基于图像处理的综合性实验。教学实践

表明，通过具有应用性和趣味性的综合性实验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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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Based on Image Processing

YI Ting
( School of Microelectronic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A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for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course，which is based on Matlab and image
processing，is designed in this paper．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shows that such kind of experiment which embodies
interestingnes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has the advantage of increasing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 course，

strengthening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integrate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Keywords: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Matlab

“数字信号处理”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

的课程，与这门课程相关的实验通常由认识性实验、
验证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构成［1-2］。前

三种实验主要涉及到学会实验工具的使用、所学理

论知识的验证以及简单数字信号处理模块的设计。
综合性实验则是用于考察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的

能力和对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综合性实

验设计的好坏，将会影响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
本文采用 Matlab 软件仿真平台，设计了基于图

像处理的“数字信号处理”综合性实验。设计这个

实验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图像是实际生活中最常

见的一种信息载体; 图像处理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的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 图像经过处理后的效果非

常直观可视，容易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学生

反馈的意见可以看出，这个综合性实验的实施取得

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1 Matlab 图像处理函数

Matlab 具有很强的数字图像处理功能，我们列

举三个在本综合性实验中用到的 Matlab 自带函数。
( 1) imread 函数用于读取图像文件中的数据。

A = imread( FILENAME，FMT) 语句是从文件名为字

符串 FILENAME 的文件中读出灰度图像数据或彩

色图像数据，存在数组 A 中。字符串 FMT 说明图像

文件的格式，可以为 JPEG、TIFF 和 GIF 等。
( 2) imwrite 函数用于将图像数据写入图像文件

中。imwrite( A，FILENAME，FMT) 语句用于将数组

A 中 存 放 的 图 像 数 据 写 入 文 件 名 为 字 符 串

FILENAME 的图像文件中，图像文件的格式由 FMT
指定。

( 3) imshow 函数可以用于在 Matlab 中显示图

像。imshow( I) 语句用于显示与数组 I 所存放的图



72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第 35 卷

像数据相对应的图像。

2 基于图像处理的综合性实验

任何一幅原始图像在获取和传输过程中，会出

现一些随机的、离散的和孤立的像素点，这些像素点

称为图像噪声。均值滤波器和中值滤波器是两种常

用的图像平滑滤波器［3］。本文所设计的基于图像

处理的综合性实验让学生用 Matlab 来设计中值滤

波器和均值滤波器，用来对带椒盐噪声的图像进行

平滑滤波，并对这两种滤波器的性能进行比较。
这个综合性实验涉及如下三个知识点。
1) 椒盐噪声

椒盐噪声是指两种噪声: 一种是盐噪声，另一种

是胡椒噪声。前者是高灰度噪声，后者属于低灰度

噪声。一般这两种噪声同时出现，呈现在图像上就

是黑白杂点。
2) 均值滤波器

最简单的均值滤波器的滤波过程是使一个方形

模板在图像上滑动，模板中心位置的值等于模板内

各像素点灰度的平均值。常用的模板有 3x3 和 5x5
两种，图 1 给出了 3x3 模板。

图 1 3x3 模板

图中，模板中间的打星号的点表示以该像素为

中心元素，即该像素是要进行处理的像素。加权均

值滤波器是将图 1 所示模板中各个元素的值根据其

重要性分别进行设置，使它们并不全为 1。例如处

于掩模中心位置的像素比其他任何像素都显得重

要，可以设中心位置对应的权值大些，同时由于中心

离对角项比离正交方向相邻的像素更远，所以对角

项的重要性比与中心直接相邻的四个像素低，这样

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 3x3 的模板如图 2 所示。

图 2 加权均值滤波器的 3x3 模板

3) 中值滤波器

中值滤波器是一种基于排序统计理论的非线性

平滑滤波器。其原理为把数字图像或数字序列中某

一点的值用该点的一个邻域中各点值的中值来代

替。具体方法是用某种结构的二维滑动模板，将模

板内像素的灰度值进行排序，取排序结果的中间值

作为原窗口中心点处像素的灰度值。窗口的形状可

以是矩形、十字形和圆形等。窗口大小的选择以及

窗口的形状会直接影响滤波的效果。
实验中提供给学生的原始图像和加了椒盐噪声

的图像均为彩色图像。在 Matlab 中，彩色图像是用

一个三维数组来表示的，存储图像的 ＲGB 三个图层

的信息。每一个像素点的值可以用一个小于 1 的小

数表示，也可以用 0 ～ 255 内的一个整数表示。在进

行均值滤波和中值滤波时，需要先将分别与红色、绿
色和蓝色图层所对应的二维数组分离出来，分别进

行均值滤波和中值滤波，然后再将新得到的与上述

各图层所对应的数组合成一个新的三维数组，得到

滤波后的图像数据。相应的 Matlab 语句为
%从文件“figure1． jpg”中读取图像

P1 = imread( 'E: / figure1． jpg') ;

%分别对与红色图层、绿色图层和蓝色图层对应的二维

数组进行中值滤波，输出结果放在二维数组 g1、g2 和 g3 中

g1 = midfilter( P1( : ，: ，1) ，3) ;

g2 = midfilter( P1( : ，: ，2) ，3) ;

g3 = midfilter( P1( : ，: ，3) ，3) ;

%将 g1，g2 和 g3 合成一个三维数组

P2( : ，: ，1) = g1;

P2( : ，: ，2) = g2;

P2( : ，: ，3) = g3;

%显示新合成的图像

imshow( P2) ;

其中，中值滤波器 midfilter( x，n) 是学生自行用

Matlab 语言编写的，x 为二维数组，n 表示所选矩形

窗口的大小，当 n = 3 时，表示采用 3x3 的模板。

3 教学效果反馈

在“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中只是提及中值滤波

器和均值滤波器可以用于图像处理，但对它们具体

如何应用在图像处理中则没有介绍。由于这个综合

性实验的要求是“中值滤波器和均值滤波器必须自

己编写，不能调用 Matlab 中的自带函数”。因此，学

生为了完成这个实验必须去学习数字图像处理中的

相关知识，理解上文所提及的知识点; 必须去学习

Matlab 中与图像处理相关的一些函数，处理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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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tlab 中的存储格式以及对应的数据结构等，以

确保能正确编写程序。
从学生上交的实验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如

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究。
( 1) 窗口尺寸和形状对滤波性能的影响

由于中值滤波器和均值滤波器的滤波效果跟窗

口的大小有关，所有学生都在实验中尝试采用 3x3、
5x5、7x7 等不同窗口尺寸来查看滤波的效果，并对

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 部分学生在设计中值滤波器

时，还尝试采用矩形和十字形等不同窗口形状来概

念滤波效果，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
( 2) 如何评价图像质量

我们在对中值和均值两种滤波器的滤波效果进

行比较时，需要对图像质量进行评价。全体学生都

用了主观评价方法，即通过人眼来判断图像质量的

好坏，部分学生采用了客观评价方法，即通过计算均

方误差和信噪比等方式来判断图像质量的好坏。
( 3) 滤波器去噪性能的研究

部分学生对这两种滤波器的去噪性能进行了更

为深入的研究。例如，他们在图像上加入高斯噪声，

看这两种滤波器对这种噪声的滤波效果，从而得到

关于这两种滤波器性能的较为客观的评价。
( 4) 均值和中值滤波器优化

部分学生考虑了如何对均值滤波器和中值滤波

器进行优化和改进。整个实验的过程就是让学生带

着问题去学习，然后去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带

着问题再去学习，再去实践，……。这个过程让学生

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而且印象深刻，从而实现对学

生的探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达到了设计这个综合

性实验的目标。

4 结语

将趣味性和应用性引入“数字信号处理”课程

的综合性实验，从学生反馈的意见可以看出，取得了

良好的教学效果。例如，有的学生解决了平时生活

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如何将铅笔画和铅笔字转化为

清晰的电脑图片。有的学生考虑将数字信号处理应

用到如数字语音处理和生物电信号处理上。
笔者在以后的教学中会设置更多这种应用性和

趣味性相结合的综合性实验，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他们的探究性学习能力以及增强他们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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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过“数字信号处理”的问卷调查

2009 级 2010 级

喜欢实验
课的程度

很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很喜欢 一般不喜欢
0 67% 33% 5% 86% 9%

实验对学
习的帮助

很大 一般 无帮助 很大 一般无帮助
79% 10% 11% 90% 7% 3%

学习兴趣
很大 较大 没兴趣 很大 较大没兴趣

6% 52% 42% 14% 6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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