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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课内配套实验的设计

易 婷

( 复旦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构建和设计了基于 Matlab 的“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课内配套实验，并给出了构建课内配套实验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具体的实验设计。

教学实践表明该配套实验可以加深学生对“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理论知识的理解，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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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Supporting Experiment for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Course

YI Ting
(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Supporting experiment for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course，which is based on Matlab，is constructed and
designed in this paper． The principl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pporting experiment is presented and the content
of the supporting experiment is given．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supporting experiment has the advan-
tage of deepening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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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信号处理”是电子类专业本科生应掌握

的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随着集成电路工艺的迅猛

发展，数字信号处理的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信号处

理理论和方法的探讨，还包括对算法的实现方法的

研究。各高等院校都非常重视与这门课程相关的实

验教学，会在开设“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后设置一些

后续的实验课程［1-2］。但由于实验课程多在理论教

学结束后才开设，这使得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之间

会产生脱节。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笔者在进行“数

字信号处理”课程的理论教学过程中，研究了如何

结合课程的理论教学内容设计课内配套实验。

1 课内配套实验的构建原则

1) 实验实施的方便性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实验的实现方式有两种

类型。一种是基于硬件的，如采用 TI 公司的数字信

号处理器芯片等，但这需要有硬件开发工具、软件开

发工具和相应的调试工具，同时学生还需要花比较

长的时间来学习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的指令及相应工

具的使用［3］。另一种是基于软件的，本实验将采用

基于 Matlab 软件的方式进行。
2) 实验内容安排的循序渐近

在构建课内配套实验时，在实验内容的安排上，

也应遵循照序渐近的原则。也就是说，应先安排一

些简单的，以学习软件使用为目的的实验。然后再

安排一些验证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要求能够设计

实现某一特定功能的信号处理模块。最后安排一个

综合性实验，以提高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3) 实验考核的完整性

虽然本实验是与理论课程配套的课内实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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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与独立的实验课的考核要求是一样的。验

证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需要上交实验

报告。

2 课内配套实验的内容设计

1) 认识性实验

认识性实验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 Matlab 的功

能并学会使用 Matlab 软件中的一些与信号处理相

关的基本函数。这部分的实验内容由三个部分组

成:①通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加入 Matlab 的演示程

序，让学生了解 Matlab 能做什么; ②在课堂上简单

讲解一下 Matlab 中常用于信号处理的一些函数和

工具箱，把学生引入门; ③安排学生用 Matlab 软件

来产生“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中常用的一些序列，以

及用 Matlab 软件来实现序列的运算以帮助学生熟

悉 Matlab 软件的使用。
2) 验证性实验

验证性实验可使学生能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

来了解课堂教学所讲过的理论，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例如，在学习了离散时间系统的传输函数、零极点分

析和 正 弦 响 应 后，要 求 学 生 对 二 阶 陷 波 滤 波 器

( Notch Filter) 的频率响应和正弦响应进行分析。
该实验有四个要求: ①对于给定的极点 /零点的

相角 ω0，画出其频率响应曲线; ②根据已知的采样

频率 fs 和希望滤除的信号频率 f0，计算出相应的 ω0

= 2πf0 / fs。并将频率 f0 的正弦信号输入该滤波器，

画出其正弦响应，分析其正弦响应中的暂态响应部

分和稳态响应部分。测量输出减小到输入幅度的

1%时所需的时间，同时计算滤波器的 1% 时常数;

③极点的模 R 保持不变，修改 ω0，计算输出减小到

输入幅度的 1% 时所需的时间是否会发生变化，并

分析原因; ④修改 R 的值，重复上述实验，了解结果

有什么不同，并分析原因。在实验报告中，学生会根

据得到的实验结果，结合课堂上学过的零极点分析

方法，对 R 的变化为什么会引起系统的频率响应和

正弦响应发生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
这个实验使学生进一步认识了零极点对滤波器

性能的影响，帮助学生加深相关概念，如稳态响应、
暂态响应和滤波器的时常数等的理解，同时也让学

生更好地掌握了零极点分析的方法。
3) 设计性实验

设计性实验部分主要是设计一些信号处理模

块，如模数转换器 ADC、数模转换器 DAC 和滤波器

等。例如，我们在学习采样、量化和模拟信号恢复

后，安排了一个设计性实验，要求学生用 Matlab 语

言编程实现一个图 1 所示的两步式模数转换器。精

度为 N 位的两步式模数转换器由 N1 位的粗量化子

ADC、N1 位的 DAC、N2 位的细量化子 ADC 和减法

器组成，其中 N = N1 + N2。

图 1 两步式模数转换器

为了获得正确的实验结果，学生必须对模数转

换器和数模转换器的工作原理及相关概念，如满量

程范围、双极性转换、单极性转换、舍入量化、截断量

化和二进制数的编码方式等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在

完成 ADC 的设计后，学生就可以通过向 ADC 输入

不同幅度的正弦信号，来观察相应的量化噪声的分

布，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量化噪声的性质。
4) 综合性实验

综合性实验就是把学生在“数字信号处理”课

程中学习到的大部分知识点结合在一个实验中，以

提高学生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和创新的能力。例如，

我们要求学生设计一个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用于对

x = sin100πt + sin480πt 表示的输入信号滤波。
这个实验有三个要求: ①对输入的模拟信号进

行量化，取 12 位精度; ②设计一个低通滤波器，滤除

输入信号中的 240Hz 的噪声，要求滤波器的输出信

号中 240Hz 处的噪声功率比 50Hz 处的信号功率低

60dB; ③在滤波器实现时要求对滤波器的系数及运

算结果进行量化。这个实验涉及到模拟信号的采样

和量化、滤波器的设计、离散傅里叶变换、快速傅里

叶变换以及滤波器的有限字长效应等知识点。

3 结语

为了解决“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与实验教学的

脱节问题，笔者构建了与该课程理论教学相配套的

课内实验。多年的教学实践表明，这种将理论教学

与实验教学相结合的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以及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 下接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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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情况及书面报告等综合打分，考核通不过

的学生可多次考核。部分优异生可选择探究设计型

实验作为考试内容。改变传统的以考试为中心、以
知识掌握程度为基础的评价方式，创建以科学知识

为基础、应用创新为目标、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多样化

考核方式，真实反映学生的实际能力。
通过几年来的建设、探索与实践，我们单片机课

程实践教学改革为学生学习单片机课程、创新设计、
综合课程设计、课外科技活动和毕业设计等课程的

实践教学环节及科研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从

学生成绩反馈和调查结果，充分证实了通过实践教

学环节的教学改革，缩短从理论到实际应用的过程，

激发其创新意识，提高其实际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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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预先给定不同的波形，对程序进行全

面测试。例如，给定含有 3、5、9、11 次谐波的波形;

电压和电流不同相位关系的波形等。
( 3) 引导学生自主讨论

自主讨论一方面可以澄清学生对某些知识点的

模糊认识，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

和探究问题的能力。例如: 在实验( 3 ) -( 5 ) 中，开展

“算法精度影响因素”的讨论，引导学生聚焦“每周

期采样点数”和“AD 转换位数”两个因素。先由学

生自主讨论，获得这两个因素对精度影响的初步认

识; 然后再引导学生进行程序验证。具体做法是改

变数据文件中的数据点( 每周期数据点的个数和数

据点的位数) ，利用 CCS 将其导入算法程序，通过计

算结果的相对误差，分析两个因素对精度的影响。

4 结语

“嵌入式电力参数测量系统”课程与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的知识体系结合紧密，工程应

用背景明确，可以充分锻炼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

力。我们在课程教学实践中，采用项目驱动和自主

讨论等方法，可以提高学生自主探究问题的能力。
将实验平台与仿真工具有机结合，加深其对相关知

识的理解。对于先修课程掌握不好的学生，可以采

取加大实验之间的间隔，提供充足的预习时间，来进

一步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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