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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处理”实践课题与考评方法

迟 楠，燕 方，李洁慧

( 复旦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介绍了对“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增加实践课题和考评方法。该方案理论联系实际，实践课题相当于做一个小型的毕业设计。通过课

题选题、翻译文献、配置小导师及课题答辩等环节，改善了学生的学习效果，提高了自主研究能力，活跃了教学氛围，取得了比较满意的试点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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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Project and Evaluation Method for the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Course

CHI Nan，YAN Fang，LI Jie-hui
(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Practice subject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is introduced for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course． This scheme
adhere to principl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ory to practice． The practice subject is equivalent to do a small gradua-
tion design． The whole process includes topic choice，translation literature，configuration small mentor，completion
and defense of the research topic． As a result，th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and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are improved，and teaching atmosphere is also waked up． Satisfying experimental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Keywords: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practice project; evaluation method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涉及多种复杂变换，学生

接受起来相对困难。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更

好地传授知识，配合我校教学团队建设，我们进行了

该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1-3］。

1 实践研究课题的设置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内容较多，涉及 Z 变换、
离散傅里叶变换、快速傅里叶变换和多种滤波器设

计等，而课时只有 54 学时。因此，课堂授课仍然以

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为主。

我们采取的教改措施是给学生开设短期的研究

课题，并专设一名指导教师。研究课题针对课程内

容，给出几篇关键文献，让学生自主做一些基本研

究，既可以基于通用的程序设计语言，也可以基于现

有的仿真软件完成。在欧洲的大学称之为“special
course”或者“short-term project”，为时短则 1 个月，

长则 3 个月。课题结束时需要提交一份研究报告，

有时候还需要组织小规模答辩。我们在参考丹麦技

术大学和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设立实践研究课题的方案。由于我院主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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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光通信和无线通信方面的教研工作，研究课题的

选择有意识地强化通信背景，希望能够通过课题的

开展，使学生对科研工作有初步的了解，为学生大四

学年 的 毕 业 设 计 做 铺 垫。该 教 学 实 践 已 分 别 在

2010 年秋季学期和 2012 年秋季学期试点了两年。
2010 年研究课题的题目有: 高阶 MSK-OFDM、

发射机段频域均衡 FDE、接收机电色散补偿、相干

接收机载波恢复、相位分集 OFDM 系统、各种调制

码型传输性能分析、基于 FIＲ 的 IQ 不平衡补偿、多
边带产生及其在 ＲOF 中应用、基于 Matlab 的 GMSK
调制、DSP 在 OFDM 系统中的应用和微波光子学时

频变换。
2010 年课题中有些研究项目较为专业，学生需

要花较多时间了解专业背景知识。因此，在 2012 年

我们设立课题时更倾向于较为宽泛的背景，强调具

体的关键技术。2012 年课题的题目有: 基于编码技

术降低 OFDM 峰均比的分析和实现、低通滤波器的

时、频 域 设 计、准 循 环 LDPC 编 码 及 译 码、QPSK-
OFDM 信号的生成、FIＲ 滤波器在可见光通信中的

应用、三角波驱动的多波长技术研究、预均衡技术的

研究与仿真、MIMO 信号恢复研究和 16QAM 信号

的生成。
我们每学期授课人数一般在 50 人左右。学生

按照自愿的原则被分成若干小组，每组 4-5 人。学

生自由选择课题，我们为每个课题提供预期目标和

参考文献( 不少于 3 篇) 。课题一般在第一堂课布

置到 12-14 周验收。

2 研究环节的掌控

学生的研究环节直接关系到最终课题验收的效

果，该环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2 周，学生

主要的任务是课题调研，阅读布置的文献并将所有

文献翻译成中文。值得指出的是，翻译是非常关键

的入门功课。很多学生读文献走马观花，似是而非。
实际上文献翻译过程需要逐字逐句的挖掘内涵，可

以锻炼学生的综合理解能力，也会暴露知识点的问

题和混淆偏差。第二阶段是 2-11 周，学生进入理论

分析和数值建模工作，根据课题要求建立理论模型，

基于通用语言形成源代码，针对数据进行数值仿真，

并将得出的结果绘制成各种曲线或表格。第三阶段

安排在最后一周进行撰写报告。
我校“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一般设置在大学三

年级。此时由于学生独立进行科研尚有困难。这门

课的每个研究小组均需配备一名指导教师。由于一

名教师很难在短时间内同时指导 10 个组左右的课

题，我们让本系高年级硕士生或博士生来担任辅导

教师。他们每周会给学生留出答疑时间，在课题完

成过程中学生遇到问题，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

式与辅导教师联系进行讨论。
实践表明，由于辅导教师是本系的研究生学长，

非常熟悉情况，对大三学生各方面都起到表率作用。
一部分学生对科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提前进

入各个实验室，有些学生本科阶段便已经发表了学

术论文。

3 课题报告的把关

课题报告主要应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 1) 背景介绍—系统介绍研究的领域方向和国

际国内研究动态，也可以说明在整个通信系统中处

于哪个位置。
( 2) 原理部分—这部分主要是公式推导、理论

建模和程序实现。学生对课题的研究内容有基础的

理论推导，得到部分定性的结论，然后通过数值建

模，建立仿真模型，详细描述仿真模型的结构和各个

参量的含义设置，对于程序源代码给出代码流程图，

也节选关键源代码，分步骤描述具体实现功能。
( 3) 仿真结果部分—根据仿真模型和源代码，

研究参量变化对系统的影响，给出工作区域和最佳

工作点。验证系统的完整性和可行性。
( 4) 结论部分—整个研究工作总结、体会和讨

论，给出不足之处和今后的改进之处。
现以“DSP 在 OFDM 系统中的应用”这一课题

为例进行介绍。学生首先描述 OFDM 的由来，引述

最早的文献及后续的一些发展，说明在 3G 无线通

信以及光通信中的应用。学生在原理部分，推导了

OFDM 时域频域表示式，画出 OFDM 系统的结构框

图，重点阐述 FFT 和 IFFT 变换。学生在仿真结果部

分，研究了不同点数的 FFT 对 OFDM 的峰均比的影

响，研究了不同阶数高阶调制 OFDM 信号的调制与

解调，画出了星座图。在加性高斯白噪声的情况下，

基于 OFDM 的通信系统的传输损伤。学生在结论

与展望部分说明峰均比是 OFDM 的关键问题，可以

通过引入附加变换，乘概率矩阵或者编码等方式提

高系统性能。 ( 下接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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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工具箱进行仿真对照。
教师在课程设计中学生发现问题时不应直接解

答，而是有意识引导学生结合理论概念进行思考分

析，进一步利用 Matlab 仿真平台验证想法，并在模

拟实验箱上进行测试，从而真正独立自主的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最后教师针对学生的问

题，帮助其总结归纳分析，提炼使用控制理论分析解

决实际控制问题的思路和步骤。
2． 5 课程设计考核方式的综合化

自动控制课程设计的考核，不但要测评学生的

最终实验报告，更重要的是要考查学生的课程设计

过程和平时表现。因此课程设计成绩评定过程中采

用综合化考核方式，平时表现、成果检查与总结报告

按照一定比例( 如 3: 4: 3) 构成课程设计成绩。

3 结语

近三年来，我们将上述差异化教学策略应用于

自动控制课程设计的教学实践之中。教学过程中，

每组学生分配到不同编号的实验装置，每个实验装

置设置不同的参数，学生任意选择工作点，每组得到

不同的实验结果，这样就使得学生必须独立自主的

进行课程设计。学生实验所有得到的曲线都要进行

理论分析和仿真对比，尤其是对于实验结果与仿真

结果差异较大的曲线，学生必须给出自己的解释。
这样就使得学生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实验任务，也

使得学生必须思考如何用控制理论来解释实验现

象，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实践的最终结果表

明，这种课程设计模式很好的提高了学生的课程设

计积极性，使得学生能够积极的思考如何将课堂理

论与实验结果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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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题答辩的考评

我们通常安排一次大课( 共 3 节课) 进行课题

答辩。学生需要准备 PPT 做汇报，汇报一般每组 15
分钟，其中讲 12 分钟，提问 3 分钟。每组学生共同

参与，选出 1 位代表来做汇报，也可分工介绍，互相

配合，在讲台上介绍可以活跃气氛，效果很好［4］。
答辩结束后，发给每组学生一个打分表，根据每

组学生的答辩结果，组与组之间交叉打分。为了体

现分数的排序分布，规定获分最高的组可以达 100
分，最低的组必须低于 70 分。然后将所有打分结果

取平均，作为学生期中考试的成绩。这种交叉打分

方法可以增强学生主人翁态度，也体现了公平公正

的原则。两个学期的教学改革试点表明，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得到了普遍提高。2012 年度学生的“数字

信号处理”成绩最低分由 61 分提高到 73 分，平均分

比 2010 年提高了 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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