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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子听诊器 

张益天，1610920522；祝文晶，1710920730；欧阳晓旭，1510920710 

 

第一部分  设计概述 

1.1 设计目的 

听诊器作为医生最常使用的医疗仪器，在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诊断

中意义重大。而传统的听诊器在不更换听诊头的情况下，频率响应范围往往是固

定的，只能听诊单一频段的生理音，同时抗噪声能力差。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项目旨在设计智能电子听诊器，具有很好的研究和社会

价值。 

1.2 应用领域 

本产品有三类用户群体：医院、医学院校和家庭。 

对于医院，可应用完整的智能听诊器及其配套系统，包括听诊器“听头”部分

和计算机辅助诊断软件，并可提供配套蓝牙耳机等。 

对于医学院校，可应用听诊器“听头”部分，给医学院校的听诊器诊断教学提

供教学仪器支持。 

对于家庭，可应用听诊器“听头”部分，并提供手机应用程序进行声音解读，

实现智能听诊，把医疗器械平民化、智能化。 

1.3 主要技术特点 

（1）听诊模式可任意选择，通过耳机实时听诊，同时听诊音量大小可调。 

（2）实现心音、肺音的分离，防止生理音之间的相互干扰。 

（3）可采集两路声音信号，分别为左右声道，并可做数字滤波处理。 

（4）听诊的同时，听诊器可对心率进行检测，免除了医生听诊时需要看时间

数心率的烦恼，提高了诊断的可靠性。 

（5）具有蓝牙无线传输功能，可与耳机、音箱等远程蓝牙设备连接，使听诊

摆脱了距离的限制，降低了医生感染的风险，有利于医学教学，同时也可为专家

会诊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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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键性能指标 

（1）智能电子听诊器的设计符合国家标准《YY91035-1999 听诊器》的相关

要求，传感器频响范围：覆盖 20-2000Hz。其中心音主要频段：20-600Hz，肺音

主要频段：50-2000Hz，耳机频响范围：20-25000Hz，采样频率：8KHz。 

（2）智能电子听诊器可兼容现有传统听诊方式，具备采集、传输的控制开关，

当开关为“关”状态时，可通过传统听诊方式听诊，音频输出的方式可选，具备有

线连接、无线连接两种方式，无线连接采用满足蓝牙 4.0 协议。 

（3）根据《听诊器传声特性测试方法 YY91077-1999》，听诊器频响曲线：在

100-500Hz 范围内，以测试声源为基准衰减不大于 12dB；在 500-1000Hz 范围

内，以测试声源为基准衰减不大于 20dB。 

（4）实现系统的低功耗运行，主要参数如下： 

 

（5）可实现听诊频段的选择，能够滤除心音与呼吸音之外的噪声，可实现心

音、呼吸音信号的增益放大。 

（6）具备异常心音、异常呼吸音分析、分类功能，并可通过 LED 显示屏进

行显示。 

第二部分  系统组成及功能说明 

2.1 整体介绍 

本作品由前端信号采集发送端以及信号接收播放端组成，其中前端信号采集

端与传统听诊器结合，可独立工作在电子模式或传统听诊模式下。 

I2S

I2C AD采集

模拟信号

I2CGPIO

模拟信号 输出信号

K64单片机

MEMS麦克风

OLED显示屏

CSR8670蓝牙
芯片

CSR8670蓝牙
芯片

音频功放芯片

交互按键

TLV320AIC3254

 

图 1 方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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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模块介绍 

主控模块 

本设计采用 Kinetis  K64 单片机作为主控系统，单片机主要负责模拟 I2C 时

序与 TLV320AIC3254 通信，配置 3254 的寄存器以及 miniDSP。并且通过 ADC

采集TLV320AIC3254 音频编解码芯片输出的左右声道信号，进行 IIR 滤波处理，

SG 平滑处理，能量包络计算，判断用户当前的心音，肺音情况。并对按键做出

响应，改变听诊器的工作模式，驱动 OLED 屏幕显示人机交互信息。 

拾音模块  

拾音传感器主要作用是采集心肺音声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以便后续处理。本

设计中，采用MEMS麦克风。其频带广、失真度小、灵敏度高，同时体积尺寸

十分小，可以方便地对现有的听诊器进行改装，嵌入其中。 

该麦克风的主要指标如下：  

 频响范围：20-10000Hz  

 信噪比：65dB  

拾音部分采用两路微机电系统麦克风，实时采集两路生理音信号，通过 I2S

数字音频信号方式传输至下一级处理模块，能够有效避免传输过程中的各种干扰。

I2S 采用飞利浦标准格式，MSB 在前，24bits 数据位（其前 18 位为有效数据位，

后 6 位始终为 0）。其中 BCLK，LRCK 两个数据时钟由 TLV320AIC3254 音频芯

片提供，通过 BCLK，LRCK 时钟频率的配置，可以设置两路 MEMS 麦克风的

采样频率。 

I2S 时序图如下： 

 

图 2 IIC 时序图 

蓝牙模块

在无线音频传输方面，蓝牙标准是不二之选，现在市面上出售的音频设备也

大都以蓝牙传输为主。考虑到听诊器能够更好的兼容市面上的音频播放设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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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预采用蓝牙模块与音频设备实现无线传输。 

采用 CSR8670 蓝牙芯片进行辅助滤波去噪处理，并与其他蓝牙设备配对连

接，将音频数据发送至其他蓝牙设备。CSR8670 块支持 PCM、I2S、模拟音频等

多种音频数据输入方式。在本设计中，采用模拟音频数据输入方式。CSR8670 将

采集到的两路模拟音频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进行去噪处理后，以蓝牙 4.0 的标

准将信号传输至匹配的蓝牙设备上。 

 

图 3 CSR8670 蓝牙模组电路原理图 

音频编解码模块 

音频编解码芯片是整个听诊器的关键部件之一。音频编解码原理是，将模

拟的、连续的声音波形数字化，可以得到数字音频。数字音频是把模拟的声音

信号通过采样、量化和编码过程转变成数字信号，然后再进行记录、传输及其

他加工处理；重放时再将这些记录的数字音频信号还原为模拟信号，获得连续

的声音。 

采用数字音频技术，可以有效地避免模拟信号受到噪声干扰，可以扩大音

频的动态范围，可以利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可以不失真地远距离传输，同

时也有利于将数字信号传送到云端数据库中。 

在本设计中选用 TI 公司推出的音频编解码芯片 TLV320AIC3254，该芯片

拥有具有 100d B 信噪比的立体声 DAC 和具有 93d B 信噪比的立体声 

ADC。具有两个完全可编程的 mini DSP 内核：mini DSP A 和 mini DSP D。利

用 mini DSP 可实现对心肺音信号的数字滤波，以实现不同听诊模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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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存器的配置方式由 K64 单片机通过 IIC 的方式进行配置。 

 

图 4 TLV320AIC3254 电路原理图 

OLED 显示模块 

 

图 5 智能电子听诊器主控板特写图 

OLED，即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又称为有机电

激光显示（Organic Electroluminesence Display, OELD）。因为具备轻薄、省电等

特性。单片机通过 IIC 协议来控制 OLED 屏幕显示相应字符。 

2.3 软件设计 

首先对 Kinetis  K64 单片机系统进行初始化；再对 TLV320AIC3254 音频

编解码模块、OLED 显示模块进行初始化和配置，听诊器进入实时听诊状态，此

时可通过耳机对心肺音进行实时听诊。主程序通过查询方式检测是否有按键，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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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按键情况改变听诊器状态，以实现不同的功能。同时根据当前状态，更新 

OLED 液晶显示。 

开始

配置单片机各项
内设

初始化配置
TLV320AIC3254

配置
TLV320AIC3254
内部miniDSP

扫描按键

心音模式 肺音模式宽频模式

CSR8670蓝牙
发送

K64F单片机
ADC采集处理

结束

传输数据至
服务器

 

图 6 K64F 单片机程序流程图 

（1） 根据心肺音频率的不同，实现心音和肺音的分离，防止生理音之间的相互

干扰。 

在现代医学中，听诊是一种检查心肺系统健康状况有效、非侵入的医疗手段。

通过听诊能够得到表征心脏和肺部器官健康状况的心肺音信号。心肺音信号包含

了心脏和呼吸器官丰富的生理和病理学信息。 

但是在实际听诊过程中，听诊器采集到的信号不仅有心音信号，也有肺音信

号和环境噪声。这种混合的声音难以精确的分析病症，影响了医生的诊断结果。

因此，听诊频段的调节在临床上意义重大。 

 基于 K64 单片机系统的数字滤波器 

 

图 7 ADC采集的原始模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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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经过数字滤波器处理后的模拟信号 

心音，肺音等生理信号的频率一般不会超过 2000Hz，根据奈奎施特采样定

理，我们设置 K64 的 ADC 采样率为 4000Hz，对前级输出的心肺音模拟信号进

行采集。利用 Matlab 的滤波工具箱完成信号的滤波模拟，并生成各项系数，通

过在 K64 单片机内部进行二阶 IIR 数字滤波处理，对采集到的模拟进行心肺音

隔离，噪声消除，最终保留我们所需频段的模拟信号。 

 基于 Mini DSP 系统的二阶滤波器 

TI 公司的音频编解码芯片具有可编程的 mini DSP 内核，可实现对心肺音信

号的数字滤波，以实现不同的听诊模式的选择。通过对 TLV320AIC3254 内置的

mini DSP 编程，利用 Adaptive Filtering 功能能够在 TLV320AIC3254 工作过程中

切换滤波器，对采集到的心肺音进行不同的数字滤波，以实现切换听诊模式的功

能。 

为了简化对 TLV320AIC3254 的 mini DSP 的软件开发工作，本设计采用 TI

公司的图形化编程开发工具 Pure PathTM Studio Portable Audio Graph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即 GDE）对 mini DSP 进行编程设计。 

 

图 7 GDE 音频流图 

本系统构建的音频信号流程图应用框架为 TLV320AIC3254，音频采样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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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Hz，采用双声道 I2S 音频输入，在分音器中分为 3 个通道，其中通道 1 为心

音模式：放置一个二阶 IIR 巴特沃斯滤波器，通频带为 20-600Hz。通道 2 为宽频

模式：放置一个二阶 IIR 巴特沃斯滤波器，通频带为 50-1800Hz。声道分离控件

将心肺音一分为二，以满足实时听诊模式下的音频数据的切换。 

 

图 8 二阶巴特沃斯滤波器幅频特性图 

（2） 通过服务器云计算，形成大数据分析，并形成专家系统。结合医学数据

分析，得出患者的辅助诊断结果，并实现信息的反馈。 

随着社会的发展，IT 行业推动了云技术的应用，云技术包括云计算、云存

储、云备份等。云计算的特点是终端用户无需关注云端的主机工作状态，只需要

考虑本地自己的工作要求即可。 

本项目中我们通过云计算，实现智能分析，成立一套专家系统，实现云端辅

助分析。以云端对心音的处理为例，我们需根据其时域特点，提取其时域特征参

数第一心音时宽、第二心音时宽、第一心音和第二心音时间间隔、第一心音和相

邻的下一个第一心音时间间隔以及心率来实现心音的分析。 

而我们通过云端共享的工作模式，可以将用户的电子听诊器采集到的信号发

送到云端，由云服务器将分析的结果反馈到用户 APP 或医生客户端进行显示。

当多个用户的电子听诊器设备同时工作时，云服务器也可以供其使用。这样云端

系统将可以为大量用户同时提供服务。 

我们预租用阿里云云翼计划的云服务器，来建立我们的云计算系统。该云端

系统需建立 SQL 数据库，以储存用户上传的音频信息。但是数据库中涉及到的

个人信息、健康信息都是个人十分隐私的数据，因此数据的安全性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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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里云服务器中，数据库自身在安全性上做了 DDOS 防护、IP 白名单、

防 SQL 注入、防止暴力破解等措施。为了进一步对隐私数据保驾护航，本项目

将在软件设计中对数据进行了加密处理。 

第三部分  完成情况及性能参数 

已完成： 

（1）可采集到 20-2000Hz 的声音。其中可提取出心音主要频段：20-600Hz，

肺音主要频段：50-2000Hz，耳机频响范围：20-25000Hz，采样频率：8KHz。实

现听诊频段的选择，能够滤除心音与呼吸音之外的噪声，可实现心音、呼吸音信

号的增益放大。 

（2）智能电子听诊器可兼容现有传统听诊方式，同时具备有线连接、无线连

接两种方式，无线连接采用满足蓝牙 4.0 协议。 

（3）听诊器频响曲线：在 100-500Hz 范围内，以测试声源为基准衰减不大

于 12dB；在 500-1000Hz 范围内，以测试声源为基准衰减不大于 20dB。 

（4）实现系统的低功耗运行，主要参数如下： 

 

第四部分  总结 

4.1 主要创新点 

（1）听诊模式可任意选择，通过耳机实时听诊，同时听诊音量大小可调。 

（2）实现心音、肺音的分离，防止生理音之间的相互干扰。 

（3）具有蓝牙无线传输功能，可与耳机、音箱等远程蓝牙设备连接。 

4.2 可扩展之处 

（1）可运用“互联网+”，突破传统问诊方式，实现远程辅助问诊。 

编写用户手机 APP 和医生电脑客户端。终端软件系统设计目的主要在于完

善电子听诊器的功能，手机 APP 针对的使用对象主要是用户，电脑客户端针对

的使用对象主要是医生。本系统采用信息化技术对病人的听诊信息进行管理，建

立个人的健康档案。同时，方便医生进行在线问诊和远程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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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设备软件系统的功能如下： 

① 用户可将自己的心肺音上传到云端，共享给医生，实现在线问诊。 

② 医生之间可分享心肺音信息，同时医院检查指标或彩超等数字化信息也

可接入本系统，医生可根据需要选择使用，更好的实现远程会诊。 

③ 用户云端储存有历史上传信息，可观察每日或每周的机体变换情况，对于

治疗跟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④ 接收云服务器反馈的分析结果。 

（2）基于大数据，建立数学模型，成立一套专家系统，生成诊断报告，实现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 

4.3 心得体会 

通过本次嵌入式系统的设计，从选题，方案的确定，到最后完成产品，我们

团队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音频信号的交流噪声过大，模拟信号传输不

稳定等问题，但最终在指导老师的帮助，和我们团队不懈的努力下，成功解决了

这些问题。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对嵌入式系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也让

我们知道了课堂理论知识与项目实际需求的距离，我们在成为电子工程师的路上

又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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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附录 

（1）心率计算模型： 

心率检测是便携式电子听诊器重要的功能之一，能够有效的反映心动过缓，

心动过速，心律不齐等情况。 

其中基于短时能量的心率检测算法属于时域算法，时域算法计算量相对较低，

原理简单，算法速度快，便于微处理器的处理，容易实现实时处理。因此在本设

计中采用基于短时能量的心率检测算法。 

短时能量表示一段时间内语音信号的短时平均量，其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 W 表示窗函数，N 表示窗函数的长度。常用的窗函数有矩形窗、三角

窗、汉宁窗等。一般而言，窗函数的长度越长，基于短时能量求取的心音包络越

光滑。当选择矩形窗为窗函数时，短时能量公式则为： 

 

在计算心音的心率时，采样率过高，使数据量过大，会占据大量的 RAM 空

间，不利于微处理器的处理。所以在检测心率函数中，降低采样率为 2KHz，并

截取 5000 个点长度的心音数据作为计算数据。为了减小听诊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噪声对心音信号分段带来的干扰，在求取心音信号短时能量包络前，需要对心音

信号进行去噪处理。考虑到对心音信号的实时处理性，在滤波器的选择上，选择

滑动平均滤波器，这是一种时域滤波器。滑动平均滤波器算法简单，计算量小，

可节省微处理器的缓冲空间，在抑制噪声的同时保留了信号的陡峭边沿，非常适

合实时处理非平稳信号，如心音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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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平均滤波器公式如下所示： 

 

式中M代表滑动平均滤波器的阶数，阶数越高对信号的平滑作用越大，有

利于去除频繁的随机误差但是也会将一些高频信号削弱。利用MATLAB对不同

的滑动平均滤波器阶数对采集到的心音信号进行处理，发现5阶滤波器最符合我

们的要求，所以在程序中，滑动滤波器阶数M选择5阶。  

肺音检测方面，我们同样采用了短时能量，通过短时能量，计算时间段内的

信号功率幅度，功率幅度超过设定的阈值，可以认为患者呼吸音带有哮喘等疾病，

为医生的判断提供了辅助手段。 

（2） PCB 图 

我们计划在 K64 开发板上加一块集成的电子听诊器 PCB，但是由于时间紧

迫，PCB 板制作未完成，我们仅采用分立模块的方式进行演示。 

 



13 

 

（3）主要程序： 

 

1、飞思卡尔单片机主程序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sl_debug_console.h" 

#include "qiti.h" 

#include "fsl_uart.h" 

#include "nihao.h" 

#include "ke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pin_mux.h" 

#define DEMO_UART_IRQHandler UART0_RX_TX_IRQHandler 

#define DEMO_RING_BUFFER_SIZE 16 

#define DEMO_UART_IRQn UART0_RX_TX_IRQn 

#define DEMO_UART UART0 

uint8_t demoRingBuffer[DEMO_RING_BUFFER_SIZE]; 

volatile uint16_t txIndex; /* Index of the data to send out. */ 

volatile uint16_t rxIndex; /* Index of the memory to save new arrived data. */ 

void DEMO_UART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data; 

 

    /* If new data arrived. */ 

    if ((kUART_RxDataRegFullFlag | kUART_RxOverrunFlag) & 

UART_GetStatusFlags(DEMO_UART)) 

    { 

        data = UART_ReadByte(DEMO_UART); 

 

        /* If ring buffer is not full, add data to ring buffer. */ 

        if (((rxIndex + 1) % DEMO_RING_BUFFER_SIZE) != txIndex) 

        { 

            demoRingBuffer[rxIndex] = data; 

            rxIndex++; 

            rxIndex %= DEMO_RING_BUFFER_SIZE; 

        } 

    } 

   while ((kUART_TxDataRegEmptyFlag & 

UART_GetStatusFlags(DEMO_UART)) && (rxIndex != txIndex)) 

   { 

     UART_WriteByte(DEMO_UART, demoRingBuffer[txIndex]); 

     txIndex++; 

     txIndex %= DEMO_RING_BUFFER_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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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Pins(); 

    BOARD_BootClockRUN(); 

    BOARD_InitDebugConsole(); 

  uint8_t key; 

  uint8_t state=1; 

   uint8_t press_flag=0; 

  char str[2]; 

  EnableIRQ(DEMO_UART_IRQn);   /* Enable RX interrupt. 串口初始化为

115200*/ 

  UART_MYInit(); 

  RX_interrupt(); 

  LED_Init();      //初始化与 LED 连接的硬件接口 

//  ADC1_Init();      //ADC 初始化 

//   DMA_flag=BUF_Entrance;    //初始化 DMA 缓冲区切换标识位 5  

  Aic3254_Init();   //IIC 初始化  

  MasterVolFadeIn();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OLED_Init();  //OLED 初始化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24,0,0);// 电 

  OLED_ShowCHinese(40,0,1);// 子 

  OLED_ShowCHinese(56,0,2);// 听 

  OLED_ShowCHinese(72,0,3);// 诊 

  OLED_ShowCHinese(88,0,4);// 器 

  OLED_ShowCHinese(0,3,12);// 正 

  OLED_ShowCHinese(16,3,13);// 常 

  OLED_ShowCHinese(32,3,8);// 模 

  OLED_ShowCHinese(48,3,9);// 式 

  OLED_ShowCHinese(32,6,10);// 音 

  OLED_ShowCHinese(48,6,11);// 量 

  OLED_ShowNum(76,6,MasterVol-39,2,16);//音量数值 

  OLED_ShowCHinese(80,3,12);// 正 

  OLED_ShowCHinese(96,3,13);// 常 

 while(1) 

 {   

     /****************控制 3254******************/ 

  key=KEY_Scan(0); 

  if(key==KEY2_PRES) 

  { 

     press_fl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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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if(state>=4) 

      state=1; 

  } 

  if(key==KEY1_PRES)//KEY1 按下,读取字符串并显示 

  { 

          MasterVol++;  

       if(MasterVol>=50) 

        MasterVol=50; 

      UpdataSysVolume(); 

       OLED_ShowNum(76,6,MasterVol-39,2,16); 

     PRINTF("MasterVol: %d r\n",MasterVol); 

 

  } 

  if(key==KEY3_PRES)//KEY1 按下,读取字符串并显示 

  { 

          MasterVol--;  

     if(MasterVol<=40) 

       MasterVol=40; 

      UpdataSysVolume(); 

      OLED_ShowNum(76,6,MasterVol-39,2,16); 

     PRINTF("MasterVol: %d r\n",MasterVol); 

  } 

  if( press_flag==1) 

  { 

   press_flag=0; 

  switch(state) 

   { 

    case 3://正常音效 

    { 

     ToneFlag = SRS; 

     AIC3254_ToneSRS(); 

       OLED_ShowCHinese(0,3,6);// 正 

         OLED_ShowCHinese(16,3,7);// 常 

    } 

    break; 

    case 2:   //SRS 音效 

    { 

     ToneFlag = AM3D;     

     AIC3254_ToneAM3D(); 

      OLED_ShowCHinese(0,3,5);//  

         OLED_ShowCHinese(16,3,7);//  

    }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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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1:  //AM3D 音效 

    { 

     ToneFlag = Normal;      

          AIC3254_ToneNormal(); 

     OLED_ShowCHinese(0,3,12);//  

         OLED_ShowCHinese(16,3,13);//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2、音频芯片初始化 

void Aic3254_Init(void) 

{ 

 //清标志位 

 StbyFlag = 0; 

 MuteFlag = 0;  

 ModeFlag = 0; 

 MasterVol = 40; 

 GPIO_IIC_Init();  

 ClrAic3254Rst; 

 MyDelayUs(5000); 

 SetAic3254Rst; 

 MyDelayUs(5000); 

 AIC3254_MiniDspConfig(); //AIC3254 MiniDSP 配置 

 MyDelayUs(5000); 

 AIC3254_PllConfig();//AIC3254 时钟配置 

 AIC3254_SorceConfig();//TLV320AIC3254 基于源的配置 

 ToneFlag = Normal;//默认正常音效 

 AIC3254_ToneNormal(); 

} 

3、Matlab 计算机仿真部分【仅列举部分心音数据】 

% IIR 滤波器设计   

% 目的：设计一个采样频率为 1000Hz、通带截止频率为 50Hz、阻带截止频率为

100Hz 的低通滤波器，并要求通带最大衰减为 1dB，阻带最小衰减为 60dB。   

   

clc;clear;close all;   

% 1. 产生信号（频率为 10Hz 和 100Hz 的正弦波叠加）   

Fs=1000; % 采样频率 2000Hz   

% s=[2314 2414 2349 2261 2325 2268 2288 2292 2323 2317 2345 2294 2354 2277 

2312 2379 2318 2339 2319 2356 2278 2297 2350 2345 2326 2367 2331 2370 2355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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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7 2340 2287 2248 2288 2318 2292 2372 2313 2377 2302 2276 2301 2317 2389 2369 

2335 2294 2342 2303 2314 2332 2330 2341 2334 2312 2286 2300 2358 2301 2306 2363 

2317 2300 2346 2384 2283 2259 2425 2308 2252 2282 2323 2346 2383 2306 2292 2335 

2274 2308 2351 2319 2320 2314 2311 2317 2413 2316 2325 2307 2287 2321 2274 2334  

2242 2243 2247 2245 2262 2297 2329 2318 2289 2271 2243 2242 2279 2267 2276 2292 

2292 2273 2300 2246 2292 2294 2294 2292 2289 2297 2268 2265 2270 2247 2297 2287 

2243 2296 2284 2305 2284 2300 293 2325 2229 2276 2289 2258 2268 2315 2284 2319 

2203 2338 2282 2297 2316 2293 2305 2268 2300 2294 2227 2271 2296 2301 2279 2282 

2291 2291 2320 2263 2302 2241 2310 2318 ]; 

%maxs=max(s); 

%mins=min(s); 

%s=(s-mins)*2/(maxs-mins)-1; 

s=s-2234; 

 

t=0:1/Fs:(length(s)-1)/Fs; 

figure(1); % 画图   

subplot(2,1,1);plot(s);grid on;   

title('原始信号'); 

 

% 2. FFT 分析信号频谱   

len = 64;   

y=fft(s,len);  % 对信号做 len 点 FFT 变换   

f=Fs*(0:len/2 - 1)/len;  

subplot(2,1,2);plot(f,abs(y(1:len/2)));grid;   

title('原始信号频谱')   

xlabel('Hz');ylabel('幅值');  

 

% 3. IIR 滤波器设计   

N=20; % 阶数   

Fp=20; % 通带截止频率 50Hz   

Fc=600; % 阻带截止频率 100Hz   

Rp=1; % 通带波纹最大衰减为 1dB   

Rs=60; % 阻带衰减为 60dB   

 

% 3.0 计算最小滤波器阶数   

na=sqrt(10^(0.1*Rp)-1);   

ea=sqrt(10^(0.1*Rs)-1);   

N=ceil(log10(ea/na)/log10(Fc/Fp));   

 

Wn=Fp*2/Fs;   

[Bb Ba]=butter(N,Wn,'low'); % 调用 MATLAB butter 函数快速设计滤波器   

[BH,BW]=freqz(Bb,Ba); % 绘制频率响应曲线   

Bf=filter(Bb,Ba,s); % 进行低通滤波   

%Bf=Bf-mean(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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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fft(Bf,len);  % 对信号 f1 做 len 点 FFT 变换   

   

figure(2); % 画图   

subplot(2,1,1);plot(t,Bf,'red');grid;   

legend('10Hz 原始信号');   

subplot(2,1,2);plot(f,abs(By(1:len/2)));grid;   

title('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后信号频谱');   

xlabel('Hz');ylabel('幅值');   

   

% 3.2 切比雪夫 I 型滤波器   

[C1b C1a]=cheby1(N,Rp,Wn,'low'); % 调用 MATLAB cheby1 函数快速设计低通滤

波器   

[C1H,C1W]=freqz(C1b,C1a); % 绘制频率响应曲线   

C1f=filter(C1b,C1a,s); % 进行低通滤波   

%C1f=C1f-mean(C1f); 

C1y=fft(C1f,len);  % 对滤波后信号做 len 点 FFT 变换   

   

figure(3); % 画图   

subplot(2,1,1);plot(t,C1f,'red');grid;   

legend('切比雪夫 I 型滤波器滤波后');   

subplot(2,1,2);plot(f,abs(C1y(1:len/2)));grid;   

title('切比雪夫 I 型滤波后信号频谱');   

xlabel('Hz');ylabel('幅值');   

   

% 3.3 切比雪夫 II 型滤波器   

[C2b C2a]=cheby2(N,Rs,Wn,'low'); % 调用 MATLAB cheby2 函数快速设计低通滤

波器   

[C2H,C2W]=freqz(C2b,C2a); % 绘制频率响应曲线   

C2f=filter(C2b,C2a,s); % 进行低通滤波   

%C2f=C2f-mean(C2f); 

C2y=fft(C2f,len);  % 对滤波后信号做 len 点 FFT 变换   

   

figure(4); % 画图   

subplot(2,1,1);plot(t,C2f,'red');grid;   

legend('切比雪夫 II 型滤波器滤波后');   

subplot(2,1,2);plot(f,abs(C2y(1:len/2)));grid;   

title('切比雪夫 II 型滤波后信号频谱');   

xlabel('Hz');ylabel('幅值');   

   

% 3.4 椭圆滤波器   

[Eb Ea]=ellip(N,Rp,Rs,Wn,'low'); % 调用 MATLAB ellip 函数快速设计低通滤波器   

[EH,EW]=freqz(Eb,Ea); % 绘制频率响应曲线   

Ef=filter(Eb,Ea,s); % 进行低通滤波   

%Ef=Ef-mean(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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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fft(Ef,len);  % 对滤波后信号做 len 点 FFT 变换   

   

figure(5); % 画图   

subplot(2,1,1);plot(t,Ef,'red');grid;   

legend('椭圆滤波器滤波后');   

subplot(2,1,2);plot(f,abs(Ey(1:len/2)));grid;   

title('椭圆滤波后信号频谱');   

xlabel('Hz');ylabel('幅值');   

   

% 3.5 yulewalk 滤波器   

fyule=[0 Wn Fc*2/Fs 1]; % 在此进行的是简单设计，实际需要多次仿真取最佳值   

myule=[1 1 0 0]; % 在此进行的是简单设计，实际需要多次仿真取最佳值   

[Yb Ya]=yulewalk(N,fyule,myule); % 调用 MATLAB yulewalk 函数快速设计低通滤

波器   

[YH,YW]=freqz(Yb,Ya); % 绘制频率响应曲线   

Yf=filter(Yb,Ya,s); % 进行低通滤波   

%Yf=Yf-mean(Yf); 

Yy=fft(Yf,len);  % 对滤波后信号做 len 点 FFT 变换   

y = hilbert(Yf); 

am = abs(Yf+j*y);%包络 

 

figure(6); % 画图   

subplot(2,1,1);plot(t,Yf,'red');grid;   

legend('yulewalk 滤波器滤波后');   

subplot(2,1,2);plot(f,abs(Yy(1:len/2)));grid;   

title('yulewalk 滤波后信号频谱');   

xlabel('Hz');ylabel('幅值');   

   

% 4. 各个滤波器的幅频响应对比分析   

A1 = BW*Fs/(2*pi);   

A2 = C1W*Fs/(2*pi);   

A3 = C2W*Fs/(2*pi);   

A4 = EW*Fs/(2*pi);   

A5 = YW*Fs/(2*pi);   

   

figure(7); % 画图   

subplot(1,1,1);plot(A1,abs(BH),A2,abs(C1H),A3,abs(C2H),A4,abs(EH),A5,abs(YH));

grid;   

xlabel('频率／Hz');   

ylabel('频率响应幅度');   

legend('butter','cheby1','cheby2','ellip','yulewal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