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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形象地呈现周期连续信号分解为若干谐波成分或由不同的谐波合成周期信号这一过程，采用

MATLAB数值计算和GUI程序设计的方法和技巧，编写了其图形用户界面程序。通过实例演示，特别是能对

任意周期信号的分解和合成，验证了教学演示程序的正确性并在教学中的有效作用。通过观察信号分解和合成

的过程、周期信号的对称性与谐波成分的关系，加深了对周期连续信号分解与合成的理解。展示了用MATLAB

编写周期连续信号分解与合成的教学演示程序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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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In order tO render the image of a continuous cycle of signal decomposition into a number of harmonic

components or harmonics by different synthetic periodic signal in the process，numerical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periodic

continuous signal decomposition and synthesis and corresponding GUI programming method are introduced．Through GUI

simulation result，it is verified that it has great effect in teaching，especially in decomposition and synthesis of signal with arbitrary

period．By observing the signal decomposition and synthesis process，periodic signal symmetry and harmonic components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to enhance the signal of a continuous cycle of decomposition and synthesis of understanding．And these GUI demo

programmed using MATLAB shows great advantages in teaching periodic continuous signal decomposition and 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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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号与系统”课程的教学中，周期连续信号的

分解与合成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如何动态地、可交互地

进行周期信号的分解过程和频率合成的过程，并观察

波形对称性与傅里叶系数的关系，揭示其内在联系，往

往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信号与系统”课程中在讲授“周期连续信号的分

解与合成”一节时，教学要求有：已知周期信号的数学

表达式，按傅里叶级数可以分解为无穷多个不同频率

不同振幅的正弦波之和。反之，无穷多个不同频率、不

同振幅的正弦波可以合成各种周期信号。显然在黑板

上是很难绘图讲清楚的。用PPT演示虽然对问题的理

解有所帮助，但图形仍是静止的，并且不能交互，即参

数是不能改变的。更谈不上对任意周期信号进行分解

和频率合成。

MATLAB的出现给周期信号分解和合成显示的

教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由于MATLAB的绘图功能

十分强大，特别是MATLAB的GUI程序设计，使研

制动态的、可交互的教学演示程序成为可能。

本文结合周期连续信号的分解与合成教学演示程

序的研制，给出了如何应用MATLAB工程计算语言，

解决任意周期连续信号波形的分解和合成，并用GUI

程序设计方法来解决周期连续信号的分解波形和合成

波形的显示、计算和演示问题。

1周期连续信号分解与合成的数值计算

周期为丁的周期信号厂(f)，满足狄里赫利

(Dirichlet)条件(实际中遇到的所有周期信号都符合

该条件)，便可以展开为傅里叶级数的三角形式Ⅲ，即

、．、、_、

厂(f)=口o+25a。cosnflt-]-22b．sinnl2t (1)

式中：Q：筝为基波频率，口。-q以为傅里叶系数。
在一个周期内，其傅里叶系数为

铲牝姜代址
铲雏rf(t)cosnfit帆州’2’⋯

—b。==芋．f三z．f(t)sinnfltdf，，z==1，2，···
或表示为

、_、

厂(f)一Ao+25 A．cos(n0Zt--9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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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一口。一弘。，A。=√口。2Tc，。2，=arctan(b．／a。)

这些积分和式(2)的计算可以用下面的

MATLAB命令实现嘲。

fbr k=0jN

a(k+1)=Z／T*trapz(t，f．*cos(k*W*t))l

b(k+1)=Z／T*trapz(t，f．*sin(k。W*t))I

end

An=a—j*b；An(1)=a(1)／2；

tl=linspace(0，2-16 T，500)，

A=abs(a—j*b)!P=angle(a--j*b)，

A(1)=A(1)／2IK=0；N，

y=COS(w*tl’*K+ones(500，1)*P)．*(ones(500，1)

*A)；％计算Ⅳ项的谐波

plot(tl，y)，hold off

对于周期信号的合成，相量A。一‰一jb．一

A。么一％=A。e一砚，则有

A。矿血=cos(，2【k一翰)+歹sin(行rk一依)

即有 cos(nflt--钐I)=ReEA。严]
式(2)可以表示为：

，(t)：Re[∑A。尹] (3)

采用MATLAB实现式(3)时，MATLAB命令为

n=0．N；omega一0=2。pi／Tf

w20：omega一0：N*omega—O，

y=An*exp(j*omega一0*n’*t1)I％计算前N项的部

分和

yt=real(y)}

plot(rt，t+T]，[f，f]，’linewidth’，2，’color’，’r’)，hold on

myplot(tl，yt)I hold off

2 GUI程序设计

所谓GUI程序设计，简单地说就是使应用程序具

有图形用户界面，以方便用户操作D]。

在MATLAB中创建图形用户界面有两种方法，

其一是使用图形句柄，用这种方法创建图形界面的过

程相当繁琐，而且在程序编好之前，用户图形界面是不

可见的。其二为了便于创建图形用户界面，MATLAB

提供了一个开发环境，帮助用户创建图形用户界面，这

就是GUIDE(Graphic User Interfac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图形用户界面(GUI)是由窗口、光标、按键、菜单、

文字说明等对象(Objects)构成的一个用户界面。用户

通过一定的方法(如鼠标或键盘)选择、激活这些图形

对象，使计算机产生某种动作或变化，例如实现计算、绘

图等。如果读者想向别人提供应用程序，想进行某种技

术、方法的演示，想制作一个供反复使用且操作简单的

专用工具，那么图形用户界面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对周期信号的分解与合成进行交互式演示，本人

编写了相应的GUI程序。该程序有三大功能。其一，输

人周期信号的第1周期表达式，显示两个周期的波形；

其二，按输入的第1周期表达式、周期T和最高谐波

次数N，自动计算并显示周期信号的Ⅳ个分解后的波

形。观察分解后的波形的谐波次数、正弦与余弦项等；

其三，显示周期信号前Ⅳ项和的波形；即对周期信号

的合成演示。

示例1：周期方波的分解与合成的界面及计算结

果如图1、图2所示。从图中可知选择最高谐波次数

Ⅳ=3时，周期方波分解为一次和三次谐波。Ⅳ=11时，

周期方波分解为1、3、5、7、11次谐波。并且均为正弦

波。这是因为图中给出的周期方波为原点对称(奇函

数)且半周镜像对称(奇谐函数)，这种波形只是奇次的

正弦波。从合成的波形可知，选择最高谐波次数越高，

合成的波形越接近原始的周期波形。

示例2：周期锯齿波的分解与合成的界面及计算

结果如图3、图4所示。从图中观察并结合理论分析也

可得出相应的结论。

示例3：任意的周期波形的分解与合成的界面及

计算结果如图5、图6所示。从图中观察并结合理论分

析也可得出相应的结论。

图1 周期方波的分解与 图2周期方波的分解与合成

合成(N=3) (N=11)

图3 周期锯齿波的分懈 图4周期锯齿波的分解

与合成(Ⅳ=3) 与合成(Ⅳ；9)

图5 任意周期波形的分 图6任意周期波形的分解

解与合成(Ⅳ=3) 与合成(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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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和区域标记相结合方法来进行图像的检测和分

割。对分割出的图像又利用多尺度多结构元素的方法

检测目标的边缘，与别的算法相比，分割效果更为明

显。

图6(a)是一幅原始的遥感图像，从图中可以看到

桥梁目标周围存在一些其他的与目标灰度相近的物

体，使得目标的分割非常困难。本文使用此图像进行分

割算法实验，分割形成了如图6(b)～图6(e)所示的结

果。其中图6(b)是通过多阈值法的预处理结果，从图

中可以看到很多散落的非目标区域并未被去除，但是

有些非目标区域已经变得分散，有利于执行形态滤波，

并且目标显得更清楚。图6(c)是经过多尺度形态学滤

波和区域标记后的结果，产生了目标的初始轮廓。在河

流背景的衬托下桥梁目标更为明显。图6(d)是利用多

尺度多结构元素检测得到的目标边缘。桥梁目标在图

像上所体现的位置是两个封闭区同中问的区域，两个

封闭区间相邻中平行的两条边分别为桥梁的两条边。

图6(e)为分割的最终结果，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桥梁

目标。

5结论

图6桥梁目标分割结果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遥感图像分割方法，采用多

尺度多结构元素形态梯度的方法检测桥梁目标边缘。

由于桥梁目标轮廓的模糊性以及其背景物体的复杂

性，本文首先用多阈值的方法简化原图，利用形态滤波

和区域标记等产生目标的初始轮廓。接着分析了结构

元素检测边缘的特性，构造了5个不同的结构元素，并

结合大小尺寸结构元素各自在检测形态梯度的优势，

执行多尺度形态学来检测目标边缘，得到分割结果。本

实验在windows XP下采用VC+十6．0实现¨]。实验

结果表明，本文算法较其他的算法图像分割效果更为

明显。不过这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多尺度多结构元素分

割，如何在同一图像上同时运用不同的分割尺度进行

分割，使得分割尺度能够根据图像的纹理特征而自适

应的变化，则是一个高层次的多尺度分割，同时也是下

一步研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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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束语

由于MATLAB的强大数值计算、符号计算功能

和绘图功能，加之有MATLAB提供了一个开发环境，

帮助用户创建图形用户界面。从而使任意周期信号分

解与合成的计算和可视化变为可能。通过以上实例分

析可以看到，应用GUI编程技术可以编写通用性更强

的图形用户界面，使周期连续信号的分解和合成更加

直观。这个教学演示程序在教学中应用，效果十分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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