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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ＭＡＴＬＡＢ的频率采样法设计ＦＩＲ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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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总结频率采样设计法的主要设计过程及其特定参数的设计范围给出过渡带采样值设计个数与目标
阻带衰减值的关系基础上，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对１个ＦＩＲ滤波器实例进行仿真设计，列出相关数据进行比
对。结果表明。在采用频率采样法设计ＦＩＲ滤波器时，适当选取过渡带采样点的采样值能在频率采样点数与
过渡带频率采样点数选定的条件下得到阻带最小衰减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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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处理作为一门极其重要的科学技术，
在通信、语音、图像、自动控制等众多领域得到了广
泛应用。ＦＩＲ滤波器以其特有的线性相位特性在数
字信号处理中占有重要地位。现代ＦＩＲ数字滤波
器已经研发出多种实现方法。频率采样设计法属
ＦＩＲ滤波器设计法中的一种．该设计法可以设计任

１

ｚ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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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采样法的ＦｌＲ滤波器设计过程
针对频率采样法的ＦＩＲ滤波器设计方式多种

多样，但总的设计原则应遵循如下步骤：
（Ｉ）制定目标滤波器的理想的或者期望的频
率响应Ｈ（志）、阻带最小衰减口，和截止频率叫，。

意形状频率响应特性的ＦＩＲ滤波器。本文在总结

（Ⅱ）确定理想频率响应的采样点数Ｎ、过渡带

频率采样法中过渡带采样值个数与目标阻带衰减值

采样点数Ｍ、通带中采样点数Ｂｗ，过渡带频率采样

关系的基础上，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通过频率采样

值Ｔ，（ｉ一１，２，…，Ｍ）。其中，若已指定么Ｂ，则可根

法实现了ＦＩＲ数字滤波器的设计。

据下式对Ｎ进行确定：
Ｎ≥（Ｍ＋１）２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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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而在未指定过渡带宽度么Ｂ时，可以参考文献［１］
中的实验数据表进行设计；同时，在（Ⅱ）步骤中，需
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①对于低通滤波器，在过渡带宽内每增加一个
过渡带频率采样值．阻带衰减大约增加２０ｄＢ。

②一般情况下，按照文献［１，２］，可以参考表１

６９

龙安等：基于ＭＡＴＩ。ＡＢ的频率采样法设计ＦｌＲ滤波器

对过渡带采样值个数进行确定。
袭ｌ

Ｎ＝（Ｍ＋１）＊２＊ｐｉ／Ｂ；％根据（１）式估算采样

过渡带采样值个数与目标阻带衰减值的关系

点数
Ｎ—Ｎ＋ｍｏｄ（Ｎ＋１，２）；％确保相应ｈ（ｎ）长度

Ｍ
一４０～一５４
—６５～一７５
—８５～一９５
—１０５

为奇数
求出Ｎ值后，随即确定相应的通带采样点数和
阻带采样点数，关键程序语句如下：
Ｎｐ＝ｆｉｘ（ｗｃ／（２＊ｐｉ／Ｎ））；％Ｎｐ＋１为通带

③对于给定滤波器设计目标的过渡带频率采样
值，可以由最佳过程来确定。一个有用的最佳化目
标，是找出使阻带衰减最小的过渡带频率采样值
丁，，Ｔｚ，…，ＴＭ。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ｍｉｎ

［ｍａｘ

ｗ｛ＨＤ（∞）一Ｈ（ｃｃ，）｝１］（２）

１１Ｉ·ｒ２·…·１Ｍ｝

｛在瞰带内的Ⅲ｝

其中ＨＤ（ｃｃ，）和Ｈ（∞）分别是滤波器理想频率
响应和实际频率响应，Ｗ为加权因子。在文献［１］
中已经提供了一个（２）式意义下的最佳过渡带频率
采样值表，该表已经被广泛使用，设计者可以进行
参考。
④一般情况下，过渡带不同采样点数Ｍ下采样
值的取值，通常在表２所示范围。

［ｏ，ｗｃ］上的采样点数
Ｎｓ＝Ｎ一２＊Ｎｐ一１Ｉ％Ｎｓ为阻带［ｗｃ，２＊ｐｉ—
ｗｃ］上的采样点数
最后，考虑到过渡带内包含２个频率采样值，故
将其中１个值（设为Ｔ。）放在原来通带的末采样点
位置，另一个（设为丁２）占用阻带的首采样点位置。
已知幅频特性Ｈ（ｃｔ，）应为复数向量，包含正负
值。而实际上通常靠改变线性相位特性来补偿以使
相应的幅频特性为正值，即将包含正负号的幅频特
性Ｈ（∞）默认为仅为正值的Ｉ Ｈ（ｃｔ，）Ｉ。由于在线
性相位滤波器中，强调了相位的线性，不允许随便增
减相位，为了与默认为正值的幅频特性Ｉ Ｈ（叫）Ｉ形
成区别，故定义符幅特性Ａ（∞）表示包含正负号的

表２过渡带频率采样值取值范围
Ｍ

幅频特性Ｈ（叫），则构造相应的符幅序列如下［５］：
丁．

１

Ｏ．２５０＜Ｔ１＜Ｏ．４５０

２

０．４５０＜１＇ｌ＜Ｏ．６５０．Ｏ．０４０＜ｎ＜Ｏ．１５０

．
”

Ｏ．５５０＜１’ｌ＜Ｏ．７５０．Ｏ．１００＜Ｔ２＜Ｏ．３００，Ｏ．００３＜１’＜
０．０３５

Ａｋ＝［ｏｎｅｓ（１，Ｎｐ），Ｔ１。Ｔ２，ｚｅｒｏｓ（１，Ｎｓ一２），
Ｔｚ，Ｔｌ，ｏｎｅｓ（１。Ｎｐ一１）］；
再次，完成相位采样向量和频域采样向量等参
数的构造。并计算ＩＤＦＴ，求出冲激响应函数，关键

⑤选择Ｎ时，应尽量使Ｎ值保持在区间［１５，

２５６］㈨］。
（Ⅲ）用合适的公式计算滤波器的冲激响应。
此外，在完成上述（Ｉ）～（Ⅲ）步骤后，可以根据
实验需要参考文献［４］，应用混合遗传算法ＧＡ来设
计文献［１］中的实验数据表中未列出的滤波器类型，
以实现对所设计的ＦＩＲ滤波器类型的完善。
２

基于ＭＡＴＬＡＢ频率采样法设计ＦＩＲ滤波

程序如下：

ｔｈｅｔａ一一ｐｉ＊（Ｎ一１）＊［ｏ：Ｎ—１］／Ｎ；

％相

位采样向量口（志）
Ｈｋ＝Ａｋ．＊ｅｘｐ（ｊ＊ｔｈｅｔａ）；％构造频域采样向
量Ｈ（ｋ）

ｈｎ＝ｒｅａｌ（ｉｆｆｔ（Ｈｋ））；％ｈ（ｎ）＝１ＤＦＴ［Ｈ（ｋ）］
参照文献［１］中过渡带频率采样值Ｔ。、Ｔ：的取
值范围，将表３中列出的Ｔ。、Ｔ：值代人所设计滤波
器进行计算，得到相应的阻带最小衰减口，（口，的绝对

器

值越大则所设计滤波器的阻带衰减特性越好），其中
采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设计一个通带截止频率∞，

口。为通带最大衰减。Ｔ，；Ｏ．５９，Ｔ２＝０．１１时的幅

＝，ｒ／４ ｒａｄ，过渡带宽度△Ｂ＝，ｒ／３２ ｒａｄ，阻带最小衰

频特性如图１所示。

减口，＝６０ ｄＢ的低通滤波器。

表３代入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

首先，根据所给阻带最小衰减值确定过渡带频

１＇Ｉ

丁２

口。（ｄＢ）

口Ｊ（ｄＢ）

０．５９

Ｏ．１１

４．２５

６８．５３

其次，由于已给定过渡带宽度么Ｂ。则根据式

０．６０

Ｏ．１ｌ

４．１０

６２．１０

（１）计算出所需频率采样点个数Ｎ，为确保所设计

Ｏ．５８

０．１ｌ

４．４１

６２．１４

滤波器冲激响应具有正对称特性，应使Ｎ为奇数，

０．５９

０．１０

４．２３

６０．２０

计算得到实际Ｎ值为１９３。关键程序语句如下：

Ｏ．５９

０．１ ２

４．２７

６１．０８

率采样值个数为Ｍ＝２。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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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用频率采样法可以设计任意频率响应特性的
０

ｊ

Ｚ＝ｏ．５９

孕Ｏ．１ｌ

∞
口

掣
聋
暴
馨Ａｓ

Ｏ

Ｍ…㈣
频率（ＰＩ）

图１

Ｔ。＝Ｏ．５９。丁２一Ｏ．１１，口，＝６８．５３ｄＢ时的幅频特性

由表３计算结果可见，在口，相近的情况下，采

数字滤波器。我们针对该方法的设计特性，对其设
计过程进行了总结并论述了特定参数的设计范围，
并在ＭＡＴＬＡＢ环境下，完成了一个ＦＩＲ滤波器设
计与仿真过程。仿真结果表明适当选取过渡带采样
点的采样值，能在频率采样点个数Ｎ、过渡带频率
采样点个数Ｍ一定的情况下得到阻带最小衰减口，
的最大值。
参考文献：

［１］

［２］丁玉美、阔永红．数字信号处理：原理、实现及应用
［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

设计滤波器的幅频特性的影响表现一致，即适当选

Ｍａｒｔｉｎ Ｍ Ａ．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ｌ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Ｒｅｐｔ。１９６２：６２一ＳＤ４８４．

［４］

Ｈａｒｒｉｓ ｓ Ｐ。Ｉｆｅａｃｈｏｒ Ｅ Ｃ．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ｙ

口，的最大值。
而对于设计过程第Ⅲ步中对滤波器冲激响应的

［５］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ｃ．Ｉｆｅａｃｈｏｒ。Ｂａｒ“ｅ

ｗ Ｊｅｒｖｉｓ．数字信号处

理实践方法［Ｍ］．第２版．罗鹏飞，等译．北京：电子工
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

ｃｒｏｃｈｉｅｒｅ Ｒ Ｅ，Ｒａｂｉｎｅｒ Ｌ 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ｍ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Ｉ ｓｉｇｎａｌｓ－ａ ｔｕｔｏｒｉａＩ

量Ｈ具体指定了由Ｆ指定的频率点的期望的幅度响

ｒｅｖｉｅｗ［Ｊ］．Ｐｒｏｃ

ＩＥＥＥ，

１９８１．６９（３）：３００一３１．

应。该函数的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照文献［６］。
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１９９８，４６（１２）：３３０４—１４．

陈怀琛．数字信号处理教程：ＭＡＴＬＡＢ释义与实现
［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

ｈｎ＝ｆｉｒ２（Ｎ一１，Ｆ，Ｈ）

矢量Ｆ指定范围在Ｏ和１之间的归一化频率点，矢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ｆｉｌｔｅｒｓ ｂｙ ｈｙｂｒｉ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Ｊ］．Ｓｉｇｎａｌ

计算，即计算．｝ｌ（雅），除采用ＩＤＦＴ外，也可采用ｆｉｒ２
函数进行计算，其程序语句为：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Ｄｉｖ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 Ｔｅｃｈ ｌｎｆｏｒ—

取Ｔ。、Ｔ。值，则能在频率采样点个数Ｎ、过渡带频
率采样点个数Ｍ一定的情况下得到阻带最小衰减

ｔｏ

ｔｅｒｓ［Ｊ］．Ａｕｄｉｏ 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１９７０，１８：８３—１０６．

的阻带最小衰减，而在Ｔ。＝０．５９，Ｔ：一０．１１时阻带
中叙述的频率采样法过渡带采样参数Ｔ－、Ｔ２对所

Ｂ，ＭｃＧｏｎｅｇａｌ ｃ Ａ．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ｒ ｎｏｎ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ｌ—

用不同的过渡带频率采样值，都能达到６０ｄＢ以上
最小衰减达到最大绝对值口，＝６８．５３ｄＢ，与文献［１］

Ｒａｂｉｎｅｒ Ｌ Ｒ，Ｇｏｌｄ

（责任编辑：邓大玉）

结束语
频率采样法是一种有效的ＦＩＲ滤波器设计方

（上接第６７页）
承载力特征值设计要求为１９０ｋＰａ。根据试验结果

及地下水埋深较浅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可知，ＣＦＧ桩复合地基承载力达到了设计要求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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