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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关于制订本科课程教学大纲的有关规定

教学大纲是课程教学工作的必备文件，为保障课程教学质量，根

据学校相关文件，学院制定本规定以规范本科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工

作。

1. 教学大纲要贯彻立德树人指导思想，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课

程目标，服从课程结构及教学安排的整体需要。

2. 每门课程均应制定教学大纲，每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应当

严格执行教学大纲。

3. 大纲可参照国家教委提出的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依据学校制

（修）订教学大纲的原则规定，由课程负责人编写，经系主任审核，

交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批准后施行。若培养方案中对课程进行了调整

变动，应在开课前 1 个月及时完成修订和审批。

4. 教学大纲的内容应包括课程基本信息、课程的性质与作用、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与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关系、课程知识点图

谱、课程教学内容与安排、课程教学方法、课程目标的考核与评价、

教材与参考资料。（参见模板）



5. 教学大纲中的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不得轻易变动，如需变动，

须提出申请，报系主任审核批准，并由教学副院长批准备案后方可执

行。

其他未尽事宜，由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2021 年 3月 29 日

主题词： 本科，教学大纲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办公室 2021年 3月 31日印发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数字信号处理
课程性质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学科基础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实践教学英文名称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学 分 3 总学时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执行学期 5 52 44 0 8 0

考核方式 平时成绩 30% ，期末考试 70 %

适用专业 信息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信号与系统

开课单位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系

二、课程的性质与作用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是信息工程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学习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分析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使学生系统了解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原

理和方法，在离散信号与系统、离散傅立叶变换（DFT）及其快速算法（FFT）
和数字滤波器设计方法等方面具备较强的分析、设计能力，掌握用数字方法处理

确定性信号的原理、通用技术及一般方法，为进一步从事信号与信息处理方向的

学习和工作打下理论基础。

三、课程目标

☆1、能掌握数字信号处理相关的基本知识，包括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的时、频

域分析方法、信号抽样和重建的数学模型及概念、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基本概念及

信号谱分析方法、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基本原理、数字滤波器设计的基本方法、

多速率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

☆2、能运用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原理思考、识别和判断复杂工程问题中涉及信

号时、频域分析和数字滤波器设计的关键环节、步骤和参数。

☆3、能基于数字信号处理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复杂的信号处理工程问题进行有效

分解，正确分析和描述研究对象的特性。

☆4、能认识到在复杂工程问题中，涉及到信号处理领域的分析与设计存在多种

可选方案，能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适合的解决方案。



☆5、能运用信号处理的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分析信号时、频域分析过程

及数字滤波器设计中的影响因素，并获得有效结论。

☆6、能掌握满足复杂工程问题需求的离散时间系统的基本设计方法与技术，了

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对比分析不同设计方案。

☆7、能理解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具备科学精神和工程师的基本素养，具备科

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四、课程目标与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关系

表 4-1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工程知识
☆1.3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

分析信息与通信领域的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1

2、问题分析

☆2.1 能运用相关科学原理思考问题，识别和判断

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步骤和参数。
☆课程目标 2

☆2.2 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对复杂

的信息处理流程进行有效分解，正确表达复杂工程

问题，分析掌握工程对象特性。

☆课程目标 3

☆2.3 能认识到解决复杂信息与通信工程问题有多

种方案可选择，可对不同方案进行分析和理解。
☆课程目标 4

☆2.4 能运用信息与通信领域基本原理，借助文献

研究，分析实现过程的影响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 5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3.1 掌握信息与通信领域工程设计和系统设计的

基本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

各种因素。

☆课程目标 6

8、职业规范

8.1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中国国情，具

备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理解应担负的社会责任，具

有独立思辨能力；
☆课程目标 7

8.2理解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诚实守信，具备社

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

注：☆表示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的重点课程目标，可纳入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



五、课程知识点图谱

六、课程教学内容与安排

表 6-1 课程教学内容与安排

章标题 主要教学内容
推荐

学时

课程

目标
教学方法

第 0章
绪论

§0.1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概念、数字信号处理的学科概貌、

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实现方法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基于数

字信号处理方法的工程实际案例展示。

本节课程思政要点：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理想塑造。

2 7、6

■课堂讲授 □讨论

■案例教学 ■演示实验

□自主学习 □实践探究

□课堂报告 □其他：

第 1章
离散时间

信号与

系统

§1.1离散时间信号：掌握序列的表示方法、典型序列，序

列的基本运算，序列周期性的判断。

本节课程思政要点：价值取向、诚信尽责。

2 7、1

■课堂讲授 ■讨论

■案例教学 ■演示实验

■自主学习 ■实践探究

□课堂报告 □其他：

★§1.2 离散时间系统：离散时间系统的线性移不变(LSI)
性质、一般系统的因果性及稳定性的概念及判断方法，LSI
系统因果性及稳定性的判断方法，线性卷积求解 LSI系统输

出的方法，线性相关的运算方法及应用。

2 1、2
3

§1.3 线性常系数差分方程：线性常系数差分方程的基本概

念，求解线性常系数差分方程的一般方法。
1 1、2

★△§1.4 连续时间信号的抽样：时域采样定理的基本概

念、时域采样信号的理想恢复、模拟信号的数字处理方法，

实际采样与信号恢复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本节课程思政要点：工程素养、意志品格、理想塑造。

2
7、1
2~5
6

第 2章
z变换及

§2.1 z变换的基本概念：z变换及其收敛域的基本概念，四

种典型序列的 z变换收敛域，z反变换的求解方法，z变换

的常用性质。

2 1、3
■课堂讲授 ■讨论

■案例教学 ■演示实验

■自主学习 ■实践探究



章标题 主要教学内容
推荐

学时

课程

目标
教学方法

LSI系统

频域分析

□课堂报告 □其他：§2.2 离散时间信号的傅里叶变换：序列傅里叶变换的由来

及其与 z变换的关系、序列傅里叶变换的基本性质。
1 1

★§2.3 系统函数及其与系统性质的关系：系统因果性、稳

定性的 z域判断方法。
1 1、3

★§2.4 系统的频率响应：系统的幅频响应和相频响应的基

本概念，基于频域分析方法求解 LSI系统输出的方法。
2 1、2

3
§2.5 系统频率响应的几何确定法：基于系统零极点位置应

用几何法粗略判断系统频率响应及其滤波特性的方法。

本节课程思政要点：价值取向、意志品格

1 7、1
2、3

△§2.6特殊滤波器的设计：简单一阶滤波器设计、数字谐

振器设计、数字陷波器设计、全通滤波器设计及最小相位滤

波器设计。

本节课程思政要点：科学思维、工程素养

2
7、1
2~5
6

第 3章
离散

傅里叶

变换
(DFT)

§3.1、傅里叶变换之美：理解傅里叶变换的由来及意义，

描述傅里叶级数、傅里叶变换、离散时间信号傅里叶变换的

基本概念与关系。

本节课程思政要点：科学思维、意志品格、理想塑造

1.5 7、1

■课堂讲授 ■讨论

■案例教学 ■演示实验

■自主学习 ■实践探究

□课堂报告 □其他：

§3.2 离散傅立叶级数(DFS)及其性质：理解离散傅里叶级

数(DFS)的由来，描述 DFS 的基本概念。掌握 DFS的线性

性质、时域及频域移位性质、周期卷积性质，运用 DFS的

性质进行问题分析。

0.5 1、2
3

★§3.3 离散傅立叶变换及其性质：理解离散傅里叶变换

(DFT)的由来及其与 DFS的关系，描述 DFT的基本概念，

理解 DFT隐含的周期性。掌握并运用 DFT的性质分析解决

问题。

1 1、2
3

△§3.4 用离散傅立叶变换实现线性卷积：掌握应用 DFT
求解线性卷积的方法。理解和运用重叠相加法及重叠保留法

求解 LSI系统输出的方法。

1.5 1
2~5

§3.5 频域采样定理：理解频域采样定理的基本概念，掌握

应用频域抽样结果恢复系统函数和系统频率响应的方法，理

解内插函数的含义，并运用其概念分析问题。

1.5
1

2、3

★§3.6 模拟信号的频谱分析：掌握模拟信号的谱分析方

法。理解信号谱分析中常见的频域混叠、频谱泄漏以及栅栏

效应产生的原因及缓解措施，并运用谱分析基本原理进行问

题分析、形成合理的解决方案。

本节课程思政要点：科学思维、逻辑思辨、工程素养

2
7、1
2~5
6

第 4章
快速

傅里叶

变换
(FFT)

§4.1 直接计算 DFT的问题及改进途径：直接计算 DFT的需

要的运算成本、提高 DFT运算效率的思路。
1 1、2

■课堂讲授 ■讨论

■案例教学 ■演示实验

■自主学习 ■实践探究

□课堂报告 □其他：

★§4.2 按时间抽取的基 2-FFT 算法：基于时间抽取的基

2-FFT快速算法原理、基于时间抽取的基 2-FFT快速算法的

编程方法。

1 1、2
3

§4.3 按频率抽取的基 2-FFT算法：基于频率抽取的基 2-FFT
快速算法原理，与基于时间抽取的基 2-FFT快速算法的比较

分析。

0.5 1
2~4

§4.4 快速傅里叶反变换的实现方法：一般快速傅里叶反变

换的实现方法、采用 FFT计算 IFFT的方法。
0.5 1

2~4

△§4.5 进一步减少运算量的措施：通过多类蝶形单元运算

减少运算量、实序列的 FFT算法；CZT算法。

本节课程思政要点：工程素养、创新意识

1
7、1
2~5
6



章标题 主要教学内容
推荐

学时

课程

目标
教学方法

第 5章
数字

滤波器

结构

§5.1 数字滤波器概述：数字滤波器的基本概念，研究滤波

器结构的意义。

本节课程思政要点：社会责任、诚信尽责

0.5 7、1

■课堂讲授 ■讨论

■案例教学 ■演示实验

■自主学习 □实践探究

□课堂报告 □其他：

★§5.2 IIR数字滤波器结构：直接 I型及直接 II型结构、级

联型结构及其应用、并联型、转置型结构及其应用。
1 1

2~5

★§5.3 FIR数字滤波器结构：直接型与级联型结构、频域采

样型结构、快速卷积型、线性相位型结构。
1 1

2~5

§5.4 数字信号处理的量化效应 0.5 1、2

第 6章
IIR数字

滤波器

设计

§6.1 数字滤波器设计方法概述：数字滤波器的功能及分类、

数字滤波器的基本设计指标及设计方法概述。

本节课程思政要点：家国情怀、价值取向、意志品格、理想

塑造

1 7、1
2、3

■课堂讲授 ■讨论

■案例教学 ■演示实验

■自主学习 ■实践探究

□课堂报告 □其他：

△§6.2 模拟滤波器的设计：模拟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的设

计方法、模拟滤波器的频带转换方法、模拟高通、带通、带

阻滤波器的设计方法。

2 1、2
3、6

★§6.3 脉冲响应不变法：脉冲响应不变法的基本原理、脉

冲响应不变法的特点及设计注意事项。
1

1
2~5
6

★§6.4 双线性变换法：双线性变换法的设计原理、双线性

变换法的特点及设计注意事项。
1

1
2~5
6

第 7章
FIR数字

滤波器

设计

★△§7.1 线性相位 FIR数字滤波器的条件和特点：线性相位

FIR滤波器的单位脉冲响应的对称特性、幅度响应的特点、

以及线性相位 FIR滤波器系统函数零极点的特点。

1.5 1
2、3

■课堂讲授 ■讨论

■案例教学 ■演示实验

■自主学习 ■实践探究

□课堂报告 □其他：

§7.2 利用窗函数法设计 FIR滤波器：窗函数设计法的基本

方法、窗函数设计法的实现步骤与应用。
1

1
2~5
6

§7.3 利用频域采样法设计 FIR 滤波器：频域采样设计法的

基本方法和设计步骤、频域采样设计法的注意事项。
1

1
2~5
6

§7.4 利用等波纹逼近法设计 FIR 滤波器：等波纹最优设计

法的基本思想及其应用。

本节课程思政要点：科学思维、创新意识

0.5
7、1
4、5
6

第 8章
多抽样率

数字信号

处理方法

★§8.1 信号的整数倍抽取：信号的整数倍抽取的基本概念，

应用抽取滤波器(抗混叠滤波器)实现信号的整数倍抽取。
1 1

2、3

■课堂讲授 ■讨论

■案例教学 ■演示实验

■自主学习 □实践探究

□课堂报告 □其他：

★§8.2 信号的整数倍内插：信号的整数倍内插的基本概念，

应用内插滤波器(抗影像滤波器)实现信号的整数倍内插。
0.5 1

2、3

§8.3 信号的任意有理数倍采样率变换及应用：单级采样频

率变换、多级采样频率变换；采样率变换在语音系统中的应

用、时分复用及频分复用。

本节课程思政要点：工程素养、创新意识

0.5
7、1
4、5
6

注：★表示重点内容，△表示难点内容。

七、实验教学内容与安排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实验环节通过上机编程实践，让学生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离散时

间信号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离散傅立叶变换和信号的频谱分析方法、以及 IIR数



字滤波器和 F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方法，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数字信号处理的核心

内容，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表 7-1 实验教学内容与安排

序

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实

验

类

型

实

验

时

数

每

组

人

数

课

程

目

标

仪器及总

配套数

选做/
必做

教学方法

1 离散时间信号

与系统

掌握应用 MATLAB 表示和分析离散

时间信号与系统的方法。能设计满足

简单滤波要求的离散时间系统，并进

行分析。

A 1 1 4~6 计算机

105台 必做
■讨论

■自主学习

■实践探究

2 离散傅立叶变

换与分析

掌握应用离散傅立叶变换分析信号频

谱的方法。应用不同方法求解 LSI 系
统输出，并对比分析实验结果。

A 1 1 4~6 计算机

105台 必做
■讨论

■自主学习

■实践探究

3 IIR数字滤波器

设计

用MATLAB设计和实现 IIR数字滤波

器，比较分析不同类型 IIR 滤波器的

性能。
B 1 1 4~6 计算机

105台 必做
■讨论

■自主学习

■实践探究

4 FIR数字滤波

器设计

用MATLAB设计和实现 IIR和 FIR数

字滤波器，比较分析不同类型 IIR 滤

波器和 FIR滤波器的性能。
B 1 1 4~6 计算机

105台 必做
■讨论

■自主学习

■实践探究

5 钢琴乐音识别

技术研究

采用信号处理的时频域分析技术，在

提供乐谱的情况下对钢琴乐音进行音

符分段及识别，分析钢琴乐音中的错

音及漏音，并对钢琴乐音的节奏进行

评估。

C 4 1 4~6 计算机

105台 必做
■讨论

■自主学习

■实践探究

实验指导书 MATLAB 数字信号处理讲义

实验地点 信息技术实验教学中心机房

注：实验类型分三类：基础规范型（A）、综合设计型（B）、研究探索型（C）。

八、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在教学方法上，将课堂讲授与讨论、案例教学、演示实验、自主练习和实

践探究等有机结合，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将课内课外教学有

机结合，营造多维学习环境，重基础、强实践，培养理论知识扎实、能力素质全

面发展的学生。

1、课堂讲授与讨论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知识点基本以课堂讲授为主，在讲解基本知识点的基础上，关

注课程重点难点内容的讲授，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对问题展开思考和

讨论，使学生在掌握课程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的同时，能够融会贯通，从数学概

念、物理概念及工程概念出发分析和解决信号处理领域的相关问题，提高学生的

学习理解能力。



2、演示实验与案例教学

将数字信号处理相关的科研成果和前沿技术融入课程内容中，从工程设计背景出

发，以实际案例启发学生进行思考并展开分析与讨论。通过信号分析与处理的演

示实验或工程实际案例的讲解，使学生在掌握课程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同时，理解

课程知识在工程中的实际应用，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

3、自主学习

课外自主学习主要包括课后作业、实验题、实践案例研究等几个方面。课后作业

主要侧重于巩固学生对基础知识与方法的掌握，要求学生在课后通过自主学习独

立完成作业。在实验环节中要求学生自主查阅文献资料、选择合理的设计方案、

分析实验数据并得出结论。此外，鼓励学生利用网络视频资料，自主学习数字信

号处理相关领域的知识。

4、实践探究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设置实验环节，实验内容涉及课程主要知识点，分为基础规范

型、综合设计型、以及研究探索型实验。研究探索型实验鼓励学生在课程实验过

程中进行小组讨论，一同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在课程讲授的过程中引入实际工

程案例，鼓励学生针对数字信号处理领域工程实际问题进行自主研究并展开讨论。

九、课程目标的考核与评价

课程的考核围绕课程重要课程目标展开，课程的成绩评定方法为：

课程总成绩 ＝ 期末成绩×70%＋平时成绩×30%
其中，平时成绩包括线上作业、课后作业、阶段测试的完成情况、课程实验完成

情况等。

表 9-1 课程目标考核环节与权重分配表

课程目标

考核环节与权重分配

总成绩

(100分)

平时成绩 (100分，占总成绩 30%) 期末成绩

(100分，占总成绩 70%)

线

上

作

业

课

后

作

业

阶

段

测

试

基

础

类

型

实

验

综

合

设

计

实

验

研

究

探

索

实

验

问

卷

调

研

卷面

考核
(简答

题)

卷面

考核
(分析

题)

卷面

考核
(设计

题)

课程目标 1：能掌握数字信号处

理相关的基本知识，包括离散时

间信号与系统的时、频域分析方

法、信号抽样和重建的数学模型

及概念、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基本

10 10 6



课程目标

考核环节与权重分配

总成绩

(100分)

平时成绩 (100分，占总成绩 30%) 期末成绩

(100分，占总成绩 70%)

线

上

作

业

课

后

作

业

阶

段

测

试

基

础

类

型

实

验

综

合

设

计

实

验

研

究

探

索

实

验

问

卷

调

研

卷面

考核
(简答

题)

卷面

考核
(分析

题)

卷面

考核
(设计

题)

概念及信号谱分析方法、快速傅

里叶变换算法基本原理、数字滤

波器设计的基本方法、多速率系

统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

课程目标 2：能运用数字信号处

理的基本原理思考、识别和判断

复杂工程问题中涉及信号时、频

域分析和数字滤波器设计的关

键环节、步骤和参数。

10 40 31

课程目标 3：能基于数字信号处

理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复杂的信

号处理工程问题进行有效分解，

正确分析和描述研究对象的特

性。

20 30 27

课程目标 4：能认识到在复杂工

程问题中，涉及到信号处理领域

的分析与设计存在多种可选方

案，能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适合的解决方案。

30 21

课程目标 5：能运用信号处理的

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分析

信号时、频域分析过程及数字滤

波器设计中的影响因素，并获得

有效结论。

20 6

课程目标 6：能掌握满足复杂工

程问题需求的离散时间系统的

基本设计方法与技术，了解影响

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

素，对比分析不同设计方案。

20 6

课程目标 7：能理解工程职业道

德和规范，具备科学精神和工程

师的基本素养，具备科技报国的

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10 3

表 9-2 课程目标的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的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良好(75%-89%) 合格(60%-74%) 不合格(<60%)

课程目标 1

能运用所学数字信号处

理的知识准确回答作业

及测试中的问题，思路清

晰，回答正确率高。

能运用所学数字信号处

理的知识回答作业及测

试中的问题，思路比较清

晰，答题正确率较高。

能运用所学数字信号处

理的知识基本回答作业

及测试中的部分问题，具

备一定的答题思路，答题

不能运用所学数字信号

处理的知识回答作业及

测试中的问题，答题思路

混乱，答题正确率低。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的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良好(75%-89%) 合格(60%-74%) 不合格(<60%)

正确率一般。

课程目标 2

能深入分析和回答涉及

信号时频域分析及数字

滤波器设计的关键环节

设计方法、步骤及参数选

择等方面的问题，思路清

晰，答题正确率高。

能合理分析和回答涉及

信号时频域分析及数字

滤波器设计的关键环节

设计方法、步骤及参数选

择等方面的问题，思路较

清晰，答题正确率较高。

能对涉及信号时频域分

析及数字滤波器设计的

关键环节设计方法、步骤

及参数选择等方面的问

题进行基本分析和回答，

具备一定的答题思路，答

题正确率一般。

不能分析和回答涉及信

号时频域分析及数字滤

波器设计的关键环节设

计方法、步骤及参数选择

等方面的问题，答题思路

混乱，答题正确率低。

课程目标 3

能应用信号处理基本方

法和原理对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深入分析，能正确

描述研究对象的时频域

特性，思路清晰，答题正

确率高。

能应用信号处理基本方

法和原理对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合理分析，能较好

地描述研究对象的时频

域特性，思路较清晰，答

题正确率较高。

能应用信号处理基本方

法和原理对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基本分析，并对研

究对象的时频域特性进

行基本描述，具备一定的

答题思路，答题正确率一

般。

不能应用信号处理基本

方法和原理对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基本分析和描

述研究对象的时频域特

性，答题思路混乱，答题

正确率低。

课程目标 4

能认识到涉及信号处理

时频域分析及滤波器设

计方面的复杂工程问题

存在着多种可选方案，针

对具体问题能提出完整

且合理的设计方案，思路

清晰，答题正确率高。

能认识到涉及信号处理

时频域分析及滤波器设

计方面的复杂工程问题

存在着多种可选方案，针

对具体问题能提出合理

的设计方案，思路较清

晰，答题正确率较高。

能认识到涉及信号处理

时频域分析及滤波器设

计方面的复杂工程问题

存在着多种可选方案，针

对具体问题能提出基本

合理的设计方案，具备一

定的答题思路，答题正确

率一般。

对涉及信号处理时频域

分析及滤波器设计方面

的复杂工程问题存在着

多种可选方案的认识度

低，针对具体问题不能提

出合理的设计方案，思路

混乱，答题正确率低。

课程目标 5

能应用信号处理基本原

理并借助文献研究，对基

本设计类型的实验题进

行信号时、频域特征提取

及数字滤波器设计相关

问题的深入分析。分析过

程思路清晰，实验方法合

理，结论正确。

能较好地应用信号处理

基本原理并借助文献研

究，对基本设计类型的实

验题进行信号时、频域特

征提取及数字滤波器设

计相关问题的合理分析。

分析过程思路较清晰，实

验方法合理，能得出有效

结论。

能应用信号处理基本原

理并借助文献研究，对基

本设计类型的实验题进

行信号时、频域特征提取

及数字滤波器设计相关

问题的基本分析。具备一

定的分析思路，实验方法

基本合理，能根据实验结

果得出结论。

不能应用信号处理基本

原理或借助文献研究，对

基本设计类型的实验题

进行信号时、频域特征提

取及数字滤波器设计相

关问题的分析，或分析思

路混乱，实验方法不合

理，实验结果及结论错

误。

课程目标 6

能掌握满足复杂工程问

题需求的离散时间系统

的基本设计方法与技术，

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

术方案的各种因素，针对

综合探究类型的实验题

进行方案设计与实验，能

优化设计方案，深入对比

分析不同设计方案的结

果，并获得正确结论。

能掌握满足复杂工程问

题需求的离散时间系统

的基本设计方法与技术，

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

术方案的各种因素，针对

综合探究类型的实验题

进行方案设计与实验，设

计方案合理且具备可行

性，能对比分析不同设计

方案的结果，并获得有效

结论。

能基本掌握满足复杂工

程问题需求的离散时间

系统的基本设计方法与

技术，基本了解影响设计

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

因素，针对综合探究类型

的实验题进行方案设计

与实验，设计方案具有合

理性，能对比分析不同设

计方案的结果，并获得结

论。

未能掌握满足复杂工程

问题需求的离散时间系

统的基本设计方法与技

术，对影响设计目标和技

术方案的各种因素不够

了解，针对综合探究类型

的实验题无法进行方案

设计与实验，或者设计方

案的合理性差，实验结果

及结论错误。

课程目标 7

合格(100%) 不合格(0%)
能理解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具备科学精神和工程

师的基本素养，具备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

当。

不理解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的内涵，缺乏科学精神

与工程师的基本素养，缺乏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

使命担当。

十、教材与参考资料

推荐教材：

[1] 高西全等.《数字信号处理》（第四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

参考教材：

[1] Alan V. Oppenheim. Ronald W. Schafer. 黄建国等译.《离散时间信号处理》(第三版). 电子



工业出版社. 2015.

[2] 程佩青.《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四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3] 胡广书. 《数字信号处理—理论、算法与实现》(第三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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