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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xKalman 算法的有源控制器
设计与实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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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对于有源噪声控制算法的性能越来越重视。与基于维纳滤波原理的最小均方滤波(Filtered-x Least Mean
Square，FxLMS)、最小二乘滤波(Filtered-x Recursive Least Square，FxRLS)算法相比较，基于卡尔曼滤波的有源控制
算法(Filtered-x Kalman，FxKalman)具有较快的收敛速度和良好的跟踪性能，且对带宽噪声有较好的降噪性能。设计、
仿真运行了 FxKalman 算法的有源控制器，并针对单频、窄带和宽带信号，在实验室封闭空间对 FxKalman 算法、FxLMS
算法和 FxRLS 算法进行有源控制器验证性实验比较，证实了 FxKalman 有源控制器具有上述优点。而如果初级噪声
为单频信号且对算法收敛速度要求不高，FxLMS 算法是最经济稳妥的选择。当需要控制带宽噪声或对算法收敛速度
要求较高时，FxKalman 算法则为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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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xKalman based
active noise 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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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 Applied Acoustics Research Institute, Hangzhou 310012,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ers pay more atten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active noise control (ANC) algorithms. Compared with the FxLMS and FxRLS algorithms, the Kalman filtering algorithm enjoys a faster convergence
speed, a better tracking performance and a better noise reduction capability for broadband noise. In this paper, the
FxKalman active controller is designed and simulated, and for single-frequency, narrowband and broadband signals,
the active noise control performances of FxKalman algorithm, FxLMS algorithm and FxRLS algorithm are compared
in the enclosed-space of the laboratory. Finally, the above-mentioned advantages of FxKalman active controller are
proved. However, in the case that the primary noise is a single-frequency signal and the demand for convergence rate of
the algorithm is not high, the FxLMS algorithm is the most economical and secure. The FxKalman algorithm is the best
choice for broadband noise control or for high convergence speed demand.
Key words: active noise control; Kalman filtering; average noise reduction value; performance cost ratio

0 引 言

随着中国经济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噪声
污染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环境问题。有源噪声
控制是根据声波的相消性干涉原理，初级声源发出
期望信号，次级声源通过生成一个与初级源幅度相
等、相位相反的辐射声波，对期望信号进行抵消，
从而达到降低噪声的目的，其消声原理如图 1 所示。
1981 年，J. C. Burgress 首次将自适应滤波理论应

用于有源噪声控制系统，提出了著名的最小均方滤
波(Filtered-x Least Mean Square，FxLMS)算法。Kuo
和 Morgan 在其专著中介绍了基于 RLS 的最小二
乘滤波(Filtered-x Recursive Least Square，FxRLS)
算法。从 80 年代起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清华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及南京大学也
开展了有源噪声控制的研究 ，但还没有利用卡尔
曼滤波算法进行有源控制的实例。由于卡尔曼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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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有源噪声控制中声波抵消示意图

1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ound cancellation in active nois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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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中存在大量矩阵相乘以及求逆的过程，因此该
算法的运算量较高。本文主要研究利用卡尔曼滤波
算法实现封闭空间有源噪声控制器的设计，并通过
相关实验将该算法与 FxLMS 算法、FxRLS 算法进
行比较，完成了基于卡尔曼滤波(Filtered-x Kalman，
FxKalman)算法的有源控制器设计与实现研究。
1 卡尔曼滤波算法

在控制领域，科学家早已经发现了一种随着系
统状态变化而对步长进行相应调节的算法——卡
尔曼滤波算法 ，该算法的核心内容是进行系统的
状态估计。在最小均方误差准则以及最小干扰原理
的共同作用下，卡尔曼滤波算法约束并优化问题。
也就是说，自适应卡尔曼滤波器权系数的迭代是按
照最小方式进行变动的。虽然最小均方算法 LMS
(Least Mean Square ， LMS) 和最小二乘 RLS (Recursive Least Squares，RLS)算法是基于维纳滤波原
理的，但它们仍与卡尔曼滤波算法存在着不小的关
联：利用最小二乘法求目标函数的最小范数值是
LMS 算法的核心思想，以这一思想为基础也建立了
LMS 算法和 RLS 算法之间重要的数学联系；此外
RLS 算法可以看作卡尔曼滤波算法的特例。
卡尔曼滤波器是由其发明者匈牙利数学家卡
尔曼提出的。该算法是建立在线性最小方差估计原
理上，与之前所研究的基于维纳滤波器的 FxLMS
算法和 FxRLS 算法有所不同，卡尔曼滤波算法引入
了系统的状态空间模型以及状态变量等概念，因此
有着更为广阔的应用环境，特别是在非平稳环境
下，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性能要远优于基于维纳滤波
的算法。状态空间可以理解为两方面：其一是指状
态空间矩阵与输入的关系，其二是状态矩阵对输出
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其算法思想是在得到系统的输
入以及输出所需的相关估计值之后，对参数进行反
复的估计与修正，从而获得最优的结果。其特点是
：可进行算法递推、能够适用于非平稳过程，适
用于连续型算法和离散型算法。
基本的卡尔曼滤波算法已很成熟。这里给出卡
尔曼滤波的时间更新方程以及状态更新方程。
(1) 时间更新方程如下：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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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 =( I − KkC ) Pk

年

(5)

其中： xˆ 为 N*1 维状态向量 x 的最优估计； xˆ 为
x 的先验估计；u 为控制函数；A、B、C、D 是 N×N
维状态转移矩阵； Q 和 Q 为过程噪声向量和测量
噪声向量的方差； K 为卡尔曼增益； P 为先验估
计误差协方差矩阵； P 为后验误差的协方差矩阵。
下面将基本的卡尔曼滤波算法应用于有源噪
声控制系统中，推导出 FxKalman。
一个典型的有源噪声控制系统结构 如图 2 所
示。其中 P(z) 为初级通路，而 W (z) 和 S(z) 分别表
示有源系统的控制器和次级通路；x(n) 是通过参考
传感器得到的参考信号； y(n) 是通过控制器后所得
的控制信号；d (n) 为参考信号经过初级通路后所得
的期望信号； v(n) 是附加的噪声信号； e(n) 是由误
差传感器所得的误差信号。而有源噪声控制系统的
控制器 W (z) (式(6))和次级通路 S(z) (式(7))分别是
长度为 L 和 M 的 FIR 型横向滤波器。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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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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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有源控制系统框图

2
Fig.2 Block diagram of active control system

，
(6)
，
(7)
自适应有源噪声控制问题可以描述为：利用自
适应算法寻找自适应滤波器最优的权系数 W ，当
控制器系数 W (z) 为最优时，控制器输出可以驱动
次级声源产生信号 y(n) ，经次级通路传递后所得使
次级声源信号与期望信号 d (n) 和附加噪声 v(n) 之
和相抵消。这表明将最佳自适应控制器 W (z) 和次
级通道 S(z) 进行级联可以近似地接近初级通路
P ( z) ，即 P ( z)=W ( z)S( z) ，所以有源控制的框图可
以转变为如图 3 所示。
W ( z) =[w0 w1 ⋯wL−1]
S( z) = [s 0 s1 ⋯ sM −1]

o

o

o

o

[6]

xˆk = Axˆk -1 + Buk -1
T

Pk = APk -1 A + Q1

(2)

状态更新方程如下：

(1)

(2)

图 有源控制系统等价框图

3
Fig.3 Equivalent diagram of active control system

因此要做的就是根据 e(n) 来估计 W 。假设初
级通路和次级通路保持不变，将 W 作为系统状态，
建立系统状态方程 ：
*

*

[8]

Kk = Pk C T (CPk C T + Q2 )-1

(3)

xˆk = xˆk + Kk ( yk − Cxˆk − Duk )

(4)

W * (n +1)=W * (n)

*
e(n)= U (n)W (n)+ SY (n)+ v(n)

(8)

第5期

梁清等：基于 FxKalman 算法的有源控制器设计与实现研究

其中，U(n) 是长度为 L 的滤波信号，而 y(n) 是长度
为 M 的控制信号：
U (n)=[u(n),u(n −1),⋯ ,u(n − L+1)]

u(n)= SX (n)

(9)
(10)

通过上述推导得到了在有源噪声控制系统中
的卡尔曼滤波状态方程。表 1 总结了 FxKalman 算
法的流程。
表

算法
输入
时间
更新
状态
更新

算法流程

1 FxKalman
Table 1 Procedure FxKalman algorithm

e(n)
X ( n ) = [ x 0 , x1 L x L −1 ]

W (n ) =W (n −1)
P(n ) = P(n −1)
T

T

−1

K (n) = P (n )U (n)[U (n) P (n )U (n) +Q2 ]

W (n) =W (n ) + K (n)[e(n) −U (n)W (n ) − SY (n)]
P (n) =[ I − K (n)U (n)]P (n )

2 实验系统简介

通过编写基于 Simulink 的自适应有源噪声算法
程序和次级通路离线建模程序，通过使用实时系统
完成了自适应控制器的实现，并在封闭空间内完成
了实验，将 FxLMS、FxRLS 与 FxKalman 算法进行
对比。
实验系统利用个人计算机作为上位机，利用
Matlab 中的 Simulink 工具箱搭建了三种算法模块，
并利用 Xpc Target 将搭建好的模块编译成 C 语言，
将代码传递给下位机。下位机有多通道的 AD 和 DA
端口，通过 AD 端口采集误差传感器所得的电压信
号输入到自适应算法模块中。自适应算法模块根据
误差信号和参考信号，利用算法自动调整滤波器权
系数，通过 DA 端口传递给次级声源使其工作。详
见 3.3 节中自适应控制器的实现原理。
具体仪器名称以及其用途如表 2 所示。
表 实验仪器及功能

2
Table 2 The experimental apparatus and their functions

仪器和设备名称
MPA201 传感器
JBL 扬声器
计算机

3 自适应控制器的实现

搭建三种算法模块
如上文所述，为了实现自适应控制器，第一步
要在 Simulink 中搭建三种算法模块并进行仿真以验
证搭建模块的正确性，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可以发
现，Simulink 自带的工具箱中只包含了最为基础的
LMS、RLS 等自适应模块，并没有 FxLMS、FxRLS
和 FxKalman 算法模块，而 Simulink 自身提供的算
法模块与在输入输出参数以及滤波器权系数的迭
代方法和本文所研究的三种算法有较大的差异，导
致在仿真和实际应用时不能使用已有模块来实现。
因此，本文尝试采用 S 函数构建三种算法模块。
S 函数按照所支持功能分类包括 Level 1 和
Level 2。如，编写简单数学算法用来仿真时，只需
要 M 语言编写的 Level 1 M S 函数；所编写的算法
需要传递多个输入输出端口且每个端口数据都是
多维(矩阵)时，需要使用 Level 2 M S 函数。综上所
述，对有源控制算法模块有以下几点考虑：
(1) 有源控制算法为典型的多输入多输出算
法，因此选择 Level-2 S 函数。
(2) Level-2 S 函数局域 Dwork 向量，可以将
Dwork 向量理解为 Simulink 中的缓存区，可以对初
始向量赋初值设定维度。在算法执行循环调用时，
可以利用这一向量存储算法中的输入输出向量以
及矩阵元素等，该缓存区的优点为能避免数据在循
环调用时被覆盖。
(3) 在编写完相应的算法模块后，需要编写该
算法的目标语言编译器(Target Language Compiler，
TLC)文档，TLC 文档也可称为目标语言编译文档，
利用该文档可以将搭建的模块编译生成目标 C 代
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目标代码下载到 micro-box
以供后续使用。
Level-2 S 函数使得使用用户能够用 Matlab 语
言来编写支持多输入/多输出端口的自定义模块，且
其提供了一系列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设置模块属性和定义各
个子方法，其中 Setup 和 Outputs 两个子方法是必
不可少的，通过对有源算法的分析，在建立三种模
块时用到了以下几种 API：
(1) Setup 函数体
实现对模块的初始化，构建三种算法模块过程
中，Setup 函数主要功能如下：
① 对模块的输入参数个数以及输出参数个数
3.1

Y (n)=[ y(n), y(n −1),⋯ , y(n − M +1)]T

T
 y(n)= −W (n) X (n)

用途
采集信号
作为初级声源和次级声源
数据记录、分析
根据外部输入信号自动调节自身
Micro-box200
传输特性以产生最佳输出信号驱
动次级声源工作
MC711 传声器供电器 为传声器提供 28 V 的稳压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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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规定：本文中有 3 个输入，分别为参考信号、
滤波信号和误差信号，2 个输出信号：控制信号和
自适应滤波器权系数；
② 对输入参数的维度、数据类型、复杂性以及
数据的采样频率进行设定，本模块中维度为 1，数
据类型为 double 类型，复杂度为实数，采样频率默
认为继承方式；
③ 对模块中的参数进行设置，在本文所使用的
三个模块中分别设置了 3 个不同的参数，它们为步
长、遗忘因子和干扰信号波动。
(2) CheckPrms 函数体
该模块是用来检验所输入的参数是否合法，因
为参数都有一定的取值范围，当参数超出给定的取
值范围时，系统就会报错。
(3) DoPostPropSetup 函数体
① 对于 FxLMS 算法建立 3 个 Dwork 向量，分
别为“X”变量(参考信号)、“ X ”变量(滤波信号)、
“W”(自适应滤波器系数)，设置变量的初始属性，
用于数据更新。
② 对于 FxRLS 和 Kalman 滤波算法建立 4 个
Dwork 向量，分别为“X”变量(参考信号迭代)、
“X ”
变量(滤波信号迭代)、“W”(权值迭代)、“P”(协方
差矩阵迭代)，设置变量的初始属性，用于数据更新。
(4) Start 函数体
将 Dwork 内的多个初始向量赋值为 0，将协方
差矩阵 P 赋值为单位矩阵。
(5) Outputs 函数体
根据三种算法的原理设计相应的程序，算法框
图如图 4 所示，通过计算得到控制信号和相应的自
r

2017

年

适应滤波器权系数，并将相应结果传递至输出端口。
3.2 对算法模块的验证
为了验证所编写模块的正确性，现将这三个模
块应用在有源噪声控制算例中进行仿真。初级信号
是频率为 100 Hz、幅值为 1 的单频噪声，初级通路
和次级通路均使用 FIR 滤波器进行模拟，自适应滤
波器的阶数为 32，可以通过点击模块设置模块的参
数，例如 FxLMS 算法中的步长、FxRLS 算法中的
遗忘因子等。
初级通路的传递函数为
[7]

p1( z) = z −5 − 0.3z −6 + 0.2z −7

(11)

hs ( z) = z −2 + 0.5z −3

(12)

次级通路的传递函数为

图 5 为利用 FxLMS 算法模块搭建的仿真模型，
相应的 FxRLS 和 FxKalman 算法的仿真模型也与之
相似，只需将其中的 FxLMS 模块换成相应的 FxRLS
模块和 FxKalman 模块即可。

r

图 三种算法的流程图

4
Fig.4 Flow chart of three kinds of algorithms

图 利用

搭建的算法模型

5
Simulink
Fig.5 Simulink based algorithm model

图 6(a)～6(c)是三种编写模块的仿真结果，通
过图 6 可知，对于单频信号三种算法的降噪性能相
似，而在收敛速度方面， FxKalman 算法略优于
FxLMS 算法和 FxRLS 算法。后面又对窄带及宽带
噪声的性能进行观察，验证三种算法模块的正确
性，为后面自适应控制器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a) FxLMS

算法

第5期

梁清等：基于 FxKalman 算法的有源控制器设计与实现研究

495

到相应的控制信号 y(n) ，通过 DA 端口将控制信号
输出以实现对次级声源的驱动，从而完成有源降噪。
4 现场实验

(b) FxRLS

算法

实验系统如图 8 所示，由 1 个初级声源、1 个
次级声源和 1 个误差传感器构成。将三者布放于同
一水平高度，初级声源距离误差传感器距离为 2 m，
次级声源距离误差传感器为 1 m，初级声源距离次
级声源为 1 m，自适应滤波器长度为 32，次级通路
(次级声源到误差传感器之间的通路)长度为 200。
实验分别对 100 Hz 单频噪声，中心频率为 200 Hz、
带宽为 50 Hz 的窄带噪声以及中心频率为 350 Hz、
带宽为 500 Hz 的宽带噪声进行研究，检验算法的
实际性能是否和仿真结果相一致。

(c) FxKalman 算法
图 6 三种算法所得的误差信号

Fig.6 The error signals of three kinds of algorithms

自适应控制器的实现
将这三种算法模块及 Micro-box 实时操作系
统，完成自适应控制器的设计与实现。控制器实现
的原理如图 7 所示。
3.3

图 封闭空间内的实验系统

8
Fig.8 The experimental system in an enclosed space

图 9 为对单频信号进行有源噪声控制过程中下
位机采集到的实时数据，通过观察可以看出，图片
由四幅子图构成。左上为控制器所得参考输入信
号，左下为滤波-x 信号，右上为误差传感器采集的
误差信号，右下为次级声源的驱动信号即控制器输
出的次级信号。由于下位机中无法对数据进行定量
的分析，将下位机采集到的数据传递给上位机并在
Matlab 中完成数据分析。

图 自适应控制器的实现原理

7
Fig.7 The implementation principle of adaptive controller

自适应控制器的具体工作原理如下：利用上位
机运行搭建的 Simulink 模块，通过编译器将算法自
动编译为 C 代码并传递给自适应控制器(下位机)。
此时可以获得初级声源的驱动信号，通过 DA 端口
将该信号传递于初级声源。利用 AD 采集得到控制
器的参考输入信号 x(n) 和误差信号 e(n) 。控制器利
用算法模块自动调整自适应滤波器的权系数，并得

图 下位机实验中采得的实时数据

9
Fig.9 A machine to be picked in the experiments under real-time data

声 学 技 术

496

单频信号
同仿真结果类似，由图 10(a)～10(c)可以看出，
对于单频信号，在收敛速度方面 FxKalman 算法有
着最好的性能，而 FxRLS 算法和 FxLMS 算法的收
敛速度大致相同。对于单频信号的降噪性能，由图
11(图中①表示 FxLMS 算法，②表示 FxKalman 算
法，③表示 FxRLS 算法)可以看出，三种算法性能
接近，平均降噪量都在 17 dB 左右。
(2) 窄带信号
对于窄带信号，由图 12(a)～12(c)可以看出，
FxKalman 算法需要 800 次迭代可达到收敛，FxRLS

2017

年

(1)

(a) FxLMS

算法

(b) FxRLS

算法

图

三种算法降噪量比较 单频信号

11
(
)
Fig.11 The noise reduction values of three kinds of algorithms for
single-frequency signal

算法需要 2 000 次迭代才可收敛，而 FxLMS 算法则
需要 3 500 次迭代。由图 13(图中①表示 FxLMS 算
法，②表示 FxKalman 算法，③表示 FxRLS 算法)
可以看出，在降噪量方面，FxKalman 算法有着较
为明显的优势，平均降噪量可以达到 14.1 dB ，
FxRLS 算法的平均降噪量为 11.4 dB，而 FxLMS 算
法的降噪量只有 11.2 dB。
(3) 宽带信号
对于宽带信号来说，由图 14(a)～14(c)可以看
出，FxKalman 算法需要 500 次迭代可达到收敛，
FxRLS 算法需要 1 500 次迭代即可收敛，而 FxLMS
算法则需要 3 000 次迭代。由图 15(图中①表示

(a) FxLMS

算法

(b) FxRLS

算法

(c) FxKalman 算法
图 10 三种算法所得的误差信号(单频信号)

Fig.10 The error signals of three kinds of algorithms for
single-frequency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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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xKalman 算法
图 12 三种算法所得的误差信号(窄带信号)

Fig.12 The error signals of three kinds of algorithms for
narrowband signal

图

(c) FxKalman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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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三种算法所得的误差信号 宽带信号

14
(
)
Fig.14 The error signals of three kinds of algorithms for broadband
signal

三种算法降噪量比较 窄带信号

13
(
)
Fig.13 The noise reduction values of three kinds of algorithms
for narrowband signal

图

，②表示 FxKalman 算法，③表示 FxRLS 算
法 可以看出，在降噪量方面，FxKalman 算法有着
较为明显的优势，平均降噪量可以达到 15.3 dB，
FxRLS 算法的平均降噪量为 12.4 dB，而 FxLMS 算
法的降噪量只有 10.7 dB。
通过实验可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1) FxKalman 算法具有较快的收敛速度
和仿真所得结果类似，无论控制信号是单频信
号，还是窄带噪声或宽带噪声，FxKalman 算法相
较于 FxLMS 算法和 FxRLS 算法，在收敛速度方面
都有较为明显的提升。
(2) FxKalman 算法降噪性能突出
对于单频信号来说，三种算法的降噪性能相
似。但是因为 FxLMS 算法对于带宽噪声性能并不
突出，所以对于窄带和宽带噪声来说，FxLMS 算法
的降噪量都要低于 FxRLS 算法和 FxKalman 算法。
FxRLS 算法虽然降噪性能相较于 FxLMS 有所提升，
但还是略逊于 FxKalman 算法，具体的比较如表 3
所示。
FxLMS
)

(a) FxLMS

算法

(b) FxRLS

算法

三种算法降噪量比较 宽带信号

15
(
)
Fig.15 The noise reduction values of three kinds of algorithms
for broadband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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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的设计和实现。并在实验室环境下进了
实验研究，验证了 FxKalman 算法的降噪性能和收
敛速度都要优于 FxLMS 算法和 FxRLS 算法，在宽
/dB
算法 单频噪声 平均降噪量
带噪声情况下其降噪性能约提高了 3～5 dB。在实
窄带噪声 宽带噪声
际应用中，如果初级噪声为单频信号且对算法收敛
FxLMS
17.1
11.2
10.7
速度要求不高，运算量不是很大，FxLMS 算法是最
FxRLS
17.4
11.4
12.4
FxKalman
17.3
14.1
15.3
经济稳妥的选择。当需要控制带宽噪声或对算法收
敛速度要求较高时，FxKalman 算法则为更好的选
定义算法的性能代价比为稳态误差或平均误 择。由于硬件条件的限制、本文中只实现了单通道
差与运算量的比值，表 4 中加粗的数字表示该类型 的有源噪声控制，如果硬件条件许可，后续工作可
噪声的最大性能代价比。由表 4 可以看出，在三种 以考虑进行多通道的有源噪声控制。
情况下，FxLMS 算法的性能代价比仍然最高，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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