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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包

括：电子钢琴主架构，包括功率放大器、音色滤波

器、钢琴音形门电路阵列、二进制计数器和LC振

荡器；所述二进制计数器与所述钢琴音形门电路

阵列连接，所述钢琴音形门电路阵列与所述音色

滤波器连接；当所述二进制计数器为N级二进制

计数器时，所述钢琴音形门电路阵列中的钢琴音

形门电路的数量为12N+1个；所述LC振荡器与所

述二进制计数器连接，所述功率放大器与所述音

色滤波器连接；外形比对设备，用于将制音器子

图像与基准制音器图案进行比对，以获得相应的

相似度，并在所述相似度低于预设百分比阈值

时，发出外形畸变信号。通过本发明，能够对制音

器变形情况进行有效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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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所述系统包括：

电子钢琴主架构，包括功率放大器、音色滤波器、钢琴音形门电路阵列、二进制计数器

和LC振荡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二进制计数器与所述钢琴音形门电路阵列连接，所述钢琴音形门电路阵列与所述

音色滤波器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二进制计数器为N级二进制计数器时，所述钢琴音形门电路阵列中的钢琴音形

门电路的数量为12N+1个。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LC振荡器与所述二进制计数器连接，所述功率放大器与所述音色滤波器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

外形比对设备，与子图像提取设备连接，用于将制音器子图像与基准制音器图案进行

比对，以获得相应的相似度，并在所述相似度低于预设百分比阈值时，发出外形畸变信号；

所述外形比对设备还用于在所述相似度高于等于所述预设百分比阈值时，发出外形标

准信号；

WIFI通信设备，与所述外形比对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所述外形畸变信号时，将所述

外形畸变信号通过WIFI通信链路发送给用户的移动终端；

全彩抓拍设备，设置在电子钢琴主架构内，用于对电子钢琴主架构内部场景进行全彩

抓拍处理，以获得对应的主架构内部图像；

第一参数获取设备，与所述全彩抓拍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对所述

主架构内部图像执行冗余度解析，以获得第一冗余度参数；

第二参数获取设备，用于接收所述莱娜图，对所述莱娜图执行冗余度解析，以获得第二

冗余度参数；

参数比较设备，分别与所述第一参数获取设备和所述第二参数获取设备连接，用于接

收所述第一冗余度参数和所述第二冗余度参数，并在所述第二冗余度参数大于等于所述第

一冗余度参数时，发出第一控制指令，在所述第一冗余度参数是所述第二冗余度参数的三

倍以上时，发出第三控制指令，以及在所述第一冗余度参数是所述第二冗余度参数的三倍

到二倍之间时，发出第二控制指令；

通道处理设备，与所述参数比较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所述第二控制指令时，激活红

色通道增强设备以对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执行红色通道增强处理，并获得和输出对应的通

道处理图像，还用于在接收到所述第三控制指令时，激活全通道增强设备以对所述主架构

内部图像同时执行红色通道增强处理、绿色通道增强处理和蓝色通道增强处理，并获得和

输出对应的通道处理图像；

子图像提取设备，与所述通道处理设备连接，用于基于制音器成像特征提取出所述通

道处理图像中的制音器子图像；

红色通道增强设备，用于在激活状态对输入图像执行红色通道增强处理，在非激活状

态停止对输入图像的红色通道增强处理；

全通道增强设备，用于在激活状态对输入图像同时执行红色通道增强处理、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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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处理和蓝色通道增强处理，在非激活状态停止对输入图像同时执行的红色通道增强处

理、绿色通道增强处理和蓝色通道增强处理；

其中，所述外形比对设备还用于在所述相似度高于等于所述预设百分比阈值时，发出

外形标准信号。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道处理设备还用于在接收到所述第一控制指令时，将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作为

通道处理图像输出。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

即时处理设备，与所述全彩抓拍设备连接，用于对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执行高斯模糊

滤波处理，以获得并输出相应的模糊滤波图像；

同态滤波设备，与所述即时处理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模糊滤波图像，对所述模糊滤

波图像执行同态滤波处理，以获得并输出对应的同态滤波图像。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

轮廓辨识设备，与所述同态滤波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同态滤波图像，基于预设亮度

阈值对所述同态滤波图像执行对象轮廓辨识，以获得所述同态滤波图像中的一个或多个对

象轮廓；

面积解析设备，与所述轮廓辨识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一个或多个对象轮廓，并在对

象轮廓围绕的面积占据所述同态滤波图像面积的比例超过预设比例阈值时，确定所述对象

轮廓对应的对象为有效对象。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

对象提取设备，分别与所述第一参数获取设备和所述面积解析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

述同态滤波图像中的一个或多个有效对象，并基于对象景深对所述一个或多个有效对象进

行从大到小的排序，将对象景深排名靠后的有效对象在所述同态滤波图像中占据的区域作

为待分析区域，并将所述待分析区域替换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发送给所述第一参数获取设

备；

FLASH存储芯片，分别与所述面积解析设备和所述对象提取设备连接，用于存储所述预

设亮度阈值和所述预设比例阈值；

其中，将对象景深排名靠后的有效对象在所述同态滤波图像中占据的区域作为待分析

区域输出包括：将对象景深排名靠后的所述一个或多个有效对象数量一半的多个有效对象

在所述同态滤波图像中占据的区域作为待分析区域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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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制音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制音器是与弦紧贴着，用来阻止弦的振动。当琴键被按下时，钢琴内部的琴槌会打

在一条条铜制的琴弦上，借着琴弦的震动发出声音。制音器上毛毡的位置十分重要，每增加

一块毛毡都增加了出现误差的可能性，没有什么比毛毡粘合位置错误更容易让制音器失

效。

[0003] 制音器的重要作用，在不需要发音时制住琴弦的振动，即止音。由制音杆轴架固定

在总档上，靠制音弹簧将制音头压紧在琴弦上，以避免未受激发的琴弦引起共鸣，同时在琴

键击打琴弦时，也增加了部分力量。制音器的数量一般不超过75个，因为高音区的的琴弦较

短，频率较高，琴弦振动停止较快，因此，无需安装制音器。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无法对封闭环境下制音器变形情况进行有效鉴定的技术问

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在定制图像处理之后，对电子钢琴主架构中的

制音器外形进行变形分析，并向附近用户无线发送变形分析结果；在定制图像处理中，分别

提取待处理图像和标准图像的冗余度参数，对获得的冗余度参数进行数值分析以选择自适

应的增强处理策略用于完成对待处理图像的自适应增强处理。

[0005]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所述系统包括：

[0006] 电子钢琴主架构，包括功率放大器、音色滤波器、钢琴音形门电路阵列、二进制计

数器和LC振荡器。

[0007] 更具体地，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所述二进制计数器与所述钢琴音形门

电路阵列连接，所述钢琴音形门电路阵列与所述音色滤波器连接。

[0008] 更具体地，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当所述二进制计数器为N级二进制计数

器时，所述钢琴音形门电路阵列中的钢琴音形门电路的数量为12N+1个。

[0009] 更具体地，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所述LC振荡器与所述二进制计数器连

接，所述功率放大器与所述音色滤波器连接。

[0010] 更具体地，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还包括：

[0011] 外形比对设备，与子图像提取设备连接，用于将制音器子图像与基准制音器图案

进行比对，以获得相应的相似度，并在所述相似度低于预设百分比阈值时，发出外形畸变信

号；所述外形比对设备还用于在所述相似度高于等于所述预设百分比阈值时，发出外形标

准信号；WIFI通信设备，与所述外形比对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所述外形畸变信号时，将

所述外形畸变信号通过WIFI通信链路发送给用户的移动终端；全彩抓拍设备，设置在电子

钢琴主架构内，用于对电子钢琴主架构内部场景进行全彩抓拍处理，以获得对应的主架构

内部图像；第一参数获取设备，与所述全彩抓拍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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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执行冗余度解析，以获得第一冗余度参数；第二参数获取设备，用于

接收所述莱娜图，对所述莱娜图执行冗余度解析，以获得第二冗余度参数；参数比较设备，

分别与所述第一参数获取设备和所述第二参数获取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第一冗余度参

数和所述第二冗余度参数，并在所述第二冗余度参数大于等于所述第一冗余度参数时，发

出第一控制指令，在所述第一冗余度参数是所述第二冗余度参数的三倍以上时，发出第三

控制指令，以及在所述第一冗余度参数是所述第二冗余度参数的三倍到二倍之间时，发出

第二控制指令；通道处理设备，与所述参数比较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所述第二控制指令

时，激活红色通道增强设备以对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执行红色通道增强处理，并获得和输

出对应的通道处理图像，还用于在接收到所述第三控制指令时，激活全通道增强设备以对

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同时执行红色通道增强处理、绿色通道增强处理和蓝色通道增强处

理，并获得和输出对应的通道处理图像；子图像提取设备，与所述通道处理设备连接，用于

基于制音器成像特征提取出所述通道处理图像中的制音器子图像；红色通道增强设备，用

于在激活状态对输入图像执行红色通道增强处理，在非激活状态停止对输入图像的红色通

道增强处理；全通道增强设备，用于在激活状态对输入图像同时执行红色通道增强处理、绿

色通道增强处理和蓝色通道增强处理，在非激活状态停止对输入图像同时执行的红色通道

增强处理、绿色通道增强处理和蓝色通道增强处理；其中，所述外形比对设备还用于在所述

相似度高于等于所述预设百分比阈值时，发出外形标准信号。

[0012] 更具体地，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所述通道处理设备还用于在接收到所

述第一控制指令时，将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作为通道处理图像输出。

[0013] 更具体地，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还包括：

[0014] 即时处理设备，与所述全彩抓拍设备连接，用于对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执行高斯

模糊滤波处理，以获得并输出相应的模糊滤波图像；同态滤波设备，与所述即时处理设备连

接，用于接收所述模糊滤波图像，对所述模糊滤波图像执行同态滤波处理，以获得并输出对

应的同态滤波图像。

[0015] 更具体地，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还包括：

[0016] 轮廓辨识设备，与所述同态滤波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同态滤波图像，基于预设

亮度阈值对所述同态滤波图像执行对象轮廓辨识，以获得所述同态滤波图像中的一个或多

个对象轮廓；面积解析设备，与所述轮廓辨识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一个或多个对象轮

廓，并在对象轮廓围绕的面积占据所述同态滤波图像面积的比例超过预设比例阈值时，确

定所述对象轮廓对应的对象为有效对象。

[0017] 更具体地，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还包括：

[0018] 对象提取设备，分别与所述第一参数获取设备和所述面积解析设备连接，用于接

收所述同态滤波图像中的一个或多个有效对象，并基于对象景深对所述一个或多个有效对

象进行从大到小的排序，将对象景深排名靠后的有效对象在所述同态滤波图像中占据的区

域作为待分析区域，并将所述待分析区域替换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发送给所述第一参数获

取设备；FLASH存储芯片，分别与所述面积解析设备和所述对象提取设备连接，用于存储所

述预设亮度阈值和所述预设比例阈值；其中，将对象景深排名靠后的有效对象在所述同态

滤波图像中占据的区域作为待分析区域输出包括：将对象景深排名靠后的所述一个或多个

有效对象数量一半的多个有效对象在所述同态滤波图像中占据的区域作为待分析区域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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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对本发明的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20] 制音器的工作状态要求：机械联动要反映灵敏，各部件配合顺畅，在启动和复位的

运动过程中均不能有延迟或滞后的现象，并应该尽量减少机械能耗，让使用变的得心应手。

启动时间或时机要求合适、准确，对于快速的演奏来说，制音器稍有任何迟钝的使用反应都

会影响音乐的完整性和演奏者的演奏状态；复位动作要求快速、准确，这就要求各部件本身

的形状、质量符合要求，不能有偏差或损坏；止音头与琴弦接触位置和动作必须准确，要求

止音呢毡形状规整，本身完整无磨损或变形，与琴弦的接触位置要准确，止音头压住琴弦的

动作合理、正确，与琴弦的接触面要平行，不能出现延留音、泛音或音尾。

[0021] 为了克服上述不足，本发明搭建了一种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能够有效解决相应

的技术问题。

[0022] 根据本发明实施方案示出的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包括：

[0023] 电子钢琴主架构，包括功率放大器、音色滤波器、钢琴音形门电路阵列、二进制计

数器和LC振荡器。

[0024] 接着，继续对本发明的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的具体结构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0025] 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所述二进制计数器与所述钢琴音形门电路阵列连

接，所述钢琴音形门电路阵列与所述音色滤波器连接。

[0026] 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当所述二进制计数器为N级二进制计数器时，所述

钢琴音形门电路阵列中的钢琴音形门电路的数量为12N+1个。

[0027] 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所述LC振荡器与所述二进制计数器连接，所述功

率放大器与所述音色滤波器连接。

[0028] 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还包括：

[0029] 外形比对设备，与子图像提取设备连接，用于将制音器子图像与基准制音器图案

进行比对，以获得相应的相似度，并在所述相似度低于预设百分比阈值时，发出外形畸变信

号；

[0030] 所述外形比对设备还用于在所述相似度高于等于所述预设百分比阈值时，发出外

形标准信号；

[0031] WIFI通信设备，与所述外形比对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所述外形畸变信号时，将

所述外形畸变信号通过WIFI通信链路发送给用户的移动终端；

[0032] 全彩抓拍设备，设置在电子钢琴主架构内，用于对电子钢琴主架构内部场景进行

全彩抓拍处理，以获得对应的主架构内部图像；

[0033] 第一参数获取设备，与所述全彩抓拍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对

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执行冗余度解析，以获得第一冗余度参数；

[0034] 第二参数获取设备，用于接收所述莱娜图，对所述莱娜图执行冗余度解析，以获得

第二冗余度参数；

[0035] 参数比较设备，分别与所述第一参数获取设备和所述第二参数获取设备连接，用

于接收所述第一冗余度参数和所述第二冗余度参数，并在所述第二冗余度参数大于等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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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一冗余度参数时，发出第一控制指令，在所述第一冗余度参数是所述第二冗余度参数

的三倍以上时，发出第三控制指令，以及在所述第一冗余度参数是所述第二冗余度参数的

三倍到二倍之间时，发出第二控制指令；

[0036] 通道处理设备，与所述参数比较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所述第二控制指令时，激

活红色通道增强设备以对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执行红色通道增强处理，并获得和输出对应

的通道处理图像，还用于在接收到所述第三控制指令时，激活全通道增强设备以对所述主

架构内部图像同时执行红色通道增强处理、绿色通道增强处理和蓝色通道增强处理，并获

得和输出对应的通道处理图像；

[0037] 子图像提取设备，与所述通道处理设备连接，用于基于制音器成像特征提取出所

述通道处理图像中的制音器子图像；

[0038] 红色通道增强设备，用于在激活状态对输入图像执行红色通道增强处理，在非激

活状态停止对输入图像的红色通道增强处理；

[0039] 全通道增强设备，用于在激活状态对输入图像同时执行红色通道增强处理、绿色

通道增强处理和蓝色通道增强处理，在非激活状态停止对输入图像同时执行的红色通道增

强处理、绿色通道增强处理和蓝色通道增强处理；

[0040] 其中，所述外形比对设备还用于在所述相似度高于等于所述预设百分比阈值时，

发出外形标准信号。

[0041] 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所述通道处理设备还用于在接收到所述第一控制

指令时，将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作为通道处理图像输出。

[0042] 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还包括：

[0043] 即时处理设备，与所述全彩抓拍设备连接，用于对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执行高斯

模糊滤波处理，以获得并输出相应的模糊滤波图像；

[0044] 同态滤波设备，与所述即时处理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模糊滤波图像，对所述模

糊滤波图像执行同态滤波处理，以获得并输出对应的同态滤波图像。

[0045] 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还包括：

[0046] 轮廓辨识设备，与所述同态滤波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同态滤波图像，基于预设

亮度阈值对所述同态滤波图像执行对象轮廓辨识，以获得所述同态滤波图像中的一个或多

个对象轮廓；

[0047] 面积解析设备，与所述轮廓辨识设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一个或多个对象轮廓，并

在对象轮廓围绕的面积占据所述同态滤波图像面积的比例超过预设比例阈值时，确定所述

对象轮廓对应的对象为有效对象。

[0048] 在所述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中，还包括：

[0049] 对象提取设备，分别与所述第一参数获取设备和所述面积解析设备连接，用于接

收所述同态滤波图像中的一个或多个有效对象，并基于对象景深对所述一个或多个有效对

象进行从大到小的排序，将对象景深排名靠后的有效对象在所述同态滤波图像中占据的区

域作为待分析区域，并将所述待分析区域替换所述主架构内部图像发送给所述第一参数获

取设备；

[0050] FLASH存储芯片，分别与所述面积解析设备和所述对象提取设备连接，用于存储所

述预设亮度阈值和所述预设比例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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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其中，将对象景深排名靠后的有效对象在所述同态滤波图像中占据的区域作为待

分析区域输出包括：将对象景深排名靠后的所述一个或多个有效对象数量一半的多个有效

对象在所述同态滤波图像中占据的区域作为待分析区域输出。

[0052] 另外，WIFI是一种允许电子设备连接到一个无线局域网(WLAN)的技术，通常使用

2.4G  UHF或5G  SHF  ISM射频频段。连接到无线局域网通常是有密码保护的；但也可是开放

的，这样就允许任何在WLAN范围内的设备可以连接上。WIFI是一个无线网络通信技术的品

牌，由WIFI联盟所持有。目的是改善基于IEEE  802.11标准的无线网路产品之间的互通性。

有人把使用IEEE  802.11系列协议的局域网就称为无线保真。甚至把WIFI等同于无线网际

网路(WIFI是WLAN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线网络上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无线上网，几乎所有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都支持WIFI上网，是当今使用最广的一种无线网络传输

技术。实际上就是把有线网络信号转换成无线信号，就如在开头为大家介绍的一样，使用无

线路由器供支持其技术的相关电脑，手机，平板等接收。手机如果有WIFI功能的话，在有

WIFI无线信号的时候就可以不通过移动联通的网络上网，省掉了流量费。无线网络无线上

网在大城市比较常用，虽然由WIFI技术传输的无线通信质量不是很好，数据安全性能比蓝

牙差一些，传输质量也有待改进，但传输速度非常快，可以达到54Mbps，符合个人和社会信

息化的需求。WIFI最主要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布线，可以不受布线条件的限制，因此非常适合

移动办公用户的需要，并且由于发射信号功率低于100mw，低于手机发射功率，所以WIFI上

网相对也是最安全健康的。

[0053] 采用本发明的制音器变形鉴定系统，针对现有技术中无法对封闭环境下制音器变

形情况进行有效鉴定的技术问题，在定制图像处理之后，对电子钢琴主架构中的制音器外

形进行变形分析，并向附近用户无线发送变形分析结果；在定制图像处理中，分别提取待处

理图像和标准图像的冗余度参数，对获得的冗余度参数进行数值分析以选择自适应的增强

处理策略用于完成对待处理图像的自适应增强处理；从而有效解决了上述技术问题。

[0054] 可以理解的是，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披露如上，然而上述实施例并非用以

限定本发明。对于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情况下，

都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做出许多可能的变动和修饰，或修改为等

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因此，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

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及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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