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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方位特征的听觉选择性注意计算模型研究
吕 菲1

夏秀渝 1

摘 要 经典的听觉注意计算模型主要针对声音强度、频率、时间等初级听觉特征进行研究, 这些特征不能较好地模拟听觉注
意指向性, 必须寻求更高级的听觉特征来区分不同声音. 根据听觉感知机制, 本文基于声源方位特征和神经网络提出了一种双
通路信息处理的自下而上听觉选择性注意计算模型. 模型首先对双耳信号进行预处理和频谱分析; 然后, 将其分别送入 where
通路和 what 通路, 其中 where 通路用于提取方位特征参数, 并利用神经网络提取声源的局部方位特征, 接着通过局部特征聚
合和全局优化法得到方位特征显著图; 最后, 根据方位特征显著图提取主导方位并作用于 what 通路, 采用时频掩蔽法分离出
相应的主导音. 仿真结果表明: 该模型引入方位特征作为聚类线索, 利用多级神经网络自动筛选出值得注意的声音对象, 实时
提取复杂声学环境中的主导音, 较好地模拟了人类听觉的方位分类机制、注意选择机制和注意转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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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mputational Model of Auditory Selective Attention with
Orientation Feature
LV Fei1

XIA Xiu-Yu1

Abstract Classic computational model of auditory selective attention mainly involves simple characters such as intensity,
frequency, and time, which cannot simulate directional auditory attention preferably and needs more advanced auditory
features to the distinguish different source signals. According to the perception mechanism of auditory system, the paper
presents a bottom-up auditory selective attention computational model that has two signal processing pathways involving
orientation feature and neural network. In this model, firstly, the binaural signals are preprocessed, spectral analyzed
and separately sent to dual pathways. The where pathway is used to extract parameters of orientation feature and local
orientation features of signals with neural networks, Then the features are aggregated and globally optimized to gain a
saliency map of orientation feature. Finally, the leading orientations are gained based on the saliency map and applied
to the what pathway to separate leading signals by time-frequency masking. Orientation features are introduced as
group clues in this module and multi-neural networks are used to extract objective signals from mix-signals automatically.
Simulation results prove that the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dynamically extract leading signals from complex
acoustic environments in real time, and that orientation classification, attention selection and attention switch of the
human auditory system are well sim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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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鸡尾酒会” 这样嘈杂的环境中, 听觉系统可
以轻易捕捉到感兴趣的声音, 将注意选择性集中到
这些声学信号上, 从而对注意信号进行下一步处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听觉选择性注意机制. 选择性注
意是大脑的一种认知过程, 即 “在同时呈现的多种
刺激中, 个体专注于其中一种刺激, 而忽略其他刺
激”[1] . 注意可为两类: 随意注意和非随意注意.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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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热闹的讨论课上, 我们能与同组成员进行无障
碍交流也能听到下课铃声. 同组成员的声音是大脑
想要关注的信息, 属于随意注意, 这种选择性注意
具有一定目的性, 需要听者用意志去控制. 下课铃声
在声场中显得 “突兀” 而被注意到, 这属于非随意注
意. 注意目标从同伴的声音转换成了下课铃声, 说明
听觉注意是一个动态的信号处理过程.
若计算机语音处理系统可以模拟听觉注意机制
从海量信息中区分目标声源/无关声源、语音/非语
音, 自动地筛选出最有关注价值的声源信号, 这对计
算机听觉理论、语音处理、识别、人工智能等领域发
展有重要意义和实用价值[2−4] . 如何建立符合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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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生理结构和听觉心理特征的听觉选择性注意模
型已成为心理学、神经生理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
热门研究课题.
目前国内外对听觉注意计算模型的研究还处于
初级阶段, 主要集中于自下而上的听觉注意计算模
型, 通常是利用听觉显著图计算来实现. 听觉注意
计算模型最早由 Kayser 等[5] 于 2005 年提出, 该模
型先对声学信号进行听觉外周模型计算得到听觉谱
图, 然后将其看成一副图像, 借助 Itti 模型结合强
度、频率、时间等初级特征进行计算得到听觉显著
图. Kalinli 等[6] 在 Kayser 的基础上增加了基音特
征和方向作为语音特征. 2010 年 Bert 等[7] 提出了
多个注意线索竞争的听觉选择性注意模型, 较好地
模拟了听觉注意中声源目标的切换. 2012 年 Kaya
等[8] 提出将语音信号作为一维时间信号输入, 以时
间 – 频率为单位基于语谱图进行显著图模型提取.
国内对听觉注意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其中刘扬[9]
等提出了一种基于注意认知神经信息处理机制的听
觉选择性注意计算模型. 该模型从神经认知信息处
理角度研究了感知特征提取、注意回路控制算法以
及听觉显著图生成. 以上模型均是将音频信号转换
成语谱图或听觉谱图, 仿照图像进行显著性计算. 但
仅从语谱图提取初级特征计算听觉显著图具有明显
局限性. 对于图像来说, 一个物体通常分布在图像中
一块临近区域, 而一个声音信号在语谱图上的分布
往往跨越了多个频带、时间窗. 目前的听觉注意模型
仅能提供不同时段声音流的显著性, 而不能实现指
向某个显著声音流的目标. 所以听觉显著性计算模
型必须寻求更高级特征来区分不同声音.
在听觉系统中, 声场景被解析成多个特征信号,
类似的信号则会聚类成同一个语音流. 听觉选择性
注意会根据不同的特征筛选目标信号, 解决多个信
号竞争问题, 从而将注意资源集中到某个特定的目
标上[10] . 研究结果表明区分不同声源的特征线索包
括基音、方位、强度、频率、时间等. 其中基于双耳
效应的声源方位特征是区分声音的重要线索. 美国
俄亥俄大学的 Roman 等[11] 提出了一种基于双耳效
应的语音实时增强算法, 利用声源信号到达双耳的
强度差 (Interaural intensity difference, IID) 和时
间差 (Interaural time difference, ITD) 等特征信息
判断信号方位, 在人工控制条件下, 可以分离出指定
方位的声音信号, 但在多信号竞争情况下系统不能
自动挑选需增强的目标.
针对上述问题, 结合前人对听觉感知机制的相
关研究成果, 本文基于方位特征提出一种双通路信
息处理的自下而上听觉选择性注意计算模型. 首先
利用双耳信号进行预处理和频谱分析, 然后分别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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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what 和 where 两条通路. Where 通路用于提取
声源方位参数, 采用多级神经网络提取声源局部方
位特征并聚合成全局特征, 并利用全局加强法计算
出声源信号基于方位特征的听觉显著图. 根据显著
图动态提取声源的主导方位作用于 what 通路, 最后
分离出主导声音. 实验仿真结果表明该模型引入方
位特征作为聚类线索, 采用多级神经网络动态提取
主导方位, 突破了传统盲源分离算法或计算声场景
分析方法中需要人工设定分离目标的限定. 该算法
能较好地模拟人类听觉的方位分类机制, 注意选择
机制和注意转移机制; 能有效追踪到声源的方位变
化, 动态分离各时段主导音, 对非注意声源的抑制效
果良好.

1 听觉感知机制
1.1 听觉神经生理机制
人类听觉系统包括人耳、传导神经、大脑皮层
的听觉中枢, 其复杂的神经传导结构如图 1 所示[1] .

Fig. 1

图 1 双耳听觉神经信息处理系统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of
binaural auditory

对于外界声音刺激, 耳蜗基底膜上的螺旋器进
行频谱分析和以神经冲动的形式进行强度编码, 通
过毛细胞轴突到达耳蜗神经核 (Cochlear nucleus),
这是第一级听觉中枢. 耳蜗神经核会提取声源信号
强度, 暂存时间信息, 并降低信号频率的分辨率. 在
第二级听觉中枢, 耳蜗神经核的大部分神经纤维交
叉到对侧的上橄榄核 (Superior olivery nucleus), 少
部分纤维连接到同侧上橄榄核. 此时两侧的上橄榄
核内均存有双耳信息, 上橄榄核和下丘核共同分析
双耳信号的强度差和时间差, 对目标声源进行空间
定位功能整合. 经过处理后的信息传到内膝体, 对声
源强度、方位、频率等基本听觉信息进行分析、整
合, 并传输到同侧的初级听皮层 (Primary auditory
cortex)[12−13] .
信息到达初级听皮层后, 一方面通过腹侧通路
进行声源物体模式识别, 实现声音语义对象的解析,
另一方面背侧通路则进行声源空间位置分析. 听觉
皮层神经元会对声音的频谱、时间、空间进行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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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整合处理, 分工明确且相互协同[10] . 从整体来
看, 听觉系统对声音信号采用了多频率多通道并行
处理方式.

1.2 听觉注意机制
注意是指人类心理活动时, 对事物具有一定的
指向性与集中性. 文献 [10, 14−15] 中指出人类的
注意资源有限, 大脑必须对海量信息进行过滤和选
择. 面对不同声音刺激, 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人类总是
关注最有价值的信号, 这就是指向性. 集中性是指听
觉系统为了更高效地接收目标信号, 而抑制非关注
信号. 听觉注意还是一个动态处理过程. 在实际环境
中, 听觉注意目标在不断的切换, 一段时间内能关注
到多个声音信号. 不过由于人脑处理信息需要花费
时间, 先出现的声音对后出现的声音滞后掩蔽时长
可达 50 ∼ 200 ms.
根据信息加工方向听觉注意可分 “自下而上”
注意和 “自上而下” 注意. 自下而上注意是由外界刺
激诱发, 由低级神经处理逐步推进到高级神经处理
进行信息处理与整合. 由于该机制不需要大脑高级
皮层参与, 即使注意力分散时, 也能对声音进行正确
处理. 相反地, 自上而下注意是由高级皮层作出决
策, 主动将注意转移到特定信号进行信息处理, 该机
制通常与任务要求有关, 也会被记忆、存储、先验知
识影响. 当听到某个方向、某个人的声音时, 自上而
下机制可以迅速精准调整听觉皮层的信息处理通路,
对目标信息进行处理. 前文提到的随意注意就属于
自上而下注意, 而非随意注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被
动注意.
根据听觉注意信息处理内容可分为 what 通路
和 where 通路. What 通路传输目标对象的内容信
息; where 通路传输目标对象的空间信息. 近期科学
实验[16] 表明人类听觉注意这两条通路对信号的处
理有先后顺序. 自下而上注意机制可以快速判断出
声场中突出的声音空间信息, 找到粗略注意目标, 继
而在自上而下注意机制控制下, 注意转移到目标信
号上并持续一段时间, 允许 what 通路对声源信号进
行下一步处理. 因此模拟听觉的 where 通道处理过
程, 可准确判断各声音的方位信息, 高效接受目标信
号并抑制非关注方位的声音信号.

学

从而两耳接收到的信号产生了双耳时间差 ITD 和耳
间强度差 IID, 这些差异随目标声源的方向和距离而
改变, 是听觉系统进行定位的重要判断因素[17−18] .
由于低频信号的波长较长, 基本不受头颅、耳廓影
响, 低频声源信号的 IID 较小, 主要利用 ITD 进行
定位. 而在处理高频信号时, 双耳信号的相位差不明
显, 对声源方位判断则主要靠 IID.

图2
Fig. 2

左右耳听觉示意图

Illustration of binaural auditory system

目前普遍认为, 声源定位的双耳差异主要在外
侧上橄榄核的复合体内进行特征参数提取、编码、
分析. 神经元接收双耳的信息投射并进行信息整合,
根据差异的大小进行编码使神经元产生相应强度的
兴奋[19] .

2 基于方位特征的听觉选择性注意计算模型
2.1 模型概述
根据听觉感知机制,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方位
特征与双通路信息处理的听觉选择性注意计算模型,
对双耳信号进行空域、时域、频域联合处理, 分离得
到注意目标信号的时频分布, 模拟实现非随意听觉
注意. 计算模型结构框图如图 3 所示:

图3

1.3 双耳定位机制
声音在实际环境中传播时, 由于头部、耳廓、躯
干等的散射和反射作用, 到达双耳的声音信号能量、
传递时间、频谱特征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如图 2 所示, 当目标声源处于头部右侧的 B 点
时, 声源到达左耳的距离大于声源到达右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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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听觉选择性注意计算模型结构框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auditory selective attention
computational model

模型首先模拟听觉外周的谱分析功能, 对左右
耳信号进行频谱分析, 接着根据听觉有 where 和
what 两条通路的机制, 将谱分析后的输出信号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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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入两条路径处理. Where 通路采用一个 4 级结构
的神经网络计算方位特征显著图, 提取声源方位特
征, 实现听觉注意的指向性, 即由方位特征显著图
给出值得注意的声源方位. 由于暂未考虑来自高层
的任务信息, 实现的是非随意注意. 基于听觉系统
where 通路快于 what 通路的原理, 本文模型利用方
位特征显著图动态提取主导音方位, 并作用于 what
通路. 最后基于时频掩蔽的方法提取主导音, 实现基
于方位特征的听觉选择性注意功能和注意转移功能.

2.2 预处理与听觉谱分析
在该模型中, 先对左右耳信号进行预处理, 包
括预加重、分帧、加窗等, 然后进行谱分析. 本文采
用的预加重函数是 h(z) = 1 − 0.98z −1 , 窗函数是
汉明窗, 每帧信号长度取 128 个样点 (信号采样率
8 kHz). 为简化计算, 实验中利用短时傅里叶变换代
替听觉外周谱分析. 设左耳、右耳信号分别为 sL (t),
sR (t), 通过短时傅里叶变换得到短时谱 SL (i, k) 和
SR (i, k), 分别表示信号第 i 帧, 第 k 个频点的左右
耳信号频谱.
由于能量较小的信号和噪声往往不被人感知,
为降低数据处理量以及避免对方位判断产生干扰,
本文以时 – 频单元为单位对输入信号进行了能量筛
选. 对能量小于门限 T 的信号单元不进行方位估计,
在 what 通路信号提取时, 会以较小的系数进行掩
蔽. 根据式 (1) 由静音段的噪声功率谱估计得门限
T:
L
N
α XX
T =
|S(i, k)|2
(1)
L × N i=1 k=1
其中, L 为静音段取的帧数, N 为傅里叶变换点数
128, α 为门限比例系数.

2.3 方位特征显著性计算
Where 通路用于完成声源方位特征的提取, 我
们提出一种 4 级结构的神经网络计算方位特征显著
图, 动态提取主导音方位. 神经网络结构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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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 采用全局加强法得到声源信号的方位特征显
著图, 提取信号的各时段主导音方位.
2.3.1 声源方位参数提取
根据第 1.3 节, 双耳时间差和耳间强度差是双
耳定位的主要线索, 网络第一级就是基于时间 – 频
率单元提取声源的方位参数 IID、ITD.
在 第 一 级 网 络 中, 每 个 时 – 频 单 元 对 应 一 个
子 网 络, 每 个 子 网 络 有 两 个 输 入 节 点 X11 (i, k),
X12 (i, k), 两 个 输 出 节 点 Y11 (i, k), Y12 (i, k). 神
经 网 络 第 一 级 输 入 信 号 为: X11 (i, k) = SL (i, k),
X12 (i, k) = SR (i, k), 接着按式 (2) 和 (3) 提取每
个时 – 频单元的方位参数 IID、ITD:
°
°
° SL (i, k) °
°
°
IID(i, k) = 20 × log °
(2)
S (i, k) °
R

∆ψ
ψL − ψR
=−
2kπ
2kπ
L (i,k)]
arctan{ Im[S
}, ψR
Re[SL (i,k)]

ITD(i, k) = −
其 中,

ψL
=
Im[SR (i,k)]
arctan{ Re[SR (i,k)] },

(3)
=

从而得到该级输出节点信号:

Y11 (i, k) = ITD(i, k)
Y12 (i, k) = IID(i, k)
2.3.2 方位特征提取
网 络 第 二 级 进 行 方 位 特 征 分 析, 用 于 观 察
声 音 信 号 的 局 部 方 位 特 征. 这 级 网 络 同 样 是 基
于 时 间 – 频 率 单 元, 每 个 子 网 络 有 两 个 输 入 节 点
X21 (i, k), X22 (i, k), n 个 输 出 节 点 Y2j (i, k), j =
1, 2, · · · , n, 代表着不同的空间方位. 网络第二级
输入节点 X21 (i, k), X22 (i, k) 接收第一级输出节点
Y11 (i, k), Y12 (i, k) 的归一化值. 该级各子网络主要利
用 3 层 BP (Back propagation) 神经网络来实现功
能. 根据听觉系统的并行处理机制, 将频带等间隔划
分成 128 个频率通道, 每个频率通道训练一个 BP
网络, 即各频率通道内网络权值是共享的. BP 神经
网络各层输出通过下式计算得到:
Ã N
!
X
un = θ
wm,n vm − an
(4)
m=1

图4
Fig. 4

方位特征显著性计算框图

Diagram of saliency computation about
orientation feature

网络第一级用于声源方位参数提取, 提取各时 –
频单元的特征参数 IID、ITD; 第二级用于方位特征
提取, 提取各时 – 频单元的方位特征; 第三级用于方
位特征汇聚, 以单帧或多帧信号为单位汇聚各信号
的方位特征, 模拟注意的动态处理过程; 在网络的第

式中, an 为第 n 个神经元的阈值, wm,n 为前一层神
经元 m 与当前层神经元 n 之间的权值参数, 该值由
训练学习得到. vm 为第 m 个神经元的输出, 也是第
n 个神经元的输入. θ 为激励函数, 本文采用双曲正
切特性函数. 中间隐层的神经元个数过多, 神经网络
结构复杂, 网络训练时间长, 精度会提高, 但泛化能
力会下降, 反之神经元个数过少, 精度下降, 训练时
间短. 本文利用试凑法确定隐藏层神经元最佳个数,
经过反复实验, 本文隐层神经元个数设为 36 个.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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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实验中 BP 神经网络结构为 2-36-25, 即输入层 2
个神经元, 中间隐层 36 个神经元, 输出层 25 个神经
元, 分别代表水平正前方 25 个方位.
为提高信号特征提取的分类效果, 对输出层后
验概率较低的状态进行掩蔽, 得到每个子网络的输
出:
(
un ,
un > 0.1
Y2j (i, k) =
(5)
0,
其他

2.3.3 方位特征聚合
第二级神经网络对信号方位特征的观察仅停留
在时间 – 频率单元, 还需要再来一级网络以单帧或
多帧为单位进行方位特征汇聚, 用于观察声音信号
在帧级别的局部方位特征, 模拟听觉系统的动态处
理过程. 该级网络的每个子网络对当前观察窗的信
号特征进行汇聚, 子网络输入节点数为: 25× 频率
通道数 × 帧数, 接收对应第二级网络输出节点信号,
子网络输出节点 25 个, 代表水平正前方 25 个方位.
该级网络输出为

Y3j (i) =

i
X

128
X

i0 =i−L+1

k=1

Y2j (i0 , k)ES (i0 , k)

(6)

其中, j = 1, 2, · · · , 25, ES (i0 , k) 是第 i0 帧、第 k 个
频率通道的左耳或右耳信号能量, Y2j (i0 , k) 为第 j
个节点的后验概率, L 为观察窗帧数, Y3j (i) 为第 i
帧信号第 j 个节点的显著度. 在实际计算过程中, 为
减少计算机存储空间以及考虑到听觉时域掩蔽效应,
式 (6) 的计算本文采用了迭代算法:

Y3j (i) = βY3j (i − 1) + (1 − β)

128
X

Y2j (i, k)ES (i, k)

k=1

(7)
其中, β 为遗忘因子, 反映了听觉的时域掩蔽效应,
该值越大, 听觉注意受旧刺激的影响越大, 对新刺激
越不敏感.
2.3.4 方位特征显著图
网络第四级用全局加强法处理第三级的帧级
方位特征, 从而得到方位特征显著图. 全局加强
法的作用是加强对注意目标影响大的特征, 削弱对
注意目标影响小的特征. 根据方位特征显著图可
动态提取出主导音方位, 模拟听觉注意的指向性.
该级网络的输入节点为 X4j (i), j = 1, 2, · · · , 25, 接
收第三级输出节点 Y3j (i) 的归一化值; 输出节点为
Y4j (i), j = 1, 2, · · · , 25. 全局加强处理按式 (8)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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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Y4j (i) =
j

{Max[Y31 (i), Y32 (i), · · · , Y325 (i)] − Y 3 (i)}2 Y3j (i)
(8)
式中, Max[Y3j (i)] 为第 i 帧信号最显著方向的显著
j
度, Y 3 (i) 为第 i 帧信号除 Y3j (i) 外的平均显著度.
得到方位特征显著图后可通过式 (9) 提取出主导音
方位, 指导 what 通路进一步的信号处理.

K = num[Max(Y4j (i))],

j = 1, 2, · · · , 25 (9)

式中, 函数 num() 用于提取第 i 帧信号显著度最大
值所对应的方位.
本节的方位特征显著性计算模型借助双耳线索
IID、ITD 完成了待注意目标的声源方位估计功能.
模型采取多个步骤改善噪声和混响对声源方位估计
的影响: 1) 基于能量门限 T 对信号时频单元进行了
筛选; 2) 采用带噪数据对 BP 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提
高神经网络的容错能力; 3) 设置一定长度的观察窗,
对信号进行基于能量加权的方位特征聚合.

2.4 主导音提取
该模块将根据 where 通路的方位显著度指导
what 通路进行信号处理, 从双耳信号中分离出各时
段的主导音, 模拟听觉注意选择性. 根据式 (10) 以
时 – 频为单位对信号进行掩蔽, 得到最终的主导音
语谱图.

Si0 (i, k) = M (i, k)|S(i, k)|

(10)

其中, M (i, k) 是第 i 帧, k 个频率通道信号的掩蔽
系数, S(i, k) 是左耳或右耳信号的短时频谱. 本实验
根据信号能量大小采用了不同的掩蔽系数. 其中小
于门限 T 的时 – 频单元, 将掩蔽系数固定为

M (i, k) =

1
1 000

(11)

而大于门限 T 的信号会按照式 (12) 采用 0 ∼ 1 掩
蔽, 即当单元所对应的方位刚好是主导音方位 K 时,
该时 – 频单元被保留; 否则, 被抑制.
(
1,
Y2K (i, k) > 0.1
M (i, k) =
(12)
0,
其他
其中, 方位特征序号 K 由式 (9) 所确定. 由于该模
型仅考虑了外界声源对听觉注意的影响, 故仅模拟
了听觉的非随意注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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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仿真及分析
为验证本文提出模型的可行性, 我们进行了
实验仿真. 本文采用声源信号与头相关响应函数
(Head related impulse response, HRIR) 卷积来模
拟自由场中的双耳信号, HRIR 表达了头部、耳廓、
躯干等生理结构对声波的滤波作用[20] . 实验采用的
HRIR 数据来自加州大学 Davis 分校 CIPIC 实验
室测量的 3 号头模[21] , 且不考虑距离对听者定位的
影响. –90◦ 、0◦ 、90◦ 分别表示声源在听者的正右侧、
正前方、正左侧.
BP 神经网络的训练数据和参数设置如下: 首
先, 将听者的正前方等分为 25 个方位, 由 CIPIC 实
验室提供的 3 号头模数据抽取这 25 个方位的 HRIR
数据; 然后, 以白噪声为声源, 和相应 HRIR 卷积得

图5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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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无噪情况的左右耳信号, 接着按照第 2.3.1 节、第
2.3.2 节方法提取参数, 将其作为网络训练的理想
数据. 另外对无噪的左右耳信号叠加一定信噪比的
白噪声作为训练数据, 仿真实验中带噪数据的信噪
比为 10 dB. 本文实验中网络最大训练次数设置为
5 000 次, 目标误差为 0.01, 训练时学习速率为 0.3.
实验 1. 本实验构造了一段人工混合信号, 采样
率为 8 kHz, 其中信号 1 由两个频率恒定正弦波构
成, 频率分别是 0.5 kHz、1 kHz, 持续时间为 0 ∼ 9 s,
方向为 30◦ ; 信号 2 由两个线性调频 “×” 型信号构
成, 频率从 2 kHz 到 3.5 kHz 以 500 Hz/s 线性变化,
持续时间分别是 1 ∼ 4 s, 5 ∼ 8 s, 方向为 –30◦ . 在
1 ∼ 4 s 时段, 信号 2 与信号 1 的功率之比为 16 : 1,
而在 5 ∼ 8 s 时段, 信号 2 与信号 1 的功率之比为 1
: 16, 其语谱图及实验结果如图 5 所示.

人工信号仿真结果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artificial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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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因子 β 对主导音提取的影响

Effects of forgetting factors on separating spectrogram of leading signals

实验采用的方位特征观察窗长 L 为 20 帧, 遗忘
因子 β 为 0.9, 通过本文听觉注意模型计算结果如图
5 (b) ∼ (e) 所示. 其中图 5 (b) 为混合信号的帧级方
位特征图, 图 5 (c) 为混合信号方位特征显著图, 图
5 (d) 为混合信号各时段的主导音方位, 图 5 (e) 为
本文模型提取的主导音语谱图.
观察图 5 (a) 知, 0 ∼ 1 s、4 ∼ 5 s 以及 8 ∼ 9 s 时
段只存在信号 1, 图 5 (d) 显示对应时段提取的主导
方位就是信号 1 的方位; 1 ∼ 4 s、5 ∼ 8 s 时段, 信号
1 (方向 30◦ ) 和信号 2 (方向 –30◦ ) 同时并存, 从图
5 (c) 观察到在 1 ∼ 4 s 时段, 因信号 2 比信号 1 显
著, 模型最终只关注到信号 2, 信号 1 相关的时 – 频
单元被掩蔽; 反之, 在 5 ∼ 8 s 时段, 信号 2 较弱而被
掩蔽. 本文模型有效提取出了混合信号在各个时段
的主导方位以及相应的主导音. 实验结果显示任何
时刻, 只有一个声音被关注, 当不同方位的信号显著
度发生改变时, 关注的方位会随之改变, 以上特性均
与人类的听觉选择性吻合. 另外仔细观察图 5 (c) 中
1 ∼ 1.5 s 附近 –30◦ 方向的声音比 30◦ 方向声音显
著, 但图 5 (d) 显示此时注意还停留在 30◦ 方向, 并
未 “注意到” –30◦ 方向的声音, 过一段时间后, 注意
才从 –30◦ 转移到 30◦ ; 同样在 4 ∼ 4.5 s 位置, 信号 2
早已中断, 但关注方位仍然是信号 2 所在方向, 这一
特点与听觉的短时掩蔽效应相似. 本文提出的听觉
注意计算模型比较全面地反应了信号在各时段的不
同方位显著度.
针对短时掩蔽效应, 改变遗忘因子 β, 再次进行
实验, 不同 β 取值情况下的主导音提取结果如图 6
所示. 比较图 5 (e)、图 6 的 1 ∼ 2 s 时刻可知, 遗忘
因子 β 越小, 对新刺激越敏感, 注意目标的转移速度
越快. 用遗忘因子 β 模拟听觉对事物的敏感度, 符

合人耳的听觉特性. 即越是敏感的话题、越是突兀
的信号, 越能及时得到注意.
实验 2. 为验证实际声学环境中本文听觉注意
计算模型的适用性, 我们选取了一段演讲 + 背景音
乐 + 枪声进行仿真. 如图 7 (a) 所示, 背景音乐持
续时间为 0 ∼ 10 s, 方向为 30◦ ; 演讲声持续时间为
2 ∼ 6 s, 方向为 –30◦ ; 枪声持续时间为 7 ∼ 8 s, 方向
为 –5◦ . 混合声音的语谱图如图 7 (b) 所示, 采样频
率为 8 kHz.
本实验采用的方位特征观察窗长 L 为 20 帧, 遗
忘因子 β 为 0.9, 利用本文注意计算模型得仿真结
果如图 7 (c) ∼ (f) 所示. 其中图 7 (c) 为混合声源信
号的帧级方位特征图, 图 7 (d) 为混合声源的方位
特征显著图, 图 7 (e) 为本文模型计算的主导方位,
图 7 (f) 为根据主导方位提取的主导音语谱图. 如
图 7 (b) 所示, 背景音乐、演讲以及枪声的频谱完全
重叠在一起, 无法直接区分各个信号. 在图 7 (a) 中
1 ∼ 2 s、6 ∼ 7 s、8 ∼ 10 s 只有背景音乐, 对应的在图
7 (e) 中显示音乐所在的 30◦ 方向就成了注意方位.
接着在 2 ∼ 6 s 这段时段内, 来自 –30◦ 方向的演讲
响起, 因其比背景音乐显著而得到关注. 背景音乐的
信号能量在 0.5 kHz ∼ 2.5 kHz 区间相对集中, 比较
图 7 (b) 与图 7 (f) 可以看到背景音乐相关的时频单
元被成功滤除, 仅保留了演讲相关的时 – 频单元. 最
后在 7 ∼ 8 s 位置, 因枪声短时能量突变以及高频信
号能量激增, 使得其在声学环境中显得非常 “突兀”,
使其立即成为注意目标. 本文模型成功提取了混合
信号中的主导音方位及其主导音, 每一个时刻 “注
意” 仅关注一个声音. 另外 6 s 左右演讲者已停止说
话, 图 7 (e) 显示 “注意” 仍停留在演讲者所在方向,
一段时间后才逐渐转移到背景音乐的方向, 这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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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人类听觉的 “滞后掩蔽效应” 一致.
实验 3. 为验证模型在噪声环境中的适用性, 将
实验二的混合信号再混入一定信噪比 (Signal noise

图7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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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 SNR) 的白噪声进行仿真实验, 其余实验步骤
和实验条件均与实验二相同. 当信噪比为 10 dB 时
仿真结果如图 8 所示.

自然声学信号仿真结果

Simulation results of natural acoustic 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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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噪混合声的仿真结果 (SNR = 10 dB)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mixed signal in noise (SNR = 10 dB)

图9
Fig. 9

混响环境中混合声的仿真结果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mixed signal in rever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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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8 (a) 所示, 混合信号加入白噪声后, 演讲
声和背景音乐的部分信号被噪声 “淹没”. 不过从图
8 (b) 可以看到除了 9 ∼ 10 s 附近信号强度较弱, 被
噪声干扰无法判断出正确的主导方位外, 其余时段
均成功提取出主导音方位, 保持了良好的方位显著
性检测. 这说明本文提出的注意模型具有一定的抗
噪能力.
以无噪情况下得到的主导方位为基准, 定义主
导方位提取的有效性, 以此反映噪声情况下模型的
性能:
有效性 =

Ne
× 100 %
N

(11)

式中, N 为无噪情况下成功提取出主导音方位的信
号总帧数, Ne 为噪声情况下提取的有效主导音方位
帧数, 即带噪情况与无噪情况提取的主导音方位一
致的信号帧数. 改变混合信号的信噪比进行多次实
验, 得到不同信噪比情况下主导方位提取的有效性
如图 8 (d) 所示. 当信噪比越来越高时, 越容易提取
出有效的主导方位; 反之, 信噪比很低时, 主导方位
的提取因噪声影响而出现错误. 信噪比低至 8 dB 时,
提取的主导方位有效性也可达 90 % 以上.
实验 4. 为验证模型在混响环境中的适用性, 进
行了如下实验.
存在混响的室内声场中, 定义室内声源到双耳
的脉冲响应为双耳房间脉冲响应 (Binaural room
impulse response, BRIR), 它描述了生理结构和周
围环境对声波的综合滤波作用[22−23] . CIPIC 库只
提供了消声室环境的 HRIR 数据, 并未提供混响
环境的 BRIR 数据, 所以暂无法直接根据实际的
BRIR 进行实验. 分析可知, 混响让 BRIR 和 HRIR
有了差异, 声学环境不同, 声源和双耳在室内空间
位置不同都会造成差异的不同, 实验中我们用随机
信号来表示这种差异. 将 HRIR 叠加不同信噪比的
高斯白噪声作为混响环境的 BRIR, 将声源信号和
BRIR 卷积来模拟混响环境的双耳信号, 其余实验
步骤和实验条件均与实验 2 相同. 当 HRIR 改变量
为 10 dB 时, 仿真结果如图 9 所示.
比较图 7 (e) 与图 9 (a) 可发现, 即使在有 “混
响” 的室内环境中, 模型仍可成功提取混合信号的
主导音方位, 保持了良好的方位显著性检测. 而
在 目 标 信 号 分 离 阶 段, 图 9 (b) 显 示 仅 在 低 频 段
(0 ∼ 0.3 kHz) 有少部分信号未能准确提取. 以自
由场 HRIR 为基准, 改变 HRIR 进行多次实验. 当
HRIR 改变量达到 7 dB 时, 提取的主导音有效时频
单元也可达 90 % 以上. 说明本文提出的注意计算模
型也适用于混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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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基于方位特征提出了一种双通路信息处理
的自下而上听觉注意模型, 在结构和功能上模拟了
听觉注意神经元信息处理机制, 讨论了遗忘因子、噪
声、混响对模型计算结果的影响. 与一般认知双通路
模型不同的是, 本文提出的听觉双通路模型主要是
用于模拟听觉系统的选择性注意机制, 即借助声源
方位信息完成声音内容的选择性提取. 经典听觉显
著度计算模型一般采用强度、频率、时间对比度等
简单时频特征计算显著图, 实现声音内容的初步分
析, 但无法区分不同的听觉对象, 仅能提供不同时段
信号的显著性, 不能指向某个显著声音流作为听觉
目标. 而本文模型可动态指示出最值得关注的目标
声音方向, 突破了传统盲源分离算法或计算声场景
分析方法中需要人工设定分离目标的限定. 在自然
声场中, 本模型能有效追踪混合信号的主导方位变
化并提取各时段的主导音, 降低和抑制了非关注信
号的强度, 提高了关注信号的抗干扰能力. 模型较好
地模拟了人类听觉系统的双通路信息处理机制、选
择性注意机制、注意转移机制等.
虽然我们构想的完整听觉注意模型考虑了多个
声学特征以及记忆对听觉选择性注意的作用, 但因
篇幅限制, 本文构建的听觉注意模型仅考虑了声源
空间方位对听觉注意的贡献, 且为一种自下而上处
理模型. 听觉信息处理是由局部特征逐渐过渡到全
局特征. 在今后的研究中, 可进一步考虑时间、频
率、强度、方位等多因素综合特征对听觉选择性注
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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