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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传统的基于声能量降低的噪声控制技术不同，研究的是基于音频注入法的机动车噪声烦恼

感抑制问题。 以 ８ 种机动车噪声为目标声，分别设计 ３ 种不同调控声以不同信噪比与之叠加，开展绝

对阈限和叠加声烦恼感主观评价实验，得到了绝对阈限范围和叠加声烦恼感的“相消效应”存在条件。
对相消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目标声和调控声的可识别性是选择调控声的重要

依据。 对大多数可识别性高的目标声，应选择可识别性高、信噪比大的调控声；对大多数可识别性低

的目标声，应选择可识别性低、信噪比小的调控声。 加入最优调控声后，可识别性高的目标声烦恼度

下降值低于可识别性低的目标声。 研究将为音频注入效应、物理机制及调控声选择与优化设计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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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动车噪声作为道路交通噪声与车内噪声的主

要来源，其控制方法包括无源控制和有源控制两大

类，目的均在于降低噪声的声能量，它们被称为面向

声能量降低的“减法控制”措施。
在实际工作中，“减法控制”措施遇到许多问

题。 例如在特定场合下降噪效果有限、降噪成本不

可接受或降噪措施无法实施，有些场景下声能量降

低后的噪声并不会带来听感舒适性提升。 就车内声

环境来说，单纯以降低噪声能量为目标的噪声控制

方法已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汽车产品乘坐舒适性的

要求，以声级为唯一评价指标的方法存在不足。
为了评价与表征声事件带给人的主观感受，声

品质技术应运而生［１］。 用人耳对声事件经听觉感

知后做出的主观评价值作为描述声音的参量。 由此

来看，噪声对人的主要影响是引发烦恼感，因此大多

数场景下噪声控制的本质就是抑制烦恼感。
于是，一种通过加入可听声以降低原始声烦恼

感的噪声控制方法被人们提出，这种方法区别于以

减少声能量为目的的“减法控制”，是一种“加法控

制”措施，又称为音频注入法（ ａｕｄｉｏ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在

音频注入法中，原始噪声称为目标声（ｔａｒｇｅｔ ｓｏｕｎｄ），
所加入的声音称为调控（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 ｓｏｕｎｄ），混合后

的声音称为叠加声（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ｎｏｉｓｅ）。 近年来，音频

注入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研究和初步应用

也越来越多。
声景观是应用音频注入法最主要的方面。 流水

声是增强城市声景观的最佳声音［２］。 Ｆａｎ 等的研究

表明引入满意度高的声音是改善公园声环境的有效

手段［３］。 Ｊｏｏ 等认为引入令人愉悦的自然声掩蔽城

市噪声是一种改善声舒适性的重要策略［２］。
在环境噪声烦恼感抑制方面，自然声作为适宜

的调控声被重点研究。 添加需要的声音来掩蔽机械

的声音是比较有效的［４⁃５］。 Ｊｅｏｎ 等调查了流水声对

城市噪声掩蔽的影响，认为声舒适性和响度的感知

与噪声干扰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６］。 李争光［７］

研究了人体对叠加不同声音后的噪声暴露下噪声主

观烦恼关系。 Ｌｅｕｎｇ 等［８］研究了流水声与道路交通

噪声共同作用下噪声烦恼反应的多元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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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闭空间内的声环境调控方面，Ｓｕｈａｒａ 等［９］

提出了一种控制信号设计方法，用于掩蔽牙科治疗

声中引起不舒适感的多个谱峰。 Ｂｒｏｃｏｌｉｎｉ 等［１０］ 发

现当存在可懂语音时，记忆任务表现会下降。
已有研究证明了音频注入法对改善听觉舒适性

或降低噪声烦恼感的有效性［１１］，但是缺乏深入而细

化的研究。 对道路交通噪声而言，流水声是非常合

适的调控声候选者［１２］。
听觉属性差异很大的 ２ 种声音的可识别性不仅

是声音特性的描述，也是调控声声级选择的参考依

据。 Ｇｙｇｉ 等［１３］研究了常见环境声的检测和识别阈

值。 陈克安等［１４］ 发现与声音时频性相近的噪声干

扰对目标辨识率的影响大，而与声音时频性相差大

的噪声干扰对目标辨识率的影响小。
本文以机动车噪声为目标声，开展音频注入下

的绝对阈限实验和烦恼感主观评价实验，随后基于

可识别性研究了目标声烦恼感降低的程度与范围，
即“相消效应”存在的条件，同时对音频调控声进行

了参数优化和音频注入效应的分析。

１　 声样本的获取

本文以 ８ 种机动车噪声为目标声，以 ３ 种舒适

度较高的溪流声为调控声，研究叠加后的相消效应。
研究表明，５ ｓ 时长的声样本可产生稳定的感知印

象，且避免因时间过长而导致被试疲劳，可保证评价

结果的准确性，所以声样本时长均为 ５ ｓ。
以机动车噪声烦恼感音频调控为目标，选择大

巴车、燃油汽车、电动汽车、摩托车 ４ 种机动车在 ２
种时速下车内或驾驶者附近的 ８ 种噪声为目标声，
声样本来自 ｗｗｗ．ｐｏｎｄｓ．ｃｏｍ，采样频率为 ４４ １００ Ｈｚ。
此外，音频注入法不适用于高声压级目标声，且为了

降低研究复杂度，将目标声声压级设为 ６０ ｄＢ 不变，
其具体信息见表 １。 已有研究表明对烦恼感抑制来

说溪流声比喷泉声和瀑布声更受青睐［１２］。 为此，本
文选择溪流声为调控声。 从 ｗｗｗ．ｐｏｎｄｓ．ｃｏｍ 下载了

３ 种溪流声作为调控声，声样本时长５ ｓ，采样频率从

４８ ０００ Ｈｚ 降为 ４４ １００ Ｈｚ。
在音频注入法中，将调控声视为信号，目标声视

为噪声，设置一系列不同的信噪比（ＲＳＮ），２ 种声音

组合后得到不同的叠加声。 ＲＳＮ定义如（１）式所示

ＲＳＮ ＝ １０ｌｇ
ＰＣ

ＰＴ
（１）

式中， ＰＣ，ＰＴ 分别为调控声和目标声的声功率。
将 ８ 种目标声和 ３ 种调控声以不同 ＲＳＮ混合得

到叠加声用于后续主观评价实验或预测。
表 １　 目标声信息与参数

车型 品牌
车速 ／

（ｋｍ·ｈ－１）
编
号

大巴车 １９５７ 皇冠校车
４０～４８
７２～８８

１
２

燃油汽车 １９９８ 雪佛兰马里
３２
９６

３
４

电动汽车 拉弗蒂电动车
３２

中速或快速

５
６

摩托车 哈雷戴维森 ２０００ 路王
３２
１１２

７
８

２　 主观评价实验

为得到叠加声烦恼度评分，本次实验分为两部

分：调控声阈限值研究和叠加声烦恼度评价。 第 １
部分实验为第 ２ 部分实验获得调控声声压级提供依

据，第 ２ 部分实验为研究相消效应提供依据。
２．１　 被试

分 ３ 次进行实验，每次实验完成一种调控声的

评价。 被试由不完全相同的 １３ 名（男 １０ 名，女 ３
名）２０～２４ 岁听力状况良好的在校大学生组成。
２．２　 环境与设备

主观评价实验在安静适宜的普通房间进行。 房

间的本底噪声为 ４７．５ ｄＢ。 利用计算机对声样本随

机排序后由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Ｍｅｄｉａ Ｐｌａｙｅｒ 音频播放软件通

过一个 ２４ 位声卡传至 １６ 通道耳机放大器 （ ＢＥ⁃
ＨＲＩＮＧＥＲ ＨＡ４７００），然后经动圈式高保真监听级头

戴耳机（ＳＥＮＮＨＥＩＳＥＲ ＨＤ２８０）播放给被试。
２．３　 实验过程

第 １ 部分实验为绝对阈限实验，分别通过极限

法获得调控声的下阈限（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和上阈限

（ｕｐｐｅ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其中，下阈限 ＴＬ 是指固定目标

噪声级下，人们刚好能够感觉到调控声的声压级；上
阈限 ＴＵ 是指固定目标噪声级下，人们刚好感觉不到

目标噪声时对应的调控声声压级。 获取下、上阈限

值的目的不仅在于明确调控声声级范围，为后续声

级选择提供依据。 本文将下、上阈限覆盖范围称为

阈限范围，由于目标声与调控声是 ２ 种感知属性差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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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较大的声音，研究其阈限范围 ΔＴ（ΔＴ ＝ ＴＵ － ＴＬ）
可为后续机理阐释提供参考。 第 ２ 部分实验为参考

评分实验，在阈限范围内，通过参考评分法得到不同

信噪比下叠加声烦恼度评分。
２．３．１　 绝对阈限实验

在绝对阈限实验中，要求评价人员熟悉声样本

列表，对整体声样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ＲＳＮ以２ ｄＢ
为步长叠加得到叠加声。 使用心理物理学的经典方

法之一的极限法，其主要特点是刺激按照“递增”
（用↑标记）或“递减”（用↓标记）的 ２ 种序列逐级

进行微小变化。 即将叠加声中调控声的声压级按↑
↓↓↑的顺序播放 ４ 遍，被试每听完 ５ ｓ 的声样本

有 ２ ｓ 的时间判断是否能听到调控声或目标声。
根据被试有无检测到调控声或目标声反应变化

的转折点两值的平均值，即为对应的绝对阈限；多次

测试的平均即为该调控声的最终绝对阈限。
２．３．２　 烦恼度评价实验

使用烦恼度作为叠加声烦恼感评价的量化指

标，烦恼度评分记作 Ａ。 本实验采用参考评分法，等
间隔的测量等级以满足线型回归及其他统计技术的

需要。 在 ８ 种目标声中选取 １ 个声样本为参考样

本，该声样本的物理特性在全体声样本中处于中等

位置附近。 评价尺度见表 ２。
表 ２　 评价尺度

不
烦
恼

特
别

非
常

比
较

稍
微

相
同

稍
微

比
较

非
常

特
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烦
恼

选取绝对阈限范围内的一部分叠加声作为参评

声样本，随机播放打分。 由于有被试报告 ＲＳＮ过大

会影响实验进行，而且 ＲＳＮ过小没有起到明显的相

消作用，所以该部分叠加声 ＲＳＮ的起始并不严格按

照阈限值。
主试讲解实验目的、流程、注意事项，解答被试

的疑问。 在阈值范围内，以 ３ ｄＢ 为步长，叠加得到

叠加声并进行参考评分，声样本序列随机播放。
实验期间被试每次听到 １ 对声音，每对包含

２ 段５ ｓ 的声音，中间间隔 １ ｓ。 第 １ 段声音为参考样

本，烦恼度评分设定为 ５ 分，第 ２ 段声音为待评价样

本。 在听完每对声音后，被试有 ３ ｓ 的时间进行比

较，相对于参考样本来说待评价样本的烦恼度等级，
并对其打分。 其中“９”、“５”和“１”表示待评价样本

相对参考样本“非常烦恼”、“同样烦恼”和“非常不

烦恼”。 被试听完 １ 对声样本后进行线上打分直至

序列播放完毕，形成作为第 １ 组数据。 选取待评价

声样本约 １ ／ ３ 进行重复打分，作为第 ２ 组数据。 最

后选出合适的被试打分取平均值作为每个声样本的

最终烦恼度评分。
２．４　 数据分析

为保证后续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首先对数据进

行有效性检验。
２．４．１　 误判分析

实际中，允许同一评价者对同一声样本多次重

复评价的结果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只要这一差

异超过某一数值的概率低于可接受性检验的显著水

平即可。 对 １３ 名被试烦恼度评分的第 ２ 组和第 １
组数据中对应的数据进行误判分析，若 ２ 个评分值

的数值之差大于 ２，则视为不可允许误判，实际中，
如果某个被试的误判率大于 ０．４，则剔除该被试。 图

１ 为参考评分的误判分析，剔除被试 １２。

图 １　 参考评分的误判分析图

２．４．２　 相关分析

对 １３ 名被试烦恼度评分的第 ２ 组数据和第 １
组数据中对应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即同一被试评

价同一叠加声，获得该叠加声的 ２ 组评分。 如图 ２
所示，被试评分数据整体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将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低于 ０．５ 的予以剔除，３ 次实验分

·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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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剔除被试 ３，５，６，８，１１ 和被试 ３，６，９，１３ 以及被 试 ５，７，９，１０，１１，１２。

图 ２　 参考评分的误判分析图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节结合实验结果，对目标声与调控声自身特

性进行分析，研究相消效应的产生与影响因素。

３．１　 目标声与调控声的特性分析

利用 ２．３．１ 节给出的方法，获得了调控声的阈

限值，计算得到了 ３ 个调控声在不同目标声下的下

阈限、上阈限及其覆盖范围，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调控声的下、上阈限及其范围

　 　 在由第 ｉ 个目标声和第 ｊ 个调控声组成的叠加

声中（ ｉ ∈ ［１，８］， ｊ ∈ ［１，３］），第 ｊ 个调控声的阈限

范围定义为 ΔＴｉ，ｊ，如（２） 式所示

ΔＴｉ，ｊ ＝ ＴＵ，ｉｊ － ＴＬ，ｉｊ （２）
式中， ＴＵ，ｉｊ，ＴＬ，ｉｊ 分别表示由第 ｉ个目标声和第 ｊ个调

控声组成的叠加声中调控声的上、下阈限值。
虽然前文中提到的阈限值和阈限范围等概念是

针对调控声的，但对不同的目标声情况不一样，所以

阈限范围也是相对目标声来说的一个量，可以描述

目标声的特性。 阈限范围也可以作为判断 ２ 个声音

可识别性的一种体现。 可识别性是指一个声音与另

一个感知属性不同的声音混合后，该声音被识别出

来的难易程度。 本研究中，将可识别度定义为 Ｉ，作
为衡量可识别性的一种指标，用阈限范围的均值来

表示。 因此每个目标声的可识别度用 ３ 个调控声下

阈限范围长度的均值表示；每个调控声的可识别度

用 ８ 个目标声下阈限范围长度的均值表示。 第 ｉ 个

目标声的可识别度 Ｉｉ 定义如（３） 式所示，同理，第 ｊ
个调控声的可识别度 Ｉ ｊ 定义如（４）式所示，各目标

声和调控声的可识别度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不同目标声和调控声的可识别度

Ｉｉ ＝
１
３ ∑

３

ｊ ＝ １
ΔＴｉ，ｊ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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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ｊ ＝
１
８ ∑

８

ｉ ＝ １
ΔＴｉ，ｊ （４）

所有目标声和调控声可识别度的均值为 ３５．０４ ｄＢ，
在图 ４ 中用黑色虚线表示，所以选择 ３５ ｄＢ 为本实

验中可识别度分类线。 可见，可识别度高于 ３５ ｄＢ
的有目标声 ５，６，８ 和调控声 １；可识别度低于３５ ｄＢ
的有目标声 １，２，３，４，７ 和调控声 ２，３。
３．２　 相消效应影响因素的分析

调控声注入后，叠加声烦恼感较目标声烦恼感

下降的现象称为相消效应，它所依赖的因素是一个

基础性问题，也是调控声设计的基本前提。
烦恼度评分的实验结果经数据处理后，每个叠

加声的烦恼度评分如图 ５ 所示。 每幅图中黑实线为

目标声的烦恼度评分，黑实线以下的区域为相消效

应发生的区域。 可以看出大多数情况下加入调控声

后叠加声的烦恼度下降了，大部分叠加声烦恼度会

先下降后上升。 调控效果最好时对应的 ＲＳＮ可从图

中看出。 由图可见，调控声 １ 更适合目标声 ５ 和 ８；
调控声 ２ 更适合目标声 ２ 和 ６；调控声 ３ 更适合目标

声 １，３，４ 和 ７。

图 ５　 不同目标声下叠加声的烦恼度

　 　 其中，将烦恼度下降值 ΔＡ 定义为加入调控声

前后目标声烦恼度与叠加声烦恼度之差，如（５） 式

所示

ΔＡ ＝ ＡＢ － ＡＡ （５）
式中， ＡＢ，ＡＡ 分别为加入调控声前后目标声和叠加

声的烦恼度。
将使目标声烦恼度下降最大的调控声称为最优

调控声，对应的信噪比为最佳信噪比 ＲＳＮＯ。 根据烦

恼度评分实验的结果，可知目标声５和８的最优调控

声为调控声 １；目标声 ２ 和 ６ 的最优调控声为调控声

２；目标声 １，３，４ 和 ７ 的最优调控声为调控声 ３。 加

入最优调控声后的ΔＡ及ＲＳＮＯ 如图 ６所示。 其中，左
纵坐标为烦恼度下降值 ΔＡ，右纵坐标为最佳信噪比

ＲＳＮＯ ，分别用蓝色和红色竖线表示。
目标声与调控声的特性都与相消效应的发生有

关，不同调控声适合不同的目标声。 由以上结果可

·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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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加入最优调控声后各目标声的 ΔＡ 及其 ＲＳＮＯ

知，对于大部分可识别度高于 ３５ ｄＢ 的目标声，如目

标声 ５ 和 ８，其最佳调控声的可识别度也高于

３５ ｄＢ，并且其对应的 ＲＳＮＯ大，在－７ ｄＢ 及以上；而对

于可识别度低于 ３５ ｄＢ 的目标声，如目标声 １，２，３，４
和 ７，其最佳调控声的可识别度也低于 ３５ ｄＢ，并且

除了目标声 ２，其余目标声对应的 ＲＳＮＯ小，在－１５ ｄＢ
及以下。 由图 ６ 可知，加入最优调控声后，对于可识

别度高于 ３５ ｄＢ 的目标声，其 ΔＡ 的均值低于可识

别度低于 ３５ ｄＢ 的目标声。
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

确定目标声与调控声的可识别度对叠加声烦恼度下

降值的影响。 为研究相消效应影响因素，选择相消

效应区内的数据进行分析。 影响因素为目标声和调

控声的可识别度分类（分类为 １ 表示其可识别度小

于 ３５ ｄＢ，分类为 ２ 表示其可识别度大于 ３５ ｄＢ）。
由显著性结果可知，目标声可识别度分类的影响显

著，调控声可识别度分类的影响不显著，两者的交叉

项影响也是显著的。 目标声和调控声可识别度分类

对 ΔＡ 影响如图 ７ 所示，可见，与最佳调控声的规律

一致，即可识别度小的目标声与可识别度小的调控

声混合后，叠加声的烦恼度下降值更大；可识别度大

的目标声与可识别度大的调控声混合后，叠加声的

烦恼度下降值更大。
总的说来，如果目标声的可识别度高，要求最佳

调控声的 ＲＳＮ大、可识别度高，叠加后 ΔＡ 较小；反
之，如果目标声的可识度低，要求最佳调控声的 ＲＳＮ

小、可识别度低，叠加后 ΔＡ 较大。 这说明对于听感

显著的目标声，要求调控声的听感显著且能量较大，
但烦恼度下降值却较小；反之对于听感不明显的目

标声，要求调控声的听感也不明显，需要的能量也较

低，但烦恼度下降值却较大。
当然，以上结论也不是绝对的，可识别度高于

图 ７　 目标声和调控声可识别度分类对 ΔＡ 影响

３５ ｄＢ 的目标声 ６ 和可识别度低于 ３５ｄＢ 的目标声 ２
就是 ２ 个例外。 从最佳调控声的角度看，目标声 ６
不符合上述规律。 但由图 ５ 可见，对目标声 ６ 来说，
３ 种调控声下的 ΔＡ 都很小，且数值相近，虽然调控

声 ２ 为其最佳调控声，但可能存在偶然因素。 从

ＲＳＮＯ的角度看，目标声 ６ 和目标声 ２ 不符合上述规

律，可能与其他因素有关。
上述现象表明，相消效应源于能量掩蔽和信息

掩蔽的共同作用。 当目标声和调控声同时出现，且
两者在频谱上互相重叠时，目标声和调控声一起激

活了听觉外周神经系统中的相同成分，发生了能量

掩蔽。 根据能量掩蔽特性［１５］：频率相近的纯音容易

互相掩蔽；提高掩蔽声的声压级会增加掩蔽量，本实

验中的目标声和调控声有频率相近的成分，而且大

多数情况下 ΔＡ 会随 ＲＳＮ的增大而增大，因此能量掩

蔽是烦恼度降低的因素之一。 但由以上对可识别性

的讨论以及例外的出现可知，烦恼度的降低不能都

归因于能量掩蔽，有时是通过转移注意力来达到掩

蔽的效果。 所以，对此可以用能量掩蔽之外的掩蔽，
即信息掩蔽来解释。 信息掩蔽是由刺激的不确定性

导致的阈值升高［１６］，是发生在听觉中枢层次上的掩

蔽［１５］。 所以对于本实验中烦恼度的降低，能量掩蔽

和信息掩蔽都有贡献，但各成分占比多少是一个很

复杂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４　 结　 论

本文选取 ４ 种车型不同速度下的 ８ 种机动车噪

声作为目标声，３ 种溪流声为调控声开展主观评价

·５６５·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４０ 卷

实验。 研究了基于音频注入的机动车噪声烦恼感抑

制特性，从多个角度研究了调控声叠加后烦恼感

“相消效应”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①对于大多数可识别度高于 ３５ ｄＢ

的目标声，其最佳调控声的可识别度也高于 ３５ ｄＢ，
且其 ＲＳＮＯ大，在－７ ｄＢ 及以上。 ②对于大多数可识

别度低于 ３５ ｄＢ 的目标声，其最佳调控声的可识别

度也低于 ３５ ｄＢ，且其 ＲＳＮＯ小，在－１５ ｄＢ 及以下。 ③
加入最优调控声后，可识别度高于 ３５ ｄＢ 的目标声

的 ΔＡ 均值低于可识别度低于 ３５ ｄＢ 的目标声。 ④
能量掩蔽和信息掩蔽对烦恼度的降低都有贡献，但
各自的占比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最佳信噪比的角度来看，本文结果与前人的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６，１２］，即当调控声声压级比目标

声小 ３ ｄＢ 及以上时，调控效果最好；从听觉特性角

度看，前人研究认为当流水声的愉悦度越高，与道路

交通噪声混合后的总愉悦度将越高［１７］。 本研究还

进一步增加了目标声种类并对其听觉感知特性进行

了分类，得到了目标声与调控声需基于可识别度进

行最佳匹配的初步结论。
可识别度可以作为选择调控声的重要依据，对

于可识别度高的目标声，应选择可识别度高、ＲＳＮ大

的调控声；对于可识别度低的目标声，应选择可识别

度低、ＲＳＮ小的调控声。
为使本文研究更加深入，可对信噪比参数进行

优化；增加调控声的种类，拓宽调控声的选择和研究

范围。 在音频注入法中，调控声与目标声叠加后引

发的听觉感知效应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声学现象，最
优调控声设计涉及到对音频注入效应基本特性、物
理机制及数学建模等方面的研究，需长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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