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辅助的中文言语测听平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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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测听和纯音测听一样，是听力学最基本、最重要的测试手段[1]。它既可在临床诊
断中与纯音听力图相互印证，提供患者的言语听敏度信息，又能够评估患者在言语察觉、
分辨、识别和理解等方面的能力。
言语测听的普及取决于言语测听材料和言语测听方法两方面的进展，二者是内容和形
式的关系。测听材料的发展不断拓展着言语测听的应用范畴，从这项基本的心理物理测试
中挖掘出更多的有用信息；测试技术的改进则提高着言语测听的效率和可靠性，使其提供
的信息更加细化和准确。两者相互依存，共同推进着现代言语测听技术的发展。而数字化
信息技术的介入[2]已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目前英文言语测听，无论在测听材料还是测听方法方面，都已发展得比较成熟[3]。常
用的测听材料包括：测试言语识别率的 CID W-2、NU-6、CNC 等单音节词表和 BKB、CUNY
等短句表，以及一些噪声下语句测听，如 SIN、Quick SIN、HINT 等。近年来国外也开发
了一些计算机辅助的言语测听系统，但尚未在临床中广泛使用。
中文言语测听的普及长期受到“测听材料匮乏”和“测听方法不规范”两个瓶颈的制
约，有很大的改进空间[4]。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研究所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标准化
的普通话（单音节、扬扬格词、短句及噪声下语句）言语测听材料，出版了国内第一张言
语测听 CD[5]，经大量的全国各方言区的多中心临床验证[6]，已能满足临床上对测试信度、
效度和实用性的要求。但全国各地普通存在着“言语测听方法不规范”的问题。⑴言语测
听手法掌握不当；⑵对影响测试结果可靠性的诸多因素（如声学校准、学习记忆效应、受
试者应答方式等）认识不足；⑶对言语测听结果的临床意义存在误读；⑷测听人员仍然使
用“一张纸、一支笔”的记录方式，需手工计算识别率，数据不易汇总分析。国内虽也有
准计算机化言语测听的零星研究[7, 8, 9]报道，但未能普及。
本研究将基于解放军总医院业已完成的一系列标准化的普通话言语测听材料，结合临
床常规听力计的外接音源输入及言语测听模块，研制开发出一套计算机辅助的中文言语测
听平台[10]，以 Microsoft Visual C++编写完成。该测听软件集受试者信息管理、声学校准、
语音播放、测听流程自动化、测听报表生成、数据分析管理等功能为一体。可以辅助进行
单音节识别率、扬扬格词识别率及识别阈、安静下语句识别率及识别阈、噪声下的语句识
别率及识别阈等测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上述“测听方法不规范”的弊端，为临床应用
及科研工作提供一个了实用而有效的计算机辅助工具，也为中文言语测听的推广提供了切
实有效的途径。

基金项目：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07BAI18B12, 2008BAI50B01, 2008BAI50B08)；解放军总医院苗
圃基金(08MP-11)
通讯作者：韩东一, hdy301@263.net；蔡莲红，CLH-dcs@tsinghua.edu.cn

一 软件结构
言语测听软件具有友好的输入输出界面，提供的功能主要包括数据管理、言语测听流
程管理两部分。言语测听软件主要功能的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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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言语测听软件主要功能流程图

1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功能负责管理患者基本信息、常规听力学（纯音及声导抗测听）数据、
言语测听条件及结果，具有增、删、查、改、导入\导出、报表生成的功能。
(1) 患者基本信息
患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母语方音、常住地、普通话水平、耳科诊断、
助听装置使用状态等。
(2) 常规听力学数据
包括患者双耳的纯音（气、骨导）听力图、鼓室图及声反射阈。纯音听力图的录入可
采用数值录入或在图上直接标画特定符号两种方式，软件自动计算出患者左右耳在 0.5、1、
2kHz 三个频率点的平均听阈(3FA)和在 0.5、1、2、4kHz 四个频率点的平均听阈(4FA)。
(3) 言语测听条件及结果
同步记录言语测听所采用的换能器种类（TDH 系列耳机、插入式耳机、扬声器及扬声
器的入射方位角）
、侧别（左、右、双耳）
、测听内容及结果（识别率、识别阈）等。可绘
制同一条件下受试者的识别率随言语声强变化的函数(Performance - Intensity, P-I)曲线，并
生成图形文件保存或导出。

(4) 数据管理
对患者的基本信息可实现新增、删除、修改、检索等功能。其中的检索功能，可按姓
名、年龄、性别、测听日期、病种、听损程度等多个检索条件组合进行检索，极大地方便
了日后的统计分析和科研工作。测听结果可以直接打印成临床报表，或转成文本文件或
Excel 文件保存。对于在多台电脑上使用该软件所生成的数据文件，可以方便地实现导入\
导出，从而有利于同一家医院门诊、病房等多个测听场所的数据汇总，也为在多家医院间
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提供了方便。
2 言语测听流程管理
“言语测听流程管理”功能则负责对各种测听流程的控制。如图 1 所示，计算机播放
的测听材料以文字方式显示在电脑屏幕上，其音频信号被送至听力计的外接信号输入端，
由听力计控制言语信号的给声强度，并经由其内置功放输出到相应的换能器（TDH 系列耳
机、ER-3A 插入式耳机、扬声器或骨振器等）
。听力师借助听力计的监听耳机及对讲系统，
实时监控音频文件的播放，并以人机交互方式记录患者的应答、操控测听流程的进行。
(1) 声学定标
既然计算机播放的言语信号需经由听力计来控制给声强度并以听力级(dB HL)为单位
表述，这就涉及到听力计的声学校准及外接言语信号的定标问题。在英文中虽均以
calibration 表述，但实则涉及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听力计属国家强制检定设备，每年须校准一次，主要完成对各类换能器的纯音、窄带
噪声及言语信号的零级校准[11]。比如，对于 TDH 系列耳机而言，其言语识别基准阈级（即
言语信号的听力零级）为 202 dB SPL。应由专业的校准工程师调整听力计内部的输出控
制电路，使得听力计表盘显示为 70 dB HL 时，耳机输出的言语信号强度为 90dB SPL。
而对外接信号的定标，则是对来自计算机声卡的言语信号电平做适度微调，使之符合
听力计内置功放的输入电平要求。但言语信号是在时域与频域上都不断变化的非稳态信号，
因而国家标准《GB/T 17696 声学 测听方法 第三部分：语言测听》[12]规定，言语测听录音
成品中应包括定标言语听力计的信号音，应不短于 60s，可以是 1kHz 为中心的 1/3 倍频程
窄带噪声，或带宽不少于 1/3 倍频程的 1kHz 调频啭音，调制信号应为重复率在 4～20 范围
内的正弦或三角波。定标信号音的强度应与该测听材料中的全部测试表的平均声级一致。
因此本软件启动之后，需先播放 60 秒 1kHz 调频啭音。此过程中同步调整听力计的输入电
平微调，使 VU 表的示数指到 0dB（外接信号电平过低时，也可为-10dB）
，言语测听软件
会要求听力师录入这个 VU 表基值。实际测试时将听力计的表盘示数加上此 VU 表基值，
便是人耳实际听到的言语强度。只有完成外接言语信号的定标，屏幕上的言语测听模块才
由灰转黑，允许进行正式测听。
(2) 乱序播放与同步计分
以往使用言语测听 CD 或其它制成品，听力师选定测听表号并在预先印制好的计分表
上记录患者的应答。各测听表及表内各个测听项之间的排列顺序都是固定的，对于短期内

进行过多次测听的受试者而言，就有可能已经记住了部分言语内容。为了克服这一记忆效
应的影响，本软件不允许同一受试者重复使用同一张测听表，并对每张表内各测听项以随
机顺序播放，相应的文字内容同步显示在电脑屏幕上。受试者复述之后，听力师直接在文
字下方相应的判断框点击“正\误”
，每表测听完毕就会自动计算并显示言语测听结果。
(3) 练习表的应用
为了克服练习效应[13]的影响，每类测试之前都应要受试者进行充分的练习，以熟悉测
听环境及流程。为此软件对每类测听都提供了数量不等的练习表。
二 测试内容
言语测听主要涉及言语识别阈、言语识别率两大类。言语识别阈是指受试者能够正确
识别当前播放言语材料的 50%时所对应的最低声级。而言语识别率是指用百分数表示的受
试者正确重复测试项数占总测试项数目的比例。两项测试各有其特点，测试结果既可与纯
音测听的结果相对照并用于诊断，又可用来评估患者的听敏度及治疗、康复的疗效。
1 言语识别率
言语识别率的测试内容包括单音节、扬扬格词表、安静下句子、噪声下句子四种类型，
包括 22 张单音节表（每表 25 个音节）
、5 张扬扬格词表（每表 40 词）
、12 张安静条件下语
句表（每表 10 句 50 个关键词）和 28 张嘈杂噪声下语句表（每表 9 句 50 个关键词）
。测试
前，需要选择测试表号，设置计分单位，填写给声强度等信息。软件控制言语识别率的测
试流程。可在多个强度下重复进行言语识别率测听（已使用过的表号已被屏蔽，不可重复
使用）
，所得结果可手动绘制成 P-I 函数曲线。
单音节、扬扬格词与语句的识别率测试流程基本一样。不同的是：①各类测试的计分
单位可视临床或研究工作的需要而改变。对于单音节测试项，既可以整个音节计分，也可
将音节拆分成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来计分；对于扬扬格词测试项，既可以双字词作为
基本计分单位，也可拆分成两个单字计分；对于语句测试项，既可以以整句计分，也可以
句中关键词最为计分单位。②语句识别率测试可在安静和噪声背景下进行，所选噪声为 4
人同时谈话而混叠产生的嘈杂语噪声(Babble)。此时需同时记录语句的强度与噪声的强度。
③单音节与扬扬格词测试时，测试项的播放是每间隔 4 秒自动切换的。听力师在这有限的
时间内若出现误操作，软件还允许在播放下一个测试项时进行更正。而语句测听则采用手
动播放的方式，允许听力师有充分的时间一一点击各关键词下方的判断框。
2 言语识别阈
言语识别阈的测试内容包括扬扬格词表、安静下句子、噪声下句子三种类型，包括 4
张阶梯下降式（每播送 5 个词，强度就自动下降 5dB）的扬扬格词表、6 张安静条件下语
句表（每表 20 句 100 个关键词）和 14 张嘈杂噪声下语句表（每表 18 句 100 个关键词）
。
测试前，需要选择测试表号，填写初始给声强度（或信噪比）等信息。软件分别以 ASHA
美国听力言语语言协会 1988 年推荐的言语识别阈测听指南[14]和 Plomp & Mimpen 提出的强

度自适应的方式，快速测得扬扬格词与语句的言语识别阈。
(1) 扬扬格词识别阈
扬扬格词是最为常见的言语识别阈测听材料。软件中扬扬格词识别阈测听，依照
ASHA(1988)推荐的言语识别阈测听指南进行。首先依据纯音平均听阈(3FA)摸索一个初始
给声强度，确保在该强度下 5 个扬扬格词均能正确识别。如果不能，软件则会提示“增大
初始给声强度”
。接着软件会自动控制播放强度阶梯式下降：每播放 5 个词，强度自行降低
5dB。因而听力师不必再操心强度控制，只需判定患者的应答正确与否。当患者在某一强
度下全部 5 个扬扬格词均不能正确识别，测试终止。软件会计数患者在整个阶梯下降过程
听对的数目，以初始给声强度减去该数目，再加上一个 2.5dB 的校正因子，即为该患者的
言语识别阈。
(2) 安静及噪声下的语句识别阈
传统的语句识别阈测听方法，需要根据语句识别的 P-I 曲线来推算，比较费时。Plomp
& Mimpen (1979)提出了一种类似于 Békésy 测听的自适应测听方法，根据患者上一句正确
应答率而相应增大或减小下一句播放的强度。随后 HINT 等噪声下语句测听材料也采用了
这一方法，每次强度增减的步距为 2dB。参照此方法，本软件自行制订了强度（或信噪比）
增减的步距规则，结合每句中关键词的正确识别率，步距分别设定为 0、0.5、1、1.5、2dB，
使得语句的播放强度（或信噪比）总在患者的语句识别阈附近上下振荡。取每次上升、下
降轨迹的中值点，即时统计测听过程中诸多中值点的均值和标准差。该均值即为患者的语
句识别阈。当标准差小于 1dB 时，表明测听强度（或信噪比）已逐渐收敛于患者真实的语
句识别阈，测听可提前终止。
三 意义
当今计算机技术已经深入听力学的各个部分，声导抗测试、听觉诱发电位、耳声发射
等检测技术，无不是借助于计算机技术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诊断准确度。但是作为听力学
核心技术之一的言语测听多年来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变，始终作为听力计的一个附属功能
存在，计算机技术给言语测听所带来的便利仅仅在近几年才得到部分听力设备厂家的重视。
中文言语测听近年来已取到长足进步 [16]，出现了一批分别适用于儿童和成人的单音
节、扬扬格词及语句测听材料。但在推广过程中还是受到听力学专业人才匮乏、基础知识
欠缺、外部设备繁复等问题的制约。因而只有开发集简易型、实用性和灵活性于一体的言
语测听系统才便于在国内普及推广。本软件的开发，只是对计算机辅助的标准化言语测听
系统的初步尝试，但已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相信会对推动国内听力学的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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