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乐纹”的海量音乐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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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优化的乐纹提取方法，并通过实验分析了该提取方法的有
效性、抗噪性和对于查询速度的影响等。本文还提出了一种快速的查询方法，并通过实
验定量的分析了该查询方法的速度和准确率。并建立了一种基于“乐纹”的海量音乐检
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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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音乐片段从海量音乐数据库中快速找到对应的音乐，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也
是一个极具挑战的研究课题。随着基于内容音乐检索系统逐步获得应用，将给广大喜爱
音乐的听众带来很多方便。
音乐的物理特性表现相当复杂，但一首音乐的某些特征是相对确定的，可以看作表
征该音乐“身份”的“指纹”。能否用音乐的“指纹”(Music-Fingerprinting，MFP)
来表征一段音乐，并根据该“指纹”来查询我们所需要的音乐？答案是肯定的。本文中，
把代表一段音乐的有效特征序列（音乐指纹）命名为“乐纹”，并建立了一种基于“乐
纹”的海量音乐检索系统。
关于乐纹的提取，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工作。广泛被使用的方法是从经过
短时-傅里叶变换（Short-time Fourier Transform）以后的频谱图里面选择一些特征
序列为该片段的乐纹。典型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荷兰的Philps研究所提出的基于全局
信息的方法。这个方法首先将整个频谱分成很多小块，每个小块由0或者1来表示，这样
整个频谱可以用二进制数的序列来表示。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可以表示整个频谱的全局信
息，缺点是信息量代表性较差，且抗噪性能欠佳。另一种方法是英国的Shazam公司提出
的基于特征点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从频谱里寻找一些特征点，组成特征点对
（Peak-Pairs），把特征点对的序列作为该片段的乐纹。此方法的特点是不需要保留整
个频谱的全局信息，优点是有效信息量集中，抗噪性比较好。
本文基于Shazam公司的思路，提出了一种优化的乐纹提取方法，并通过实验分析
了该提取方法的有效性、抗噪性及其对查询速度的影响等。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海量
音乐检索系统的另一个难题是查询的精确率和速度问题。一方面，由于用户所输入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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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片段可能包含很强的噪音，而且提取乐纹的过程中还可能产生一些误差，因此查询的
精确率不但重要而且难于提高；另一方面，考虑到实际应用对适时性的要求，查询速度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快速的查询方法，并通过实验定量分析了该查
询方法的速度和精确率。
本文安排如下。首先，第二节介绍了整个基于乐纹的海量音乐检索系统的结构设
计。第三、四节则分别介绍了乐纹的提取方法和相应的快速查询算法。最后在第五节中
给出相应的实验结果。

2．音乐检索系统
海量音乐检索系统的总框架
如图 1 所示。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建库过程和查询过程。建库过程
将容量庞大的音乐库转换成乐纹
库；查询过程基于输入样本片段
匹配检索获得用户所需要的音乐
信息。具体的各个模块的功能如
下。
图 1 基于“乐纹”的音乐检索系统
建库过程包括特征计算、乐纹提取、乐纹库构建。为了快速查询，乐纹的存储采用
hash 表结构。把从音乐库的每首歌曲提取的乐纹按照 hash 表的数据结构保存到乐纹库
里。最终完成把容量庞大的音乐库转换成乐纹库的工作。
考虑音乐库里的每首歌曲的乐纹与用户所输入的样本片段的乐纹的交集，这个交集
不为空集的所有歌曲都可以成为“匹配候选者”
（matching candidate）。首先求出样本
片段的匹配候选者集，然后利用一定的度量算法计算出每个候选者与输入片段之间的
“距离”（distance）。经过排序以后选择距离最小的前 N 首歌曲作为检索结果的输出。

3 一种优化的乐纹提取方法
参照 Shazam 公司的方法，基于特征点的乐纹提取方法流程如图 2。

图 2 “乐纹”提取流程

预处理是归一化过程，这个过程将输入的音乐片段转换成单声道、8K 采样率的 wav
格式。分帧后进行短时-FT 变换，然后从频谱中选择峰值点（Peak）作为特征点。对于
2 维频谱上的每一个峰值点，在固定大小矩形（ Δf × Δt ）范围内寻找其它峰值点，配
对组成峰值点对（Peak-Pairs）。这些特征点对的序列成为该片段的乐纹。

实际上，短时-FT 变换得到的频谱包含了太多的信息，又加上噪声的影响，峰值点
对（Peak-Pairs）的正确提取是十分困难的。本文重点研究了：①选择最有物理意义的
特征点；②提高查询速度和抗噪性能。

3.1 选择最有物理意义的特征点
选择频谱上的峰值点作为特征点，是因为这些点一般能代表某个较强频率分量的
突现，而这些频率分量往往代表特定时刻特定乐器/人声的出现。实际处理中，经过傅
里叶变换以后的频谱存在很多毛刺，有非常多的伪峰值点。为了能更好的选择最有物理
意义的特征点、即在短时间内最突出的频率分量，本文提出一种频谱优化方法来去掉频
谱包络上的毛刺。同时，在特征点选择时还面临的会出现重复的拥有相同物理意义的特
征点的问题，即能量很强的某一个频率分量在持续一定时间的情况下相关音频帧都会出
现相近取值的频率分量的特征点，导致物理意义的重复。本文还提出了的一种峰值过滤
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3.1.1 频谱优化
本方法利用低通滤波器来去掉帧级频谱中毛刺，只保留能量最突出的少量峰值点。
如果将帧级频谱包络也看作一个时域上的波形，则包络上的毛刺可以看成是由很
多高频分量产生的。因此，可以通过低通滤波器来去掉包络上的毛刺。图 3 是频谱优化
之前的和频谱优化之后的两个帧级频谱图的例子。

频谱优化之前

频谱优化之后

图 3 频谱优化之前的和频谱优化之后的某帧频谱

3.1.2 峰值过滤
这个过程使用最大值法过滤掉一些在很短时间内重复的频率分量峰值点，即能量很
强的某一个频率分量持续一定时间的情况下，选择该时间段内能量最大的一个点，之
外时间点的频率分量都认为是重复的，不为特征点。
对于每个帧级的峰值点（x, y）都进行如下的操作
If

Exy == max( Eij ) Exy 为特征点，Else Exy 不为特征点

其中 x 是该峰值点的频率值，y 是该峰值点的时间值。有 x − df ≤ i ≤ x + df ，

y − dt ≤ j ≤ y + dt 。 df 为允许频率误差，在这个误差范围内的两个频率被认为是同
一个频率分量。 dt 为最大时间限制，在这段时间内的同一个频率分量被认为是重复的
频率分量。

3.2 提高查询速度和抗噪性能
一方面，“选择最有物理意义的特征点”已经保证了对于能量很小的噪音的过滤。
同时，乐纹提取还必须考虑到查询时的需求，为了保证查询的快速和更可靠的抗噪性，
本文提出了“特征点置信度（confidence）”的概念。
对于每一个特征点，其置信度被定义为： C = 1 −

1 − x1 − x2
(e + e )
2

其中 x1 表示帧内的能量突出性， x2 表示同一个频率分量在一段时间内的能量突出性。
置信度是衡量每个特征点的唯一的标志，特征点对的置信度是两个特征点的置信
度的平均值，本文还设置了一个置信度的阈值（0-1 之间的很小的一个值），置信度小
于阈值的特征点对被认为是噪音特征点，被去掉。
本文最终采用的基于峰值对的乐纹提取方法的流程图为如下：

图 4 基于峰值对的乐纹提取方法的流程

图 5 为从经过优化的 2 维频
谱当中提取的特征点和特征
点对的例子。

图 5 从优化的频谱中提取的特征点和特征点对

4 快速查询
考虑到现实应用的需要，查询必须满足正确性和快速性。本文提出了两种保证快速
性的机制，分别为乐纹库的 Hash 结构和三重链表查询结构。本文还提出了一种保证正
确性的机制，及优化的距离度量方法。
乐纹库的结构
乐纹库采用的是 hash 表结构，哈希表的每个桶的数据结构为一个特征即峰值点对，
具体的

( f1 , Δt , Δf ) ，

其中， f1 为第一个峰值（Peak）的频率， Δt 为第一个峰值和第二个峰值之间的时
间差值， Δf 为第一个峰值和第二个峰值之间的频率差值。每个桶对应着一条链表，链
表的每个元素记录着包含该特征的音乐的基本信息，如该特征在该音乐里出现的位置和
该特征在该音乐里的置信度等。
这样，当某一个输入片段需要查询时，首先提取该片段的乐纹，进而根据提取得到
的乐纹访问乐纹库，乐纹库当中相应乐纹桶对应链表的中的每首歌曲均被放到“匹配候
选者集”（matching candidate set）。这样避免了线性搜索所带来的巨大时间开销。
三重链表查询结构
匹配候选者集的构造是查询过程的第一步，而匹配候选者集时采用的数据结构也是
决定查询效率和速度的另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其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一个
特征可能在同一首歌的不同位置多次出现。
本文提出的匹配候选集的三重链表结构为如下：

图 6 匹配候选集的三重链表结构

其中 Song_Record 为匹配候选集的每首歌曲的信息，Feature_Record 为该歌曲包含
的每个特征，Feature_Entry 为该特征在该歌曲里出现的每个位置。

距离度量方法
度量每个匹配候选者与输入片段之间的距离的算法直接决定了查询的正确性。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匹配率和时间偏移集中度的距离度量方法。具体的，一首歌曲
和一个输入片段之间的距离为：

d=

1
R × ROW2
W1
M

其中 RM 为匹配率，RO 为时间偏移集中度， W1 和 W2 分别为匹配率和时间偏移集中度
的权重。
匹配率表示该片段和该歌曲之间的特征的匹配程度，计算公式为

RM =

M
T

其中，T 为该片段的特征总数，M 为这些特征当中与该歌曲匹配的特征数。
时间偏移集中度的计算公式为

RO =

P
M

其中 M 为匹配的特征数，P 为分布图的最高峰的高度。
时间偏移集中度表示匹配的特征序列的有效性。如果某一个片段属于某一首歌曲，
则从片段提取的特征和跟它相应的歌曲的特征之间的时间偏移是一定的，因此查询成功
的情况下匹配的特征序列的时间偏移分布高度集中，而在失败的情况下时间偏移分布较
为分散。

5 实验结果及讨论
根据上述的设计实现了音乐检索系统，并进行了相关的性能和查询速度的测试。
音乐库的大小为 531 首歌曲，包括中文、英文和日文的流行歌曲，还有一些伴奏音
乐。测试样本为从 9 首歌曲当中提取的 27 个无噪音的片段，
，以及同样 27 个片段在四
种噪音环境下的 80 个带噪音的片段。所有片段的长度均为 15 秒。具体四种噪音及其相
应的样本数如表 1：
表１：检索样本说明
具体环境说明

片段数

噪音 1

办公环境安静，偶尔有点击鼠标键盘的声音

12

噪音 2

汽车环境较吵，无人说话，偶有喇叭的声

12

噪音 3

办公环境安静,有空调声

27

噪音 4

汽车环境较吵，有空调声

29

相应的测试结果如表 2：

表 2：测试结果
平均特征个数

平均检索速度（秒）

识别率（%）

无噪音片段

1193.4

6.70

100

带噪音 1 片段

790

5.33

100

带噪音 2 片段

1189.8

7.08

75

带噪音 3 片段

437

4.41

100

带噪音 4 片段

395.2

3.90

82.76

从结果可以看出，带噪音片段的特征点对的个数比无噪音的原始音乐片段少了很
多，这是因为在实际噪音环境中使用录音设备录音时丢失了很多细节特征。但是，需要
注意，在强噪音环境下（如噪音 2）
，由噪音而产生的特征也会导致片段的特征数的增
加。从结果还可以看出，检索速度随着平均特征数的增加而变慢。从结果来看，识别率
已经令人满意，除了无噪音原始片段以外，在办公室录的片段的识别率也已经达到了
100%。像汽车环境那种噪音很强的条件下，识别率还稍微低一些，而且噪音特征比较
多还影响到检索速度，这些是下一步研究中还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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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n improved approach for music fingerprint extraction.
This approach was evaluated in our experiments to show its effectiveness, noise robust, and
efficiency. We also proposed an efficient query algorithm to build a large-scale music
retrieval system based on music fingerprinting. Experiments showed the system can provide
high precise query results in a short response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