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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听觉感知特性在听力评估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面向嵌入式平台，基于人耳听觉特性，提出了振幅到

声压级的声学参数转换模型，实现了标准纯音测试信号的自动生成。设计了基于人耳听觉感知的测试音强度调整
规则，提出了基于多重判定的听阈值高信度确定方法。提出了基于噪声掩蔽效应的听阈值修订算法。本文设计并
实现了基于嵌入式平台的纯音听阈测定方法和系统，并实验对比了听力正常者的纯音听力曲线和标准听力范围。
结果表明：本系统可方便快捷地及时检查听力变化，且具有较好的信度；也可用于听力筛查和疗效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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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Hearing）是声音作用于听觉系统引起的
感觉。听力学是研究人类生理和病理状态下听觉功
能的学科[1]。听力是听觉器官接收语音信号的能力，
通常以听阈的高低表示。听阈（auditory threshold）
是人耳恰能听到的最小声，属于感觉阈（sensation
threshold）。听力学中，将正常青年的听阈平均值定
为基准阈声压级，即“0dB”，并将这种声级称为听
力级（hearing level，HL）[1]。
“听阈测试”是指绝对听阈的测定。临床中提
到的“听阈”，都指“测听听阈（hearing threshold）
[1]
”。测听听阈的测定需选择适合聆听的环境，采用
规定的测试步骤，排除不利的影响因素，并用规定
的测听流程和声信号进行测试。
纯音听阈测定的国际标准，对仪器设备、测听
环境和测听流程等给出了严格的规定，我国已等效
采用，如国标 GB/T 16403，GB/T 7583 等[2, 3]。通
常医院里配置符合标准的测听室和测听设备进行
纯音听阈测定。但全国听障人士超过三千万，显然
医疗机构难以满足听力测试的需求。
为了提供便捷式的听力评估，本文面向嵌入式
平台，研究便捷式纯音听阈测定的方法。听阈测试
是一个心理声学问题。它研究声刺激与受试者听觉
的关系。测定的准确性受到外部和内在可变因素的
影响。在嵌入式平台上，用扬声器发出声信号，在
声场中测试听阈，因此测试环境、测试音的校准、
测试音调整（频率、声强、音长）方法，以及来自
受试者的状态，均会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针对以上难点，本文提出了一种声学信号数字

振幅到声压级的参数转换模型，实现了嵌入式设备
准确测试音的自动生成，满足了测听的需求；基于
人耳听觉特性设计了测试音的自动调整规则，提出
了一种多重判定的纯音听阈的测定方法。
基于以上关键技术的研究，本文设计并实现了
嵌入式平台纯音听阈评估系统（E-Hear）。测试后给
出受试者纯音听力曲线和评估报告。采用本文测听
系统，对多名受试者测试，并与标准听力水平范围
对比，结果表明，本文研制的便捷式纯音听阈测定
方法可以完成纯音听阈评估，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
度，可满足一般听力筛查的需要。

1 嵌入式平台纯音测听系统设计
本文遵循和参照国家标准，设计了一套面向嵌
入式平台的纯音听阈测定系统[4]，如图 1 所示。该
系统主要包括测试音生成、听力评估和信息管理三
个部分。

图 1 嵌入式平台纯音测听系统框架设计图

测试音生成部分，依据测试需求和信号参数
模型，由嵌入式设备自动生成准确的测试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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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试音生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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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是一个心理感知过程。人耳对声音的感
知与频率和声压级相关。因此在医用听力检查中，
国际统一标准规定声音的强度使用声压级（sound
pressure level，SPL），并选用了六个频率测试点。
纯音听阈评估中，准确的测试音是测听与评
估的基础。案例设备生成纯音信号的强度受硬件
设 备 的 影 响 [3] 。 嵌 入 式 平 台 信 号 的 振 幅
（amplitude，A）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调控。那
么如何满足测试音声压级的需求？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一
种声学信号数字振幅到声压级的参数转换模型，
并基于此模型设计了测试音的生成算法。同时考
察了同型号不同设备测试音的差异，嵌入式设备
声源随距离增大的衰减。
2.1 测试音信号
本文首先检查案例设备生成纯音信号的谐波
失真度、信号准确度和频率响应。
首先在程序中变化控制振幅、频率的数值，
生成测试音信号。本文遵循国家标准，选用 250、
500、1000、2000、4000、8000Hz 测试频率；控
制振幅的数字值选择从 100 到 30000 之间不等距
离的 10 个点。
利用示波器观察测试音的波形，并记录测试
音信号，从示波器显示图形看，纯音信号以标准
正弦波的形式均匀分布。将示波器显示的波形电
压值进行数学拟合，结果表明各测试频率的测试
音信号幅度在 0.5v 到 3.5v 之间，与控制数值呈线
性关系，波形标准、无失真。
2.2 测试音振幅到声压级的参数转换模型
心理声学研究表明，人耳对声音强弱的反应
表现为主观感觉的不同，感觉增量与刺激增量成
正比，且表现为对数关系[6]。在听力学中，通常
采用对数刻度的分贝值来表示声刺激的强弱，如
声压级。
声压级 SPL 与电压有效值 v 的关系如下：

SPL = 20 * lg v + C

实验记录了多次测量的平均声压级。将实验
结果数据进行整理，如图 2 所示。

SPL/dB

力评估部分，系统采集受试者反馈信息并智能调
整测试音强度，分析并计算出受试者的听阈值；
信息管理部分，系统在测听流程之后给出纯音听
阈评估结果，并管理受试者个人信息和历史测试
信息。考虑到稳定的声卡状态和良好的频响度，
本文选择 iPad2 作为嵌入式平台的案例设备[5]。

(1)

上式中，C 是与参考声压和设备相关的系数。
本文在医用隔音室内，测量了案例设备信号
幅度和相应的声压级。实验过程中，案例设备平
放于桌子上，声级计固定在距案例设备 30cm 的
位置。同一台案例设备的振幅设置参数从 10 到
1000，先后生成六个频率下不同振幅的纯音信号，
使用型号为 Bruel Kjaer 2250 的声级计记录信号
的声压级（dB S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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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测听频率处振幅与声压级的图形表示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案例设备在 500Hz 以
上的高频区具有较好的频响曲线[5]。但在 250Hz
声压级较低，六个频率声压级有所差异。
因此本文提出案例设备相关的纯音信号声压
级 SPL 与振幅 A 的参数转换模型如下：

SPL = αi ×（20lg A）+ σ i ,(i = 1, 2,...,6)
(2)

其中，i 是按 250、500、1000、2000、4000、
8000Hz 排序的序号； σ i 是本文对特定设备不同
频率声压级的参数标定；另外，本文增加了不同
频率点的声压级转换加权系数 α i 。
将图 2 中所有的实验结果进行数学拟合，得
出案例设备生成的纯音信号声压级 SPL 与振幅 A
的对映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案例设备振幅与声压级转换模型参数

音频点(Hz)

参
数

250

α

0.958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1.002 0.989 0.963 1.047 0.933

σ -12.437 2.587 2.621 0.241 5.194 6.093
通过验证，该模型的运行结果与实测声压级
准确一致，且和电信号振幅之间的关系也与实测
结果一致。
在听阈测试中，基于上述振幅到声压级的参
数转换模型，通过算法完成了对案例设备的标定
和对不同频率输出声压级差异的补偿，实现了标
准纯音测试信号的自动生成。
2.3 声音信号强度的一致性检测
本文测量分析了同型号案例设备输出信号的
差异。还测量分析了案例设备输出信号随传播距
离的变化。
首先进行不同设备间声音信号的强度一致性
进行检测。实验环境、信号频率和振幅与 2.2 中
相同。
从多次测量结果中看出，不同设备在相同频
率相同振幅下平均相差 1.62dBSPL。考虑到声级
计的精准度为 1.5dBSPL，并且纯音听阈测定国际
标准中，5dBSPL 是最小计量值，所以本文采用
的同型号案例设备是可以换用的。

在声场中，声源发出的信号强度随着传播距
离的增长呈现不同衰减。典型的点声源，声强随
距离的衰减符合反平方率的关系。
本文设计实验对该问题进行探究。实验环境、
信号频率和振幅与上述相同。在隔音室中，案例
设备先后生成同一频率不同振幅的纯音信号，使
用声级计分别在距离声源 25、30、35cm 处测量
声压级。
将实验数据进行整理，以 1000Hz 为例，如
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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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实验对该模型进行评价，在受试者双耳
中心位置实测纯音信号传输到的声压级。结果表
示，利用该模型生成的测试音信号以准确的声压
级到达受试者双耳。
本文提出的算法可以由案例设备精确生成所
有纯音信号，提供纯音听阈测定中所需的六个频
率点任一听力级下的测试音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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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测试音生成算法中的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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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声源不同距离时纯音信号的声压级对比

由上述数据，我们得出，纯音信号到达距离
声源 25cm 处比 30cm 处平均高 1.285dB SPL，
35cm 处比 30cm 处平均低 1.356dB SPL，声源随
距离的衰减在一定范围内是线性的，可见以嵌入
式设备作声源，不是典型的点声源。实际测听中，
由于受试者的操作，双耳与声源的距离可能偏离
30cm，造成测试误差。我们建议双耳与设备声源
的距离尽量在(30±5)cm 范围内。
2.4 基于特征值修正的测试音生成算法
纯音测听中，测试音信号的声压级以人耳基
准听阈为 0dB 进行标定。基准听阈即正常人的听
力水平，国标对声场纯音测听的基准听阈做出了
规定[7]。在本文设计的嵌入式平台测听系统中，
扬声器与人耳中心的连线，跟扬声器在人耳正前
方（0°）连线成 45°入射角，本文参考和遵循
国标中相关规定[8]，设计基于基准值修正的测试
音生成算法，准确生成纯音信号。算法描述如下：

SPL post = SPL pre − RETSPLi − Δω i ,(i = 1,2,...,6)

(3)

音频点排序与 2.2 中相同。其中 SPL post 即纯
音测听中实际生成的测试音声压级；SPL pre 由 2.2
中的参数转换模型所得； RETSPLi 是针对基准听

阈的修正系数； Δω i 是针对入射角的修正系数。
其中， RETSPLi 和 Δω i 在[8]中有规定，具体数值
如表 2 所示。

纯音听阈测定过程是在安静环境下，由测试
者对受试者给出特定频率不同声强的纯音信号，
分析受试者对声音信号的反应，调整测试音强度，
利用判定算法计算受试者在测试中音频点处的纯
音听阈值，进而分析受试者的听力水平。
“测听听阈”的测定中，除保证适合聆听的
环境、准确的测试音外，测试音调整方法和听阈
测定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国家标准中列出测试音的给音和听阈测
定方法[2]，如升降法、上升法等。这些方法中关
于测试音强度的调整，均为根据受试者当前的反
馈信息，做出下一步测试音的强度调整决定。如
上升法，受试者作出反应，则调整测试音强度下
降 10dB，受试者未作出反应，则调整测试音强度
上升 5dB。同时，上升法要求最多五次上升过程
中有三次是在同一纯音级作出反应；而升降法则
要求扩大测试音的强度范围。
上述方法是测试员手动调整测试音强度、记
录和计算纯音听阈值。本研究自动调整测试音强
度、自动计算测听听阈，并完成测试过程。本文
不但考虑受试者的当前听觉状态，还考虑了受试
者的历史听觉状态，优化了测试音强度调整规则，
提高听阈测试的效度和信度。
3.1 基于听觉特性的测试音调整算法
人类听觉不仅是复杂的生理过程，同时也是
复杂的心理过程。听觉疲劳会引起暂时性的阈移，
即听阈值的暂时假象提高，听力测试应避免受试
者出现听觉疲劳，消除可变因素的干扰 [9,10]。人
耳的差别感受阈在 30-130dB 区间内，且可分辨声
强差为 10%。
本文充分考虑了受试者测听的历史状态和当
前状态，提出了一种基于受试者听觉特性的测试
音强度调整算法。该算法与现有调整方法不同的
是，当受试者当前最低反应级与上一个相等时，
调整为 5dB 一档下降。算法流程如图 4 所示。

HL = HL -10

HL = HL -5

HL = HL + 5

5）最低反应级达到五次且不满足以上四条
者，去除比最小听力级高 10dB（包括 10dB）
以上的最低反应级，对剩余数据做算数平
均，取平均值为当前音频的听阈值。
依据此规则，提出听阈值的计算方法：在每
一次得到最低反应级之后进行阈值判定，如果满
足判定规则，则得到当前频率的听阈值；否则，
再次进入 3.1 中所述的强度调整流程进行测听，
如图 5 流程图所示。

HL = HL -10

图 4 基于听觉特性的测试音强度调整算法

本文用算法模拟测听中受试者的反馈信息和
测试音强度的调整步骤，期望验证本文提出的测
试音强度调整算法对测听效度的改善。考虑到人
耳正常水平的听力范围，验证算法以-10dB 和
70dB 为上下界，以概率性事件模拟受试者的反馈
信息，分别采用本文提出的强度调整法和上升法
中的强度调整方法，遍历其间所有的测试音强度
调整步骤。
算法模拟结果显示，在受试者数据规模较大
时，本文提出的基于听觉特性的纯音测试音强度
调整算法比上升法中的调整规则减少步数
13.6%。表明该算法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测定纯音
听阈值的进程。实际测听中，受试者数量达到一
定规模后，该算法的优化程度尚待验证。
3.2 基于多重判定的听阈值高信度计算方法
纯音听阈值是指当前频率下，受试者能听到
50%声信号的最低声压级。上升法要求对每一耳
每一频率，找出在最多五次上升中有三次（或简
短法中三次上升中有两次）的最低反应级相同的
声压级，这一最低反应级即听阈值。
本文设计的便捷式纯音测听方法中，所有测
听流程全由受试者独立完成，为避免引起受试者
听觉疲劳，本文同时采用标准中简短法和普通法
判定规则[2]。也考虑到人耳的听阈在短时间内具
有稳定性，以及突发干扰或受试者注意力不集中
的问题。因此本文设计了一套基于多重比对的判
定规则。即在标准判定规则之外，加入对多次听
阈值的对比。具体描述如下：
1）如果前两次最低反应级相同，则确定其
为当前音频的听阈值；
2）否则，如果前三次最低反应级中两次相
同，则确定其为当前音频的听阈值；
3）否则，如果前四次最低反应级的最大最
小音强相差小于 10dB，则对这四个听力级做
算数平均，取平均值为当前音频的听阈值；
4）否则，如果连续五次最低反应级中三次
相同，则确定其为当前音频的听阈值；

图 5 多重判定确定听阈值计算流程

4 噪声环境下的阈值修正算法
听觉掩蔽指一种声音信号对听觉系统感受另
一种声音信号的影响。测听过程中，环境噪声引
起的掩蔽效应会提高受试者的听阈值[1]。白噪声
对纯音信号的掩蔽效应随频率的变化而不同，在
不同频率下分别对应不同的掩蔽曲线[11]。
本文提出的便捷式纯音听阈测听方法不只在
静音室中进行测听，还可以在多种扩散声场中进
行测听。扩散声场中的环境噪声属宽带噪声，本
文探究了测试环境噪声对不同频率下纯音信号听
阈值的影响。
本文分别在以宽带噪声为背景的工作环境下
测试了 20 名相同受试者的纯音听阈值，并对比分
析其与安静环境下测听的结果，根据测听结果提
出三种噪声强度下阈值的修正算法。该算法在不
同强度的噪声环境下，对测听音频点分别进行修
正，如式 4 所示：

HL post = HL pre − τ i ,(i = 1,2,...,6)

(4)

其中， HL pre 为测听结束后未修正的听阈值，
HL post 为修正后的听阈值。其中，修正系数如表 3

所示：
表 3 噪声环境下纯音听阈值修正系数 τ i

噪声强
度(dB
SPL)
27±1
33±1
45±1

音频点(Hz)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8.0 6.0 7.0 6.0
8.0
10.9 8.0 9.0 8.0 10.0
17.8 11.3 16.5 14.0 15.0

7.0
8.0
8.0

将该修正算法加入测听方法，分别在工作环
境下使用本文测听方法和安静环境下使用听力计
测试同样的受试者，对比结果，得出该算法较好
地降低了环境噪声对测听结果的影响。

5 系统实现

图 6 案例纯音听力曲线图

本文选用 iPad2 作为嵌入式平台的案例设
备，在该平台上实现了纯音听阈评估系统，系统
在 iOS4.0 以上版本都可以使用。该系统要求测听
过程中，受试者双耳中心距离设备中心 30cm；受
试者不得手动调整设备音量。
5.1 纯音测听系统功能
本文完善和优化了纯音听阈测定系统[4]。测
试音生成部分，系统根据纯音听阈测听流程的需
求，利用第 2 节中提出的基于基准值修正的测试
音生成算法，生成任一听力级的准确的纯音信号。
听力评估部分，系统与受试者进行互动，采
集并分析受试者的反馈信息，基于受试者的听觉
特性调整测试音强度。使用本文设计的基于多重
判定的纯音听阈值测定方法，计算受试者在各频
率处的听阈值。在该部分，系统以 1000、500、
250、2000、4000、8000Hz 的音频顺序进行测听，
令受试者以人耳最熟悉的频率进入测听状态，一
定程度上改善纯音测听的信度。
信息管理部分，将受试者的纯音听阈值以可
视化的形式展现给受试者，系统生成受试者的听
力曲线图，并给出听力水平评估报告。该部分还
管理用户信息和测听数据。系统记录用户姓名、
年龄、测听时间和结果等信息；用户可随时查询
测试数据和结果，并进行添加和删除。
5.2 案例与信度
本文设计测试案例对该纯音测听系统做信度
评估。
案例的测试环境为一间 10m2 左右的类隔音
室，该房间两面墙壁为吸音壁，另两面为厚布帘，
环 境 噪 音 大 约 为 26dBSPL 。 测 试 设 备 为 一 台
iPad2。受试者是 20 位拥有正常听力的志愿者。
案例中，每一位受试者使用 iPad2 进行三遍
听力测试。期间，测听流程全由受试者独立完成，
测试人员无需提供任何提醒或帮助。
将测听数据进行整理，结果如图 6 所示。
Frequency/Hz
250

500

1000

2000

4000

其中，HL_pre 为该案例中直接测出未修正的
纯音听力曲线；HL_post 为使用修正算法后得到
的纯音听力曲线，即为该案例设备使用本文提出
的纯音测听方法得到的纯音听力曲线图。
人 耳 正 常 水 平 的 听 力 级 范 围 是 -10~15 dB
[1]
HL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便捷式纯音测听系统
的纯音听力曲线图分布在正常范围内，符合人耳
听觉特性。因此，本文提出的基于多重判定的纯
音测听方法具有较好的信度，可用于听力筛查。

6 结论
本文面向嵌入式平台研究纯音听阈评估，研
究了纯音测听所需的关键技术：提出了基于特征
值修正的测试音生成算法，可以自动生成准确的
纯音测试音信号，满足了纯音听阈评估的需求；
设计了基于人耳听觉特性的测试音强度调整方
法，和基于多重判定的阈值确定算法，符合人耳
对声音信号的感知特性以及嵌入式平台的特点，
加快测听进程的同时，保证测听流程的收敛性和
测听结果的信度，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纯音测听的
效度；在噪声环境下对听阈值做修正，提高测听
信度。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完善并优化了以 iPad2
为案例设备的纯音听阈评估系统，该系统自动生
成准确的测试音，用作声刺激传输给受试者；自
动调控测听流程，智能采集受试者反馈信息，计
算受试者的纯音听阈值；并作出合理的听力水平
评估。测试案例表明，该方法具有较好的信度和
稳定的效度，可以较好的进行纯音听阈评估和听
力筛查，供受试者及时检查自己听力水平的变化，
或评估疗效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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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of pure tone audiometry based on multiple judgment
Yuhao Wu, Jia Jia, Xiulong Zhang, Lianhong Cai
Tsinghua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Characteristics of auditory percep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earing assessment. In this paper, for embedded
platform, we proposed a model transforming amplitude to SPL with acoustic parameters based on auditory characteristics, achieved
the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standard pure tone test signals. We designed adjustment rules for test signals based on human auditory
perception, proposed highly reliable algorithm to compute the hearing threshold based on multiple judgment. For the noise masking,
we proposed a correction algorithm for the hearing threshold. W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system of pure tone test based on embedded platform, and compared hearing curves of normal people with standard hearing ra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can
quickly and easily check hearing changes, and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can also be used in hearing screening。
Key words: hearing perceptual; pure tone audiometry; hearing evaluation; noise masking; embedded pla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