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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稳态误差及收敛速度的回声消除算法
江 冰，叶 玲，朱成健，曾 为
(河海大学计算机及信息工程学院，江苏常州 213022)

摘要：以研究回声消除为背景，在分析比较了三种 LMS 自适应滤波器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的 LMS 自适应滤
波器算法。并利用 Matlab 进行仿真分析，通过绘制误差曲线、学习曲线，证明了改进后的算法在稳态误差以及收敛
速度方面都优于之前的算法。该算法能较好地应用到 IP 电话中的回声消除的自适应滤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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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cho cancellation algorithm for improving steady state error
and convergence speed
JIANG Bing, YE Ling, ZHU Cheng-jian, ZENG Wei
(College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Hohai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022, Jiangsu,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ree LMS algorithms and the study of echo cancellation, an improved LMS algorithm
is proposed. By plotting error curve and learning curve through MATLAB simulation, it is proved that the new algorithm
is superior to the traditional LMS algorithm both in steady state error and convergence speed. So this is a better algorithm
for adaptive filtering of echo cancellation in the IP telepho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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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VoIP(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是将互联网作
为语音传输的媒介，从而实现语音通信的一种全新
的通信技术。但是在 PBE(Private Branch Exchange)
或局用交换机侧，有少量电能未被充分转换而且沿
原路返回，形成回声。当回声返回时间超过 10ms
时，人耳可听到明显的回声。由于因特网的语音传
输是采用分组交换技术实现的一种全新的电信业
务，传送的语音信号要经过编码、压缩、打包等一
系列处理，这不仅造成回声路径的延迟较大，而且
延迟抖动也较大。因此，IP 电话网关作为因特网的
语音接入设备，必须具有回声消除能力。
自适应滤波技术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在自适应滤波理论体系中，最小均方(LMS,
Least-Mean Square)算法是一种搜索算法，它通过对
目标函数进行适当的调整，简化了对梯度向量的计
算。因 LMS 算法具有低计算复杂度、在平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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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收敛性好、均值无偏地收敛到 Wiener 解和利用
有限精度实现算法时的稳定性等特性，使 LMS 算
法成为自适应算法中应用最广泛的算法。
本文从稳态误差及收敛速度的角度考虑，提出
了一种改进的回声消除 LMS 算法，将归一化的自
适应权值控制机理与延时量的引入相结合，不但加
快了收敛速度，并降低了误差。

2 三种 LMS 算法原理分析
2.1

标准 LMS 算法原理

标准 LMS 算法是线性自适应滤波算法。一般
来说包括两个基本过程：滤波过程(filtering process)
和自适应过程 (adaptive process)。这两个过程一起
工作组成一个反馈环，如图 1 所示，围绕横向滤波
器构造 LMS 算法，完成滤波过程；
“自适应控制算
法”部分对横向滤波器抽头权值进行自适应控制过
[1]
程 。
自适应滤波器控制机理是用误差序列 e(n)按照
某种准则和算法对其系数 w(n)进行调节，最终使自
适应滤波的目标(代价)函数最小化，达到最佳滤波
状态。LMS 算法的基本思想是用平方误差来代替均
[2]
方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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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延时 LMS 自适应滤波器的原理

Fig.1

图 1 自适应横向滤波器框图
The block diagram of adaptive transverse filter

标准 LMS 算法的运算步骤如下：
(1) 初始化设置 u(n)(n = 0, 1, 2, …, N -1) 为任意
值(一般均为零)，然后对每一次采样作以下各步的
循环运算：
(2) 计算滤波器输出：
y(n) = wH (n)u(n)
(1)
(3) 计算估计误差:
e(n) = d (n) − y(n)

(2)

(4) 更新 N 个滤波器权重系数：
w(n) = w(n −1) + µu(n)e(n) (n =1, 2, …, N )

(3)

其中 µ 为步长因子，是控制稳定性和收敛速度
的参数。
(5) 循环返回到(2)。
2.2

NLMS 自适应滤波器的原理

在标准的 LMS 算法的基础上，可以用变步长
的方法来缩短自适应收敛过程，NLMS(Normalized
LMS)算法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法。NLMS 滤波器
是最小化抗干扰原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个原理可
以表述如下：从一次迭代到下一次中，自适应滤波
器的权向量应当以最小方式改变，而且受到更新的
[3]
滤波器输出所施加的约束 。就结构而言，NLMS
滤波器与标准 LMS 滤波器一样，如图 1 所示。不同
之处在于权值控制器的机理。相应的把式(3)更改为：
w(n) = w(n −1) +

µ
u(n)e(n)
γ + u H (n)u(n)

(n =1,2…，N )

在自适应算法的实现结构中，有一类面向 VLSI
的脉动结构，由于其具有的高度并行性和流水线特
[4]
性而备受关注 。将 LMS 算法直接映射到脉动结构
时，在权值更新和误差计算中存在着严重的计算瓶
颈，延时 LMS 自适应滤波器算法就可以克服这种
瓶颈效应，该算法解决了算法到结构的计算瓶颈问
题，在一些实际应用中，只有在几个采样间隔之后
才有可供使用的有用信号，从而才有误差信号可供
使用，因此延时 LMS 算法就体现出必要性。
相应于标准 LMS 算法，
延时 LMS 算法原理如下，
将式(1)、(2)、(3)改为：
y(n − m) = wH (n − m)u(n − m)
(5)
e(n − m) = d (n − m) − y(n − m)
(6)
w(n) = w(n −1) + µu(n − m)e(n − m)
(7)
其中 m 为延时量，n 时刻的权值更新用的是延
时 m 时刻的误差信号和相应的失调量。随着 m 值
的增大 µ 限逐渐减小。由于 LMS 算法可以看作当
m＝0 时的特殊情况，因此，在相同条件下，LMS
算法的 µ 限比延时 LMS 算法大。
延时 LMS 算法适用于流水线体系结构的自适
应滤波器，但当滤波器阶数较长时，算法的收敛性
能会变差，这是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延时影响了它
的收敛性能。因此，延时 LMS 算法是以牺牲算法
的收敛性能为代价的。

3 回声消除 LMS 改进算法原理
NLMS 算法在降低误码率的同时有效地加快了
收敛速度，而延时 LMS 算法在注重实际应用的前
提下收敛性降低，所以把这两种算法结合起来进行
改进，即在归一化算法的基础上再进行延迟。其原
理框图如图 2 所示。基本原理如下：

(4)

其中 0< µ <2 为控制失调的固定收敛因子，γ 参
数用于避免 u H (n)u(n) 过小导致步长值太大。
NLMS 滤波器与标准 LMS 算法相比有以下这
些优点：一方面，NLMS 滤波器减轻了梯度噪声的
放大问题，当抽头输入向量 u(n)较大时，将会发生
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无论是不相关还是相关数据，
NLMS 滤波器的收敛速度都可能快于传统 LMS 滤
波器。当然，NLMS 算法的计算量较之 LMS 算法
稍有增加。

Fig.2

图 2 改进的 LMS 算法的原理框图
The block diagram of improved adaptive transverse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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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n-m)、e(n-m)的表达式与式(5)、(6)相同。
y(n − m) = wH (n − m)u(n − m)
e(n − m) = d (n - m) − y(n − m)
将式(7)改为：
w(n) = w(n−1)+

µ
u(n−m)e(n−m) (8)
γ +uH (n−m)u(n−m)

其中 m 为延时量，n 时刻的权值更新用的是延
时 m 时刻的误差信号和相应的失调量。µ 为控制失
调的固定收敛因子，γ 参数用于避免 u H (n)u(n) 过小
导致步长值太大。0≤ γ ≤1，0< µ < 2
，
(α M + 2D − 2)∂2
n
2
2
一般 v=3，α = λms
λav2 ，λms
= ⎛⎜ ∑ λi2 ⎞⎟ n ，
其中 M=n+v−1，
⎝ i=1 ⎠
n
[5]
λav2 = ⎛⎜ ∑ λi ⎞⎟ n =∂2 ，这种改进的算法降低了算法的
⎝ i=1 ⎠
误码率，但是计算量相应会有所增加。

4 回声消除 LMS 改进算法仿真
使用 Matlab 对标准 LMS 自适应滤波器算法、
NLMS 自适应滤波器算法、延时 LMS 自适应滤波
器算法以及改进的 LMS 自适应滤波器算法的基本
原理进行仿真比较。

4.1

改进算法 Matlab 编程

设置 2000 个采样点，构造一个阶次为 2，截止
频率为 0.25Hz 的巴特沃思滤波器，加入随机噪声信
号，根据输入和噪声得到期望信号，把前 60 个点
作为采样训练点，其中对前 20 个采样点采用大步
对后 40 个采用点采用小步长 mu=0.15。
长 mu=0.32，
再根据各自的权值运算机理进行权值的更新运算，
[6]
循环得到相应的输出信号 y(n)和误差信号 e(n) 。具
体改进算法仿真程序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4.2

改进算法仿真结果及分析

稳态误差、收敛速度和计算复杂度是衡量一个
[1]
自适应滤波算法性能优劣的 3 个主要参数 。图 4
为 NLMS 算法与改进后的算法的误差比较图，显示
了输出信号、期望信号以及两种算法下的误差比
较。从统计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种算法的误差比较。
图 4(c)是误差的比较，图 4(c)中上一条是未改进的
NLMS 算法的误差曲线，下一条是经过改进后的算
法的误差曲线，可以看到改进后的算法误差很快的
变小，然后在后面的过程中基本维持。能很清楚地
看出改进后的算法具有比标准的 LMS 算法更小的
稳态误差，抗噪声性能有明显地改善。图 5 为归一
化算法与改进的算法的学习曲线比较图，从图 5 看
出，改进后的算法不但具有更快的收敛速度，更能

Fig.3

图 3 改进算法仿真程序流程图
The flow chart of improved algorithm emluater

很好地进行收敛。当然这种改进过的算法因为在计
算过程中引入了延迟量，计算复杂度的比较主要是
不同权值 w(n)的比较，由式(4)和式(8)相比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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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u(n-m)*e(n-m)的比较上，显然改进后的算法复杂
度是增加的，但是同时由于收敛速度的加快，使得
算法整体上趋于优化。因而在降低误差提高收敛速
度方面的改善使得计算量的增加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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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提高。改进后的算法与原本的延迟算法相比，
由于权值因子的复杂性增加，比较式(7)和式(8)，改
进的算法权值 w(n)多进行了 n*n 次运算，因而运算
量是有增加的。但是整体而言，改进后的算法趋于
优化，这种运算量的增加同样是值得的。

图 6 改进的 LMS 算法与延时 LMS 算法的滤波器性能比较图
Fig.6 The filter performance charts of delay algorithm and improved
algorithm

图 4 归一化 LMS 算法与改进的 LMS 算法的滤波器性能图
Fig. 4 The filter performance charts of normalization algorithm
and improved algorithm

图 5 归一化 LMS 算法与改进的 LMS 算法的学习曲线
Fig.5 The learning curves of normalization algorithm and
improved algorithm

图 6 是延时 LMS 算法与标准 LMS 算法的误差
比较图，输入信号、期望信号和前面的都一致，这
里只显示出这两种算法的误差信号的比较，上面的
一条是延时 LMS 算法的误差曲线，下面的一条是
改进后的算法的误差曲线，同样也能看出，在一定
范围内，迭代次数小于 2000 时，改进后的算法的
误差要比单独的延时 LMS 算法的要小，这是稳态
误差方面的改进。图 7 是这两种算法的学习曲线的
比较图，从图 7 可以看出，改进后的算法在刚开始
的少数波动之后，迅速地收敛了，因此收敛性有很

Fig.7

图 7 改进的 LMS 算法与延时 LMS 算法的学习曲线
The learning curves of delay algorithm and improved algorithm

由上述迭代区间为[0,2000] 内误差和学习曲线
的比较结果可得，改进算法在收敛速度和稳态误差
方面性能都有所提升，当然这种改进的算法因为结
合了归一化的权值控制机理以及延时量的加入，运
算量相比原本的两种算法都是增加的。虽然延时量
的增加会影响到收敛速度，但是由图 7 可以看出，
改进后的算法的收敛速度并没有受到影响，这是因
为归一化的权值控制机理的引入加快了收敛，从而
保证了收敛速度的整体提高。因此这是一种以牺牲
运算量来获得更低的误差以及更快的收敛速度的
算法。自适应滤波器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能有效地在
未知环境中跟踪时变的输入信号，使输出信号达到
最优，对实时性要求很强的通信系统，因为话路传
输条件的变化，系统本身一开始并不能完全确定下
来，而收敛速度的提高有助于加快系统稳定。自适
应滤波器是回声消除系统中的关键技术，收敛速度
加快时，回声余量会减小。

5 结束语
LMS 算法由于其简单性和易于工程实现，得到
[7]
了广泛的应用 。但是收敛速度慢是固定步长 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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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固有缺点。本文分析了 LMS 算法的两种改
进算法归一化 LMS 算法和延时 LMS 算法的原理，
这两种算法都更好降低了误差值，归一化的 LMS
算法收敛速度比标准的 LMS 收敛快，延时 LMS 因
为延时量的增加更好地改善了输出信号，降低误
差，却会因延时量影响到收敛速度。结合这两种算
法，把归一化的权值控制机理和延时相结合，提出
一种改进的算法，以增加运算量为前提，能够更好
地降低误差，并保证更快的收敛速度。在要求高质
量以及实时性要求高的通话系统中，这种改进算法
有助于降低 IP 系统中的噪声，减少回声，提高 IP
系统的通话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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