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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响度是反映人耳对声音强弱感知的最基本参量，它是分析计算很多其它心理声学参量的基础。响度特征的研究
不仅在噪声评价、心理学及声品质方面有重要的应用，还广泛应用于语音信号处理等方面。在此从等响曲线、双耳异响
条件下的响度感知特征以及纯音和复音时变信号响度感知特征等三个方面介绍了近年来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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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progress in hearing perception of lou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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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udness is an important metric describing aural perception to sound intensity, and it is also the essential
quantity from which many other psychoacoustic metrics derived. The study of loudness perception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meaning in noise evaluation, psychoacoustics and sound quality research, and in speech signal processing as well.
Recent research works on equal loudness level contours, overall perceived loudness in dichotic hearing condition and
loudness of time varying pure / complex tones are reviewed and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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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听觉响度特征是长期以来心理声学基础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心理声学的一个基本参量，
它是分析计算其它心理声学参量的基础。近年来，
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品质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
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由此引出了人们对噪声的主观
感受的关注。国内外研究人员发现，传统意义上的
A 计权声级评价标准已经不能满足现下对声信号特
征的评价目的，人们越来越关注居住环境及产品的
声品质，而作为分析声品质的一个重要参量，响度
自然也受到各国声学工作者的关注。响度特征的研
究不仅在噪声评价、心理学及声品质方面有重要的
应用，除此之外还广泛应用于语音信号处理、声频
工程、电声器件等众多领域，甚至是军事上的心理
[1]
对抗和干扰方面 ，例如很多助听器的信号处理部
分就应用了响度的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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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响度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从 1927 年
[2]
Kingsbury 最早对等响曲线进行研究至今，已有大
量关于响度方面的文献发表，特别是近些年来，随
着声品质成为众多行业(交通、汽车、电器等)的关
注焦点[3,4]，心理声学已成为国外热门的研究领域，
很多高校都有专门研究心理声学的系科或实验室，
这也推动了响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几十年来国外
对于响度的研究一直在不断地深入，从最早的对纯
音等响曲线的研究到近些年来日益受到关注的时
变信号响度特征和双耳异响的研究，国外研究者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并取得了很
多研究成果。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听觉响度特征的研究进展
进行了总结介绍。在等响曲线研究方面，介绍了
ISO226-2003 修订激发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以及针
对中国人群等响曲线的研究进展；在双耳听音响度
存在声级差条件下的总体感知响度特征研究方面，
从国际上不同研究结果出发，介绍了国内关于总体
响度特征与双耳声级差存在指数变化关系的研究
结果；在时变响度研究方面，介绍了纯音时变信号
的响度感知以及双音时变信号响度感知特征近期
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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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纯音等响曲线的研究
等响曲线的最早研究(1927 年)是对单耳听音条
[1]
件下的等响曲线的测量 ，双耳听音和相对自由场
[5]
条件下完整的等响曲线最先由 Fletcher 和 Munson
于 1933 年获得，他们的研究结果构成了后来的 A
[6]
计权评价曲线的基础。此后，Churcher 和 King 、
[7]
Zwicker 和 Feldtkller 及 Robinson 和 Dadson[8]都对
等响曲线进行了研究。Robinson 和 Dadson 的研究
成果更是被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所采纳，并于 1961
[9]
年被制定成国际标准(ISO/R 266 )，此后，国际标
准化组织(ISO)于 1975 年针对响度的计算方法制定
[10]
了相应的标准(ISO 532 )。
自从 ISO/R 226 于 1961 年制定后，其得到了广
泛的认可，直到 1987 年 ISO/R 226 被确定为正式标
[11]
准 ISO/226-1987 后，Fastl 和 Zwicker 发现，他们
所获得的等响曲线与 Robinson 和 Dadson 在 1956
年获得的等响曲线在 400Hz 附近处存在显著差异。
Fastl 和 Zwicker 所发现的差异被后来的很多研究成
[12]
果所证实 ，特别是这些研究者所获得的新数据都
显示，他们所获得的等响曲线声级在 800Hz 以下都
要高于 Robinson 和 Dadson 的等响曲线。考虑到新
数据与 Robinson 和 Dadson 获得的数据的差异性，
有些研究人员尝试着制订新的等响曲线。2003 年，
[12]
Suzuki 和 Takeshima 根据上述研究人员所获得的
新数据对标准等响曲线进行了重新修订。修订后的
ISO 226-2003 中公布的等响曲线与根据 Robinson 和
[8]
Dadson 的研究结果制订的 1987 版标准相比，两者
[13]
出现了惊人的差异 (见图 1)。在 1kHz 以下的较宽
频带范围内，出现了高达 15dB 的差异。对于如此
大的差异，由美国、德国、丹麦、英国和日本等机
构参与的这项研究提交给 ISO 的技术报告中并没有
对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做出解释。
对我国人群等响曲线的初步研究发现所获得
[14]
的数据与 1961 年制定的 ISO 标准存在较大差异 ，
即便是与最新修订的 ISO 标准相比，仍然存在明显
的差异，只不过两者之间的差异有所缩小。实验所
获得的我国人群的等响曲线与日本人群的数据比
较接近，只是在一些频率上存在差异。在耳机测试
条件下对中国人群双耳听觉感知的 30~100phon 等
响曲线以及单耳听音下的 50~70phon 等响曲线的测
量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我国人群等响曲线与 ISO226
标准曲线之间存在差异，并发现中国人群在多数频
[15,16]
。
段内较西方人更为敏感
对自由场条件下中国人群的双耳等响曲线细致

图 1 新旧版本 ISO226 中规定的等响曲线的对比[13]
Fig.1 Comparison of equal loudness level contours between ISO
226-1987 and ISO226-2003 [13]

测试和分析研究得到了中国人群的完整的等响曲
[17,18]
线
。研究发现，中国人群的等响曲线与 ISO 226
标准等响曲线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 400Hz 和
800Hz 处，实验所获得的中国人群的等响曲线都出
现了峰值，而在高频段内，实验所获得的中国人群
等响曲线明显低于国外研究者所给出的等响曲线
(见图 2)，并且随着频率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差值越
大。这些研究结果证实了我们早前提出的等响曲线
[14]
存在区域性差异的推测 。研究得到了适合中国人
群的等响曲线簇，并通过修正 ISO 标准中的模型参
[17]
数给出了中国人群的等响曲线模型 。

图2

中国人群自由场以及耳机测量条件下的 50phon 等响曲线与
ISO 曲线的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equal loudness level contour at 50phon between
ISO and Chinese people measured in free field and headphone
condition respectively

3 双耳异响条件下的总体响度感知
迄今为止的多数关于响度感知方面的研究是
建立在双耳所感知的响度是相等的假设基础上的，
即双耳等响条件(diotic hearing)。但实际听音情况
下，双耳接收到的声信号存在频率差和双耳声级差
(ILD)，即人耳常处于双耳异响(dichotic hearin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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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环境中。由于声源的非正向入射、声场分布的
不均匀以及人头部几何形状非严格左右对称等，都
会造成双耳所接收到的声信号存在差异。
关于双耳异响条件下总体响度感知的多数早
期研究结论认为 ILD 对总体响度感知没有影响，左
右耳响度的算术平均值可作为总体响度感知的估
[19-21]
计值
。其后的一些实验结果发现，在一些频率
范围内或者双耳响度差的范围内，总体响度感知高
[22-24]
[25]
于双耳响度的算术平均值
。Chouard 针对车内
实际噪声对双耳异响的听觉响度感知研究结果得
出了总体响度等于双耳响度算术平均值的结论，而
[26]
Sivonen 在对方向性入射声源响度感知的研究中
又肯定了双耳声级差对总体响度感知存在的影响。
在国内，采用参考语义细分法对存在双耳声级
[27]
差的异响条件下的实验研究发现 ，在双耳异响条
件下，
对于固定的双耳声级差，
总体响度感知在 1kHz
以下的频率范围内受频率影响非常小，而在 1kHz
以上，总体响度感知曲线随频率的升高出现了无规
律性的波动。对不同的信号频率，总体响度感受都
随 ILD 的变化呈指数变化趋势(见图 3)。

图 3 总体响度感知平均值与 ILD 之间的关系及其修正响度模型
Fig.3 Relation between the averaged perceived loudness and the ILD
together with the revised model.

根据总体响度与 ILD 的指数变化关系，双耳异
响条件下的响度感知可用以下修正模型描述[27]：
1.3×ILD
10

LN = Lt + (e

−1)

(1)

式中 LN 为总体响度感知值，Lt 为双耳响度的算
术平均值，ILD 为双耳间声压级差。
由式(1)可见，对于双耳响度存在差异的异响条
件下的总体响度感知出现超叠加现象，总体响度感
知在双耳响度的算术平均值的基础上增加了与双
耳间声级差有关的指数修正量。

4 时变信号响度研究
目前，所有关于响度的计算模型都是基于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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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建立起来的，很少能够适用于时变信号。与双
耳异响条件下的响度感知一样，关于时变信号的响
度的观点和结论也是众说纷纭。
[28,29]
Canévet 等
对声压级连续变化的 1kHz 纯音
信号研究后发现，对声压级连续升高的 1kHz 纯音
信号，人耳所感知的响度变化要比同样声级处单独
放音 ( 两次放音之间间隔一段时间 ) 的响度变化略
大，Canévet 称这种现象为过重振(Up-cruitment)；
而对于声压级连续降低的 1kHz 纯音信号，人耳所
感知的响度变化要比在同样声级处单独放音(两次
放音之间间隔一段时间)的响度变化大得多，Canévet
[30,31]
称这种现象为反重振(Decruitment)。Neuhoff
研
究发现，对于合成的元音和 1kHz 信号，声压级渐
增信号的响度变化要大于声压级渐降信号的响度
变化，但是对于宽带噪声信号，两者之间则没有显
著差异。
[32]
Susini 等 的研究还发现，幅值连续变化的纯
音信号的总体响度感知与声压级变化的速率、持续
时间以及信号结束时的声压级有关，对于末端声压
级较高的信号，其总体响度感知也较高，对于声压
级连续增加的信号，其总体响度要高于声压级连续
减小的信号的响度。
针对中国人群的声压级连续变化的纯音信号
[33]
的研究后发现 ，当声压级连续增大时，对信号的
响度感知会存在过重振现象；而当声压级连续减小
时，对信号的响度感知会存在反重振现象。两种现
象出现的起始声级都与幅值估计时间间隔和声级
变化斜率有关，其中，反重振现象的起始声级随着
幅值估计时间间隔的增加和声级斜率的增大而降
低，过重振现象则刚好相反。
无论是声级连续降低还是连续增加的纯音信
号，当信号的连续两次幅值估计之间声级差相同
时，其响度的主观评价结果相同(图 4 和 5)。由此可
知，幅值估计声级差是时变响度感知的关键影响参
量。声级递增与声级递减时变信号响度感知存在明
显的不对称性。
对复音信号的响度感知特性研究结果显示[33]，
对于几何中心频率为 1kHz 的双音复音信号、载频
为 1kHz 的调频信号以及载频为 1kHz 的调幅信号，
信号的响度感知随频率间隔或调制频率的变化特
征都以临界带宽为界。当双音的频率间隔或信号带
宽小于临界带宽时，信号的响度感知都与频率间隔
或调制频率无关，而当频率间隔或信号带宽大于临
界带宽时，信号的响度感知都随频率间隔或调制频
率的增大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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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次幅值估计之间声级差为 10dB 的声级递减的 1kHz 信号
的响度幅值估计结果
Fig.4 Estimated loudness of 1kHz decreasing pure tone with 10dB
signal level difference between two consecutive estimation

图5

连续两次幅值估计之间声级差为 10dB 的声级递增的 2kHz 信号
的响度幅值估计结果
Fig.5 Estimated loudness of 2kHz increasing pure tone with 10dB
signal level difference between two consecutive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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