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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一种面向窄带通信的极低速率参数语音编码算法。在２．４ｋｂｐｓ ＭＥＬＰ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听觉感知，
对线谱对参数进行联合矢量量化、对基音周期进行内插和非线性量化、对能量参数进行高效压缩，可以使语音
数据在０．５ｋｂｐｓ下匀速传输；线谱对参数的预测残差用于矢量量化，这是一种提高合成语音的音质的有效方法。
实验结果表明，采用本文提出的语音编码算法可以使语音数据在极低码率下有效的传输，解码端合成的语音具
有较高的可懂度。
关键词：联合矢量量化；非线性量化；预测残差；听觉感知
中图分类号：ＴＮ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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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ｄｓ：ｊｏｉ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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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成”的方法实现极低速率语音编码¨ｊ，编码端对语

音信号进行音素识别，解码端根据音素序列和各音

随着计算机科学和信号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

素时长通过统计参数模型合成语音；虽然该方法可

语音编码技术在最近几十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种

在极低码率下合成出高质量语音，但是音素识别准

语音编码标准不断涌现，在高码率下合成高质量的

确率直接影响系统性能，同时，说话人特征也很难

语音已非难题。但随着码率的降低，特别是降至

保留。用变长声码器旧。虽然可大幅度降低码率，但

１ｋｂｐｓ以下时，音质下降严重，有时甚至完全无法理

是无法保证语音数据在低码率时匀速传输。目前

解。针对这一问题，Ｔｏｋｕｄａ等提出采用“识别－合

极低速率语音编码的主流研究方法是用语音信号

收稿１３期：２０１３—０６—０９；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０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６１２７３２８８，６１２３３００９，６１２０３２５８，６１０１１１４００７５，９０８２０３０３）；中国新加坡数字媒体研究院资助项目（ＣＳＩＤ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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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时平稳性和相邻帧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多帧数
据联合编码。Ｔｉａｎ Ｗａｎｇ等用３帧联合的超帧结构，

２适用于窄带信道传输的极低码率语音编

高效量化不同语音参数，提出一种１．２ｋｂｐｓ的语音
编码方法【３１；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对谱参数和能量相关的增
益参数联合量化、用均值加形状的方法量化基音周
期，实现了０．６ｋｂｐｓ的语音编码算法Ｈ Ｊ。Ｘｉａ Ｚｏｕ等
利用基音周期和增益的相关性，将它们组成联合矢
量进行量化，提出一种０．６ｋｂｐｓ的语音编码算法¨Ｊ。
对于语音信号，清音和浊音的特征参数存在着较大
差异，Ｃｈａｏｇａｎｇ Ｗｕ等通过分模式模式对语音参数

进行量化，提高了解码端的语音音质Ｍ Ｊ。Ｅ．Ｕｎｖｅｒ
等融合了分清浊模式量化和联合多帧量化，实现了一
种０．８ｋｂｐｓ的正弦激励语音编码算法，在低码率下保
证了语音的音质¨Ｊ。近年来，压缩感知理论在语音信
号处理中得到了应用旧Ｊ，肖强等利用联合帧线谱对参
数的稀疏性将压缩感知理论应用到低速率语音编码，
实现了对谱参数的高效压缩，这种方法虽然可以有效
的降低码率，但是重构语音的音质较差归Ｊ。Ｌａｕｒａ等
将梅尔倒谱系数（Ｍｅ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ｅｐｓｔｒｕｍ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ＦＣＣ）作为特征参数设计了一种低速率下的语音编
码算法，相比于文献４中的方法合成语音的音质略有
提升，但是解码端参数重构算法的复杂度较高，制约
了这种方法在实际中的应用ｕ０｜。联合矢量量化是一
种降低码率的有效方法，它可保证在０．６ｋｂｐｓ码率下
合成相对可懂的语音，但是当码率进一步降低时，解
码端的语音音质会严重下降。
极低速率语音编码多用参数编码，目前最为成
熟的参数语音编码方法是２．４ｋｂｐｓ的ＭＥＬＰ标
准ｕ１１，ＭＥＬＰ标准具有良好的编码性能，它在传统
的二元激励线性预测（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Ｃｏｄｉｎｇ，

ＬＰＣ）声码器模型的基础上从５个方面进行了合理
的改进：脉冲与噪声混合多带激励源；周期与非周期
激励法相结合；自适应谱增强；脉冲扩展滤波器；残差
谱的傅立叶幅度建模。因此，在相同编码速率的语音
质量方面，ＭＥＬＰ编码器要优于ＬＰＣ－１０编码器。本
文在ＭＥＬＰ标准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实现０．５ｋｂｐｓ速
率下语音的匀速传输。

蓦国一
刻莩滁哆卜—弋些步
剑ｕ ｂ到耋卜墅
一

ｌ化１

文章第２部分重点阐述了作者提出的０．５ｋｂｐｓ
矢量码本

码率下的语音编码算法，文章第３部分通过实验对
主观评测结果和客观评测结果进行分析，文章第４
部分对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总结，并对后续可改进

图１
Ｆｉｇ．１

０．５ｋｂｐｓ下的语音编码流程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ｃｏｄｉｎｇ ａｔ ０．５ｋｂｐｓ

信

１１３６

图１中，４个连续子帧组成一个联合帧，每个子

号

处

第２９卷

理

不为

帧时长２２．５ｍｓ，采用ＭＥＬＰ标准中的方法计算各子

Ｉｓｆ净Ｉｓｆ，４ｓｆ．

帧的基音周期、谱参数和增益（本文提到的增益为

利用前一个联合矢量末帧的谱参数对当前联

ＭＥＬＰ标准中反映整帧能量的增益１），同时对各子

合矢量中各子帧的谱参数进行线性预测。因此需

帧的清浊状态进行判定。前两个子帧和后两个子

要确定预测系数矢量，使预测残差在统计意义上最

帧的谱参数利用相应的矢量码本分别进行联合矢

小。本文用去均值后的前一联合矢量的末帧趣形。对

量量化。对偶数子帧的增益进行标量量化。基音

当前联合矢量的各子帧谱参数进行预测。设ａ。表

周期根据联合帧中各子帧的清浊组合选择对听感

示联合矢量中第ｍ个子帧的预测系数，ｒｅｌｓｆｍ表示

影响较大的关键子帧进行标量量化，０．５ｋｂｐｓ下语

对该子帧谱参数的预测残差。则

音编码的比特分配如表１所示。
表ｌ
Ｔａｂ．１

０．５ｋｂｐｓ下语音编码比特分配数（４帧合计）
Ｂｉ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３）

（４）
ｒｅｌｓｆ，。＝如厂：一ａ。．Ｖ：。
采用最小均方误差准则计算最优预测系数为

０．５ｋｂｐｓ（ｏｎｅ ｓｕｐｅｒ—ｆｒａｍｅ）

Ⅳ

∑ｔｓｆ２Ｚｓｆ＇．嘣

参数类型

比特数

谱参数

１１＋１１

基音周期

１２

增益

８

其中，ｉ表示第ｉ阶去均值的线谱对参数；根据联合矢

清浊模式

３

量中各子帧清浊模式的不同组合选择不同的预测系

合计

４５

数，因此Ⅳ表示训练数据中相应清浊组合模式下语音

ｄ枷２—矿———一
ｄ枷＝气ｌ＿—一

（５）
Ｌ３，

∑（坼。ｉ）２

帧的数量。经过上述计算后，对于联合帧可得两个表

２．３谱参数的矢量量化
在ＭＥＬＰ标准中，对谱参数进行多级矢量量化。

示线谱对预测残差的联合矢量ｒｅｌｓｆＡ和ｒｅ瓜ｆ．。

该方法可有效地降低量化误差，但需分配相对较多
的比特数，在极低码率语音编码中无法直接应用；
实际上，相邻语音帧的谱参数之间存在相关性，清

（６）

ｒｅｌｓｆｎ＝［ｒｅｌｓｆ３，ｒｅｌｓｆ４］

（７）

２．３．３矢量码本的训练

由于清音和浊音的谱参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音和浊音、稳态帧与过渡帧之间的声道特性存在着

明显的差异，在矢量量化时若能充分考虑这些特

ｒｅｌ＃Ａ＝［ｒｅｈｆ，，ｒｅｌｓｆ２］

在联合矢量量化时，根据清浊组合的不同分别进行码
本训练。通过训练可以得到“浊音一浊音”、“浊音一清

性，则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合成语音音质。

音”、“清音一浊音”、“清音一清音”共４个矢量码本。

２．３．１联合矢量生成
对于任意一段时长９０ｍｓ的联合帧，它的４个子

矢量码本的训练音库要覆盖不同说话人、多种

帧的线谱对参数分别为Ｍ～Ｉｓｆ．，第ｉ个子帧的线

说话风格以及各种录音环境的语音，以保证码本的

谱对参数可表示为

泛化能力。对训练音库中的语音采用２．３．２节的方

ｉｓｆ，＝［Ｍ。，虮…娥。。］

（１）

法计算线谱对参数的预测残差，并根据语音帧的清

本文用两帧联合的方式对谱参数进行矢量量化，因

浊状态对预测残差样本进行分组，生成４类谱参数

此对于包含４个子帧的联合帧可用两个联合矢量

训练数据分别进行后续训练。
对于任意两个矢量码本，在训练过程中需要结

蜕＝［Ｍ，Ｍ］和ＩＳｆ．＝［娲，蜕］表示谱参数。

合听觉感知计算它们的计权距离。设ｒｅｂｆ．和ｒｅｌｓｆ，

２．３．２谱参数预测残差计算
为了减少谱参数的动态范围，在对谱参数进行
联合矢量量化前，首先去除谱参数的均值，线谱对
参数的均值通过对全部训练数据集的线谱对参数
计算均值得到。其均值表示为

ｌｓｆ．＝［帆，，‰…ｔｓｆ．。。］

为任意两个表示线谱对参数预测残差的２０维矢量，
则它们的距离可表示为
２０

ｄ２（ｒｅｌｓｆ。，ｒｅｌｓｆ，）＝∑ｃ￡，ｉ圪（ｒｅｌｓｆ，ｉ—ｒｅｌｓｆ，ｊ）２

（８）

ｌ＝Ｉ

（２）

则联合帧中第ｉ个子帧的线谱对参数去均值后可表

其中

∞ｉ＝Ｐ（妖ｉ）ｕ‘３

０＜ｉ＜２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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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１

驴｛ｏ．６４
‘１０．１６

０＜ｉ＜９或１０＜ｉ＜１９
ｉ＝９或扛１９

１１３７

化性能。本文根据基音周期的统计分布特性，将９９
（１０）

ｉ＝１０或ｉ＝２０

式（９）中的Ｐ（蜕ｉ）表示逆预测滤波器的功率

量级的基音周期压缩至６３量级，使得任意一帧语音
的基音周期能够用６比特量化。对基音周期进行非
线性压缩时合并的量级如表２所示。

谱在频率点Ｍｉ处的取值¨１｜。对于任意模式下的训
练数据，首先用文献［１２］的方法确定初始码本¨２｜，

表２基音周期非线性量化映射关系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ｉｔｃｈ

Ｔａｂ．２

可在保证初始码本质量的同时提高了训练效率。
以这些初始码本为质心采用ＬＢＧ算法【ｌ划对该模式

合并的量级

合并后的
合并的量级

量化值

合并后的
量化值

下的所有训练数据进行迭代训练，直到收敛。训练

Ｏ～８

１．３３７５２

７２—７４

完成后可得到不同清浊组合模式下的谱参数矢量

９～１２

１．４０１３７

７５—７９

２．００３４２

１３—１４

１．４１９６２

８０—８４

２．０４９０３

１５～１６

１．４４６９８

８５—９０

２．０９４６４

１７～１８

１．４６５２３

９０—９８

２．１５８５０

码本，每种模式下各包含２０４８个矢量。
ＭＥＬＰ标准中的多级矢量量化虽然可以节省码
本存储空间，但是在每一级矢量量化过程中需要保

１．９《５６９４

留８个备选码本用于下一级码本检索，相比于本文

本文在进行基音周期量化时，根据联合帧中４

提出的通过２０４８个矢量进行单级矢量量化，算法的

个子帧清浊组合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比特分配方案。

时间复杂度并没有得到优化；本文提出的谱参数量

在对基音周期进行编码时充分考虑了听觉感知的

化方法虽然提高了算法的空间复杂度，但是并不影
响算法的软硬件实现。

特性，稳定的浊音段尽可能细得量化，而清浊之间
的过渡段量化粒度相对较粗，对于基音周期没有物

２．３．４分模式预测型矢量量化

理意义的清音帧不进行量化，通过内插和差分量化

矢量，采用２．３．２节的方法计算线谱对参数的预测

等方式削减比特数；相比于文献４中均值加形状的
基音周期量化方法，可以有效的解决相邻联合帧边

残差，然后根据联合矢量中各子帧的清浊模式组

界处基音周期不平滑对听感的影响。

对于输入的包含两个子帧的线谱对参数联合

合，选择相应的谱参数码本集，通过式（８）一（１０），

表３

对谱参数预测残差进行联合矢量量化。需要说明

Ｔａｂ．３

的是，对于输入语音信号的第一个联合矢量，在去

０．５ｋｂｐｓ下语音编码基音周期比特分配（４帧合计）
Ｐｉｔｃｈ 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ｉ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ｅ ｓｕｐｅｒ－ｆｒａｍｅ）
基音周期

基音周期

比特流１

比特流２

清浊组合

清浊模式编码

ＵＵＵＵ

０００

置０

置０

ＵＵＵＶ

００１

置０

第４帧码值

ＵＵ、兀Ｊ

０１０

置０

第３帧码值

ＵＵＷ

０００

第４帧码值

第３帧差分码值

ＵＶＵＵ

０１１

置０

第２帧码值

量化过程中将线谱对参数的预测残差作为特征参

ＵＶＵＶ

００ｌ

第４帧码值

置０

数，这种预测型矢量量化可以有效的缩小训练数据

ＵＶＶＵ

０１０

第２帧码值

置０

的动态范围，降低谱参数的量化误差，从而有助于

ＵＷＶ

００１

第３帧码值

第４帧码值

在低码率下提高合成语音的音质。

ＶＵＵＵ

１００

置０

第１帧码值

ＶＵＵＶ

０１０

第１帧码值

第４帧码值

订ｆＰｕ

０１１

第１帧码值

置０

ｖｕＶＶ

０１１

第１帧码值

第４帧码值

ＶＶＵＵ

１００

第１帧码值

第２帧差分码值

标准中通过７比特量化每个子帧的基音周期。由于

ＶｖｌＪＶ

１０１

第１帧码值

第４帧码值

语音信号的基音周期分布得不均匀，对７比特量级

ＶＶＶＵ

１１０

第１帧码值

第２帧码值

ＶＶＷ

１１１

第２帧码值

第４帧码值

除直流分量后，直接通过相应模式下的谱参数码本
集进行联合矢量量化。

通过联合矢量量化可以充分考虑相邻语音帧
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分模式矢量量化，将不同的码
本进行分组训练可以有效的提高量化精度；在矢量

２．４基音周期的量化

对于联合帧中的各子帧的基音周期，需要将其
变换到对数域，然后在对数域进行线性量化。ＭＥＬＰ

的基音周期通过合理的非线性压缩可以将其映射
到６比特，采用这种方式几乎可以达到７比特的量

注：Ｕ表示清音帧，ｖ表示浊音帧

信

１１３８

基音周期和清浊模式的比特分配如表３所示，
其中基音周期比特流１和基音周期比特流２分别包

号

处

理

第２９卷

数通过相邻两帧内插确定。在进行内插计算时，相
邻帧的内插系数可取Ｏ．５。

含６比特数据，清浊组合表示联合帧中从第１个子

基音周期解码需要根据联合帧中各子帧清浊

帧到第４个子帧的清浊状态，基音周期的量级范围

组合的不同选择相应的解码方式。清音帧的基音

是ｌ一６３，基音周期的差分量级范围是１—１５。对于

周期为０，无需对其解码；如果某一浊音帧被分配６

任意一个子帧，如果对其分配６比特，表示对该子帧

比特编码，则先将其非线性解压至７比特，然后重构

的基音周期通过７比特线性量化后，再经非线性量

它的基音周期；如果某一浊音帧被分配４比特编码，

化压缩至６比特，如果对其分配４比特，表示利用相

则将当前子帧的码值和相邻浊音帧的码值叠加后

邻浊音帧的基音周期对当前子帧的基音周期进行

再重构基音周期；如果某一浊音帧未分配比特编

差分编码。

码，则采用内插的方式计算基音周期。

２．５增益的量化

本文提出的语音编码算法只考虑周期脉冲和

对于联合帧中各子帧的增益，通过ＭＥＬＰ标准

高斯白噪声两种激励，傅里叶幅值统一取单位长

可分别计算反映前半帧能量（增益Ｏ）和反映整帧能

度，因此无需对各频带的清浊状态、非周期脉冲标

量（增益１）的两个增益参数，由于人耳对能量误差

志和傅里叶级数的幅值进行编解码。

不敏感，本文只对增益１进行编码。考虑到语音信

２．７参数语音合成

号具有短时平稳的特性，在对联合帧进行语音编码

在完成语音参数解码后，通过各子帧的语音参

时，只对４个子帧中的偶数帧的增益进行４比特线

数在极低码率下生成语音。激励源采用二元激励，

性量化，其余的增益参数可以在解码时通过相邻帧

清音采用高斯白噪声作为激励信号，浊音采用周期

内插的方式确定。在比特数分配有限的条件下，文

脉冲作为激励信号。通过自适应谱增强模块有效

献４中多帧增益联合量化的方法容易将清音帧的能

的弥补ＬＰＣ滤波器无零点的缺点，增强合成语音共

量误放大从而影响语音音质，采用本文的方法可以

振峰的结构；以每个基音同步周期为单元，对增益

有效的避免这一问题。经过上述压缩后，４个子帧

进行调节；通过脉冲扩散滤波器，将激励信号的能

的全部增益参数可以用８比特表示。

量在一个基音周期中进行扩散，从而减少在合成语

２．６语音参数的解码

音中的刺耳的成分，最后合成经过０．５ｋｂｐｓ码率下

语音解码模块通过对谱参数比特流、基音周期比
特流、增益比特流和清浊比特流进行解析，重构语音
参数。接收端首先对清浊状态进行判定，确定联合帧
中各子帧的清浊组合，在此基础上重构其余语音参数。

压缩后的语音。

３实验及结果分析
３．１实验数据和实验方法

谱参数需要根据联合矢量中各子帧清浊组合

实验数据：共包括１０个８ｋ采样率、１６位线性

模式的不同，选择所对应的矢量码本重构联合矢量

量化的测试样本，覆盖了不同说话人、不同录音环

的预测残差，然后根据相应模式下的预测系数和线谱

境下采集的语音。其中测试样本１—４为男性朗读

对参数的直流分量分别计算前两个子帧和后两个子

风格语音，测试样本５～８为女性朗读风格语音，测

帧的线谱对参数。通过式（１ １）重构线谱对参数。

试样本９和１０为男女对话的口语语音。

趣疋＝如如＋ａ。．（如‘。一如气）＋九以沉

（１１）

式（１１）中，Ｍ表示重构的线谱对参数，皈表
示线谱对参数的直流分量，ｄ。表示谱参数预测系

数，蜕。表示前一联合矢量末帧线谱对参数的重构

在０．５ｋｂｐｓ码率下，连续４帧组成一个联合帧
进行语音编码，根据表１对各种语音参数分配比特
数。共包括５组对比实验，用于对比本文的方法和
其他对谱参数、基音周期和增益的量化方法。
实验１用于评估采用线谱对参数的预测残差进

值，ｒｅＭ表示谱参数预测残差的量化值。
对于增益参数，先通过增益比特流对偶数子帧

行矢量量化后的改进效果；对比本文方法，实验１的

的增益进行解码，重构它们的增益值。其余增益参

表１的比特分配方案分清浊模式训练码本，对测试

对比方法选择原始线谱对参数作为特征参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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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９

语音的谱参数进行联合矢量量化并采用本文提出

验结果，用于表述全部测试人员对所有测试样本采

的方法对基音周期和增益进行量化。

用不同方法进行对比的测试结果。

实验２用于评估谱参数单级矢量量化对语音音

表４

质的改进效果；基音周期和能量的量化方式与实验

Ｔａｂ．４

ＰＥＳＱ客观评测得分

ＰＥＳ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ｓ

１相同，对比本文方法，实验２的对比方法采用两级

音库 本文

矢量量化（第一级分配７比特，第二级分配４比特）

编号

得到谱参数码本，利用线谱对参数的预测残差作为

１

２．３４７

２．３２３

２．３３７

２．１４２

２．３５６

２．２３３

特征参数分清浊模式训练码本对测试语音的谱参

２

２．５６５

２．４４５

２．４８１

２．５１ｌ

２．５９６

２．５９７

数进行联合矢量量化。

３

２．７８６

２．７０５

２．７７８

２．７６１

２．７２６

２．７８０

实验３分别采用均值加形状和本文提出的内插

４

２．６０３

２．５８５

２．５８２

２．５ｃｒ７

２．５９０

２．６２３

非线性量化对基音周期进行量化；对比本文方法，

５

１．６５９

１．６５６

１．６１４

１．６７０

１．５９８

１．６３６

实验３的对比方法中基音周期的均值用７比特量

６

２．３２９

２．３１７

２．３２３

２．２７０

２．２８３

２．３８７

化，基音周期的形状用５比特量化，其余参数按照本

７

２．５５８

２．５３０

２．５４５

２．６４６

２．４２９

２．５６６

文提出的方法进行量化。

８

２．２２５

２．１９３

２．２１１

２．２５６

２．１６７

２．３３４

９

２．４０７

２．２７９

２．３６３

２．３７３

２．３７０

２．４０５

的内插方式进行增益量化；对比本文方法，实验４的

１０

２．１５６

２．０２０

２．１３４

２．０５ｌ

２．１６７

２．１８５

对比方法中通过８比特增益码本对联合帧中４个子

均值

２．３６４

２．３０５

２．３３７

２．３１９

２．３２８

２．３７５

实验４分别采用多帧增益联合量化和本文使用

帧的增益分清浊模式进行联合量化，其余参数根据
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量化。
实验５用于评估对基音周期和增益量级进行压

实验１

实验２

实验３

实验４

实验５

方法 对比方法 对比方法 对比方法 对比方法 对比方法

第一组主观测试对应于３．１节中的实验１，验
证采用线谱对参数的预测残差进行矢量量化后的
改进效果，实验结果如图２所示。

缩前后的语音音质；对比本文方法，实验５的对比方

５０

法中基音周期采用９９量级进行量化、增益采用３２

４０

量级进行量化，谱参数根据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量

％翌

化；对比方法的码率约为０．５４４ｋｂｐｓ。

１０
Ｏ

３．２客观评测结果
１ＴＵ—Ｔ的Ｐ．８６２标准¨４１提出了ＰＥＳＱ方法，它

是目前基于心理声学模型的客观评价算法中获得

本文方法

相近

实验ｌ对比方法

图２利用线谱对参数的预测残差进行矢量量化的改进效果
Ｆｉｇ．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Ｓ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ｖ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广泛使用一个方法。本文采用ＰＥＳＱ方法作为客观

第二组主观测试对应于３．１节中的实验２，用

评测标准，对测试语音采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和五组

于评估谱参数的单级矢量量化和多级矢量量化，实

实验中的对比方法进行ＰＥＳＱ评估，客观评测结果

验结果如图３所示。

如表４所示。
３．３主观评测结果

：：
５０

人耳的听觉感受是评估语音编码结果的重要

％笺

因素，将本文提出的方法分别和３．１节中五组实验

２０
１０

的对比方法进行ＡＢＸ主观测试，参与测试的人员均

■＿
■＿
■＿■一

是从事语音信号处理研究的科研人员。在各组测
试中，听者通过比较本文方法和各种对比方法编解
码后合成的语音，根据主观听感评估各测试样本通
第三组主观测试对应于３．１节中的实验３，对

过哪种方法生成的语音效果更佳。由于语音是在
极低码率下生成的，因此在主观评测时首先考虑可

比采用均值加形状量化基音周期和本文使用的通

懂度，其次考虑清晰度。图２一图６为主观测试实

过内插、非线性量化方式量化基音周期。实验结果

信

１１４０

如图４所示。

２０
１０

理

第２９卷

量化在分配相同比特数的条件下优于均值加形状

５０

％３０

处

采用内插和非线性量化方式对基音周期进行

６０

４０

号

的量化方法。测试的１０个语音样本中有７个样本

—Ｉ

＿
＿
＿

ＰＥＳＱ得分更高，从ＡＢＸ主观测试结果分析，采用本

■＿

＿

文的方法对基音周期量化效果更好；这是由于通过
均值加形状对基音周期量化时对相邻联合帧边界
处的基音周期处理得不理想。采用内插方式对增
益进行量化在比特分配有限的条件下优于多帧增
益联合量化的方法。通过内插方式对增益量化的

客观评测得分更高，ＡＢＸ主观测试也更倾向于这种
方法。这是由于在比特分配较少的情况下，多帧增

益联合量化容易将清音帧的能量误放大从而降低
６０

合成语音的清晰度。通过主观评测和客观评测分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

＿
＿

析，对基音周期和增益量级进行压缩前后的语音音

＿
＿

质比较接近，这是由于人耳对能量的失真和基音周
期的失真没有谱参数的失真敏感。
本文提出的语音编码算法在ＭＥＬＰ标准的基础

上，对语音信号采用４帧一组进行联合语音编码，该
算法延迟９０ｍｓ，可以满足蜂窝移动通信的要求，同
时也可以将其应用到水声通信领域。本文对基音
周期和能量进行内插和标量量化，相对于ＭＥＬＰ标
准，并没有提高算法的复杂度；文中对谱参数采用
单级码本进行矢量量化，通过２．３．３节分析，虽然增

磊
５０

加了码本的存储空间，但是并不影响算法的工程实

％；：

现且时间复杂度并未明显增加。本文的算法继承

２０
ｌＯ

■＿
■＿

■＿
■＿

了ＭＥＬＰ标准中分析端的高通滤波和噪声抑制模块
以及合成端的增益抑制模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
算法的音源韧性，同时继承了ＭＥＬＰ标准中的语音
传输方式，可以保证数据传输时的帧同步。

３．４实验结果分析

４结论

主观评测结果和客观评测结果均表明，利用线

针对极低速率语音编码的客观要求，本文在

谱对参数的预测残差进行矢量量化有助于音质的

ＭＥＬＰ标准基础上对语音信号采用４帧一组进行联

提高，相比于直接对线谱对参数进行联合矢量量

合语音编码；通过对谱参数进行两帧联合矢量量化

化，全部测试样本的ＰＥＳＱ得分更高，主观评测更倾

并利用谱参数的预测残差作为特征参数进行矢量

向于这种方法；这是由于通过分模式预测型矢量量化

量化，从而在极低码率下有效的保证了合成语音的

缩小了样本的动态范围，从而降低了量化误差。相比

音质；通过对基音周期进行内插和非线性量化、采

于两级矢量量化，在比特数相同的条件下，通过单级

用内插的方式对能量相关的增益参数进行高效压

矢量量化得到的谱参数码本对测试样本进行编解码

缩，从而保证对听感影响相对较小的前提下有效的

后合成语音的音质更好，这种方法的客观评测得分更

降低了码率，实现了一种可以在０．５ｋｂｐｓ下匀速传

高，ＡＢＸ主观测试也更倾向于这种方法。

输的语音编码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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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数语音编码，不同类型的参数之间存在

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１，２７（７）：１０５７—
１０６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着相关性，如果在已知谱参数和基音周期的条件
下，通过不同语音参数之间的相关性对极低码率下
没有考虑的各频带清浊状态、非周期脉冲标志等参
数进行预测，合成语音的音质从理论上分析会进一
步提升。本文提出的方法对带噪语音的处理能力
相对较弱，如果能够将该方法与语音增强有机结
合，可能会带来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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