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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声音系统的室内修正和均衡关于对声音系统的室内修正和均衡关于对声音系统的室内修正和均衡关于对声音系统的室内修正和均衡 

马赛厄斯·约翰逊, 狄拉克研究公司 (Mathias Johansson, Dirac Research AB) 

本文将讨论若干有关均衡声音系统的滤波器设计问题。讨论的重点将放在基本原理上而不

是在实验上，我将聚焦几个常见的误解。我先简单介绍声均衡所需的几个基本概念，例如有限

冲激响应(FIR)和无限冲激响应(IIR)滤波器，最小和线性相位；和几个基本数学论据以及《狄拉

克现场修正方法》的哲学背景。为了限制本文的长度我假定对在此所谈的话题有些基本了解。

但我会避免在某些工程期刊中常出现的倾向，即把一些不好的想法隐藏在看似复杂的方程式

中。诚如开篇所言，讨论的重点将放在不同均衡法的逻辑上，而非实验。实验总会让人质疑其

实验条件，而本文的逻辑则可任由读者检验。正如概率论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一个幸运的实验

揭示不了其中的基本原理，但基本原理却能够更多地推测出未来的实验结果。 

附注：本文的某些部分在纽约市第 123届音频工程学会会议上已介绍过。会议讨论的议题是“有限冲激响应还是无

限冲激响应？那就是问题！” 

有限有限有限有限冲激响应冲激响应冲激响应冲激响应(FIR)和无限冲激响应和无限冲激响应和无限冲激响应和无限冲激响应(IIR)滤波器滤波器滤波器滤波器 

一个有限冲激响应(FIR)滤波器的输出是 N个最近的输入采样的加权平均。因此滤波器的

阶数或长度表示对滤波器的记忆长度。无限冲激响应(IIR)滤波器也是如此，只是它把以前的输

出采样的加权平均加到第一个平均。当然权重可任意设置，但如果对应于以前的输出的权重太

大，显而易见这将会导致输出呈指数增长。这时的滤波器被称为不稳定的。在经济学上，常用

一个更生动的术语称之为“爆炸的”。一个 IIR 滤波器会制约于定点运算处理器的精度而变得

不稳定。现有不同的方法实现一个高阶 IIR 滤波器以减少这些问题所带来的风险。最常见的方

法是把 IIR 滤波器改写成几个串联的二阶滤波器，称之为双二阶滤波器。用这种方法，数字误

差的影响能够得以减少。由于 FIR 滤波器本身就是非递归的，所以不会变得不稳定，因此也更

容易实现。 

由于 IIR 滤波器固有的递归性，其冲激响应是无限（长）的。因而称之为无限冲激响应滤

波器。相比之下，FIR滤波器（其阶数小于无穷大）则有有限长的冲激响应。因此 IIR 滤波器

似乎更灵活。这在某些意义上是对的，但 IIR 滤波器有其局限性。首先，在实际当中搭建一个

线性相位 IIR 滤波器是不可能的（更多关于相位响应的概念见下文），因为一个线性相位系统

必须有一个对称的冲激响应，也就是说，用主脉冲做参考，响应的左边和右边的尾部是镜像对

称的版本（准确地说，响应可能也会是逆对称的，即一个负镜像版本）。但对于一个因果 IIR

滤波器来说，显然不是这样，其右边（记忆所有过去的输入）有一无限长的尾巴而其左边被截

去了（它不能预见将来）。但在实际当中，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线性相位滤波器我们也能用一个

IIR 滤波器得到一个很好的近似。 

下面一个问题有其不同的特点。当人们按照最小化（滤波器响应和所需响应之间的）均方

误差的准则设计一个优化的 IIR 滤波器时，数学式会变得很“难看”。这是一个非线性问题，

找到其正确的响应在数学上是很难地。虽然“很难”并不意味“不可能”。但这或多或少地为

很多“懒汉”数学家们提供了远离 IIR 滤波器的借口（但这借口在用一个具有有限能力处理器

来设计滤波器时是有道理的）。 

那么为什么最简单的音频均衡器仍用 IIR 滤波器？一个原因是滤波器往往通过手工配置，

并且有闭型公式用于构建几个简单的滤波器类型，比如峰式/陷波滤波器，低通/高通滤波器，

倾斜型滤波器，等等。你能容易地实时调节 Q值，然后听其差别。不仅如此，IIR 滤波器与

FIR 滤波器相比还具有另一优点：即在给定的低通滤波器的斜率下需要相对较少的系数。其原

因就是 IIR 滤波器具有的递归性，这就像让几个滤波器接连地为同一个目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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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 滤波器更容易实现（能在定点结构上运行），能更灵活地进行数学操作，可以有任意

相位响应，但对一给定的滤波器的陡度，FIR 滤波器则需更多系数。这一点对于低频范围的分

辨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直观地说，FIR 滤波器的长度与其处理的信号的波长有关。但只要可

以采用具有足够长度的 FIR 滤波器，许多人就会更主张用 FIR 滤波器而不是在数值计算上更复

杂的 IIR 滤波器。 

总而言之，在一个很好的近似范围内，我们可用 IIR 滤波器和 FIR 滤波器达到同样的目

的。选择那一种滤波器更多地与其实现方式有关，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应用有关。于是为了对

一组声传输函数进行适当的冲激响应校正，则需要一个较长的滤波器，而用 IIR 滤波器似乎得

不到更多益处。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处理器的能力仅够一个低阶滤波器（比如 10 个双

二阶滤波器或 20-40 个抽头的 FIR 滤波器），那么冲激响应校正就不可能进行。此时更明智之

举是把注意力放在幅度响应上和使用最小相位双二阶滤波器。 

最后应该指出，如果冲激响应校正要求一个非因果部分，那么 IIR 模型就不能较好地模拟

了。而 IIR 滤波器对于设计得很好的均衡滤波器的因果部分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好模型，这意味

着最有效率的混合相位均衡器的实现方法之一是 IIR 和 FIR滤波器的结合。 

关于相位关于相位关于相位关于相位的的的的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一个滤波器的相位响应表示一个纯正弦波的输入在输出时其周期位移了多少。因此它是对

频率变量延迟的一种表示方法。 

对群延迟的误解 

相位响应对频率的导数叫群延迟。它有时被误认为是在某一给定频率的延迟。事实上群延

迟只是测量以那个频率为中心的窄带信号的包络（即形状）。把它解释成一个物理延迟是没有

意义的。为了得到在某一频率的准确延迟，我们只要给相位响应一新的刻度，把角度量变成秒

（如果我们更喜欢，也可以用米）。 

例如：36度相移指的是 1/10 周期的延迟。如果所说的频率是 1000 赫兹，一个周期就是 1

毫秒，那么 1/10 周期的延迟就是 0.1 毫秒。 

回到相位来 

对于一个线性相位响应系统，其相位响应作为频率的函数（在线性频率刻度时）是一直

线。这意味着该系统在所有的频率上引入了一固定延迟。但如上所说，一个线性相位滤波器总

有一个对称（或反对称）的冲激响应。这意味着如果这样一个滤波器的幅度响应不平坦，那么

它将会在时域中引入前振荡和后振荡。其危险性有时会被在该领域的工作人员中被夸大。在实

际中，如果一线性滤波器的幅度响应是平滑的（一均衡滤波器应该如此），其前振荡则可忽略

不计。 

现在，我们也必须讨论一下最小相位系统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系统，它在所有的

具有给定幅度响应的系统中具有最小能量延迟（在复平面中，一个最小相位系统的所有零极点

都在单位圆内）。但必须强调，这绝不是指其冲激响应是所有的具有给定幅度响应的系统中是

最短的，而是指它是最早的。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它是早的”对于需要保证延时最小的应用

来说是一个有用的特征。对于声音质量而言，没有证据显示最小相位均衡器听起来比线性相位

均衡器更好。事实上，线性相位滤波器的冲激响应一般比最小相位滤波器的短。“最小相位”

这个术语容易误导人，而如果在音频界采用“最小能量延迟”这个术语的话就会好很多。确切

的定义如下：考虑一个最小相位冲激响应和一个其他任意的具有相同幅度响应的线性系统，比

较在任意时刻 t 上两个系统输出的累积能量，最小相位系统的（从时间零到 t 的）累积能量总

比其他系统的大。这意味着其响应必须开始得早，否则我们总能建立另一系统，其在时间 t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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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时比最小相位滤波器传递更多的能量。注意：最小相位系统，只是延时小于其他滤波器，

而并不意味着零延时。 

根据众所周知的复分析中的定律阐述，任何线性时不变系统可以因式分解成两个系统：一

最小相位系统和一全通系统。如果我们设计一个能完全可逆的最小相位系统的均衡器，就可以

使得幅度响应变得平坦（这或许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但我们可以暂且这样假设，因为在此情

况下这不会导致任何差别）。这时冲激响应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时我也会听到能干的人说：

我们至少没有把它弄差，因为我们关心最小相位部分（最小相位系统的逆转本身还是一个最小

相位系统。因为对任何一个幅度响应只有一个最小相位部分，所以我们已经自动地考虑了

它）。这个叙述的谬误是显然的：全通系统的冲激响应可能比整个系统的冲激响应差很多。如

果你拿掉最小相位因子你可能会去掉在全通因子中抑制严重振荡的特征。我们所选择的因式分

解方式完全是任意的，没有任何物理解释。我们只是选择了一个不同的分解方式。 

我们需要做的是看一看总的系统响应。如果我们因式分解它，我们最好是保证所用的因式

分解具有物理声学或心理声学意义，并能根据其总响应评估最终结果。一个有很好物理动机的

常用模型就是把室内不同位置的传递函数模拟成有一共同极点集和一个只有零点组成的位置变

量传递函数。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还不错。下一步就是说：行，我们要进行鲁棒校正，因此只

需要反转极点。误差就在这里产生了：即使它们（共同极点）对所有位置都的确相同，但抛开

与位置相关的零点来看，它们将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只是去掉在低频区域靠近单位圆的那些

极点，这并不意味着你已经改善总体响应。首先，那些极点影响的并不只是它们碰巧最靠近的

单位圆区域。它们也有助于减小在远离那个区域的频率的增益。类似地，靠近单位圆高频范围

的那些与位置相关的零点会提升低频范围的能量。 

从以上两个例子中可学到的是：即使某一因式分解有物理意义或是便于数学考虑，但如果

把每一个因子看成一个孤立的系统且认为只要能改进那个因子就会改善整个系统，那么这将是

危险的愚蠢行为。但是正如基本逻辑教给我们的：一个假的前提意味着任何一个命题，即假的

或真的。因此你也许能给出这样一些例子，它们有时听起来很好但基本原理有纰漏，但这并不

意味着，有一个更好的基本原理你不能做得更好。 

傅里叶变换和频率的概念傅里叶变换和频率的概念傅里叶变换和频率的概念傅里叶变换和频率的概念 

正如丹尼斯·盖伯（Dennis Gabor）于 1945年所注意到的，一个信号的傅里叶的表达与

人对频率的感觉有明显的不同。傅里叶变换是对一个时间序列在一个无限时间窗口上进行积

分。这会带来一些有趣的结果。例如，一个变化的频率就是一个矛盾措辞，按定义来说这是不

可能的事情，因为时间已经排除在方程式以外。因此汽笛就有一个看似很有趣的傅里叶频谱，

但这不容易表明其“本质”。如果我们根据盖伯框架，或短时傅里叶变换，或其他时频基底来

分析时间序列，我们就能容易区分在某一时刻的某一频率，在连续地变化音调。这种时频表示

法也能更好地描述人类的听觉。对于人来说，频率是与时间相关的。傅里叶表示法和知觉印象

之间有明显差别。 

这对声均衡有某些重要的含义。当我们读到幅度响应的估计值时，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

方法估计被感觉的频谱，完全不考虑时间概念。比如，取一最小相位冲激响应然后将其反转。

前者在时刻 0开始，然后随某一时间常数衰减，直至其消失。而后者有大的前振荡但没有后振

荡。所有对人们感觉瞬态的研究表明，前回声和后回声听起来完全不同，但它们的幅度响应却

是相同的。当然从这一点也同样可看到，如果我们说一件事，然后以相反的方向回放此事。这

两个样本都有相同的傅里叶幅度响应。这表明相位响应或者冲击响应的确影响对声音的感觉，

甚至对非立体声源也是如此。显然存在一个我们对相位有多敏感的阈值。但有关这方面的文献

（从 20世纪 30年代起，已有很多）已得出结论，这个阈值或积分时间常数是自适应的并随我

们所听的东西的不同而不同。我们所能肯定的是，我们的确可以听出绝对相位，但频率越高我

们就越不敏感（波传播物理学指出，用声学的方法在高频时只能发射很少的相关信息,原因是

高频声传输函数的混沌特性）。这意味着一个好的均衡器也应考虑相位而不仅仅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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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用一个例子来更清楚说明这一点。考虑在一房间里有一个扬声器。A 先生测量了某一

收听容积中的冲激响应，丧气地发现在所有的空间位置上其幅度响应在某一低频处（比如说是

300 赫兹）有一很宽的衰落。他先校准一峰值滤波器，然后去弥补该幅度响应的衰落。这被以

后的测量所证实是对的。此时 B先生进来了。B先生是一位音乐家，他来听被均衡的系统。他

说：“这听起来很糟糕。你们对这个系统做了什么？！听起来很奇怪！”A 先生有点紧张不安

起来，因为 B先生是一位重要的顾客，于是 A 先生赶紧给他的一个朋友 C先生。C先生回答

说：“啊，当然是的。衰落确实是因为反射造成的。你永远不要去提升任何衰落。因为他们一

般是由反射造成的。”于是 A 先生拆掉了他的均衡器，让 B先生再来听。但 B先生仍然不满

意，说：“好一些。但还不够好。这声音有一些虚。”这时 D女士进入交谈。她一直静静地坐

在角落里听着。她说：“A 先生错了，因为他忘记了时域。他只是看一看傅里叶变换的幅度然

后解释其与我们的频率概念极为相关，便认为他能提升这个区域而得到更好的声音。问题在于

他用了最小相位滤波器，因此早些时间在那个频率增加了能量。但如果我们只看直达波，在频

响中就没有洞需要填满。如果我们看任何时刻的一个窄时窗，这个洞根本就不存在。”B先生

皱皱眉头地说：“C先生说地对，我拿它没办法。但如果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在我的录音中仍

然听到一个声音奇怪双簧管？”D女士认真地看着他并说：“C先生也不对。这问题的确是因

为时域性质引起的，也就是由是反射引起这个问题。这只能用时域的方法来校正。如果我们设

计一个减小反射的滤波器，你最终就会得到一个有趣的结果，即这个洞会消失、双簧管听起来

会更自然。”“但是，”D女士补充道，“不要把这个例子作为证明，说明你总能用此方法校

正这些衰落！只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是可能的，因为所有的位置都有同样的问题。” 

当论及一个好的声学幅度响应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不加批判地认为傅里叶变换的幅度是对

我们的感觉（并因此忽视时间）可以准确描述显然是种误解。其答案取决于被测房间的时域特

性。一个在大房间听起来好的幅度响应可能在汽车内听起来很糟，因为它们的混响比完全不

同。 

提升衰落的基本问题是：通常用一个最小相位均衡器来实现。因此，这在一个错误的时间

注入能量。这对一个线性相位滤波器或任何一个其他的没有考虑整个系统脉冲响应是什么样的

滤波器来说同样也是对的。教训是：不要把傅里叶变换和被感觉的频率响应混起来。被感觉的

频率响应是与时间有关的。因此设计一个好的均衡器需要进行时频联合分析。除此以外，随空

间变化的问题必须认真地考虑。在某一测量点上一个零点可能正好在单位圆内；但移动麦克

风，它就可能会跑到在单位圆外去。在这种情况下，观察其平均效果（一个零点在单位圆上）

然后优化那个响应可能会很糟糕。一个适合平均响应的校正非常不同于在总体上适合任何被测

响应的校正。位于单位圆外但在近似同样地点（不管麦克风的位置如何）的一些零点是鲁棒可

逆的，而其它的就不是这样（再请注意：这并不意味我们考虑一个与响应的其他部分相隔离的

零点）。下面放大的零点图显示了这些特点。测量是在一个好的收听室的不同位置用很好的

Genelec 扬声器进行地。图中所画的零点采用了不同的尺寸，用来对应不同的测量位置，其目

的是为了便于看这些零点怎样随空间的变化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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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横轴-Re(z)和纵轴-Im(z)分别表示 z的实部和虚部。 

就在 200 Hz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零点从最小相位向混合相位移动。其平均值正好在单

位圆内，于是粗心地进行最小相位逆转可能会在此导致许多严重的振荡。在 150和 200Hz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零点在单位圆外，它随位置变化地很多。因为它靠近单位圆并且在移动，所

以鲁棒校正似乎不会改变这一特性。但是在 100和 150Hz之间位于单位圆外的一零点是有可能

被去除而不会在任何位置引起任何问题（到单位圆的距离相当大并随位置的变化小）。 

基于这些测量，设计了两种不同的均衡器。下图显示对于三个系统（原系统、用最小相位

校正的系统和混合相位校正的系统）的脉冲响应，该图描述了被转换的总累积能量随时间的变

化。该图是根据在不同收听位置进行新的测量而不是根据用于设计滤波器的原来测量数据来画

的。应该强调的是，最小相位校正基本上是采用与混合相位逆转相同的鲁棒原则。其中上图显

示的是全频带的结果，下图显示的是响应到 300Hz的结果。这些基本上是能量阶跃响应。因此

一个更好的系统就会有一个更快的上升时间，理想的情况是立刻达到 1。很清楚，即便是在一

个本身具有优质扬声器的高级收听室，采用细致的混合相位设计仍能得到实质性的性能改善。

最小相位滤波器虽不及混合相位设计，但它能改善时域性能，所以显然也能胜任。在一个大

的、设计得很好的收听室中，其冲激响应近似最小相位更加合适；这对前面的收听室同样如

此。因此我们只要用一些普通的最小相位滤波器就能得到改善。不幸地是这不能用于像汽车厢

这样较难处理的环境。最后应提到的是：使用混合相位滤波器所引起的前震荡，其最高幅度应

低于冲激响应中峰值的 60dB。（再请注意：其他收听位置用真实的测量数据。）因此，我们

能放心地得出结论：混合相位逆转是用的，它能改善音响系统的性能且不会损失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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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间 t 的能量转换（全频带）在总能量中所占分数。图中横轴为时间（毫秒）和纵轴为总累积

能量被转换率（被转换的能量在总能量中所占分数）。 

我们已经阐释：与最小相位滤波器相比，混合相位均衡器在增加鲁棒性的同时能改善原先

就已较好的状况。即使是在这个具体例子中被感觉的差异对于一个一般的听众来说不是很大，

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在于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混合相位均衡器比最小相位均衡器更鲁棒（因

为最小相位滤波器没有考虑整个脉冲响应）。同时这也显示脉冲响应的衰减时间能通过避开最

小相位响应来减小。当然其唯一的缺点是存在延时。但如果这不是问题，那么我推荐使用混合

相位逆转法，毕竟它是一个较为安全的方法。（作为一个旁注：在以上的例子所用的方法中，

一个参数控制前振荡的量，其与后振荡的量相关。因此，如果收听测试显示人们对于直到-
30dB的前振荡不敏感，那么我们就能达到一个更好的系统响应。） 

真实的立体声真实的立体声真实的立体声真实的立体声再现再现再现再现 

立体声再现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对来自不同声源的声音的相关性具有敏感性。即

使在一个房间里有两个真实的声源，我们在某些时候能感觉一个声源位于两个真实声源中间。

如果这两个声源播放同样的声音并且与我们相隔同样的距离，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我们就会

感觉一个虚拟的声源在这两个真实声源的中间。当这两个声源不是完全相关，其空间印象就会

被改变。如果一个声源的声音被延迟足够多，那么我们甚至会听不到那个声音；所有声音会被

感觉是来自较早的声源。这是有大量文献显示的优先效应。优先效应的一个有趣方面是，感觉

不仅取决延时而且取决两个声源的空间间隔。比如说，如果两个声源位于一条直线上，听者在

该直线的延伸线上，这样对于两个声源的收听角度是相同的，所听到的声音是“有色的”。如

果使用同样的延时但两扬声器从水平方向分开，就没有有色化的感觉，我们听到的只是第一个

声源。但是，如果我们放一个全向麦克风在听者的位置，以上两个实验设置会给出两个完全相

同的录音结果（假设房间有良好的衰减性能），两个录音听起来都很糟。第二声源与第一相

干。取两个录音的傅里叶变换的幅值我们会发现两者完全相同，都呈梳状；许多深的波谷遍布

频谱。我们会再次发现傅里叶变换不是一个表达我们听觉的好方法。其主要原因是：基本的傅

里叶变换不会区分不同的入射角。 

Energy transfer (full bandwidth) up to time t as a fraction of total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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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考虑在收听室中一个传统的立体声音响的设置。如果两个声源有不同的传递函

数，那么它们就会改变左右声道信号的相关性，于是到耳朵的信号也就不再会以录音时的方式

而相关。如果左右声道信号相差特别大，它们就有可能会完全解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

左右声道信号相等，我们也能听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声源，而不是预想的位于它们中间的一个虚

拟声源。例如，隔音场/电影棚的声场会是漫反射的，如果我们对左右喇叭各自的传输函数进

行一个合理的冲激响应校正，那么我们就能从它们的录音中重建原来的相关特性并且使得隔音

场/电影棚中的声场会变得清晰和相干。遗憾地是，在上述使用高阶滤波器的房间校正系统

中，相反的情形有时也会发生。这些校正系统无意中使声场解相关，而不是改善左右声道信号

的相关性。 

原因是一个高阶滤波器有一个长冲激响应，该响应需要合理地控制。如果我们基于一个

（对在不同收听位置测量的原来的传递函数进行）过分简单化的平均模型搭建一个逆转滤波

器，我们最终会校正与感知不一致（在那个模型尾部）的这些问题。考虑下面的图，该图是基

于一个性能较差、但较大的收听室，使用了非常好的扬声器，在 12 个不同的位置（对应于一

个沙发的两个不同的座位）的测量。图示的是一个傅里叶幅度响应，它是基于简单的“延迟和

平均”响应，即在傅里叶变换之前，所有的脉冲响应按时间对齐，然后进行平均（也即波束成

形）。 

 
幅值响应。图中横轴-Frequency (Hz)和纵轴-Magnitude (dB)分别表示频率和幅度。 

注意纹波的大小，特别是在高频区域（如果我们用分倍频程平滑，我们就不会看到这些纹

波（如果我们不细心），但它们仍然存在，而且会影响最终的滤波器）。纹波的问题在于，它

不是我们所能感觉的频率响应的特性，而只是傅里叶频率响应的特性。傅里叶响应既没考虑空

间角度也没考虑时间。纹波是听不见的，因为它只是在房间中后期反射的特性（能被认为是

“后期的”当然是与频率相关的）。假设我们现在搭建一个逆转傅里叶变换的均衡器。不管它

是不是最小相位，它在高频区域仍然有相似的变化性，这在时域中表现为冲激响应中的附加的

高频垃圾（随时间传播开）。如果我们现在对左右喇叭使用不同的均衡器，我们最终会有两个

截然不同的传输函数，它们会产生任意的空间效应，通常是弱的解相关的形式。幼稚的平均法

致使我们去补偿（a）在任何单一的收听位置不存在的东西和（b）在心理声学上不相关的东

西。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校正某个听不见的东西可能会导致某个东西可听见。 

基于我们用来制作上图的同样的 12 个测量，我们用不同的类型的时频分析来进行一些对

与心理声学更相关的表示方法的估计。下面两张图显示两种不同的表示方法；两者都在频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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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但在心理声学上与两个不同的目的相关。第一种表示方法采用了一种处理，它设法效仿人

对混响室内的瞬态声音的感觉。我们可以看到高频纹波消失了但有一些相当强的衰落点出现在

1kHz一下。出于某种简化，我们已经去除了那些与直达波不同方向的后期反射。 

 
幅值响应。图中横轴-Frequency (Hz)和纵轴-Magnitude (dB)分别表示频率和幅度。 

但此图并没有适当地描述出我们在听某一演奏（比如弦乐四重奏）时所感觉的东西。后期

反射仍然加进了声染色效应，它影响着我们对稳态和声信号的听觉感受。因为这个原因，一个

图能给我们对稳态频域声染色效应的理解有一个合理的估计，该图看上去就像如下描述的。 

 
幅值响应。图中横轴-Frequency (Hz)和纵轴-Magnitude (dB)分别表示频率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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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以上二图都有意义地描述我们在收听室中实际感觉到的。前者描述我们怎样感觉

瞬态声，后者描述我们怎样感觉稳态和声信号。也就是说，我们即不应该基于前者进行幅度响

应校正，也不应该基于后者进行冲激响应校正。 

在用混和相位校正时所得到的一些重大改进在于立体声和多声道的再现。在左右声道传递

函数不同时，空间信息就失真了。因为房间响应是非最小相位的，我们需要混合相位逆转从而

重建正确空间图像。合适的混合相位逆转与最小相位逆转之间的差别在糟糕的收听空间中会变

得更大；比如说在汽车中，其左右声道的传输函数就有些不同。应该注意，声音质量的差别通

常很大。虽然差别小的时候一定存在（比如说当主要的房间响应的变化可以用最小相位滤波器

来校正时），但通常的差别都很可观。然而，如前所警示的，进行一个合适的冲激响应响应是

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容易以一个解相关滤波器（和/或前回声）而了之。但这是可以被发觉

的：在收听测试中，空间图像变得模糊（与清晰相对），声音被感觉是来自两个喇叭之间的某

个区域，这是相位校正变坏的清楚迹象；画一个高分辨率的滤波器频率响应，滤波器在高频区

域不应该有任何快速变化，这是一个设法校正冲激响应中后期尾部特性的清楚迹象。幅度响应

中的快速变化表示相位响应中有类似的快速变化；一个非常不太可能的事是，对房间响应的相

位校正在高频应该是有用的（因为根据波的传播规律，在某一物理位置的校正一定会在离该位

置几个厘米远处就变坏）。 

最后的建议是，混合相位校正是绝对有用的，并且在我的心目中是一条改进声源重现的正

确的前进方向，但是它比去阅读过去二十年关于冲激响应校正的研究要困难得多，这值得人们

思考。 

有些反射好有些反射好有些反射好有些反射好，，，，有些不好有些不好有些不好有些不好 

在这个领域似乎有一个共识，某些早期反射实际上有助于使演讲更容易理解。但是，也有

大量文献显示，在通常的收听室中，主要脉冲在 5-10ms内的反射会高于主声源移动或传播的

声级（即使在听一个单独的主声源时）。从前面和后面（±40º 以内）的反射感觉起来是不利于

声音质量的，然而来自侧面的反射（在合理的声级以内）常常会改善被感觉的声音质量。 

这可以从信息论的观点来理解。来自前面的反射一般很难与主声源区分开，原因在于我们

的耳朵的位置。一个单独的前方反射的传递函数在左耳和右耳几乎是一样的，就像主声源的响

应。的确，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滤波器能够鲁棒地校正这些反射的原因。它们在相当大的收听空

间中是恒定的。这一点与来自侧面的反射形成对比。这些（侧面的）反射会随位置变化很大，

原因是有入射角。在左耳和右耳之间总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侧面反射能带来分集增益。分集是

信息论的概念，它使可分辨通信信道的数量定量化。分集越高，信息传递的香农容量就越高。

这在移动无线通信系统中被用到；在该系统中，独立的直接路径反射实际上被用来增加无线通

信系统的比特率。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推论，它反映出前方和后方反射对人听觉的不利影响。

因为这些信道不能跟主声源区分开（两者几乎是常数），所以这些信道就会造成自相干扰。在

容量的表达式中，这直接解释成较低的信噪比和较低的信息传递容量。 

因为在此所谈的影响会降低声源质量，它相对位置来说是近似不变的，所以这意味着，这

些也是一个非因果混合相位滤波器能够校正的影响。类似地，携带信息的反射是不可能被改善

的，就是因为它们携带信息的原因是它们随位置而变化。如果它们在两只耳朵总是一样，就没

有办法让我们从反射中分离出声源，所以声音的逼真度就会降低。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

事实，是因为渐进而可以预料的，人的听觉系统是有能力利用房间提供给我们的附加信息。同

时我们都会直观地知道，这种推理取决于这样的假设，即反射实际上携带可分辨的和附加的信

息。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情况，显然大多数的反射只会降低声音的质量。 

总结和建议总结和建议总结和建议总结和建议 

FIR 和 IIR 滤波器有几乎相同的可能性。在许多情况下，如果调节正确，最小相位均衡能

够达到相当不错的效果。但是为了提高空间清晰度和达到真正好的声音质量，必须对整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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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仔细评估。为达到最佳性能，混合相位均衡是必需的。在不同的收听环境中（比如汽车）

用混合相位逆转法能达到很明显的不同效果。但是进行混合相位逆转，会引入延时，所需的滤

波器的长度一般会相当长。在延时必须最小或滤波器阶数受限（比如在 44.1Hz的采样频率小

于 100阶）的应用中，我的建议是采用合理设计的最小相位 IIR 均衡器。即使如此，人们也必

须认真，设法达到针对位置的鲁棒设计。 

如果你的 DSP预算允许你使用高价滤波器，我的建议是采用仔细的混合相位设计。一个

设计得好的混合相位滤波器能提供快于最小相位或线性相位滤波器所能达到的系统响应。注意:
“仔细”一词是很重要的。一些设计高阶滤波器（不管是最小相位或是混合相位）的算法总有

困难的时候，例如试图摆脱在脉冲响应尾部加进一个高频纹波。这对立体声的感觉有负面影响

（即虚拟声源传播）。如果算法设法做的太多，就会引入前回声。简言之，混合相位设计从性

能和鲁棒方面来说有更好的潜力，但此潜力更难达到（但是对于超低音箱声道，最小相位逆转

一般就够了，因为房间与超低音箱相结合的传递函数在这些低频范围可以很好地用一个最小相

位系统来模拟）。 

一个混合相位设计可以用一个 FIR 或一个 IIR 滤波器来实现，但最有效的实现方法一般是

两者的结合。 

如上所述，一个合适的混合相位滤波器设计类似于去掉扬声器附近的反射面。此外，它在

喇叭本身的设计中使线性缺陷最小化。因此数字混合相位滤波器在设计音响系统和房间时，对

通常的电声性考虑是一个强有力的、划算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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