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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最大长序列的听觉诱发电位噪声抑制
能力分析
陈韵儿1，詹长安1，彭贤2，符秋养3，王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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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广州 510317）

【摘要】 最大长序列（m 序列）是在高刺激率条件下研究听觉诱发电位（AEP）线性/非线性成分的一种有效
手段。但在实用中如何评估 m 序列的阶数选择对噪声抑制能力的影响是有待明确的问题。本研究主要采用两种
类型实测数据评估 m 序列噪声抑制。根据 m 序列互相关法在去卷积计算过程中的两个计算步骤，即叠加平均和
互相关，分别估算不同阶数（5～12 阶）条件下自发脑电噪声抑制比，并选择 7 阶和 9 阶 m 序列进行非线性 AEP
实验。结果表明，m 序列对自发脑电的噪声抑制比与随机噪声条件下的理论值完全符合，证实噪声抑制比主要
取决于序列的总长度或总的记录时间。对于 7 阶和 9 阶 m 序列的线性/非线性成分进行相似比较，提示 AEP 成分
对阶数不敏感。本研究提供了一种选择 m 序列的更全面的解决方案，可更好地促进基于 m 序列的非线性 AEP 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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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ximum length sequence (m-sequence) has been successfully used to study the linear/nonlinear
components of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 (AEP) with rapid stimulation. However, more study is need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m-sequence order in terms of the noise attenuation performance. This study aimed to address this issue using
response-free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and EEGs with nonlinear AEPs. We examined the noise attenuation ratios to
evaluate the noise variation for the calculations of superimposed averaging and cross-correlation, respectively, which
constitutes the main process in the deconvolution method using the dataset of spontaneous EEGs to simulate the cases of
different orders (order 5 to 12) of m-sequences. And an experiment using m-sequences of order 7 and 9 was performed to
in true cases with substantial linear and nonlinear AEP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noise attenuation ratio is well
agreed with the theoretical value we derived from the properties of m-sequences on the random noise condition. The
comparison of waveforms for AEP components from two m-sequences showed high similarity suggesting the insensitivity
of AEP to the m-sequence order. This study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solution to the selection of m-sequences
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 feasible application on the nonlinear AEP with m-sequence method.
【Key words】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 maximum length sequence; noise attenuation

DOI：10.7507/1001-5515.20170306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1271154）；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A2015074）
通信作者：王涛，Email：taowang@smu.edu.cn

著·

•2•

Journa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pr. 2018, Vol. 35, No.2

序列的相关函数为脉冲函数这一性质，提出一种基

引言

于 互 相 关 的 计 算 方 法 。 Shi 等 [ 3 ] 则 进 一 步 将 {1，

利用最大长序列（maximum length sequence，m
序列）作为听觉诱发电位（auditory evoked poten-

–1}的二元 m 序列拓展到{1，0}形式的 m 脉冲序
列，使得诱发刺激序列的生成更加直接便利。

tial，AEP）的一种刺激方案，可同时提取 AEP 中的

m 序列产生是根据不同阶数的本原多项式所

线性和非线性成分。m 序列是一种伪随机二值序

确定的移位寄存器实现[12-13]。在给定阶数 r 的情况

列，所包括的数值单元个数由序列的阶数确定。研

下，本原多项式的个数有限，为不超过 L = 2r – 1 的

究人员通常采用低阶 m 序列，利用线性去卷积技

所有正整数中质数的个数。m 序列包含单元的个

，或者采用

数或序列长度为 L。若选定一个本原多项式，可生

。该过程实质上是

成一个原型 m 序列。根据实际问题要求，确定刺

一种线性或非线性的去卷积处理，包括两个重要步

激率或最小刺激间隔，根据刺激系统时间离散化的

骤：首先按照刺激序列的重复次数做叠加平均处

要求，确定刺激序列的采样率，在原型 m 序列单元

理，然后利用互相关法恢复 AEP 的线性或非线性

之间插零稀疏化，调整最终的刺激间隔。若实际刺

术提取快速刺激条件下的线性 AEP
高阶 m 序列提取非线性 AEP

[3-4]

[1-2]

。按照上述计算过程，m 序列的阶数对叠

激采用的 m 序列，最小刺激间隔为 q，则其它刺激

加平均和互相关的噪声抑制都有影响，在记录时间

间隔为 q 的整数倍，一个周期的 m 序列的实际长度

不变的情况下这两种影响是互为补偿的。因此有

即为 N = L*q。去卷积过程是使用 m 序列对应的一

必要根据处理过程对噪声的影响和实际测试结果

个{+ 1，– 1}的恢复序列进行互相关运算实现[3]。

成分

[2-4]

整个刺激和信号提取过程如图 1 所示。由于

给出 m 序列的选择依据。
目前 m 序列的噪声特性研究已有一些可借鉴

诱发反应信号十分微弱，实验时 m 脉冲刺激序列

的工作，由于恢复诱发反应采用的具体算法有所不

会重复刺激听觉系统，其中序列中“1”表示刺激

同，这些研究所得到的具体形式也有差别。比如

声出现时刻。图 1a 给出的是一个 5 阶 m 脉冲序

Marsh 利用 sub-average 方法来实现 AEP 的提取，

列，所记录的 EEG 信号如图 1b 所示。按 m 序列的

并证明其信噪比低于常规方式的诱发反应。若要

一个刺激周期（又称扫程）的起始点为基准叠加平

获取与常规方式相当的信噪比，需增加平均次数 。

均，得到的平均信号实际上是刺激扫程诱发反应

m 序列用于耳声发射问题时，Thornton 等提出一种

（见图 1c）。这个平均过程显然可以抑制非锁时的

[5]

，和常规方法相

信号和随机噪声。互相关法提取诱发反应的过程

[8]

是利用恢复序列 s r （t）和扫程诱发反应 y（t）做循

则在频域上进行去线性卷积计算，利用 parseval 原

环 互 相 关 （ 见 图 1c-d） ， 得 到 互 相 关 信 号 （ 见 图

理提出了一种 m 序列信噪比的频域估计方法。

1e），即：

简单的改善信噪比的估算公式

[6-7]

比，m 序列可提升 3 dB 的信噪比。Bohorquez 等

本文根据叠加平均和互相关技术得到一种 m

Áy;S (t)

序列对随机噪声抑制比的计算方法，定量说明平均

2
L

1

y(t)  s r ( t)

(1)

过程和互相关过程在抑制噪声方面的互补性，并通

该过程是恢复系统成分的一个关键步骤，因为

过自发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m，EEG）和诱发反

所有的脉冲核切片都分布于互相关信号上，核切片

应的提取实验，研究阶数和数据记录时间对噪声抑

的起始位置由位移函数决定，而位移函数是根据所

制以及诱发反应恢复的影响。

需的核切片个数以及 m 序列的循环右移，通过相

1 方法
1.1 基于 m 序列的非线性系统辨识
数学上对于非线性系统的描述一般用 Volterra
级数形式[4]，该模型描述了有限记忆长度非线性系
统的 Volterra 核。去卷积计算时，Volterra 核难以
估计，可通过正交化过程[9]转化为具有正交特性的
维纳核。如果采用高斯白噪声输入，Volterra 核或
维纳核可估计[10]。但对瞬态声诱发反应来说，更适
合采用脉冲型序列作为刺激。Sutter 等 [11] 利用 m

等性比较得到[3]。
以上过程中叠加平均和互相关运算分别对随
机噪声产生抑制作用。假设背景噪声不存在时间
相关性，可分别估计叠加平均和互相关运算两过程
对随机噪声的抑制程度 [14] 。已知平均处理对随机
p
噪声幅度的抑制能力为 1= K ，其中，K 为平均次
数。设噪声的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RMS）值
为 σn，原始记录扫程反应 y（t）中包含 K 个扫程的
EEG 参 与 叠 加 平 均 ， 则 平 均 过 程 对 噪 声 的 抑 制
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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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个 5 阶 m 序列去卷积过程示意图

a. m 脉冲序列；b. 脑电信号；c. 平均信号；d. 恢复序列；e. 互相关信号

Fig.1 Diagram of the deconvolution process using an m-sequence of order 5
signal; d. recovery sequence; e. cross-correlation signal

´a 20log 10(

¾a
)
¾n

10log 10(K )

(2)

其中，σ a 为叠加平均后噪声的 RMS 值，单位为
dB。假定 EEG 实验记录时间相同，不同阶数 m 序
列的稀疏化系数 q 一样，那么叠加平均次数与 m 序
列阶数 r 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N
N
K
L q (2r 1)q

(3)

a. m-pulse sequence; b. electroencephalogram; c. averaged

其中，近似成立条件是 L >> 1，ηϕ 单位为 dB。综合
式（2）和（4），EEG 整体的噪声抑制比为：
p
2L q
p )¼
´aÁ ´Á ´a 20 log(
(L 1) N
C 10 log N

(5)

其中，当给定 q 后， C 20 log 2 10 log q 可以认为
是一个常数。式（5）表明 EEG 信号经过叠加平均

相对高阶 m 序列诱发信号而言，低阶 m 序列

与互相关运算两个过程后，整体噪声水平取决于信

诱发信号在叠加平均过程中，叠加平均次数多，抑

号的总长度 N，m 序列的阶数对整体噪声抑制比不

制能力强。叠加平均后的互相关运算将进一步抑
制加性噪声，使得其 RMS 值从 σa 变为 σϕ。式（1）
的互相关运算是叠加平均过程得到的扫程诱发反
应 y（t）与 sr（t）进行卷积实现的。sr（t）包含 L 个交
替极性的脉冲（见图 1d），该卷积过程相当于将
y（t）进行 L 次移位循环叠加。因此卷积后的噪声
p
RMS 值将会增至原来 L 倍，考虑到式（1）的系数

产生影响。

1.2 基于背景脑电的 m 序列仿真实验
为验证上述噪声抑制比计算公式，我们选取阶
数从 5 到 12 阶的 8 个原型 m 序列。设定时间离散
的采样率为 20 kHz，稀疏化系数 q = 40，这样得到
实际刺激序列的最小刺激间隔为 2 ms，最大刺激率
为 500 Hz。一个扫程序列的时间长度分别为{62，

2/（L + 1），则互相关运算过程对噪声的抑制程度定

126，254，510，1 022，2 046，4 094，8 190} ms。假设

义为相关噪声抑制比：

每个 m 序列实际记录时间相等，约为 13.5 min。由

´Á

p

¾Á
2 L
) 20 log(
)¼
¾a
L 1
20 log 2 10 log(L )
20 log(

于序列总长度必须为刺激扫程的整数倍，每个序列
(4)

的实际长度经调整后略有差别。根据式（3），我们
可 以 得 到 5 到 12 阶 m 序 列 的 个 数 分 别 为 K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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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为选择 4 种记录时间条件下，整个过程的

{12 800，6 400，3 200，1 600，800，400，200，100}。
EEG 信号选择在 m 序列刺激条件下记录的自发脑

噪声抑制比和 m 序列阶数 r 的关系，计算结果与公

电部分，即刺激停止阶段的背景脑电信号。由于这

式（5）给出的理论值一致，并且对于不同记录时

些信号并不包含任何诱发反应的成分，经过相关滤

间，整个过程的总体噪声抑制比是上述叠加平均和

波后信号的强度即可反应 m 序列对噪声的抑制情况。

互相关运算两过程的噪声抑制比之和，与阶数无

1.3 非线性诱发电位实验
1.3.1 实验刺激序列的选取 利用 m 序列作为刺
激序列时，系统成分在其互相关信号上的分布位置
与 m 序列阶数有关。低阶 m 序列对应的互相关函
数的长度相对短，非线性成分之间会发生重叠，导
致失真。刺激序列阶数太高时，对实验设计、数据
处理计算会带来一定的负担。综合这两个情况，我
们选取 7 阶和 9 阶 m 序列作为刺激序列。
1.3.2 实验方案 受试者为 9 名听力正常的青年（3
名女性），年龄（21.5 ± 0.85）岁，均为右利手。所有
受试者自述无神经系统、听觉系统疾病。本文实验

关。这说明不同阶数 m 序列的叠加平均和互相关

得到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

运算两过程在噪声抑制方面具有互补性。记录时
间相同时，两者之和在不同阶数情况下近似不变。
因为在此情况下，单次的平均运算和互相关过程中
加法运算对随机噪声具有相同的抑制能力，而两者
的运算次数存在此消彼长关系。由于总的记录时
间和一个扫程的长度存在倍数关系，实际上每个阶
数对应的记录时间和设定值略有差别，这可能是导
致图 3 中实验值（实线）偏离理论值（虚线）较大的
原因。

2.2 m 序列实际实验结果
在实际 AEP 实验时，EEG 信号除了各种伪迹

准，并且各受试者均对实验知情，同意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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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7 阶和 9 阶 m 序列记录的扫程个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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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噪声抑制比（ηa 和 ηϕ ）与阶数 r 的线性关系
阶数 r 的关系；b. ηϕ 与阶数 r 的关系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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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自发背景脑电仿真结果
图 2a 中给出记录时间约为 13.44 min 时，15 次
仿真计算时，噪声抑制比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图

a. ηa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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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实线），这些实验计算值与式（2）给出随机噪声

系（见图 2b 实线），与公式（4）的理论值（见图 2b

10

Fig.2 Relationships between noise attenuation ratios (ηa and
ηϕ ) and m-sequencer orders a. ηa for averaging vs. order r; b.
ηϕ for correlation vs. order r

8.52 min。

其中实验计算值与 m 序列的阶数 r 呈线性递减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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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 和 500，对应的实验时间分别为 8.47 min 和

合。对平均信号的互相关运算结果如图 2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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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记录时间条件下，整个去卷积过程的噪声抑制比
ηaϕ 与阶数 r 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whole noise attenuation ration
ηaϕ and m-sequence order r for different recording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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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噪声外还包括相对固定的确定性诱发反应，即

计算时，诱发反应的影响使得噪声抑制比（‘×’）普

AEP 成分。经过叠加平均和互相关运算两过程后，

遍大于理论值（虚线），且波动较大。利用奇偶交

噪声能量被抑制到一定程度时，AEP 成分对噪声抑

替平均技术消除诱发反应影响后，所有受试者的结

制比计算的影响会导致计算误差。一种简便的消

果（‘●’）与理论值都很好地吻合了。本例中 7 阶和

除诱发反应信号影响的方法是奇偶交替平均技

9 阶最多的叠加次数分别为 2 000 和 500，其对应时

术

[15]

，即将所有参与平均的 EEG 样本的奇数平均

间大约为 8.5 min。

或偶数平均取反后再平均，这样可抵消其中锁相的

如果线性和非线性 AEP 成分存在，它们将分

诱发反应。图 4 分别给出 7 阶和 9 阶所有受试者不

布在互相关信号的不同部位，并或强或弱地突出于

同次数平均处理的噪声抑制比的结果。可见直接

背景噪声。除了利用奇偶交替技术抵消 AEP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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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可利用位移函数定位并剪除这些有效 AEP
成分，仅保留残余噪声部分。图 5a-c 反映了叠加
平均与互相关运算两个过程的总体噪声抑制比。
其中水平虚线是式（5）给出两个过程整体的理论
值，因为实验时间近似，所以 7 阶和 9 阶 m 序列诱
发的 EEG 总体噪声抑制比的理论值近似相同。如
果不排除有效的 AEP 成分，采用全部信息计算整
体噪声抑制比，不管是 7 阶（‘-×’）还是 9 阶（‘-○’）
对应的结果均与理论值偏离较大（见图 5a）；将
互相关信号上的 AEP 成分剪除后，7 阶和 9 阶对

0

2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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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叠加平均过程的噪声抑制比与叠加次数的关系
阶；b. 9 阶

应的总体噪声抑制比结果与理论值吻合（见图
5b）。类似地利用奇偶交替技术抵消 AEP 成分，7
a. 7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ise attenuation ratio of
averaging process and sweep number for 7 and 9 m-sequence
orders a. order 7; b. order 9

阶和 9 阶对应的总体噪声抑制比与理论值也基本
吻合（见图 5c）。这些结果显示，平均与互相关处
理去除确定性诱发反应后，噪声抑制比与理论值吻
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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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两个 m 序列在相同实验时间条件下，每个受试者的总体噪声抑制比
替平均去除诱发反应成分；虚线表示式（5）计算得到的理论值

12 34567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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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含有诱发反应；b. 去除互相关阶段诱发反应成分；c. 交

Fig.5 Individual noise attenuation ratios of two m-sequences for true data with different noise approximation methods a. noise with
evoked responses; b. response excluded from the correlation process; c. noise-only by alternative averaging; dashed lines indicate theoretical
values given by equat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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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个 m 序列对应的线性和非线性成分的相似
性比较

Ė

本节旨在比较在记录时间近似的情况下，两个

+

阶数的 m 序列所诱发的 AEP 成分是否相近，从而

Ē Ĕ

0.1 μV

初步判断阶数是否对有效 AEP 成分产生影响。图

KS11
፱ը

6 给出 7 阶（细实线）和 9 阶（粗实线）m 序列得到
的 4 个 AEP 的波形。其中包括一个线性 AEP 成

KS21

分，即一阶核切片 KS11，以及三个非线性 AEP 成
分——二阶核切片 KS21、KS22 和三阶核切片

KS22

KS31。选择系统的记忆长度为 T = 20 ms。视觉评
估可见，两个 m 序列的诱发反应相似性较好，特别

KS31

是 KS11 中标出的三个主波对应的幅度和潜伏期一
0

致性很高。而在当前信噪比条件下，三个非线性成

5

10

15

20

25

t/ms

分的三个主波难以辨识。
图 7 是每个受试者的 AEP 成分的总体平均结
果。图中 KS11 显示出听觉脑干反应（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ABR）的几个主要成分，如图中

图7

两个 m 序列诱发的 AEP 各成分总体平均波形比较

Fig.7 Comparison of the grand averaged AEP components for
two m-sequences

所标的Ⅰ、Ⅲ、Ⅴ波。由于 m 序列最小间隔为 2

分对应为 0.95，三个非线性 AEP 成分分别对应为

ms，即最大刺激率为 500 Hz，这些成分的潜伏期与

{0.81，0.53，0.79}。

常规记录方式相比数值较大，与一般观测结果相
符[1, 16]，说明两个刺激序列可成功获得线性 ABR 成

3 讨论

分，并且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对于其余三个非线性

对于常规方法而言，信噪比的提高与叠加刺激

AEP 成分，不同刺激序列诱发的 AEP 成分波形之

平方根呈正相关，如果 m 序列方法想要获得与常

间能够较好地吻合。为了量化两个刺激序列诱发

规方法相当的信噪比，需要增加叠加次数，相当于

的 AEP 成分波形之间的相似度，分别计算相同

延长实验时间[5]。但是高频刺激声可以增加听觉系

AEP 成分波形之间的相关系数，其中线性 AEP 成

统的负荷，提高听觉系统和脑部病变检测的灵敏
度，使得检测结果更为准确 [17] 。因此利用 m 序列

7䭢
9䭢

+
0.2 μV
KS21

KS11

作为高频刺激序列对于研究 AEP 线性和非线性特
性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由于 m 序列阶数的选择
以及 m 序列阶数对噪声抑制能力的评估尚无明确

፱ը

፱ը

会对其诱发的 AEP 线性和非线性成分产生影响，
的评判标准，所以本文通过仿真和实际实验研究了
m 序列阶数对噪声抑制的影响，同时利用实际实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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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s

15

20

0

5

KS2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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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研究 m 序列阶数对 AEP 成分的影响。
本文根据叠加平均以及互相关运算对噪声抑
制程度的计算公式，采用自发脑电和实际 m 序列

KS31

力仅取决于总的记录时间，与 m 序列的阶数无

፱ը

፱ը

诱发 AEP 实验进行验证。表明 AEP 的噪声抑制能
关。理论上只要记录时间相近，任意阶数 m 序列
的噪声抑制情况近似，而且给定记录时间，便可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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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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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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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 m 序列诱发的线性和非线性成分对比

Fig.6 Waveform comparison of the AEP components for two
m-sequences

判任意阶数 m 序列的噪声抑制程度或者根据噪声
抑制程度反推所需的记录时间。此外，本文还分析
了 7 阶和 9 阶 m 序列诱发的线性/非线性 AEP 成分
之间的相似性，表明在刺激率相同时，两个序列的
有效 AEP 成分波形相近，提示阶数对 AEP 成分亦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2018年4月第35卷第2期

无影响。但是，m 序列的阶数以及相同阶数的不同
m 序列可能在其他方面影响提取诱发反应的性
能。比如 AEP 成分的分布位置也与 m 序列的性质
有关，可能会导致 AEP 成分的重叠失真[17]，提示在
m 序列的选择方面还需要全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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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数据的 m 序列的噪声抑制比与理论值高
度相符。在相同记录时间条件下，m 序列的阶数对
诱发反应的噪声抑制能力没有影响。结合 m 序列
对非线性成分的分布性质影响的研究结果[18]，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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