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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与新方法·

一种基于迭代函数系统的个性化耳鸣
康复自然音合成方法
蔡丽，何培宇，陈杰梅
四川大学 电子信息学院（成都 610065）

【摘要】 耳鸣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研究表明，分形音可有效治疗耳鸣，但目前的分形音多基于固定的
音符库结合分形算法映射而成，其频率单一，很难与患者进行个性化适配。临床研究证实，自然声为常用的耳鸣
匹配声，对调节消极情绪、减轻耳鸣的烦扰程度有良好的效果。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迭代函数系统（IFS）
的个性化耳鸣康复自然音合成方法。该方法以个性化构造的自然音音频库为基础，通过 IFS 分形算法映射合成康
复音。实验表明，此方法合成的康复音符合耳鸣治疗声基本要求，且可通过控制音频库的生成使康复声适配患者
的耳鸣声，对耳鸣治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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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nnitus is a common clinical symptom. Researches have shown that fractal sound can effectively treat
tinnitus. But current fractal sound is usually synthesized based on constant notes via fractal algorithm, which lead to
monotony of synthesized fractal sound. So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personalized match. Clinical datas have confirmed that
it is common to match tinnitus sound with nature sound and it has a good effect on regulating negative emotion and
relieving tinnitus via some natural sound. Therefore, a new method of personalized synthesizing tinnitus rehabilitation
sound based on iterative function system (IFS) fractal algorithm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is method firstly generates
personalized audio library based on natural sound, then tinnitus rehabilitation sound is synthesized via IFS fractal
algorithm.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rehabilitation sound in this paper can mee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innitus
therapy sound and can match tinnitus sound by controlling personalized audio library. So it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treatment of tinnitus sound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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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效且无副作用，是目前公认有效的耳鸣治疗方
法[3]。声音疗法分为掩蔽疗法和习服疗法。掩蔽疗

耳鸣指不由外界声音引起的听觉感知，其病因

法提供与患者耳鸣频率相近、响度相同或稍高于耳

复杂，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相关资料显示，耳鸣发

鸣响度的声音作为掩蔽声源（如自然声），通过抑

病率为 10%～15%，对患者的身心常造成极大伤

制中枢神经兴奋来达到抑制耳鸣的效果[4]；习服疗

害 [1-2] 。因此，对耳鸣康复方法的探索仍具有十分

法常以分形音乐作为背景声，使患者习惯和适应耳

重要的意义。

鸣，通过缓解由耳鸣带来的负面情绪来达到减轻耳

耳鸣的声音治疗是一种非药物方法，其简便、

鸣症状的效果[5]。研究表明，重复的声音会唤醒记
忆，无法达到预期的减压放松效果[1, 5]，而将分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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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随机性和自相似性运用到康复音合成中正好
可弥补这一缺陷 [6-8] 。丹麦唯听助听器中的“禅”

• 632 •

Journa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ug. 2018, Vol. 35, No.4

音和文献[9-10]的分形音乐都利用分形技术映射合

（3）为满足治疗声相似不重复的要求，选取经

成。调查发现，不管是“禅”音还是文献[9-10]中

IFS 系统产生的分形序列进行线性处理，在映射规

的分形音乐都是基于乐器数字接口（Musical

则的控制下最终合成耳鸣康复音。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MIDI）中固定的中音区

通过控制 IFS 序列及其长度可使合成的分形自

音符所合成，因此存在频率单一和节奏单调的问

然音具有可控时长相似不重复特性。基础自然音

题。文献[10]虽然在加入分解和弦后解决了音调突

的选取过程和映射音库的产生过程与患者本身紧

变的问题使分形音乐更加流畅，但由于音库本身的

密关联，保证了合成的康复音满足个体需求。其流

缺陷，仍无法达到与患者的个性化匹配，无法进行

程如图 1 所示。

针对性治疗。
临床研究证实，自然声是多数耳鸣患者的掩蔽
声源，可打破耳鸣与不良情绪之间的恶性循环链，

2 个性化自然音音频库的生成
2.1 基础自然音选取

。因此本文

自然音音频库由基础自然音发展而成。为实

将自然声作为基础音，结合分形理论，提出了一种

现个性化，基础自然音片段的选取应该基于患者的

基于迭代函数系统（iterative function system，IFS）

意愿和要求。其选取过程为：首先提供给患者不

的个性化耳鸣康复自然音合成的新方法。该方法

同的自然音片段（流水声、风声、鸟叫声、蝉鸣声

以个性化选取的自然音片段代替常规音符，以基于

等）进行试听，然后从耳鸣声匹配度、可接受度、喜

自然音片段发展而成的自然音库代替以往固定的

欢程度三个层面去评分，最后筛选出综合评分最高

音符库，再结合 IFS 分形图像的层次特征进行映

（或评分前三）的自然音片段作为基础音。

射，最终合成分形自然音。该方法以保证相似但不

2.2 韵律变换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耳鸣的烦扰程度

[4, 11]

重复为出发点，配合自然音的良好掩蔽特性使得合

耳鸣的声治疗常需保证长达半小时甚至更长

成康复音与患者更加适配，以期达到针对性缓解耳

时间的治疗声连续刺激[1, 5]。若仅用所选基础自然

鸣症状的目的，对耳鸣的临床治疗具有一定的借鉴

音进行映射合成，产生的康复音必定单调重复。因

意义。

此本文从响度、速度、音调和音色四个韵律维度上
对所选基础音进行变换，将其发展成具有丰富韵律

1 耳鸣康复音合成原理

的自然音库。四种变换方法如下：

本文通过控制个性化自然音音库的生成和 IFS

（1）响度变换：即音频幅度的调节。
（2）速度变换：本文采用重叠叠加算法[12]进行

分形序列来合成耳鸣康复音，其总体思路为：
（1）提供不同的自然音片段进行试听选优，筛

音频速度变换。

选合适片段作为个性化基础自然音；

（3）音调变换：本文采用 Hilbert-Huang 变换

（2）基于音频的韵律变换方法，对选取的个性
化基础自然音片段从音色、音调、响度和速度四个

与 AM-FM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音调的调节，其实质
是共振峰的搬移[13]。

维度上进行韵律变换处理。在各变换算法的单独

（4）音色均衡：本文基于均衡技术[14]进行音色

或联合作用下将基础自然音片段发展成自然音音

调节。音频均衡技术中，频带的划分最为关键，为

频库，并对库内音频按相关性进行编号处理；

更好地建立治疗声与耳鸣患者的联系，本文将 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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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The synthesis process of personalized tinnitus rehabilitation sound

分形自然音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2018年8月第35卷第4期

• 633 •

频率应用于频带划分。Mel 频率是基于人耳耳蜗和
基底膜特性所提出的频率标度。人耳听觉系统对
物理频率的感知具有对数特征，而对 Mel 频率具有
线性特征。Mel 频率与物理频率的关系为：
f mel (f ) 2 595 log 10(1 f =700)
其中，f 为物理频率，

mel 为

(1)

Mel 频率。完成对 Mel

频段的划分一般分为三步：① 根据最大物理频率
计算 Mel 最大频率；② 根据划分频带个数计算
Mel 频带间隔；③ 求得各 Mel 频段中心频率。
图 2 为本文由 Mel 频率设计的带通滤波器
组。滤波器组各中心频率呈对数递增，恰好符合人
耳听觉系统对于物理频率感知的对数分布特性。
用图示滤波器组将音频信号划分为各路子带信号，
根据均衡原理在可控范围内对各频带信号进行增
益（或衰减）调节，即可得到音色均衡后的音频信号。
音频库由基础音发展而成，库内各音频片段间
具有一定自相似特征，这保证了基于该音库映射合
成的康复音具有丰富的韵律但又不产生大的突
变。韵律变换时，患者可根据个人需要，控制音频
库内音频的频率成分，以达到个性化匹配的目的。

2.3 自然音音频库的编号处理
为避免映射合成的分形自然音存在较大突变、
音频不流畅的问题，这里对自然音音频库进行编号
处理。首先，依次求取自然音音频库内各音频片段（假
设为 x）与基础自然音（假设为 y）的互相关系数：
n
P
(x(i) m x )(y(i) m y )
i 1
r P
(2)
n
n
2 P
2
x(i) m x
y(i) m y
i 1

i 1

其 中 m x 为 信 号 x 的 平 均 值 ，m y 为 信 号 y 的 平
均值。

接着，挑选出相关系数在[0.3，0.8]的音频片段
作为有效片段，并按相关程度由强自弱进行编号。
将相关性在 0.3 以下和 0.8 以上的音频片段予以舍
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映射合成的音频产生突
变和重复性过高的问题。互相关系数与相关程度
的定义如表 1 所示。

3 基于个性化自然音音库和 IFS 算法合成
分形自然音
研究表明，将分形技术用于音乐谱曲可使合成
的音乐具有可预测而又不单调、随机而又统一的分
形特征，此特征正好符合耳鸣康复音的要求 [6-8] 。
基于此，本文选取 IFS 分形算法[15]生成的分形序列
作为映射序列来控制康复音的合成。
图 3 即为本文的治疗声映射合成过程：① 将
原始 IFS 序列经线性方法处理获得整数分形序列；
② 以整数分形序列的最大值最小值的差值作为区
间跨度，并将其划分为与音频库内音频数量相同
的区间得到编号区间；③ 判定分形序列值对应的
区间，映射音频库内对应编号的音频以合成分形自
然音。

4 仿真分析及试听分析
本文通过 1/f 波动和分形维度分析合成治疗音
的整体相似不重复特性，通过对比实验分析合成治
疗音个性化匹配的特征，通过耳鸣模型[16]刺激效果
分析合成治疗音对耳鸣的治疗作用，最后通过试听
分析对合成治疗音进行主观检验。
4.1 1/f 波动分析
1/f 波动在局部呈无序状态但在宏观上却存在
相关性，这种波动可使人感到舒适，大多数音乐和
舒适的声音均符合 1/f 波动[16-17]。功率谱 S (f ) 是信

10
表 1 相关系数和相关程度的关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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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 r ≤ 1.00

高度相关

−50
−60
−70
−80
−90
−100
0

5

图2

10
f/kHz
Mel 滤波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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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The process of mapping and syn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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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时间相关性的一个重要量度，表示信号在频率 f

少出现，说明音频无大量的重复性和明显突变性。

处均方根的变化，其关系为：

由图 5 可知， lg(i) 与 lg(F i ) 为近似线性关系，说明

S(f ) / f

¡

(3)

其中 β 为标准指数，当 β 在[0.5，1.5]范围内时，可
将信号看作是 1/f 波动。
本文 IFS 分形序列控制康复自然音的最终映射

音频具有整体的自相似特性。

4.3 合成音频对比分析
用文献[10]方法合成 IFS 分形音乐，并将其由
MIDI 格式转化为 wav 格式；用本文方法，以流水

合成，分形序列的波动特性直接决定音频的整体特

声为基础音构造流水声音频库，合成分形流水声

性。将 IFS 产生的分形序列和经线性处理后用于映

1；对该流水声音频库进行个性化处理（增加 2～

射合成的序列均进行 1/f 波动分析。如图 4 所示，
图中横、纵轴分别为频率和功率谱的对数值。
由图 4 可知，IFS 迭代系统产生的分形序列

5 kHz 频段音频比例），以相同的分形序列映射合
成分形流水声 2。对合成的音频分别进行频谱分
析，如图 6 所示。
图 6 中，分形流水声 1 频率集中在 2 kHz 内；

和映射所用序列的功率谱拟合曲线斜率分别为
–0.938 1（即β = 0.938 1）和–0.937 8（即β = 0.937 8），

相较于分形流水声 1，分形流水声 2 频谱中 2～

均符合 1/f 波动特性，说明线性处理过程并不破坏

5 kHz 的频率成分相应增加，这与个性化调整的预

分形序列的波动特性。该结果表明，合成的康

期效果相一致。据此，患者可根据自身需求构造对

复音具有整体的稳定性，可使人感到舒适和放

应自然音音频库来合成治疗音，以实现个性化适

松

[16-17]

。

表 2 相邻自然音片段映射编号差及出现次数统计

4.2 分形维度分析
分形维度表征了分形在几何变换下的标度无

Tab.2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eighbouring numbers and their
frequency

关性，可体现局部与整体的相似特征。合成自然音

编号差 i

频率 Fi

的分形维度特征可由相邻自然音片段编号差 i 及其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6
60
52
70
41
22
56
33
12
11
8
4
3
1

出现的频率 Fi 来表示。当 i 与 Fi 满足关系式：
lg(F i )

lg(c) D £ lg(i)

(4)

即当 lg(i) 与 lg(F i ) 存在以–D 为斜率的线性关系时
表示合成自然音具有分形的自相似特性 [8-9] 。表 2
为对一段时长为 20 min 的合成自然音进行的相关
统计，图 5 表示 i 与 F i 的对数域拟合关系。
由表 2 可知，相同音频片段连续出现次数（i =
0）较少，同时音频编号差较大的情况（i > 10）也较
分形序列功率谱拟合曲线: 0.938 1
lg（PSD）

2

实际值
拟合值

0

合成自然音的分形维度幂律关系: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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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Fractal structure analysis of synthetic natural s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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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形鸟叫声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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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由于音库的限制，文献[10]方法合成的 IFS 分
形音乐频率集中在 1 kHz 内，其频率成分单一，很
难进行个性化适配。
为进一步体现本文合成康复音的特点，这里选
取鸟叫声和蝉鸣声分别合成分形鸟叫声和分形蝉
鸣声，其频谱对比如图 7 所示。由图可知，选取不
同的基础自然音，所得的合成分形自然音呈现不同
的频率特性：分形蝉鸣声频率较为集中，对于耳鸣
声频率特性明显的患者具有良好的适配效果；分
形鸟叫声频谱较宽，正好适用于耳鸣声频率丰富难
辨的患者。
4.4 耳鸣模型刺激分析
为验证合成耳鸣治疗音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耳鸣，这里基于文献[18]提出的一种自适应耳鸣模
型进行了声音刺激分析，该模型可有效模拟耳鸣的
产生及声音疗法对耳鸣的抑制作用。实验假设第
三条听觉通路损伤（即耳鸣声频段为 5.15～
6.05 kHz）。实验时长为 80 s，在第 20～60 s 输入上
述分形蝉鸣声（频率集中在 4～6 kHz）和 IFS 分形
音乐（频率集中在 1 kHz 内）分别刺激模型，仿真结
果如图 8 所示。
对比两幅图可以发现，在加入分形蝉鸣声后，
由于其频率范围处在耳鸣声频段范围内，经过一段
时间刺激，耳鸣自发信号得到抑制，模型输出功率
逐渐减弱；60 s 时撤去刺激信号，输出功率逐渐上
升，耳鸣症状复发。而加入 IFS 分形音乐后，由于
其频率不在耳鸣声频段范围内，无法抑制耳鸣自发
信号，因此模型输出功率维持不变。

分形蝉鸣声刺激效果分形

500
0
20

80
60

15
40

10
f/k
H

z

20

5

t/s

0 0
图8

耳鸣模型输出时频图

Fig.8 The output time-frequency diagram of tinnitus model

4.5 试听分析
前面进行了详细的仿真分析，在理论上论证了
治疗音的各项特性。本节通过试听实验对合成治
疗音进行主观评价。需要说明的是，试听实验是对
合成治疗音听觉效果（重复度、突变度和舒缓度）
的主观检验，因不涉及治疗效果的评价，故选取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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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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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3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音频片段
完全不重复
相似不重复性

frag1

frag2

frag3

4

8

5

35

30

29

重复

6

7

11

舒缓

34

31

36

流畅

30

28

30

力状况良好的正常人进行试听。该试听仅作为对
本文合成治疗音的初步听觉效果分析，在临床中还
需要根据耳鸣患者的具体情况调节相关参数以达
到治疗目的。
试听人员共 45 名（男 20 名，女 25 名），均为年
龄 18～25 岁的在校学生。试听人员在相对安静的
环境中进行试听。试听设备为 Lenovo 小新潮 7000
电脑播放器。试听音频为本文基于 3 种不同的自
然界声音（流水声、鸟叫声、风声）合成的 3 种分形
自然音片段，分别为 frag1、frag2 和 frag3。每段音
频的试听时长为 3 min，每次试听时 frag1、frag2 和
frag3 轮流播放，每段音频试听间隔为 1 min。每位
试听人员共进行一轮试听，试听结束即刻依据完全
不重复、相似不重复、重复、流畅及舒缓五项要素
对 frag1、frag2 和 frag3 分别进行评判。评判过程
为：针对每一种音频片段每位试听人员从各要素
中选择出最符合该音频特性的要素，五项要素中完
全不重复、相似不重复和重复只能选其一，舒缓和
流畅这两项可同时选择、同时不选或选择其一。试
听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分析表 3，分别约 77.8%、66.7% 和 64.4% 的试
听人员认为 frag1、frag2 和 frag3 具有相似不重复特
性，该结果表明大部分试听者认为合成治疗音是相
似但不重复的，这与仿真实验所述的特征相吻合；
分别约 75.6%、68.9%、80.0% 的试听人员认为
frag1、frag2 和 frag3 舒缓悦耳；分别约 66.7%、
62.2% 和 66.7% 的试听者认为 frag1、frag2 和 frag3
前后流畅无明显突变。上述试听结果说明本文合
成的治疗音具有整体相似不重复性，且声音流畅舒
缓无明显突变，有助于听者放松心情。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IFS 的个性化耳鸣康复自
然音合成方法。IFS 系统产生的分形序列具有随机
性和可预测性的平衡，保证了合成治疗音整体的相
似但不重复特性；自然音天然的舒适性和丰富性
增加了合成治疗音的舒缓性，可使听者放松；基础

相关，具有个性化适配的特性。仿真实验验证了合
成治疗音的个性化匹配的效果、整体的 1/f 波动特
性、分形特性和对耳鸣模型的抑制效果。因此，本
文提出的康复音合成方法对运用声音疗法治疗耳
鸣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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