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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虚拟三维声音是盲人视觉辅助系统中重要的人机交互方式，它可以将物体的方

位信息通过声音传递给视障用户。为提高三维声音的分辨率，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人工神经网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 的头相关传递函数 (Head Related 

Transfer Function, HRTF) 个性化方法。通过数据预处理和主成分分析 (PCA)，提取

了 CIPIC HRTF 数据库中不同被试者在不同方位上的主成分得分矩阵。通过分析被

试者人体测量参数与 HRTF 之间的相关性，筛选出其中对 HRTF 影响较大的人体测

量参数。在 MATLAB 平台上构建一个三层人工神经网络，将人体测量参数及方向

作为输入量，HRTF 主成分得分矩阵作为输出量。以均方误差作为判断训练结果优

劣的标准，从中挑选出一个输出误差最小的神经网络。挑选若干 HRTF 未知的被试

者，收集他们的人体测量参数，将其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得到他们在不同空间方

位上的个性化 HRTF 数据，并与直接使用数据库中 HRTF 的定位效果进行比对。 

关键词：头相关传递函数， 个性化， 人工神经网络 

Abstract 

Virtual spatial sound is an important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method in assistant 

system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which can inform the user of objects’ direction by sound. 

To enhance the resolution of virtual spatial sound, this paper presents a HRTF (Head Related 

Transfer Function, HRTF) personalization method based 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Through data preprocessing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score matrix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HRTF database was extracted. By analyz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nthropometry measurements and HRTFs, the anthropometry 

measurements which have great influences on HRTFs were screened out. A three-layer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on the MATLAB platform, with anthropometric 

parameters as input and HRTF principal component score matrix as the output. The mean 

square error is used as the criterion to judge the result of the training, and an optimal neural 

network is finally selected. At last, some subjects’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are 

collected as the input of the neural network, and then we obtain their personalized HRTF 

data.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localization effect between using 

personalized HRTF and the ones obtained from the HRTF database directly. 

Keywords: HRTF; Personalizati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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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研究报告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 2014 年的调查显示，全世界约有 2.85 亿视觉障碍人士，盲人的

数量占据了 3900 万。其中，92%的视障人士处于低收入状况，超过 80%的视障人

士年龄超过 50 周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阻碍。以视障人士的

出行为例，虽然我国城市主要道路的人行道都铺设盲道，但许多盲道设计不合理，

盲道上的路墩、违规停放车辆等障碍物屡见不鲜，路沿、悬挂物也给视障者带来了

潜在危险，仅仅依靠盲道与盲杖并不能有效避免磕碰与摔跤的情况。此外，虽然导

盲犬可以为盲人的起居和出行带来巨大便利，但是目前大陆地区导盲犬总数不超过

70只，一条导盲犬的培养成本高达十余万元，这使得导盲犬的推广普及难以实现。 

近年来，人们将目光聚焦到视觉辅助可穿戴设备的研发上，其中一种思路是使

用深度相机获取场景图像，通过计算机图像处理和机器学习的方法提取出障碍物方

位、导航路径、红绿灯颜色等重要通行信息，再通过声音映射的方式与视障用户进

行交互。如程瑞琦等人开发了一种地面与障碍物检测算法[1]，帮助视障用户安全行

走在通路上。杨恺伦[2]等人提出了一种点云处理与场景分割方案，实现对视障用户

的导航。浙江大学的汪凯巍实验室有部分工作是对视觉信息进行声音编码，改善盲

人视觉辅助系统的人机交互体验。由于人类有较强声波定位能力，因此可以通过播

放三维声音将障碍物方位、通路方向等信息传递给视障用户。目前，一种广泛应用

于三维声音合成的方法被称为“虚拟空间声音”，其核心依赖于一对被称为“头相

关传递函数（Head Related Transfer Function, HRTF）”的滤波器，实现过程是声音

文件经过左右两耳头相关传递函数的滤波，通过耳机播放出来，听者就能感觉到空

间某个方位发出的声音。但由于头相关传递函数与头部尺寸、耳廓形状有很大关联，

所以每个人的头相关传递函数都具有独特性，使用他人的头相关传递函数，将使虚

拟三维声音的分辨率受到影响，并造成上下混淆和头中定位效应。考虑到头相关传

递函数的测量耗时漫长、步骤繁琐、价格昂贵，如果能通过一些人体测量参数，对



 

2 

头相关传递函数进行个性化，得到适合听者本人的头相关传递函数，将有可能提高

虚拟三维声音的分辨率，使得三维声音的交互方式更加精确和丰富。 

1.2 声音的空间定位和头相关传递函数 

声音的空间定位是指听者分辨声源方向和距离的能力，它涉及心理声学和生理

声学两方面内容。人类的声学系统依靠双耳时间差（ITD）、双耳响度差（ILD）、

频谱信息等因素进行定位。 

关于人类听觉系统定位能力的经典理论是 Lord Rayleigh 在 1907 年提出的

Duplex Theory[3]。他分析了双耳时间差（Interaural Time Difference, ITD）和双耳响

度差（Interaural Level Difference, ILD）对声音定位的作用。ITD 产生的原因是声音

从声源传播到左右两耳要通过长度不等的路径，因此声音达到两侧鼓膜的时候，已

经产生了时间差。与此同时，人的头部、耳廓等生理结构会对声音中的高频信号产

生遮蔽效应，于是声波到达双耳时能量损耗不同，从而产生了 ILD。 

 

图 1- 1 正右方声源达到双耳时的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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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正右方声源达到双耳时的响度差 

 

ITD 与声音的频率有关，低频信号的 ITD 可以看做相延迟，高频信号的 ITD 可

以看做群延迟，当声源在水平面上时二者的估计公式如下： 

 ITD = {
300×𝑟× sin

𝜃

c
, if 𝑓 ≤ 4000Hz

200×𝑟× sin
𝜃

c
, if 𝑓 ≥ 4000Hz

 (1-1) 

其中，r 是头部半径，c 是声速，θ是声源方位。类似的，ILD 也有一个估算公式： 

 ILD = 1.0 + (
f

1000
)0.8× sin 𝜃 (1-2) 

对于 1000Hz 以下的声音，ITD 占主导作用；对于 1500Hz 以上的声音，ILD 占主导

作用。Rayleigh 认为根据 ITD 和 ILD 的差异，听觉系统就能分辨来自水平面上不同

方位声源传来的声音。但是，ITD 和 IID 理论并不能解释人为何能够区分来对称方

位上的声音，即锥模型效应，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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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锥模型效应示意图 

在锥体侧面与垂直平面的截线上每一点发出的声音达到双耳时的 ITD 和 ILD 理论

上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人的听觉系统可以分辨这些不同声源的方位。这说明人不

仅仅依靠 ITD 和 ILD 两个因素进行声音定位，因此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更加完备

的理论——耳廓滤波效应[4]。这种理论综合考虑了 ITD、ILD、频谱差别、相位延

迟的因素。声源从空间中的一点发出声波到达耳朵，经过听者躯干、头部、耳廓的

散射和反射，最终传递到鼓膜时，声波信号在某些频率得到加强，而另一些频率发

生损耗，且相位发生了改变。这个频谱信息转换的过程可以通过头相关传递函数

（HRTF）这个概念来进行描述，在本文中，约定头相关传递函数的分析采用如下

所述坐标系：头中心为坐标原点；声源的坐标由方位角θ和俯仰角ϕ决定，θ是坐标

原点到声源的矢量和垂直平面的夹角，范围为[−90°, 90°]；ϕ是坐标原点到声源的

矢量在垂直平面的投影与水平面的夹角，范围为[−90°, 270°]；声源到原点的距离

为 r。 

 

图 1- 4 HRTF 分析中采用的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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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场下，头相关传递函数在频率域的定义如下： 

 {
𝐻𝑅𝑇𝐹𝐿(r, θ, ϕ, f, a) =

𝑃𝐿(r,θ,ϕ,f,a)

𝑃0(r,f)

𝐻𝑅𝑇𝐹𝑅(r, θ, ϕ, f, a) =
𝑃𝑅(r,θ,ϕ,f,a)

𝑃0(r,f)

 (1-3) 

其中，f是简谐声源的声波频率，a代表人体生理参数（头部、耳廓的形状大小等），

𝑃𝐿和𝑃𝑅是声源在左右两耳产生的复声压，其测量点可以在耳道至鼓膜间的任意位置

选择，𝑃0是移开头部后声源在原头部中心产生的复声压。这样，分别使用左右两耳

的头相关传递函数对单声道的音频文件进行滤波，就可以生成带有方位信息的虚拟

三维声音，听者通过耳机聆听便能产生较强的沉浸感。实际应用场景中，头相关传

递函数一般不是直接测得，而是通过测量时域上的头相关脉冲响应（Head Related 

Impulse Response, HRIR），再根据二者之间互为傅里叶变换对的关系计算得到。 

1.3 CIPIC 数据库 

 CIPIC HRTF database[5]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图像处理与集成计算中心建立

的一个头相关传递函数数据库，通过真人被试者实际测得。其官方网站[6]公开的数

据包含 45 个被试，其中包括 27 名男性、16 名女性和 2 个人工头模型，每个被试都

测量了固定距离（1 米）下 25 个方位角、50 个俯仰角上共 1250 个空间位置的双耳

头相关脉冲响应（HRIR）。测量步骤是在指定的空间方向上放置一个扬声器，利

用格雷码生成伪随机噪声信号进行播放，通过放置在被试者封闭耳道内的微型麦克

风拾取耳朵处的声波信号，采样率为 44.1kHz，采样持续约 4.5ms，经过 SnapshotTM

系统对数据处理后得到头相关脉冲响应。除了通过数字测量技术测得的 HRIR 此外，

CIPIC数据库还测量了被试者头部、躯干、耳廓的 27项生理参数，以便科学家开展

进一步的研究，其定义见表格 1-1，其中部分参数的含义从字面上难以理解，可参

阅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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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1 CIPIC 数据库测量的人体参数的编号及其对应含义 

 

使用 CIPIC 中的数据合成虚拟三维声音的步骤如下所示： 

 

图 1- 5 使用头相关冲击响应合成三维声音的步骤 

首先将单声道音频文件的数据 x 进行傅里叶变换，将其转换为频率域上的 X；指定

要合成的三维声音的空间方向(θ, ϕ)，从 CIPIC 数据库中读取这个位置左右两耳的

HRIR数据，对 HRIR做傅里叶变换将其转换到频率域上。将 X分别与两耳的 HRTF

相乘后，再做傅里叶逆变换转换到时域上，得到滤波之后的左右两耳声音信号，通

过耳机播放出来，听者就能感受到三维声音的定位效果。 

使用听者本人的 HRTF 对音频进行滤波，用户可以得到很好的三维定位效果。

但是由于 HRTF 和每个人头部、耳朵的大小和形状密切相关，所以如果使用他人的

HRTF 数据对音频进行滤波，再将合成的三维声音播放给听者，则会造成定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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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前后混淆、上下混淆、头中定位等效应；如果使用的 HRTF 和听者本人的

HRTF 差别较大，三维声音的定位效果甚至会下降到只能区分左右的程度。但

HRTF 的测量是一个十分耗费时间、精力和费用的过程，在视觉辅助系统的声音交

互中，针对每一位用户测量 HRTF 是不可行的。因此如果能分析用户的生理尺寸和

HRTF 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计算的方法得到个性化的 HRTF，将极大提高虚拟三

维声音的定位效果，丰富声音交互功能。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HRTF 个性化的课题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形成了多种个性化实现方案[7]，

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HRTF 平均化 

与随机选择 HRTF 相比，HRTF 平均化是对由真人被试者测得的典型的 HRTF

求平均值，或者使用典型的人工头模型测得平均化 HRTF，得到更符合一般人的

HRTF 数据。这种方法得到的 HRTF 符合统计规律，与一般人的 HRTF 不会有过大

的偏差，但在定位效果上不是十分可靠，仅仅是增加了沉浸式的体验效果。 

(2) 主观选择方法 

这种个性化方案是由听者本人尝试数据库中若干套 HRTF，实验人员根据定位

误差等一系列严格的评判依据，筛选出一套最符合听者的 HRTF 数据。 

(3) 理论计算得到 HRTF 

这种方法根据人体测量参数，如头部和耳廓的宽度、高度等，建立简化的人体

头部模型（如雪人模型），然后根据声学原理计算 HRTF；或根据边界元法求解波

动方程的原理，计算 ITD、ILD、频谱响应、相位延迟，从而构建个性化 HRTF。 

(4) HRTF 微调 

动态感官调整（Active Sensor Tuning, AST）是一种普遍应用于多参数系统优化

的手段，听觉专家可以为听者在各个方位和频率上进行 HRTF 数据的微调，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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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虚拟三维声音的定位准确性。这种方法要求微调者有丰富的经验，在每个频段和

位置上进行细致的调整。 

1.5 本文主要内容 

本文主要为提升视觉辅助系统中的声音交互体验，提出了一种基于人工神经网

络的 HRTF 个性化方案[8]。 

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了课题的研究背景，有关人听觉系统的一些概念和头相

关传递函数，以及国内外研究者对于头相关传递函数个性化的成果。 

第二部分介绍了研究的框架，梳理头相关传递函数个性化方案的流程。 

第三部分介绍了主成分分析的原理，并对 CIPIC 数据库进行了主成分分析，从

而对头相关传递函数进行了降维。 

第四部分介绍了本文是如何筛选出对 HRTF 影响较大的人体参数的。 

第五部分介绍了人工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和概念，构建了一个三层人工神经网

络，并用实验测试了个性化 HRTF 的定位效果。 

第六部分对本文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改进方向。 

2. 研究框架 

根据第一部分的介绍可以知道，头相关传递函数与人体各项生理参数是高度相

关的，这使得通过人体测量参数计算得到个性化的 HRTF 成为可能。基于此，本文

提出一种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 HRTF 个性化方法：首先对 CIPIC 数据库中的 HRTF

数据进行预处理和主成分分析，得到每位被试者在各个声源位置上的主成分得分矩

阵；然后分析人体参数和 HRTF 的相关性，从 CIPIC 测量的 27 个人体测量项目中

筛选出一组对 HRTF 影响最大的人体参数。接着构建一个三层人工神经网络，将人

体参数和声源位置作为输入，一部分主成分得分矩阵作为训练集，另一部分作为测

试集。设定不同的参数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筛选出一个输出误差最小的网络，利

用该网络来重构听者的主成分得分矩阵，然后恢复为 HR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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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本文 HRTF 个性化方案的有效性，选择了四位被试者，测量他们的生理

参数，输入训练好的神经网络中，输出个性化主成分得分矩阵，继而得到个性化的

HRTF。选择若干个声源方位，用本文得到的个性化 HRTF 和从 CIPIC 中选取的

HRTF 分别进行定位实验，根据定位的准确性评判个性化 HRTF 的效果。 

3. 主成分分析 

3.1 数据预处理 

CIPIC 数据库测量了 45 个被试者的双耳头相关脉冲响应（HRIR）数据并分开

存放，每个被试者的 HRIR数据为一个25×50×200的三维矩阵，这是因为实验人员

测量了 25 个方位角、50 个俯仰角共 1250 个方位上的 HRIR 数据，且每个方位上的

HRIR 长度为 200 点，采样率为 44.1kHz，持续时间约 4.5ms。根据信号处理理论，

系统的脉冲响应和频率响应互为傅里叶变换关系，由于要拟合人体测量参数和

HRTF的非线性关系，所以首先将时域的 HRIR转换到频域的 HRTF。对 HRIR进行

傅里叶变换： 

 HRTF(𝜃, 𝜙, f) = DFT(HRIR(𝜃, 𝜙, 𝑓)) (3-1) 

得到的HRTF(𝜃, 𝜙, 𝑓)是关于方位和频率的复函数。事实上，在被试者头部固定的情

况下，声波从声源到双耳的传输可以看做线性时不变过程。所以 HRTF 作为线性时

不变系统的传输函数可以被分解为最小相位函数和线性相位函数的乘积[9]： 

 H(𝜃, 𝜙, f) = H𝑚𝑖𝑛(𝜃, 𝜙, f)exp−𝑗2𝜋𝑓𝑇(𝜃,𝜙) (3-2) 

其中，最小相位函数可以表示为 

 H𝑚𝑖𝑛(𝜃, 𝜙, f) = |H(𝜃, 𝜙, f)|𝑒𝑥𝑝−𝑗𝜓𝑚𝑖𝑛(𝜃,𝜙,𝑓) (3-3) 

其相位部分与幅度部分由希尔伯特变换相联系，也就是说最小相位函数由

|H(𝜃, 𝜙, f)|完全确定。而线性相位函数中的 T 代表声源到耳的传输距离引起的纯延

时，在重构 HRTF 时，我们更关心声源传输到双耳的时间差 ITD，而 ITD 可以直接

从 CIPIC 中获取。因此本文暂时只讨论 HRTF 的幅值，可以先不用考虑其虚数部分。

求 HRTF 的对数幅度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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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log(𝜃, 𝜙, f)  =  20log|H(𝜃, 𝜙, f)| (3-4) 

考虑到实数的离散傅里叶变换性质： 

 H𝑙og(𝜃, 𝜙, f𝑘) = H𝑙og(𝜃, 𝜙, f200−𝑘), 𝑘 = 0, 1, … , 199 (3-5) 

所以数学上只需要对𝑘 = 0, 1, … , 100的H𝑙og(𝜃, 𝜙, f𝑘)进行分析。由于f𝑘 = 𝑘f𝑠/200，

f𝑠 = 44.1𝑘𝐻z，所以分析的频率范围是0~22.05kHz。同一个被试者在不同声源位置

上的 HRTF 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如图 3-1 所示： 

 

图 3- 1 声源在不同位置上时 3 号被试者左耳 HRTF 幅度谱 

当声源位置相同时，不同的被试者不同的生理结构也导致 HRTF 存在显著差异：

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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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声源在(0, -45°)位置上时三位被试者左耳 HRTF 幅度谱 

为简单起见，本文假设左右双耳的轮廓和形状是完全对称的，则在之后的分析

中只以左耳作为研究对象。将 CIPIC 数据库中所有被试者在不同声源位置上的

HRTF 对数幅度谱排列到一起，组成一个52650×101 的矩阵。 

3.2 基函数分解的基本概念 

由于完整的 HRTF 是声源方向、频率等多个变量的复杂函数，直接寻求 HRTF

与生理参数的关系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能将 HRTF 降维，利用特定的基函数对

HRTF 进行线性分解，HRTF 就可以由线性分解的权重系数来决定，那么只需要寻

找生理参数与线性分解权重系数的关系，这样就可能使问题得到简化[10]。 

假设已知 M个空间方向的频域离散 HRTF，每个 HRTF的长度为 N点。用𝑁×1

的列矢量𝐻𝑖, 𝑖 = 0, 1, … , 𝑀 − 1表示第𝑖个空间方向的 HRTF，那么可以用一个𝑁×𝑀

矩阵表示完整的 HRTF 数据： 

 H𝑁×M  =  [H0 H1 ⋯ H𝑀−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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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𝐻(𝜃0, 𝑓0) 𝐻(𝜃1, 𝑓0) ⋯ 𝐻(𝜃𝑀−1, 𝑓0)
𝐻(𝜃0, 𝑓1) 𝐻(𝜃1, 𝑓1) ⋯ 𝐻(𝜃𝑀−1, 𝑓1)

⋮ ⋮ ⋯ ⋮
𝐻(𝜃0, 𝑓𝑁−1) 𝐻(𝜃1, 𝑓𝑁−1) ⋯ 𝐻(𝜃𝑀−1, 𝑓𝑁−1)

] (3-6) 

矩阵的每一列表示一个特定空间位置的 HRTF，每一行表示特定离散频率点的

HRTF。假设存在 P 个𝑁×1基矢量 

 D𝑁×𝑃  =  [d0 d1 ⋯ d𝑃−1] (3-7) 

则完整的 HRTF 数据矩阵H𝑁×𝑀可以分解为 P 个基矢量的线性组合，即 

 H𝑁×𝑀  =  D𝑁×𝑃 × W𝑃×𝑀 (3-8) 

其中，W𝑃×𝑀就是与频率无关、只与被试者的生理参数和空间方向有关的权重系数

矩阵，我们要寻找的就是 HRTF 和W𝑃×𝑀的关系。事实上，HRTF 数据矩阵H𝑁×𝑀是

由相同的物理系统（人的听觉系统）得到的，因此每个方向方向上的 HRTF 之间有

一定相关性，对应的，基函数各矢量之间也存在相关性，因此还可以对基函数进行

进一步的简化。主成分分析就是一种基函数分解的方法，所以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

对 HRTF 数据进行降维处理。 

3.3 主成分分析 

本文将预处理后的1250个方向、45名被试的HRTF作为主成分分析原始数据，

每个 HRTF 的包含 101 个频率点，整体的 HRTF 数据用[𝐻log]101×56250表示。接下

来，求出𝐻log的自协方差矩阵 R 

 [R]101×101  =  [𝐻∆log]101×56250 × [𝐻∆log]101×56250
𝑇  (3-9) 

由于 R是N×N厄米特矩阵，可以证明其必定有特征值大于零。假设其中有 S个

特征值为正实数，记为𝛾𝑞
2 > 0(q = 1,2, … , S), 𝛾𝑞

2 = 0(q = S + 1, S + 2, … ,101) 。接

着求出 R 的 N 个归一化本征矢量𝑢𝑞: 

 [R]101×101 =  𝛾𝑞
2𝑢𝑞 , q =  1, 2, … , 101  (3-10) 

将特征值从大到小排序𝑢1, 𝑢2, … , 𝑢101。这里的本征矢量𝑢𝑞就是 3.2 节所述的基矢量，

一共得到 101 个本征矢量，它们构成基矢量矩阵D101×101。其中每个本征矢量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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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值𝛾𝑞
2表示基矢量对应的权重系数，权重系数越大，表示该基矢量对于 HRTF

的贡献越大。 

将本文得到的特征值按从大到小排列，前 10 个特征值的贡献率分布如图： 

 

图 3- 3 特征值帕累托图 

其中，左边纵坐标表示归一化特征值大小，右边纵坐标表示特征值对应的本征矢量

对总体 HRTF 的贡献比，图中曲线代表本征矢量累积贡献比。 

表格 3- 1 特征值分布 

序号 特征值（所有特征值之和为 100） 累计贡献比（%） 

1 69.9529523956389 69.9530 

2 5.31617156480181 75.2691 

3 5.13159787570883 80.4007 

4 3.09019030460914 83.4909 

5 2.02687958930497 85.5178 

6 1.83792436409048 87.3557 

7 1.67639461456401 89.0321 

8 1.27139187199232 90.3035 

9 1.04932819146974 91.3528 

10 0.858160942046934 92.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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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前十个基矢量（本征矢量）能够解释总体 HRTF 数据的 92%。得到基矢

量后，就可以得到每位被试者在不同方位上的权重系数矩阵，或者叫做主成分得分

矩阵，记作W101×56250。这样，基矢量矩阵D101×101和W101×56250相乘，就可以恢复

HRTF 数据。 

由于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 HRTF 进行降维，而 HRTF 数据之间存在相

关性，所以没有必要使用全部的基矢量恢复 HRTF，从表 3-1 可知前十个基矢量能

够解释总体HRTF数据的 92%，所以取这十个基矢量组合成基矢量矩阵D101×10，相

对应的，权重系数矩阵 W 也降维到10×56250。为了证明取 10 个基矢量不会损失

太多 HRTF 数据信息，我们将原始 HRTF 数据与H′101×56250  =  D101×10 × W10×56250

进行比较： 

 

图 3- 4 使用 10 个基矢量重构的 HRTF 与原始 HRTF 的对比 

可以看到，重构的 HRTF 在大致趋势上与原始 HRTF 基本一致，但是在 HRTF

变化陡峭的波谷处拟合的误差较大，这说明取得基矢量个数还不够多，如果仅仅使

用 10 个基矢量，将会给之后的人工神经网络拟合结果造成显著误差。增加基矢量

个数到 20 个和 30 个的结果分别如图 3-5、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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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5 20 个主成分进行重构               图 3- 6  30 个主成分进行重构 

容易看出，参与重构基向量越多，重构准确性就越高，综合考虑计算量和重构误

差，本文使用 20 个基向量构成基向量矩阵，从而得到每个被试者在不同方向上的

得分矩阵，作为第 5 节中人工神经网络的输出训练参数。 

4. 筛选人体参数 

CIPIC 数据库中提供了 27 项生理参数，其具体项目已经在 1.3 节中说明，部分

测量示意图见图 4-1。 

 

图 4- 1 

本文要寻找生理参数与 HRTF 之间的关系，需要筛选出一组相互独立的、能反

映 HRTF 基本特性的生理参数[11]。本文对 27 项生理参数与 HRTF 的相关性进行分

析。由于 CIPIC 中只有 35 位被试者有全部 27 项生理参数的数据，另外一些被试者

的生理参数部分残缺，因此参与相关性分析是在 35位被试者、1250个方向共 4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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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HRTF 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的，每个 HRTF 数据有 101 个离散频率点。相关性分析

采用 Pearson 系数，其定义如下： 

 Correlation𝑃𝑒𝑎𝑟𝑠𝑜𝑛 = |
∑(𝑋−�̅�)(𝑌−�̅�) 

∑ √(𝑋−�̅�)2 ∑ √(𝑌−�̅�)2
|  (4-1) 

其中，X 是 35 位被试者的某项生理参数（如头部宽度），Y 为 35 位被试者在某个

方位特定频率点的 HRTF，这样一次相关性分析就得到了某个生理因素与某个方向

上 HRTF 某个频率点的相关性。由于每个方向的 HRTF 有 101 个频率点，因此在一

个方向上就得到大小为101×27的相关性矩阵。由于有 1250 个方位，所以我们可以

得到 1250 个大小为101×27的相关性矩阵。为了综合考量一项生理参数对 HRTF 一

个频率点的影响，本文将 1250 个相关性矩阵相加后求平均，得到的相关性矩阵作

为筛选生理参数的依据。为了使筛选更加迅速和直观，将矩阵转换为灰度图，灰度

越大，表示生理参数对 HRTF 的影响越大，应当予以保留。灰度图中略去了小于最

大相关系数一半的点。 

 

图 4- 2 归一化的相关性矩阵灰度图（颜色越深相关性越大） 

心理声学研究表明，频率在 1.5k~3kHz 的声源的定位效果最差，频率在 1kHz

以下以及 5kHz 以上的声源定位效果较高，因此我们着重关注这两个频段生理参数

与 HRTF 的相关性。经过初步筛选，认为𝑥1, 𝑥3, 𝑥6, 𝑥8, 𝑥9, 𝑥12, 𝑥14 − 𝑥17, 𝑑1, 𝑑4 −

𝑑6, 𝑑8, 𝜃1, 𝜃2与 HRTF 关联较大，共计 17 项生理参数。但是初选的 17 项生理参数之

间也可能存在相关性，如头宽和头高可能是成一定比例的，那么二者之间就存在冗



 

                                                                                                                                                   

 

17 

余性，应当考虑删除其中之一。采取与之前类似的求相关性的方法，对初步筛选出

的生理参数进行自相关分析： 

 

图 4- 3 初步筛选参数的自相关分析 

从图中可以看到𝑥3和𝑥6的相关性就比较大，可以考虑删去二者之一。分析整个

自相关灰度图，去掉了𝑥6, 𝑥8, 𝑥9, 𝑥15, 𝑥16, 𝑥17, 𝑑8。并考虑到𝜃1和 𝜃2为耳朵十分细微

的结构，实际测量难以保证精确，因此将这两项生理参数从候选中删去。最终保留

的与 HRTF 关联密切的人体参数整理为：𝑥1, 𝑥3, 𝑥12, 𝑥14, 𝑑1, 𝑑4, 𝑑5, 𝑑6共 8 项。 

5. 人工神经网络 

由之前的介绍可以知道，HRTF 由幅值和相位两部分确定，在第三部分和第四

部分中，文章只关注了 HRTF 的幅值部分。经过主成分分析后，HRTF 的幅值的权

重得分矩阵可以由个体差异的生理参数以及声源位置唯一确定；HRTF 相位部分由

最小相位和线性相位两部分组成。其中最小相位可以由 HRTF 的对数幅度谱进行恢

复（由于二者之间是一个希尔伯特变化关系），而线性相位exp [−j2πT(θ, ϕ)]中的

T，代表声波从声源到耳的传输距离引起的纯时延，和 HRTF 幅度谱一样是与人体

生理参数相关的。因为我们只关心两耳间 T 的差值，即 CIPIC 数据库中提供的 ITD，

所以下文将要构建的人工神经网络的输入量就是 8 项筛选出的人体生理参数、方位

角θ、俯仰角ϕ共计 10个维度，而输出量包含权重得分矩阵和 ITD共 21个维度。由

于输入与输出二者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一般的数学方法无法分析出二者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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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式，因此本文引入了具有强大的非线性拟合能力的人工神经网络，来寻找生

理参数及主成分权重得分矩阵之间的映射关系。 

5.1 人工神经网络简介 

本文采用的神经网络结构为三层，第一层为输入层，中间层为隐含层，第三层

为输出层，使用反向传播的梯度下降算法进行训练。 

三层的神经网络可以描述为两次函数变换[12]，第一次变换是将输入数据值的

线性组合赋值给隐含层的神经元，用公式来描述为： 

 𝑎𝑗 = ∑ 𝑤𝑗𝑖
1𝐷

𝑖=1 𝑥𝑖 + 𝑤𝑗0
1   (5-1) 

其中，D 代表输入量的数量，𝑥𝑖代表第 i 个输入量，对应本文中的人体生理参

数以及声源方向；参数𝑤𝑗𝑖
1代表第一层的权重，在训练过程中会不断优化；参数𝑤𝑗0

1

称为“第一层偏置”，𝑎𝑗被称为一个“激活”，j 代表隐含层神经元的序号。对每

一个“激活”，都需要用一个非线性可微激活函数进行变换，通常激活函数选择为

sigmoid 函数，其定义如下： 

 h(a) =
1

1+exp (−𝑎)
 (5-2) 

对每个𝑎𝑗进行激活后，得到相应的𝑧𝑗。接下来，就要对𝑧𝑗进行一次线性组合，

其变换过程与输入到隐含层的变换相似： 

 𝑦𝑗 = ∑ 𝑤𝑘𝑗
2𝑀

𝑗=1 𝑧𝑗 + 𝑤𝑘0
2   (5-3) 

其中，M 代表隐含层神经元的个数，𝑤𝑘𝑗
2 代表第二层的权重，在训练过程中会

不断优化；参数𝑤𝑘0
2  称为“第二层偏置”。可以用一个流程图来表示基本的三层神

经网络的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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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前向传播过程。人工神经网络之所以有学习的能力，

是因为它在训练过程中不断调整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权重，使得输出的总误差不断减

小。本文采用了广泛应用于权重调整的反向传播算法，这种算法在本质上就是微积

分学中的链式求导法则：通过计算输出值与目标值的均方误差，对均方误差求每一

项权重的偏导，然后根据偏导数和设定的学习速率来纠正权重的值。当梯度下降为

0 时，可以认为找到了最优解，此时输出的误差值最小。由于这一步是输出结果对

第一层、第二层权重进行反馈，因此称之为反向传播算法。 

5.2 构建三层 BP 神经网络 

如前所述，输入量是一个 10 维矢量，因为包含 8 个生理参数以及两个方向参

数，隐含层分别取 10个、12个、20个神经元，训练后发现 20个神经元的输出均方

误差最小，因此采用了 20 个神经元的结构。输出层是主成分得分矢量及 ITD，故

本文在 MATLAB 计算平台上构建的神经网络的规模为10×20×21，激活函数为

sigmoid 函数，权重优化（训练）过程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算法，分别为 

(1) 列文博格-马夸尔特法（Levenberg-Marquardt，以下简称 LM） 

(2) 贝叶斯法（Bayesian） 

(3) 量化共轭梯度法（Scaled Conjugate Gradient，以下简称 SCG） 

其结构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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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 本文构建的三层神经网络结构图 

输入的样本数为 43750，因为选择了 35 位被试者和 1250 个声源方位。数据集

的分配是 75%的样本作为训练集，15%的样本作为验证集，剩下 15%的样本作为测

试集。 

5.3 训练结果 

表格 5- 1 

 

可以看到，不同算法所耗费的时间和计算资源的差异是很大的，L-M 算法耗费

的时间居中，均方误差较小；贝叶斯算法耗费的时间很长，在本文中，因为训练时

间超过 2 小时还没有完成，造成计算机内存耗尽，因此人为退出了训练；SCG 算法

是一种耗费较少计算机资源的算法，训练时间很短，但是结果相较于L-M算法来说

稍微差了一些。 

综合各项指标，本文最终采用 L-M 算法的训练结果，得到一个 10-20-21 的人工

神经网络，该神经网络的输出值与目标值的回归性分析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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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 训练输出值-目标值回归分析 

使用该神经网络对 CIPIC 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重构，与原数据进行对比，发现

误差十分巨大，HRTF 的幅度谱失真严重，如选择 3 号被试者在(30°, 0)方向上的

HRTF 幅度谱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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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4 神经网络重构的 HRTF 与原始 HRTF 幅度谱对比 

通过分析发现，神经网络的输出值包含 ITD 和主成分得分矩阵是两个类别的量，

其量纲不相同，这对于训练是十分不利的。通过分析 ITD 的数据发现，在相同的方

向上，不同被试者的 ITD 基本一致，没有太大波动，所以改用每个方位上所有被试

者平均 ITD充当个性化 HRTF中的 ITD。再重新构建一个 10-20-20 神经网络，来寻

找生理参数与 HRTF 对数幅度的关系。按照上述步骤重新训练后，观察重构的

HRTF 与 CIPIC 中原始 HRTF 幅度谱的关系，发现结果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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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5 3 号被试者在(−30°, 0)方向上的 HRTF 重构效果 

图中，红色点画线 ann 代表重构的 HRTF，蓝色实线 pca 代表通过主成分重构

的 HRTF，绿色实线 original代表 CIPIC数据库中原始的 HRTF幅度谱。可以看到重

构效果比之前有了大幅提升，在其他位置上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5.4 验证 HRTF 个性化效果 

首先，测取同学 A 的 8 项生理参数，如下表所示（单位：cm）： 

表格 5- 2 同学 A 的生理参数 

𝑥1 𝑥3 𝑥12 𝑥14 𝑑1 𝑑4 𝑑5 𝑑6 

12.8 20.05 41 174.5 1.69 2.35 6.35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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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各项参数的具体含义参见表格 1-1。为了测试个性化 HRTF 的定位效果，

本文在俯仰角为45°、0°、−45°的纬度面上分别选取了 8 个方位角，分别为−80°、

−55°、−35°、−15°、15°、35°、55°、80°，共 24 个方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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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6 选取的声音方位 

声音激励信号使用的是持续 0.3 秒的白噪声。为覆盖 HRTF 有效频率范围，白噪声

的带宽取 22.05Hz，且为了与 HRIR 采样率保持一致，使用 44.1kHz 的采样率。 

 

图 5- 7 耳朵参数的测量 

第一次实验使用上一节中训练好的神经网络生成 24 个方位上的 HRTF 并转换

为 HRIR，对白噪声音频进行滤波，通过耳机按随机顺序播放 24 个方位的虚拟三维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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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者同学 A需要填写听到的声音来源方位，填写的信息分为两项：①声音来

自上方/水平/下方；②声音来自−80°、−55°、−35°、−15°、15°、35°、55°、80°

方位角中的哪一个。 

第二次实验根据同学 A 的生理参数，在 CIPIC 数据库中寻找一位与他最为接近

的被试者，使用这位受试者的 HRTF 对音频进行滤波，按照第一次实验中相同的方

式记录该同学判断的声音方位。 

两次实验结果显示，使用个性化的 HRTF对音频进行滤波，同学 A对第一项信

息，即声音来自上方/水平/下方的判断正确率为 41.67%，其中对来自上方的 8 个声

音判断对 2 个，水平方向全部判断正确，而对来自下方的 8 个声音进行了误判。而

在第二项信息（即判断方位角θ）上，同学 A 判断对了其中的 58.3%，其中对±80°、

±55°的判断全部正确，35°、 − 15°各一次，误判集中在±15°与±35°的混淆上。 

而使用 CIPIC数据库中的 HRTF，同学 A对第一项信息，即声音来自上方/水平

/下方的判断正确率为 37.5%，其中对来自上方的 8 个声音判断对 1 个，水平方向全

部判断正确，而对来自下方的 8 个声音进行了误判。而在第二项信息（即判断方位

角θ）上，同学 A 判断对了其中的 66.7%，其中对±80°、±55°的判断全部正确，

35°一次，−35°一次，15°两次。 

另外还对同学 B、同学 C、同学 D 进行了测试，下表显示了测试效果： 

表格 5- 3 个性化 HRTF 与 CIPIC 中 HRTF 定位结果对比 

被试者 

上/中/下判断正确率  方位角θ判断正确率 

个性化 HRTF CIPIC 中的 HRTF  个性化 HRTF CIPIC 中的 HRTF 

同学 B 41.67% ↑ 37.5%  75% ↑ 66.7% 

同学 C 45.83% → 45.83%  62.5% ↓ 66.7% 

同学 D 37.5 % ↓ 41.67%  58.3% ↓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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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个性化与非个性化 HRTF 的结果，发现二者在不同被试者的测量指标

上各有优劣，但不明显。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 

(1) 样本采集过少，使得结果没有得到明显区分； 

(2) 个性化 HRTF 的过程中，有些步骤使用了近似的方法，如求 ITD 采用了

平均化所有被试者的方法，这带来了不可靠因素。 

(3) 人体生理参数测量不准确，误差来源一是读数不准确；二是 CIPIC 是以

图示形式对人体参数进行定义，本文只能根据图示估计测量标准。在本文中，头部

的宽度及深度是由直尺直接测量的，耳朵上的尺寸是拍照后根据比例尺换算的，这

些生理参数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量，可能存在较大偏差（尤其是耳朵轮廓的参数，

其绝对值较小，测量带来的相对误差会很大）。 

5.5 反向验证实验 

为进一步验证训练好的神经网络的有效性，本文设置了另外一个反向实验：将

同学 C的一项生理参数值调整 20%，偏离其真实尺寸，然后比较调整前后通过神经

网络得到的 HRTF 之间定位准确性的区别。 

实验中，分别调整了同学 C的𝑥1、𝑥12、𝑑1、𝑑5，结果如表 5-4所示。从反向实

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当把生理参数调到偏离测量值 20%时，同学 C对方向的判断正

确率出现明显的下降（占 50%），持平和上升的情况分别占 31.25%和 18.75%。这

间接说明了 5.3 节中训练的神经网络还是有效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理尺寸

对应的 HR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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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 4 反向验证的结果 

参数 调整情况 上/中/下判断正确率 方位角θ判断正确率 

 未调整 45.83% 62.5% 

x1 14.1 → 16.92 41.67% ↓ 62.5% → 

x1 14.1 → 11.28 45.83% → 66.7% ↑ 

𝑥12 46.2 → 55.44 50% ↑ 58.3% ↓ 

𝑥12 46.2 → 36.96 45.83% → 54.17% ↓ 

𝑑1 1.75 → 2.1 41.67% ↓ 50% ↓ 

𝑑1 1.75 → 1.4 37.5% ↓ 54.17% ↓ 

𝑑5 6.53 → 7.84 45.83% → 66.7% ↑ 

𝑑5 6.53 → 5.22 41.67% ↓ 62.5% →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着眼于盲人视觉辅助系统中的人机交互方面，致力于提高虚拟三维声音的

定位精度，实现方法是根据相关生理参数对头相关传递函数进行个性化。由于生理

参数与头相关传递函数之间存在一个十分复杂的关系，因此本文借助人工神经网络

来寻找这种关系。为降低数据的维度，对头相关传递函数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并使

用相关性分析法筛选出了对头相关传递函数影响较大的生理参数，从而有效降低了

运算负荷。完成了神经网络的训练后，本文挑选了四位被试者，输入被试者的 8 项

生理参数，得到个性化的 HRTF。通过三维声音的定位测试，发现使用个性化

HRTF 的定位效果与直接使用数据库中的 HRTF 基本持平，部分被试者的结果显示

个性化 HRTF 的效果略优于非个性化的 HRTF，这说明个性化 HRTF 是有一定效果

的，但优势不明显且不稳定，仍有以下这些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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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人体参数是输入量，每一个细微的参数变化都会对结果产生很大影

响，因此人体参数测量需要采取更加精确的方法，如引入三维扫描仪对耳廓进行精

确测量。在人体参数的选择上，没有考虑不同方位的特性，如声源在前方和后方时，

可能是不同生理因素在起作用，这是本文没有考虑到的部分，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将

不同方向上的 HRTF 数据分开进行训练。 

(2) 改变人工神经网络的隐层数以及神经元数量。一般认为，增加隐层数和

神经元数量可以降低网络误差。本文采用了三层网络结构，对比了使用 10 个、12

个、20个神经元数时 HRTF重构的误差。在后续工作中，应该尝试更多网络层数与

神经元个数的组合，筛选出 HRTF 重构误差更小的神经网络。 

(3) 本文假设左右两耳是完全对称的，因此只以左耳为研究对象。但是有文

献表明即便同一人的左右两耳，在轮廓和尺寸上还是存在差异的。因此神经网络的

训练应分成左右两耳两部分进行，测量人体参数时也不能只测量一侧的数据。 

(4) 对 HRTF 进行个性化是提高三维声音的定位精度一个思路，但也有其他

的实现途径。有研究[13]表明，使用他人的 HRTF 时，短暂的时间内声音定位精度较

低，但是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训练，人的听觉系统就可以习惯他人的 HRTF，并且不

影响自身原本对声音的定位能力。因此利用人听觉系统的适应性，对听者进行训练

也是一种可以考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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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论文任务书 

 

一、题目：提高基于深度-声音编码的三维声音分辨率                                                                              

二、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的进度安排及任务要求： 

阶段名称：调研与代码初步架构 

研究时间：2016-11-25 至  2016-12-22 

工作内容：阅读有关 Ambisonics 的论文，调研当前 VR 领域在三维声音方面采

用了什么方案。 使用第三方库或工具箱，实现 Ambisonics 的编码以及解码功能。 

阶段名称：引入虚拟音源与 Ambisonics 结合 

研究时间：2016-12-23 至  2017-01-19 

工作内容：阅读将 Ambisonics与 HRTF结合的论文，用 HRTF引入虚拟音源，与

Ambisonics 编码与解码相结合，实现三维声音的构建。 这一阶段主要调试代码，

将 Ambisonics工具箱或三方库与 HRTF 结合。 

阶段名称：提高声音分辨率 

研究时间：2017-02-24 至  2017-03-23 

工作内容：在上一步已经能够重现三维声音的基础上，调研能够提高本体系声

音分辨率的方法。 这一阶段主要阅读文献与改进算法。 

阶段名称：成果应用到盲人视觉辅助眼镜上 

研究时间：2017-03-24 至  2017-04-20 

工作内容：将 Ambisonics+HRTF 体系的成果应用到盲人视觉辅助眼镜中，记录

效果、分析性能，努力提高产品的体验效果。 

阶段名称：工作成果整理与论文写作 

研究时间：2017-04-21 至  2017-05-18 

工作内容：整理阅读文献、代码规范化，总结工作方法、过程、与结果，完成

论文的写作。 

 



 

3.课题简介（100 字）近年来，科技的进步促进了新一代导盲装置的开发，而

基于深度-声音编码的三维声音能够较好地解决人机交互问题。本课题旨借助盲人

视觉辅助系统，通过图像处理、数学建模、声音编码等方式进一步提高三维声音的

分辨率。4.具体研究内容（500 字）课题主要目的是改进盲人视觉辅助系统中的人

机交互体验。首先，利用盲人视觉辅助系统获取图像深度信息（亦可理解为障碍物

深度信息），将二维的灰度图像根据分辨率要求分成若干个小格，每个小格中的深

度值经过头相关传递函数滤波后将真实空间坐标通过一定方式映射到虚拟声音空间

坐标系统，把小格对应的图像深度信息转化为三维声音信号，然后通过骨传导的方

式将声音信息传递给盲人，使其通过聆听的方式“读取”面前的物体深度信息，对

面前场景有直观的体会，并最终达到引导盲人避障行走的目的。目前，通过三维声

音达到传递图像信息的技术已经有了初步进展，但仍然存在分辨率不高的问题，如

不能分辨前后、上下，在横向能够清晰区分的区域大致在五个左右，这就阻碍了盲

人视觉辅助系统所能向用户传递的信息量以及精确度。为提高空间化三维声音的分

辨率，本课题将在现有解决方案的基础上，从优化头相关传递函数、对人的耳廓进

行建模、改进图像-声音映射方式等方向入手，采用C++和MATLAB混合编程的方式，

使得声音的横向分辨率能达到 10个左右，争取能分辨出前后与上下的区别。5.研究

计划（300 字）第一阶段：用 1 个时间进行调研，熟悉音频的基本概念及深度图像

的获取及处理方法；阅读图像-声音编码的相关文献；熟悉现有盲人视觉辅助系统

中的声音交互系统，浏览代码框架并熟悉基本模块。第二阶段：用 1 个月时间尝试

几种深度-声音编码方式，直观了解其效果及特性，并按指标进行评价及排序，选

择一到两种可行的深度-声音编码方式。第三阶段：用 2 个月时间对所选的深度-声

音编码进行改进。重点阅读相关文献，深入学习人的听觉特性，寻找合适的头相关

传递函数，通过实验优化声音交互方式的体验。 第四阶段：用 1-2 个月时间对声音

引导避障效果进行检验，发现系统的缺陷并及时改进，达到提高三维声音的分辨率

的目的。 

起讫日期 2016 年 11 月 25 日 至 2017 年 5 月 18 日                           

指导教师（签名）：         

 

三、系或研究所审核意见: 

同意 

 

负责人（签名）：       



 

                                                                                                                                        

 

毕 业 论 文 考 核 

 

一、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的评语： 

孙东明同学的论文“提高基于深度-声音编码的三维声音分辨

率”，结构清楚，语句通顺，论文选题。作者结合题目做了相关文

献阅读，并做了扎实的工作，按时完成了研究计划。 

指导教师（签名） ：     

 

 二、答辩小组对毕业论文的答辩评语及总评成绩： 

孙东明同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提高基于深度-声音编码的三

维声音分辨率”，论文旨在改进盲人视觉辅助设备的声音交互功能。

论文选题贴近实际需求，选题较为合理。 答辩人首先介绍了人类

听觉系统定位的原理，继而引入了“头相关传递函数”的概念。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三维声音分辨率、改善声音交互体验的手段—

—对头传递函数进行个性化。随后阐述了头传递函数个性化的具体

实现方法和过程，使用了相关性分析及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输入、

输出数据进行了降维，并构建了一个三层反向传播人工神经网络，

用以拟合人体生理参数与头相关传递函数之间的映射关系，设计并

实施了三个验证实验，检验了个性化后的头传递函数对提高三维声

音分辨率、减少上下混淆的实际效果。该同学较好地完成了毕业论

文的要求，在理论探究和实验验证方面得到了提高。 结题答辩报

告结构分明、逻辑合理，答辩过程表述流畅自然，回答问题正确。 

 

总评成绩： 

文献综述 

10 

开题报告 

10 

外文翻译 

10 

毕业答辩成绩 

70 

总成绩 

100 

8.0 8.0 9.0 62 87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专家评阅意见 

毕业论文题目 提高基于深度-声音编码的三维声音分辨率 

学生姓名 孙东明 学号 3130103728 年级 大四 

所在学院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指导教师姓名 徐建锋 职称 其他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本科生毕业论文评阅意见： 

评阅意见一： 

该论文针对三维声音成像的头相关传递函数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基于神

经网络的个性化方法，在实验上进行了测试，并与直接使用数据库的结果进行了

对比，较好完成了研究目标。 

 

评阅意见二： 

应更多体现光学工程方向的内容；仔细阅读通篇，修改笔误。 

（1） 总体来看，光学工程的内容体现不够，更像是生物仪器工程、计算机

或其他领域的工作，应更多体现光电领域的内容；  

（2）“1.1 研究背景及意义”中还有“浙江大学的***实验室”，为什么会

出现“***”？ 

应更多体现光学工程方向的内容；仔细阅读通篇，修改笔误。 

同意答辩 √ 同意修改后答辩  未达到答辩要求  

评阅人签名  评阅人职称  评阅人单位  

 

 

注：请评阅专家经综合评价后，在相应栏内打“√”。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现场答辩记录表 

学生姓名 孙东明 学号 3130103728 专业 信息工程（光电） 

毕业论文题目 提高基于深度-声音编码的三维声音分辨率 

指导教师姓名 徐建锋 职 称 其他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答辩时间 2017年 6月 9 日 答辩地点 玉泉校区教三 338 

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记录：（要求在答辩陈述和回答问题等方面具体加以记

录与评价）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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