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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上只有少数盲人具有回声定位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回声感知周围环境。 

而且最新研究表明，盲人在处理回声的时候，起作用的是大脑的视觉区域而非听

觉区域。基于回声定位的盲人辅助设备的开发可以解决视障人士日常行动困难的

问题，基于盲人视觉辅助中的大脑机理研究不仅能帮助进一步改进设备，而且为

大脑的可塑性研究提供了一个窗口。 

本研究基于回声定位的原理，开发了一套视觉辅助设备，将摄像头捕获的空

间信息转化成声音描述反馈给用户。用户通过训练可以通过听设备反馈的声音来

感知周围环境。该辅助设备相对于自然回声定位更加易于学习，且分辨率更高。

本研究还对两位经过训练的盲人被试和两位未经过训练的正常视力者做了功能

性核磁共振实验，得到了在被试听到该辅助设备的声音刺激的时候的大脑活动图

像，发现通过训练的盲人，在处理设备的声音反馈的时候，有视觉皮层的参与。 

关键字：回声定位、视觉辅助设备、声音编码、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Study on the brain mechanisms in visual assisting in the blind 



 

 

 

Abstract 

There are a very few people have the ability to “see” the surroundings by the echoes, 

which is called echolocation. Latest research shows that it is the visual area of the brain 

works rather than the auditory area when the blind is dealing with echoes. The study of 

the brain mechanism of echolocation can not only help to improve the device, but also 

provides a window into the research of brain's plasticity. 

 In the present paper, we developed a device to transform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captured by camera into a voice description and feed it back to users which is inspired 

by echolocation.After training, users can sense the surroundings by the voice 

feedbacked by the Blind assisting device. Compared with natural echolocation, it’s 

easier to learn and be applied to daily life. Also, the device get higher resolution. In this 

study, two trained blind subjects and two non-trained sighted were tested by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e got the fMRI images of subjects’ brain activity 

when they were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the Blind assisting device. And we find that 

after training of the Blind Assisting Device, the blind’ visual area of the brain works 

when they are dealing with the sound of the device. 

Key words: echolocation、Blind Assisting Device、image to sound、f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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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背景 

众所周知，在夜晚活动的蝙蝠可以发出超声波，通过返回的超声回波来感

知周围环境，甚至可以利用它来追踪猎物。其实蝙蝠只是用一些特定规则来理解

回声信号，比如蝙蝠会将前方没有声波返回的地方判断为空旷的通路[1]，而水平

地面上没有声波返回的地方会被蝙蝠认为是水面[2]。其实，一些人类也拥有类似

的能力。他们可以自己发出声音，然后通过该声音的回声来感知周围的环境。美

国的 Daniel Kish 能够通过咋舌发出短促的声音，并通过这种声音的回波判断周

围的环境形貌，甚至判断出前方的物体具体是什么。他从小就由于视网膜癌症失

明，但是通过回声定位，他可以登山远足甚至骑自行车。Daniel Kish 还创立了

World Access For The Blind[3]这个非盈利的组织，专门教授盲人通过回声感知

环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表明：人类可以拥有通过声音感知环境的能力，

且这种能力是可以训练的。 

这种不依靠视觉来感知周围环境的能力被称为“回声定位”

（echolocation[4]）。然而，由于回声包含的信息过于复杂，将其用于盲人训练极为

困难；同时回声信号难以进行再加工，盲人辨别周围环境的能力将完全取决于其

自身能力；使用可听频率段的声音实现的回声定位空间分辨率太低；在与其他人

说话交流的时候也不能使用回声定位，有情景限制；此外通过发声产生回波，将

不可避免地导致盲人遭受异样的眼光。因此，利用回声定位原理开发出适合于盲

人使用的辅助设备很有必要。 

可穿戴设备获取到当前地形、场景等信息，如何将其有效快速地传递给使

用者是一个非常有趣也有挑战的问题。最容易想到的人机交互方式是通过语义表

达的方式，即用一段语音描述当前的场景，但是对于有多个分布在不同角度和距

离的物体的复杂场景的情境下，语音描述的交互方式效率太低，无法满足实时获

取信息的要求。我们借鉴了蝙蝠的超声定位原理，将当前的三维场景信息通过一

定的规则实时地编码为音频实现表述，将传感器计算的当前场景的距离、方位等

信息调制为声音的频率、响度和相位差信息，经过训练后，盲人可以形成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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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声辨物”的能力，达到视觉信息的听觉表达。 

研究表明，人类回声定位会激活大脑的视觉区域，而且这些激活区域的脑

图像是由回声携带的信息所调制的。这为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激

动人心的领域。这也是一个全新的探究大脑如何处理感觉信息的范例，为神经可

塑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窗口。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回声定位的精度 

最近的研究表明[5]，正常视力的人使用回声定位，当目标表面在 170cm 远处

时，平均可以探测深度上 40cm 以上的区别，当目标表面在 340cm 远处时只能分

辨深度上 80cm 以上的区别，而当物体在 680cm 远处时，只能分辨深度上 125cm

以上的区别。这些结果是通过虚拟回声手段（即计算机仿真模拟）获得的。发射

的声音和回音的时间间隔越长代表距离越远，同时回波强度随着距离增大急剧降

低。 

对于方位角，Teng 等人[6]使用了真实的物理场景，并使用回声定位游标视敏

度测量方法来测量回声定位的位置精确度（即，被试必须判断两个同时放置的盘

子的相对水平位移）。他们发现了当物体距离在 50或者 100厘米远处的时候，盲

人回声定位者可以探测差不多 3.4°的位置变化。表现最好的被试可以做到分辨

100厘米远处的 1.22°的位置变化。同样对正常视力回声定位者使用回声定位游

标视敏度方法，Teng 和 Whitney[7]发现表现最好的两个正常视力被试可以在物体

距离 50厘米远处的情况下分别能感知到 4.1°和 6.7°的位置变化。 

物体的声学大小可以定义为物体的声角。物体的声学大小可以和它的物理大

小没有关联。比如，一个在更近距离的更小物体可能和一个更远距离的大的物体

有相同的声学大小。正常视力的回声定位者，在物体距离 33cm 和 50cm 出时，

可以探测出 17°和 19°左右的声学大小的变化。而盲人回声定位者在物体距离

75cm 处时阈值是 8°[7]。这些结果都是在真实物理场景下获得的，被试需要判断

空间中两个物体的相对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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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回声定位的大脑机理研究 

大脑机理的研究通常需要脑电设备的辅助，比如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术

（PET,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或者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最先开始做回声定位的潜在神经学机理

的是 1999 年 DeVolder 等人[8]。他们使用了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术（PET）的方

法，在盲人和正常视力者使用基于回声定位的感觉替换设备时，测量他们的脑部

活动。这个设备是一副装备有一个超声发射器，两个超声麦克风，一副耳机和一

个处理单元的眼镜。这个设备由超声发射器发出超声，通过超声麦克风获取超声

回波，然后将其解码为可听见的声音波段通过耳机反馈给使用者。他们发现，在

盲人被试中，处理设备传达给他们的声音时也伴随着布鲁德曼分区（BA, 

Brodmann area）17/18（即，早期视觉皮质的说法）脑部活动的增加。尽管在这

个研究中的被试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回声测试，但这是首次有证据表明，回声定位

信息可能激活盲人的早期的视觉皮层。 

 在另一个研究中[9]，研究人员测量了使用弹舌头的声音回声定位的两位盲人

在回声定位时的脑部活动。其中一位被试很小就失去了视力，通过自学学会了回

声定位的技巧。另一位被试在青少年时期失去了视力，然后在别人的教导下学会

了回声定位。研究人员事先将盲人在室外对着不同物体回声定位时的弹舌头声和

回声还有背景声音录下来。之后，给两位被试播放之前的录音文件，并同时用

fMRI 记录他们的脑部活动。研究者也同时记录了被试听只含有弹舌头声和背景

噪声（没有回声信息，回声信息移除）的录音文件时的脑部活动。在比较听两种

录音文件时被试的脑部活动时，他们发现两位回声定位者听包含回声信息的时候

BA17/18 部分的脑部活动显著增强了，而在控制组中的两个正常视力的被试却

没有显著变化。图 1显示了与两个很早就失去视力且会回声定位的盲人被试和年

龄相仿的年龄和性别匹配的正常视力的控制组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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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9 号引用文献的结果展示（对于很早就失去视觉的回声定位专家（左边部分），参

与者听包含背景声音、弹舌头声和回音的声音相比于包含背景声音和弹舌头声但没有回音

的声音，血液氧饱和水平检测(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 BOLD)信号的增加用暖色

高亮区域表示。回声定位专家表现出视觉皮质 BOLD 信号的相对增加，包括 BA 17/18 区

域。有趣的是，并没有在早期的听觉区域（即，Heschl 回和周围区域）观察到 BOLD 信

号的增加。对于年龄和性别匹配的正常视力的控制组被试，在相同的对比下，没有观察到

任何 BOLD 信号的增加） 

 

1.2.3 基于回声定位的辅助设备 

后来，类似于[8]中的设备，基于回声定位原理，Sohl Dickstein、Teng 等人

开发了一套视觉辅助设备[10]（见图 2）。这个设备包含两个超声发射器，两个超声

麦克风，两个人工耳廓，再加上计算机处理。这个设备发出超声波，然后用人工

耳廓接收回声，然后将降采样信号通过耳机传给用户。深度信息由回声的时间差

来表示，具体方位信息由超声到达两个人工耳廓的时间差和强度差来体现，由于

人工耳廓的固定，就相当于一个滤波器，不同高度的声音通过后变化不同。所以

这套设备相当于实现了声音对三维信息的表达。原理上讲，这和自然回声定位没

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使用了超声，它可以实现更高的空间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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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引自 10 号引用文献，左图为设备整体穿戴图，右图为人工耳廓。 

 

除了直接使用回声定位原理，也存在通过光学手段获取环境信息，然后将环

境信息编码到声音的辅助设备。在上世纪 90 年代，有研究也研发了一个设备

“vOICe”[11]。这个设备通过相机获得当前场景的灰度图，对图像的每一列进行

扫描编码，然后通过耳机将声音串行反馈给使用者。 

它的具体的声音编码方式如下：像素在图像画面上位置的高低用音调的高低

表示；像素在图像的左右用声音在左右耳的强度差异表现；像素的在图像上的亮

度用声音的响度来体现。 

这个设备实现了图片像素信息到声音信息的转化。但是，由于使用的是单目

相机，只能获取到二维图像信息，而无法获取空间物体的深度信息。物体的深度

信息只能通过使用者运动时，图像信息的微妙变化来体现。此外，该设备使用了

列扫描的方式，将一整幅图像分解成列像素传递给用户，其一帧图像的扫描时间

是 1秒。这就意味着用户在 1秒时间内只能获取一帧图像的信息。这样会造成信

息传递的延迟，导致其难以处理运动的场景，特别是在过马路时车辆快速行驶过

来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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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文 

2.1 研究内容 

2.1.1 可行性分析 

从原理上讲，无论是蝙蝠的回声定位，还是人类的自然回声定位，都是先发

出特定的声音，该声音经过空间环境的调制后反射到耳朵，再由大脑将回声中携

带的环境信息解读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声音通过空间环境的调制反射回来，这

个调制过程本质上就是将空间信息编码到声音上。因此，只要能够设计出一种合

理的将空间信息调制到声音的编码方案，就可以通过训练获得回声定位的能力。 

本研究旨在设计一套空间信息转化成声音的编码方式，使更加广大的使用者

能够更快速、省力地学会回声定位的能力，解决盲人日常行走、运动的问题。这

种方案和自然的回声定位的区别仅仅在于，自然回声的经过空间环境的调制过程

更加复杂，更难以学习。 

此外，前人的研究已经证实：视障人士在使用回声定位能力感知环境时，处

理回声信息的并非是大脑的听觉区域，而是视觉区域。这表明大脑存在听觉替代

视觉的功能，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是脑科学常用实验

方法，它通过探测血液流动变化情况来检测大脑活动，具有非侵入式和无害的特

点，可安全地探测被试者大脑皮层对声音交互方案的响应，为本研究提供了实验

手段。 

本研究在已有视觉辅助检测算法的基础上，通过主动的空间-声音编码方案

向视障人士反馈当前的三维场景。空间-声音编码方案采用数据拟声化技术，将

场景中障碍物的三维位置映射到声音的振幅、频率、方向等参数上。 

训练视障人士理解这种声音后，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技术探究大脑的视觉皮

层对于空间-声音编码的反馈，用以优化空间-声音编码方案，并回答人类（特别

是视障人士群体）能否借由辅助设备像蝙蝠那样“听声辨物”这一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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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研究目标 

（1） 设计一个声音编码方案，将 RGB-D 相机捕获到的三维空间信息编码成

声音，能够快速、有效、明了地将眼前环境三维空间信息传递给盲人用户。 

（2） 研究基于认知科学的新型人机交互技术，研究视障人士的视觉的声音代

偿作用机理，为适用于视障人士的高效人机交互提供理论基础。 

2.1.3 主要难点 

基于脑科学的听觉交互方案评价与优化。视障人士视力受损，听觉会变得

更加敏锐，这一点在脑科学研究中已有证实。但是，如何将空间三维信息编码

到声音，使其能够快速、有效地将空间信息传递给盲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而且，在目前视障辅助声音交互研究中，还没有基于脑科学研究的评价方

法。因此，如何根据脑科学理论和实验手段评价声音交互方法的优劣并改进交

互方案也是本项目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 

2.2 研究方法 

2.2.1 听声辨物辅助设备 

 RealSense D435：包含一个红外散斑发射器，左右两个红外摄像头和一个彩

色（可见光波段）摄像头。实时获取当前场景的空间信息并得到深度图。  

 深度图视场角：91.2 * 65.5 * 100.6（+ / ﹣3°）（水平*垂直*对角

线） 

 深度图分辨率：1280×720 像素 

 深度图的帧率：90 fps 

 深度探测范围：0.2m ~ 10m 

 订制主机盒一个：小型便携的电脑主机（带可充电电源，持续使用时间约为

2.5个小时）。主机搭载我们编写的处理程序，实时将 RealSense D435得到

的深度图按一定的编码规则转化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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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C 耳机一副：连接主机盒，将音频信息传递给用户。 

 

图 3. 听声辨物辅助设备图 

 

2.2.2 声音编码方案的设计与实现 

空间-声音编码方案采用数据拟声化技术。声音编码方案如下： 

 空间物体的垂直位置：通过声音的频率体现，即物体在视场中越靠上，

声音的频率越高。 

 空间物体的水平位置：通过声音到左右耳的时间差和强度差体现（立体

声），即物体在视场中越靠左侧，耳机中声音传来的方向也越靠左。 

 空间物体到用户的距离：通过声音的响度体现，即物体越靠近用户，声

音响度越大。 

RealSense D435实时获取空间信息，得到当前场景的深度图，对深度图做降

采样，得到 43×43像素的低分辨率的深度图，遍历降采样后深度图的每个像素，

每个像素都是一个音源，其声音的频率，响度和左右声道的差别由上述声音映射

的规则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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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声音映射原理图 

 

本研究中，为了能够让使用者更方便地携带和佩戴我们的设备，处理器等硬

件的体积必然要求小巧轻便，从而也限制了处理器的性能。为了得到更高的帧率，

本研究采用 C++ 来编写程序。程序调用 intel 的 RealSense SDK2.0提供的 API

实现对 RealSense D435相机的控制。FMOD 是一款专业的游戏音效引擎，可以

方便地变换声音效果及产生立体声效果。本程序调用了 FMOD 的 API 来控制输

出的音效。 

 
图 5 听声辨物辅助设备代码流程图 

 

2.2.3 空间图形模拟实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方案的可行性。我们先招募了 20 位盲人志愿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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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了我们的“听声辨物训练营”，熟悉使用我们的空间信息转化成声音的方案。 

对于声音映射规则的学习，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的学习可以让人更好地

掌握。空间图形的基本组成元素就是二维形状，从孤立的二维形状的声音开始学

习是理想的选择。但是，实际场景总有其他物体的干扰，很难做到只有一个二维

形状的理想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在对于盲人刚开始的基础图形训练

环节，使用了计算机编程模拟的方式，使用模拟的深度图而非真实场景的深度图

来训练志愿者们学习该声音编码方案。由于此时的深度图是由计算机模拟的，所

以可以很方便地得到足够的不同形状、不同深度位置的图形的音频样本。 

为了使训练过程更具趣味性从而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我们将训练分成基础

训练和做题挑战两部分。 

在基础训练中，我们提供了不同位置、运动状态的点、线的声音，还有不同

位置、不同大小、不同旋转角度的三角形、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的声音范例。 

使用者可以通过学习这些声音来掌握我们的声音映射的基本规则，也从中学

会辨别出各种基础图形的声音。 

在志愿者学习了基础训练部分后，我们提供了测试题目来检测他们的学习效

果。测试题目的内容也都是基础形状的不同位置、不同大小、不同旋转角度、不

同运动状态的判断。测试题目也分为一般和困难，在困难模式下，画面中将包含

两个图形，需要判断出画面中两个图形的位置，形状，运动状态、大小等信息。 

为了方便志愿者的训练和测试，我们将上述的基础训练和测试题目都做成了

网页链接的形式，让志愿者可以进行远程线上训练。盲人志愿者们通过手机读屏

软件的帮助完成链接中的训练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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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模拟测试深度图 

 

 

图 7 测试链接网页效果图 

 

图形模拟实验的结果，初步验证了我们的方案的可行性。具体结果与分析见

结果与分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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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基于声音编码方案的训练 

由于之前的空间图形模拟实验是线上训练，志愿者的实际训练时间无法保证，

不能达到很好的训练效果。我们邀请了两位盲人志愿者参与我们的线下训练。 

训练安排：先经过 5 天每天两个小时的模拟训练（线上测试题），保证志愿

充分学习和掌握了我们的空间信息映射到音频信息的原理和规则，并且熟悉了基

础二维图形的声音描述。再使用搭载该声音编码方案的盲人辅助设备在生活中应

用，逐步完成二维到三维的过渡训练 。该阶段持续 12 天，每天训练一个小时。 

2.2.5 分辨率测试 

为了测试本研究的声音编码方案的空间分辨率。我们开展了分辨率测试实验。 

分辨率测试主要分成水平、高度和深度三个维度的分辨率测试。实验在平坦、

无其他物体的桌面上进行，保证实验者不受出桌子外其他物体声音的干扰。由于

实验的听声辨物辅助设备的设计是让 1.5 米以内深度的声音随距离变化大，而

1.5 米以外声音反馈很小。故分辨率实验设计的测试距离在 30 厘米和 40 厘米

处。 

实验道具：长度 14 厘米，宽度 10.5厘米的长方形纸板。 

深度分辨率测试：在听声辨物辅助设备的摄像头 30cm 处并排竖直放置左右

两块道具纸板（两板紧贴），保证摄像头到两板距离一样（即深度相同）。缓慢地

前后移动左边的纸板，使其到摄像头距离变化，同时保持右边纸板到摄像头距离

不变。实验被试通过听实验设备反馈的声音辨别纸板到摄像头的距离。被试能听

出深度变化时两板的最小深度差即为在 30厘米处，设备的深度分辨率。 

水平分辨率测试：在听声辨物辅助设备的摄像头 30cm 处竖直放置一块道具

纸板。缓慢地增加纸板的水平宽度。实验被试通过听实验设备反馈的声音辨别纸

板水平宽度的变化。被试能听出纸板水平宽度变化时纸板增加的宽度即为在 30

厘米处，设备的水平分辨率。 

高度分辨率测试：在听声辨物辅助设备的摄像头 40cm 处并排竖直放置左右

两块道具纸板（两板间距 40厘米）。缓慢地增加左边的纸板的高度，同时保持右

边纸板高度不变。实验被试通过听实验设备反馈的声音辨别纸板的高度变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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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能听出左边纸板高度变化时左边纸板增加的高度即为在 40 厘米处，设备的高

度分辨率。 

2.2.6 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实验 

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是一

种在高磁场下进行的扫描造影技术，将人体中的氢原子（水、脂肪中含量最多）

磁化后与电磁波共振产生讯号，再经过计算机处理转换成影像，从而探测出大脑

的不同区域的活动情况。而且，fMRI 实验机器及整个实验过程并不具有侵入性

与辐射性。 

实验如下： 

实验被试：4人 

实验时长：每位被试 15-20分钟。 

对照组：未经过训练的明眼人（两位），在给定声音刺激和未给声音刺激时

的全脑 fMRI 成像。 

实验组：经过训练的盲人（两位），在给定声音刺激和未给声音刺激的全脑

fMRI 成像。 

（注：此处训练指通过训练能一定程度上理解声音编码的环境信息；声音刺

激指将特定环境空间信息编码成的声音信息） 

fMRI 扫描过程： 

 
图 8 fMRI 扫描流程图 

 

共有 5个事先录制好的声音刺激，每个声音刺激持续 10秒，其中声音刺激

1不发出声音，作为其他声音刺激的对照。声音刺激 2和 3为模拟空间图形的声

音反馈，声音刺激 3 和 4 为实际场景下的声音反馈。fMRI 扫描总共 25 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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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的声音刺激随循环次数变化。分别为 1-2-3-4-5-1-2-3…… 

对于对照组（正常视力者），由于被试没有接受过我们的声音编码方案的训

练，我们要求被试在听到开始提示音后，注意感受后面 10 秒的声音刺激的音调

变化和立体声的效果。 

对于实验组（盲人），我们要求被试在听到开始提示音后，注意感受播放的

声音刺激所代表的画面。 

实验过程中，房间灯关闭，并且要求被试闭眼。  

2.3 研究结果与分析 

2.3.1 模拟线上测试结果与分析 

通过搜集志愿者的反馈，发现对于本研究的声音编码方案，志愿者可以很轻

易地分辨出画面中单个物体的位置、大小和运动方向。而对于画面中的形状的辨

别需要仔细判断，隐约在大脑中有形状感。 

由于线上模拟实验的持续时间不长，且大家的训练时间都比较短，但是在短

时间内获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志愿者在听到声音反馈的时候在脑海中有画面感。

这表明，本研究的声音编码方案的训练，可能让盲人拥有听声辨物的能力。 

2.3.2 分辨率测试结果与分析 

表 1 分辨率测试表 

被试 实验次数 高度分辨率 
平均高度

分辨率 
水平分

辨率 
平均水平

分辨率 
深度分

辨率 
平均深度

分辨率 

被试 1 

1 2.8 厘米 

2.7 厘米 

2.1 厘米 

2.1 厘米 

0.7 厘米 

0.8 厘米 2 3.0 厘米 2.3 厘米 1.0 厘米 

3 2.3 厘米 1.9 厘米 0.8 厘米 

被试 2 

1 3.6 厘米 

3.5 厘米 

2.1 厘米 

2.0 厘米 

0.9 厘米 

1.0 厘米 2 3.3 厘米 2.0 厘米 1.1 厘米 

3 3.5 厘米 1.8 厘米 0.9 厘米 

（注：高度分辨率测试数据在 40 厘米深度处获得，水平和深度分辨率在 30 厘米深度处测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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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测试结果表结果显示，物体在近处（30~40厘米左右）位置的情况下，

本研究的听声辨物辅助设备可以得到较高的分辨率。相对于人类自然回声定位的

170厘米处 40厘米的深度分辨率，本研究得到的分辨率有很大的提升。 

2.3.3 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实验结果与分析 

对照组被试（未经过训练的正常视力者）分别以 L1、L2 指代，实验组被试

（经过训练的盲人）分别以 R1、R2指代。 

 
图 9 声音刺激 4 下的被试脑部活动对比。（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分别是被试 R1、

R2、L1、L2；染色区代表该脑区处于活跃状态；每张图最下方的名称指图中蓝线交叉点

的区域；枕叶（Occopital）和距状沟（calcarine sulcus）都是大脑的视觉区域） 

 

上图中大脑的活动图是由声音刺激下的脑部 BOLD（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信号的强度减去无声音刺激下每位被试的大脑 BOLD 信号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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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9 分析可得，对于声音刺激 4，训练过的盲人被试 R1 和 R2 的视觉区域都

处于激活状态，而未经过训练的正常视力被试 L1和 L2的视觉区域没有被激活。  

对总体数据处理后发现，在声音刺激下，实验组对象的脑部视觉区域都处在

激活状态，而对照组被试的脑部视觉区域普遍处于非激活状态。但是，在声音 5

刺激下时，实验组成员视觉区域激活，对照组被试 L1视觉区域未激活，而被试

L2视觉区域处于激活状态。见图 11。 

 

图 10 声音刺激 5 下的被试脑部活动对比。（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分别是被试 R1、R2、

L1、L2；被试 R1、R2、L2 视觉皮层激活，L1 视觉皮层未激活） 

 

总体来讲，在声音刺激下的实验组被试的大脑区域处于激活状态，而对照组

的被试视觉皮层未被激活。这表明，在经过听声辨物辅助设备的训练以后，盲人

在听到设备反馈的声音的时候，视觉区域参与了该声音信号的处理。 

在 fMRI 实验中，个体的差异也会造成每个人的结果不完全一致。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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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性也受到其他细微因素的影响，如实验中被试头部的运动以及被试在实验

过程中睁眼。这些因素很有可能导致了图 11的现象的出现。 

2.4 未来改进方向 

2.4.1 声音的强度随距离变化系数的设置 

对于模拟的声音，由于输出功率的上限，最终输出的整体的图像对应的声音

总强度也有一个上限。由于该听声辨物辅助设备反馈的声音是环境深度图的每个

像素所对应的声音的叠加，而声音总强度有上限则意味着，如果深度图的一部分

像素所对应的声音的叠加已经到达了声音总强度的上限，那么无论其他像素的对

应声音如何，声音的总强度还是不变！这也就意味着大量信息的丢失。在实际情

况中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当前环境的声音反馈强度已达上限，如果此时有一个

物体进入当前场景，由于声音强度没有变化，设备使用者可能没有察觉环境的变

化。 

如果我们设置深度图所有像素对应声音的叠加不超过声音强度的上限，理论

上是可以解决上述的问题的。但是，同时也会带来其他的问题。我们的深度图的

分辨率是 43×43像素平方，也就是 1849个像素。假定音量上限为 X dB。那么

在深度的最小探测距离（0.2米处）每个像素的音量必须小于 X - 32.67 dB。

又由于我们的声音映射规则是距离越远音量越小，0.2m 以外的像素声音要更小。

这样就导致每个像素对应的声音音量极低，从而导致使用者对声音的分辨更加困

难。 

此外，如何设计声音响度随距离的变化曲线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传感器的深

度探测范围是 0.2 米到 10 米左右。如果将 0.2 米到 10 米的距离声音都反馈给

用户，则设备的深度分辨率必然会降低，听声辨物的效果也会相应变差。对于本

研究，我们初步将深度映射的有效范围控制在 1.5 米左右，使距离过远的像素

不发出声音。声音强度随距离的变化曲线也相当影响声音的辨别。本实验中，声

音的强度随距离的变化是幂函数，距离越远，声音强度变化越小，即越近的物体

分辨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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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声音的干扰问题 

在场景中，如果有大面积平面，如墙面或者桌面，则平面上的小物体将难

以分辨。比如桌面上的手机、书本、杯子等物体。以桌面上的茶杯为例，在使

用者站着斜向下看向桌面的时候，即摄像头在相对桌面较高位置斜向下对向桌

面的情境，虽然在获取的深度图中茶杯的深度要比桌面要小（即茶杯离相机更

近），茶杯区域像素的声音强度要略大于桌面区域，但是由于桌面区域面积远大

于杯子，其很多像素声音的叠加强度将会和茶杯区域相当甚至更大。在这种情

况下，茶杯区域将难以分辨。只有当人坐在桌前，即摄像头在相对桌面较低位

置水平对向桌面上的杯子的时候，杯子区域才容易分辨出来。 

2.4.3 高低音声压级的补偿 

不同频率的纯音，在和 1000Hz 某个声压级纯音等响度的时候，其声压级也

不相同。这样的等响度的，不同声压级随频率函数变化的曲线，称为等响度曲线。

作为一个统计曲线，等响曲线考虑了人群的听觉特征。如下图： 

 

图 11 等响度曲线（曲线上的值为 1000Hz 频率下的声压级） 

 

由等响度曲线可以看出，人对不同频率的声音的音量高低感觉是不同的。

人耳对于低频率区域和高频率区域的音量感觉比 1000Hz 频率附近的声音要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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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而本研究的声音音量的大小是携带有场景的深度信息的。如果不对高频和

低频区域进行补偿，则会导致对深度的判断的误差。但是，由于时间和精力限

制，本研究没有对声音的频率做声压级补偿。 

2.4.4 不同耳机的音效差异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发现，佩戴不同的耳机听到的声音感受是不同的，导致

被试对环境场景的判断也不同。原因是不同的耳机对于不同频率范围的优化不

同。比如重低音耳机就对声音的低频部分进行加强。这样就会导致用户在佩戴

不同耳机时候的声音感受不同。 

2.4.5 深度图信息盲区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深度相机 RealSense D435 使用了双目匹配算法来计算场

景深度，那么深度太小的区域（即深度小于 20厘米的区域），是没有深度信息的，

造成了设备的盲区。 

2.4.6 fMRI 实验的严谨性 

 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本次 fMRI 实验只有 2 位盲人被试，而在实验中，

个体差异会造成每个人的结果不完全一致，这需要统计检验才能得到更可靠的、

具有数学意义的结论。而此次实验的数量没有达到统计要求。 

 虽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过听声辨物辅助设备训练过盲人在处理该设

备反馈的声音信息的过程中有视觉皮层的参与。但是，由于没有盲人训练前的

fMRI 实验数据作为对照，视觉皮层的参与是否是训练的结果还不能下定论。为

了能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使实验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在未来的实验中，还需要

再加上两个实验组：未经过听声辨物辅助设备训练的盲人和经过训练的正常视力

者。 

2.4.7 其他改进方向 

 通过搜集用户的反馈，我们还得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建议。比如在很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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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由于场景信息过于复杂，信息量太大，导致用户理解声音的空间意义很困难。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仿照人眼的观察模式：人眼在观察场景的时候，并非是把注

意力放在全画幅上面，而是有一个视觉的焦点，在焦点附近画面清晰，而焦点外

画面模糊。可以在深度图的中间划出一个焦点区，焦点区的深度图精度不变，而

焦点区外的区域对深度图做低通滤波后输出。这样就减小了深度信息的复杂度，

减轻了用户的负担。甚至可以设置旋钮，让用户自定义调节焦点区的大小和低通

滤波的截止频率。 

此外，对于某些特别常见而且重要的物体，可以用不同的声音来表示。比如

车辆、人、地面、墙面可以分别用不同的声音表示。这种方案的实现就需要算法

上添加物体识别算法，对车辆、行人、地面和墙面进行识别，再转化成对应的音

频输出。未来可以考虑采用深度学习算法来实现这个功能。 

本研究使用了正弦波作为音源。频率范围在 220 Hz ~ 3520 Hz；长时间使

用会导致用户不舒服。未来可以考虑使用更加悦耳的声音，比如不同音调的钢琴

或者吉他的声音。 

3.结论 

本研究开发了一种全新的视觉辅助设备，将三维空间信息（深度图）的以左

右位置、上下位置和深度三个维度映射到声音的左右耳强度和时间差、音调和响

度上，达到了视觉信息的听觉表达。经过训练的盲人用户可以使用该设备辨别孤

立的简单形状、物体的位置和运动方向。而且该设备在近距离处达到很高的空间

分辨率。虽然目前由于声音强度设置、声音间的干扰、高低音的声压级补偿、声

音的用户体验等问题，该设备的实际使用情境还很有限制。 

而通过 fMRI 实验的分析发现，通过我们的听声辨物辅助设备的训练后，盲

人在处理该设备反馈的声音的时候，有视觉皮层参与。这个结果是否意味着，在

使用该辅助设备的时候，盲人通过听反馈的声音，在脑海中有当前场景的图像感，

即通过声音来“看见”世界！ 

目前，该设备仅仅是探索性的第一步，而本研究中的 fMRI 实验也很有改善

空间，未来如果能成功解决上述问题，将会彻底改变盲人视觉辅助的交互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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