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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通过人体振动识别

用户语音以控制电子设备的系统，包括：人体振

动传感器,用于感应用户的人体振动；处理电路，

与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相耦合，用于当确定所述

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包括用户语音信号

时，控制拾音设备开始拾音；通信模块，与处理电

路和所述拾音设备相耦合，用于所述处理电路和

所述拾音设备之间的通信。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

提供一种通过人体振动识别用户语音以控制电

子设备的方法，包括：检测人体振动；确定所述人

体振动包括用户说话引起的振动时，控制拾音设

备开始拾音。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7页  附图5页

CN 109346075 A

2019.02.15

CN
 1
09
34
60
75
 A



1.一种通过人体振动识别用户语音以控制电子设备的系统，包括：

人体振动传感器,用于感应用户的人体振动；

处理电路，与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相耦合，用于当确定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

号包括用户语音信号时，控制拾音设备开始拾音；

通信模块，与处理电路和所述拾音设备相耦合，用于所述处理电路和所述拾音设备之

间的通信。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放大器，所述放大器的输入端与所述

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端相耦合，用于放大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高通滤波器，所述高通滤波器的输入

端与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端相耦合，用于滤除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的低

频成分。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历史缓存器，所述历史缓存器

与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相耦合，用于当前时刻之前一定时间内的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

出信号。

5.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电路包括语音分析器，所

述语音分析器用于确定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包括用户语音信号。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语音分析器通过分析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的包络确定所述人体振动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包括用户语音信号；或者，

所述语音分析器通过分析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的频谱确定所述人体振动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包括用户语音信号。

7.如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环境噪声检测器，用于检测所述人体

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中的环境噪声。

8.如权利要求5-7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虚警过滤器，所述虚警过滤器

的输入端与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相耦合，输出端与所述语音分析器相耦合，用于过滤所述

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中来自人体内部的噪声。

9.如权利要求5-8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电路还包括训练模块，所

述训练模块与所述语音分析器相耦合，用于训练所述语音分析器使用的语音分析模型。

10.如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语音分析器包括运行在所述处理电

路上的软件模块或者所述处理电路中的硬件模块。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训练模块包括行在所述处理电路上的

软件模块或者所述处理电路中的硬件模块。

12.如权利要求1-11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存储器，所述存储器与所

述训练模块和所述语音分析器相耦合，用于存储所述训练模块生成的语音分析模型。

13.如权利要求1-12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包括骨振动

传感器。

14.一种通过人体振动识别用户语音以控制电子设备的方法，包括：

检测人体振动；

确定所述人体振动包括用户说话引起的振动时，控制拾音设备开始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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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拾音设备平时是关闭的，所述方法还

包括：

确定所述人体振动未包括用户说话引起的振动时，维持所述拾音设备关闭。

16.如权利要求14或1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检测人体振动之后，所述确定

所述人体振动包括用户说话引起的振动时，控制拾音设备开始拾音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滤除所述人体振动中的噪声。

17.如权利要求14-16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人体振动包括骨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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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体振动识别用户语音以控制电子设备的方法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信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通过人体振动识别用户语音的方法和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术的进步，语音控制技术在手

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现在市面上有许多的语音助手产品，例

如苹果公司的Siri，谷歌公司的Google  Assistant，微软公司的微软小冰等。这些语音助手

产品安装在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中，或者安装在智能音箱、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中，通

过识别用户的语音指令来执行相应的操作，极大的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0003] 然而，现有的语音助手在使用中存在不能很好的区分语音指令来源的问题。例如，

在附近如果有另一个人说出语音指令，有可能导致语音助手的误触发。此外，为了能够监听

用户的语音，以做到随时响应，安装了语音助手的设备不得不将麦克风长期开启，造成了功

耗的上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通过人体振动识别用户语音以控制电子设备的方法和

系统，以减少语音指令的误触发，并降低功耗。

[0005]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通过人体振动识别用户语音以控制电子设备的

系统，包括：

[0006] 人体振动传感器,用于感应用户的人体振动；

[0007] 处理电路，与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相耦合，用于当确定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

出信号包括用户语音信号时，控制拾音设备开始拾音；

[0008] 通信模块，与处理电路和所述拾音设备相耦合，用于所述处理电路和所述拾音设

备之间的通信。

[0009] 可选的，所述系统还包括放大器，所述放大器的输入端与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

输出端相耦合，用于放大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0010] 可选的，所述系统包括高通滤波器，所述高通滤波器的输入端与所述人体振动传

感器的输出端相耦合，用于滤除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的低频成分。

[0011] 可选的，所述系统包括历史缓存器，所述历史缓存器与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相耦

合，用于当前时刻之前一定时间内的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0012] 可选的，所述处理电路包括语音分析器，所述语音分析器用于确定所述人体振动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包括用户语音信号。

[0013] 可选的，所述语音分析器通过分析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的包络确定所

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包括用户语音信号；或者，

[0014] 所述语音分析器通过分析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的频谱确定所述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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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包括用户语音信号。

[0015] 可选的，所述系统包括环境噪声检测器，用于检测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

号中的环境噪声。

[0016] 可选的，所述系统包括虚警过滤器，所述虚警过滤器的输入端与所述人体振动传

感器相耦合，输出端与所述语音分析器相耦合，用于过滤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中来自人体内部的噪声。

[0017] 可选的，所述处理电路还包括训练模块，所述训练模块与所述语音分析器相耦合，

用于训练所述语音分析器使用的语音分析模型。

[0018] 可选的，所述语音分析器包括运行在所述处理电路上的软件模块或者所述处理电

路中的硬件模块。

[0019] 可选的所述训练模块包括行在所述处理电路上的软件模块或者所述处理电路中

的硬件模块。

[0020] 可选的，所述系统还包括存储器，所述存储器与所述训练模块和所述语音分析器

相耦合，用于存储所述训练模块生成的语音分析模型。

[0021] 可选的，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包括骨振动传感器。

[0022]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一种通过人体振动识别用户语音以控制电子设备的

方法，包括：

[0023] 检测人体振动；

[0024] 确定所述人体振动包括用户说话引起的振动时，控制拾音设备开始拾音。

[0025] 可选的，所述拾音设备平时是关闭的，所述方法还包括：

[0026] 确定所述人体振动未包括用户说话引起的振动时，维持所述拾音设备关闭。

[0027] 可选的，在所述检测人体振动之后，所述确定所述人体振动包括用户说话引起的

振动时，控制拾音设备开始拾音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0028] 滤除所述人体振动中的噪声。

[0029] 可选的，所述人体振动包括骨振动。

[0030]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系统和方法，语音识别系统可以只在用户说话时才开启

拾音，这样降低了语音识别系统误识别他人语音指令的情形，进一步的，拾音设备可以只在

用户说话时开启，降低了系统的功耗。

附图说明

[0031] 图1A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具体形态图；

[0032] 图1B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A是麦克风拾取的声音信号的视域图和频谱图；

[0034] 图2B是骨传导传感器拾取的声音信号的视域图和频谱图；

[0035] 图3是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4是骨传导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经过降噪处理前后的对比图；

[0037] 图5是人类语音的一个频谱图；

[0038] 图6是人类咀嚼噪声的一个时域图；

[0039] 图7是本发明的一个方法实施例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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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41] 如图1B所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识别用户语音的系统，该系统可以位

于同一个设备内，例如耳机、助听器或者其他专用的设备；也可以分布在不同设备上，例如

一部分在耳机上，而另一部分在手机、智能音箱等电子设备上，本发明实施例对此不作限

定。该设备包括：

[0042] 人体振动传感器110(bone  sensor) ,用于感应用户的人体振动；

[0043] 处理电路120，与所述人体振动传感器110相耦合，用于当确定所述人体振动传感

器的输出信号包括用户语音信号时，控制拾音设备开始拾音；

[0044] 通信模块130，与处理电路120和拾音设备140相耦合，用于处理电路120和拾音设

备140之间的通信；

[0045] 拾音设备140，用于拾取声音。

[0046] 如图1A所示，该识别用户语音的系统可以与电子设备200(如手机、平板电脑、智能

音箱、机器人)配合使用，所述电子设备200上安装有语音识别系统，所述语音识别系统可以

识别用户的语音，并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例如作为语音指令控制所述电子设备200执行

相应的操作。

[0047] 人体振动传感器110是用于感应人体振动的传感器。有很多种传感器可以充当人

体振动传感器110，例如骨传导传感器。骨传导传感器是一种感应骨头的振动，并将该振动

转换为电信号、光信号或者其他信号的装置。作为一种介质，骨头和空气一样可以传播声

波，声波在骨头中传播时会引起骨头的振动。骨传导传感器有很多种，本发明实施例可以选

用已有的骨传导传感器，例如Sonion公司的13x2型传感器，优选的，可以选择采样带宽2kHz

或以上的骨传导传感器，灵敏度可以达到-34dB。骨传导传感器可以安装在靠近人体骨骼的

部位，如图1A所示，可以安装在耳机的耳机头上，用户佩戴耳机时，耳机头伸入耳道，传感器

就可以检测到从耳道传来的骨振动。当然，传感器也可以安装在其他部位，本发明实施例对

此不作限定。在实现本发明的过程中，发明人发现，由于声音在骨头中的传播速度要快于空

气中的传播速度，因此骨传导传感器可以更早的感应到用户说话产生的振动，从而可以及

时的判断出用户在说话，尽可能的减少麦克风开启的时延。

[0048] 同时除了非常强的环境噪声，一般环境噪声很难在骨头中产生强烈的振动，因此

与一般的麦克风相比，骨振动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是更纯粹的人声信号，如图2A和图2B所

示，图2A是一个普通的麦克风记录的声音信号，可以看出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环境噪声，例如

很多高频的成分，而图2B表示一个骨传导传感器记录的声音信号，可以看出与麦克风相比，

骨传导传感器记录的信号要更为“纯净”，各种高频的噪声信号明显消失。因此，骨振动传感

器更不容易受到环境噪声的干扰。

[0049] 当然，本发明的实施例中，人体振动传感器也可以是其他传感器，例如附着在人体

皮肤上的加速度传感器，可感知皮肤的振动；或者连接在人体上的生物电传感器，例如各种

电极，可以感知人体的生物电变化从而检测到人体振动引起的生物电变化。本发明的实施

例对此不作限定。

[0050] 处理电路120以是任何具有处理功能的电路，可以是中央处理单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DSP)或者专用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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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器。在一个实施例中，处理器为DSP，例如Dialog  Semiconductor公司的DA14195型DSP。处

理电路120可以集成在一块芯片上，也可以分散在若干块芯片上，还可以是完全分立的电路

元件组合而成。处理电路120负责处理骨传导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并控制整个系统。

[0051] 通信模块130用于处理电路120与系统内和/或系统外的装置、特别是拾音设备140

进行通信。例如，当拾音设备140位于另一设备上时(比如处理器120位于耳机上，而麦克风

140位于手机上)，可以通过通信模块130在处理器和麦克风之间进行通信。通信模块130可

以是有线通信模块，或者无线通信模块，例如无线保真(WiFi)模块、蓝牙(Bluetooth)模块、

近场通信(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模块等，本发明实施例对此不作限定。

[0052] 在一些实施例中，上述通信模块130也可以是简单的导线，用于传输处理电路120

与与系统内和/或系统外的装置之间的信号。

[0053] 拾音设备140是用于拾取声音的设备，例如麦克风、话筒等。

[0054] 在一些实施例中，拾音设备也可以不是本发明提供的所述系统的一部分。

[0055]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人体振动传感器将检测到的人体振动信号传给处理电

路，处理电路确定所述人体振动信号是用户说话引起的振动时，控制所述拾音设备拾音。通

过这一流程，语音识别系统可以只在用户说话时才开启拾音，这样降低了语音识别系统误

识别他人语音指令的情形，在一些实施例中，拾音设备只在用户说话时开启，降低了系统的

功耗。

[0056] 以下详细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系统如何实现对用户语音的判别。

[0057] 如图3所示，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人体振动传感器110具体为骨传导传感器

110，骨传导传感器110与放大器310相耦合，放大器310与模数转换器320相耦合，模数转换

器320与高通滤波器(high-pass  filter)330相耦合，高通滤波器330与历史缓存器

(history  buffer)340相耦合，历史缓存器340的输出端与环境噪声检测器(ambient  noise 

detector)350相耦合，环境噪声检测器350与语音分析器(envelope  detector)390相耦合。

在一些实施例中，历史缓存器的输出端和自动增益控制器370相耦合，自动增益控制器370

则与虚警过滤器(false  alert  filter)380相耦合，而虚警过滤器380则耦合到语音分析器

390。

[0058] 下面结合信号流向说明系统对信号的处理。骨传导传感器110产生的信号经过放

大器310的放大，传输给模数转换器320，模数转换器320将骨传导传感器110产生的模拟信

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传输给高通滤波器330。高通滤波器330的功能是滤除直流信号和低频

噪声，经过高通滤波器330的过滤，高频信号被提取出来，进入历史缓存器340。历史缓存器

340的功能是缓存当前时刻之前若干时间内的信号，这样后续只需要处理这段时间内的信

号就可以了。通过这一缓存，实际上起到了给上述信号分帧的作用，也就是说，信号被切分

为若干小段，以这些小段为单位进行处理。在一些实施例中，历史缓存器340缓存之前2毫秒

内的信号，发明人在实现本发明的过程中发现，这一取值能较好的保证麦克风的及时启动，

例如可以在用户开始说话后50毫秒内启动麦克风。

[0059] 在一些实施例中，历史缓存器340输出的信号进入环境噪声检测器350。环境噪声

检测器350用于检测上述信号中的环境噪声，并滤除该环境噪声。当然，环境噪声检测器350

也可以不滤除该环境噪声，而只是把环境噪声信号的信息传输给后续处理。这里，环境噪声

是指周边环境里的噪声，例如用户身边他人说话的声音、其他物体发出的声音等。通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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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骨传导的振动多是人体内部振动源引起的，例如说话、心跳、咀嚼、走路等，外界环境的

噪声在音量较低的情况下，不易在人体骨骼中引起可检测的振动，但是当外界环境非常嘈

杂时(例如外界噪声达到80dB)，外界环境的噪声也可能在骨骼中引起可检测的振动，从而

对语音信号造成干扰。

[0060] 环境噪声检测器350的降噪处理方法有很多，传统技术中有很多给麦克风降噪的

技术，例如双麦克风降噪，在该技术中，两个设置得离开一定距离的麦克风分别拾取声音，

其中一个靠近语音的声源，另一个远离语音的声源，这样前者拾取的语音信号较多，而后者

拾取的噪声较多，两相对比，就可以滤除噪声。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可以在远离骨传

导传感器110的位置设置用于拾取噪声的麦克风，或者用于拾取噪声的骨传导传感器，这样

就可以运用双麦克风降噪的技术滤除环境噪声。

[0061] 另一种较低成本的实现方式，则是通过分析环境噪声的特性，滤除环境噪声。例

如，检测环境噪声的频谱、强度、持续时间、平稳噪声还是非平稳噪声。通常而言，人说话的

基频大约在500-1000Hz的范围内，而倍频上限大约在3000Hz，更高的倍频对于语音处理而

言是不必要的，可以视为噪声。而在持续时间上，环境噪声通常是持续存在的，即，如果持续

开启骨传导传感器，则可以持续不断接收到环境噪声信号，而相比之下，用户说话产生的语

音信号则是间断的，因为用户不会总是在说话。可选的，还可以使用环境噪声的模型进行模

式识别，从信号中分离出噪声。也可以通过把语音信号之外的所有信号都视为环境噪声的

方式来分离出噪声信号。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系统还包括门限选择器355，其与环境噪声

检测器350和训练模块360相耦合，用于选择判定噪声的“门限”，例如判定一个信号为噪声

的模型参数的临界值。

[0062] 在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中，经过了环境噪声检测器350的降噪处理后，环境噪

声的信号大为削弱，如图4所示，该图中第一行为降噪前的信号时域图，第三行为降噪前的

信号频谱图，第二行为降噪后的信号时域图，第四行为降噪后的信号频谱图，两个矩形框内

的信号为用户说话的时段录下的信号，可以看出，经过降噪处理，两次说话之间的噪声信号

被去除，而说话期间的噪声信号也大为削弱，语音信号相对增强。

[0063] 在一些实施例中，语音分析器390用于分析上述信号的包络，从而辨识出该信号是

否为用户的语音。如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人类语音的波形包络和噪声是不同的，通常来

说，不同人说话的语音波形包络也是不同的。语音分析器390可以根据信号的包络识别该信

号是语音还是噪声。

[0064] 在另一些实施例中，语音分析器390可以分析上述信号的频谱，从而辨识出该信号

是否为用户的语音。如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人类语音的频谱和噪声的频谱是不同的，如图

5所示，人类语言的元音和浊辅音在频域上会有特定的共振峰，通过识别这些共振峰的模

式，就可以判别上述信号属于人类语音还是噪声。

[0065] 识别信号是否属于语音信号或者识别该语音主人的方法有很多，在一些实施例

中，可以使用用户训练模型来对信号进行模式匹配，判定信号是否属于用户语音。模式匹配

可以使用各种语音识别领域的技术，例如隐马尔科夫模型等，在此不赘述。

[0066] 如前所述，当语音分析器390确定骨振动传感器传来的信号包括用户语音时，所述

处理电路120生成控制所述拾音设备140开始拾音的控制信号。

[0067] 在某些实施例中，历史缓存器340输出的信号进入虚警过滤器380，虚警过滤器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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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过滤来自人体内部的噪声，例如由咀嚼、行走等产生的噪声。之后该信号进入语音分析

器390。语音分析器390的处理前面已经描述，此处不再赘述。

[0068] 对人体内部噪声信号的过滤可以基于频谱、强度、周期等特点来进行。例如咀嚼的

信号特征如图6所示，据此可以建立咀嚼信号的模型，通过模式匹配来识别咀嚼噪声。

[0069] 咀嚼噪声的特点和滤除方法，可以参考“Mastication  noise  reduction  method 

for  fully  implantable  hearing  aid  using  piezo-electric  sensor”(Sung  Dae  Na等

人，发表于Technology  and  Health  Care  25(2017)S29–S34)等文献。

[0070] 如图3所示，在虚警过滤器380之前，可以设置自动增益控制器(automatic  gain 

controller，AGC)370，AGC  370的功能是对信号的强度进行调整，把不同强度的信号归一化

到一个标准的强度。由于用户说话的音量、骨传导传感器与人体接触的位置等的不同，会导

致骨传导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强度不同，为了方便后续处理，可以对其强度进行归一化处理。

[0071] 作为一种更优的实施例，如图3所示，可以在系统中设置训练模块360，该模块与环

境噪声检测器350和/或语音分析器390相耦合，用于对环境噪声和/或用户语音的模型进行

训练。通过训练，可以提升上述模型的准确性，从而提高对环境噪声和/或用户语音的判断

精度。可选的，训练模块还可以与虚警过滤器380相耦合，用于训练人体内部噪声的模型。对

模型的训练可以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例如通过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0072] 可选的，上述系统还包括存储器365，与所述训练模块360和所述语音分析器390相

耦合，用于存储训练生成的模型。

[0073]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上述系统的各个部分并不一定是必需的。例如，如果骨

传导传感器110的输出信号强度能够满足后续信号处理的需要，则放大器310就不是必需

的。如果对环境噪声的滤除要求不高(如前所述，除了非常嘈杂的环境，一般骨传导传感器

难以感应到外界环境噪声)，则环境噪声检测器350也不是必需的。

[0074] 上述系统中的放大器、模数转换器、高通滤波器、历史缓存器、环境噪声检测器、门

限选择、自动增益控制器、虚警过滤器、训练模块和语音分析器可以是各自分立的器件，也

可以是部分或者全部的集成在一块或者若干块芯片中。所述环境噪声检测器、门限选择、自

动增益控制器、虚警过滤器、训练模块和语音分析器，分别可以是硬件电路或者运行在处理

电路120上的软件模块。在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上述模数转换器、高通滤波器、历史缓存

器、环境噪声检测器、门限选择、自动增益控制器、虚警过滤器、训练模块和语音分析器都位

于一个DSP内。可选的，上述环境噪声检测器、门限选择、自动增益控制器、虚警过滤器、训练

模块和语音分析器均为运行在该DSP上的软件模块。

[0075] 如图7所示，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识别用户语音以控制电子设备的方

法，包括：

[0076] 710、检测人体振动；

[0077] 检测人体振动的方法在前面已经述及，此处不再赘述。在某些实施例中，通过骨振

动传感器检测骨振动。

[0078] 750、确定所述人体振动包括用户说话引起的振动时，控制拾音设备开始拾音。

[007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拾音设备平时是关闭的，所述方法还包括：

[0080] 760、确定所述人体振动未包括用户说话引起的振动时，维持所述拾音设备关闭。

[0081] 确定所述人体振动是否包括用户说话引起的振动的具体方法，在前面描述语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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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器390时已有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0082] 如前所述，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710之后、750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0083] 720、滤除所述人体振动中的噪声；

[0084] 滤除噪声的方法在前面已经述及，此处不再赘述。

[0085] 另外，以上实施例中分别说明的各技术、系统、装置、方法以及各实施例中分别说

明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组合，从而形成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的其他的模块，方

法，装置，系统及技术，这些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记载组合而成的模块，方法，装置，系统及

技术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86]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白，上述的本发明的各单元或各步骤可以用通用

的计算装置来实现，它们可以集中在单个的计算装置上，或者分布在多个计算装置所组成

的网络上，可选地，它们可以用计算装置可执行的程序代码来实现，从而，可以将它们存储

在存储装置中由计算装置来执行。或者将它们分别制作成各个电路模块，或者将它们中的

多个单元或步骤制作成单个电路模块来实现。这样，本发明不限制于任何特定的硬件和软

件结合。

[0087] 以上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

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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