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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娱乐音频处理系统，所述

娱乐音频处理系统包括音乐限制器，所述音乐限

制器被配置为接收音频信号、音乐的音量控制信

息，以及通知的音量控制信息。所述音乐限制器

被进一步配置为基于音乐-通知比率来计算增益

参数。在另一方面，娱乐音频处理系统包括混合

器，所述混合器被配置为基本上匹配左音频信号

信道和右音频信号信道。所述娱乐音频处理系统

还包括均衡器，所述均衡器被配置为在所述左音

频信号信道和所述右音频信号信道之间引入量

值变化和相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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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设备，包括：

音乐限制器，所述音乐限制器被配置为：

接收音频信号、音乐的音量控制信息以及通知的音量控制信息；

以及

基于音乐-通知比率来计算增益参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音乐-通知比率是所述音乐相对于所述通知更

安静或更响亮的程度的指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音乐-通知比率基于特定应用程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音乐限制器被进一步配置为将所述增益参数

应用于所述音频信号。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设备，其中将所述增益参数应用于所述音频信号对应于相对

于所述通知的信号电平调整所述音乐的信号电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音乐限制器被进一步配置为：基于所述音乐的

所述音量控制信息的变化以及所述通知的所述音量控制信息的变化，来动态地调整所述音

乐-通知比率。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还包括混合器，所述混合器耦接到所述音乐限制器并且

被配置为基本上匹配左音频信号信道和右音频信号信道，其中所述音频信号包括所述左音

频信号信道和所述右音频信号信道。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设备，还包括均衡器，所述均衡器耦接到所述混合器并且被配

置为：在所述左音频信号信道和所述右音频信号信道之间引入量值差和相位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量值差和所述相位差基于特定应用程序。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还包括x-消退器，所述x-消退器被配置为在经处理的

音频信号和未经处理的音频信号之间进行选择。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x-消退器被进一步配置为接收通知触发信

号。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还包括固定衰减器，所述固定衰减器耦接到所述音乐

限制器并且被配置为基于特定量来降低所述音频信号的电平。

13.一种设备，包括：

混合器，所述混合器被配置为基本上匹配左音频信号信道和右音频信号信道；和

均衡器，所述均衡器耦接到所述混合器并且被配置为：在所述左音频信号信道和所述

右音频信号信道之间引入量值差和相位差。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量值差和所述相位差基于特定应用程序。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设备，还包括音乐限制器，所述音乐限制器被配置为：接收

音乐的音量控制信息以及通知的音量控制信息，并且基于音乐-通知比率来计算增益参数。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音乐限制器耦接到所述均衡器。

17.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左音频信号信道和所述右音频信号信道中

的每一个包括音频音乐信号或音频通知信号中的至少一个。

18.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设备，还包括x-消退器，所述x-消退器被配置为在由所述混

合器或所述均衡器中的至少一个处理的第一音频信号和未由所述混合器或所述均衡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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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至少一个处理的第二音频信号之间进行选择。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x-消退器被进一步配置为接收通知触发信

号。

20.一种方法，包括：

接收音频信号，所述音频信号包括音频音乐信号和音频通知信号中的至少一个；以及

基于音乐-通知比率相对于所述音频通知信号的电平来调整所述音频音乐信号的电

平。

21.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响应于相对于所述音频通知信号的所述电平

调整所述音频音乐信号的所述电平，而执行空间信号处理。

2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音频信号包括左音频信号信道和右音频信

号信道，并且其中所述空间信号处理包括：

基本上匹配所述左音频信号信道和所述右音频信号信道；以及

在所述左音频信号信道和所述右音频信号信道之间引入量值差和相位差。

23.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在所述左音频信号通道和所述右音频信号通

道之间引入所述量值差和所述相位差之前，确定下游处理器的输入信号。

24.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基于通知触发信号，在经处理的音频信号和

未经处理的音频信号之间进行选择。

25.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在相对于所述音频通知信号的所述电平调整

所述音频音乐信号的所述电平之前，基于特定量来降低所述音频信号的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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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音频处理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整体涉及音频系统，更具体地讲，涉及管理车载音频源。

背景技术

[0002] 许多车辆类型包括用于将信息传送给驾驶员的通知音频。例如，通知音频可包括

导航系统音频指令、车辆鸣笛、告示通知、手机警报、手机通话和其他非娱乐音频源。当音频

系统中播放娱乐音频时，可能难以清楚地听到传入的通知音频。

发明内容

[0003] 下文提及的所有示例和特征均可以任何技术上可能的方式组合。

[0004] 在一个方面，设备包括音乐限制器，该音乐限制器被配置为接收音频信号、音乐的

音量控制信息，以及通知的音量控制信息。在具体实施方式中，音乐限制器被配置为基于音

乐-通知比率来计算增益参数。音乐-通知比率表示音乐相对于通知更安静或更响亮的程

度。音乐-通知比率可以基于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对应于不同类型的车辆的各种品牌和型

号。

[0005] 在另一方面，设备包括混合器，该混合器被配置为基本上匹配左音频信号信道和

右音频信号信道。混合器耦接到均衡器。均衡器被配置为在左音频信号信道和右音频信号

信道之间引入量值差和相位差。根据具体实施方式，该设备包括音乐限制器，该音乐限制器

被配置为接收音乐的音量控制信息以及通知的音量控制信息。音乐限制器被配置为基于音

乐-通知比率来计算增益参数。

[0006] 在另一方面，一种方法包括接收音频信号。音频信号包括音频音乐信号和音频通

知信号中的至少一个。在具体实施方式中，该方法包括基于音乐-通知比率相对于音频通知

信号的电平调整音频音乐信号的电平。音乐-通知比率表示音乐音频相对于通知音频更安

静或更响亮的程度。根据另一具体实施方式，该方法包括响应于相对于音频通知信号的电

平调整音频音乐信号的电平而执行空间信号处理。空间信号处理包括基本上匹配左音频信

号信道和右音频信号信道。在具体实施方式中，该方法包括在左音频信号信道和右音频信

号信道之间引入量值差和相位差。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娱乐音频处理系统的示例性实施方式的框图；

[0008] 图2是类似于图1的娱乐音频处理系统并且没有混合器的示例性实施方式的框图；

[0009] 图3是娱乐音频处理系统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的框图；

[0010] 图4是娱乐音频处理系统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的框图；

[0011] 图5是包括在前置放大器模块中的娱乐音频处理系统的示例性实施方式的框图；

并且

[0012] 图6是用于娱乐音频处理系统的方法的示例性实施方式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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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3] 车辆的音频系统播放娱乐音频，诸如音乐和/或电视(TV)或预先录制或直播的电

台节目。偶尔，音频系统发起要叠加在正在播放的音乐或其他娱乐音频上播放的音频通知。

系统的实施方式为相对于且响应于通知音频信号的电平自动调整音乐音频信号的电平。自

动调整增强了收听者聚焦、清楚地听到、区分或理解通知音频的能力，例如，无需使娱乐音

频静音。

[0014] 音频系统包括娱乐音频处理系统，该娱乐音频处理系统将收听者的注意力集中在

通知音频而不是音乐音频上。例如，娱乐音频处理系统基于音乐-通知比率相对于音频通知

信号的电平调整音频音乐信号的电平。音乐-通知比率表示音频音乐信号相对于音频通知

信号更安静或更响亮的程度。音乐-通知比率与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相关联。例如，应用程

序对应于不同类型的车辆的品牌和型号。

[0015] 在不同的示例中，音乐-通知比率在娱乐音频处理系统的制造商、车辆的制造商处

或由收听者进行调谐。娱乐音频处理系统可包括用于调谐或优化音乐-通知比率的一个或

多个旋钮。收听者可以调整、重新调整和保存经调谐的音乐-通知比率。当有通知时，娱乐音

频处理系统使用已保存的音乐-通知比率。

[0016] 娱乐音频处理系统向音频音乐信号引入空间变化以将注意力集中在通知音频而

不是音乐音频上。空间变化包括匹配左音频信号信道和右音频信号信道。空间变化还包括

在左音频信号信道和右音频信号信道之间引入量值差和相位差。以这种方式，下游处理器

在空间中以不同方式呈现与音频音乐信号相关联的输出音频信号。因此，在信号路径上早

期引入(或应用)空间变化可以改变下游处理器随后将执行的操作而不直接改变一个或多

个下游处理器的属性。

[0017] 本文示出了娱乐音频处理系统的各种示例性具体实施方式。然而，各种示例性具

体实施方式不应被视为本申请中公开的娱乐音频处理系统的详尽实施方式。

[0018] 图1描绘了娱乐音频处理系统100。娱乐音频处理系统100包括音乐限制器106。音

乐限制器106衰减(或减少)音频信号102。由音乐限制器106接收的音频信号102包括音频音

乐信号中的至少一个。示例性音频信号102对应于娱乐音频(例如，音乐音频)，并且单独的

音频通知信号115涉及导航系统音频指令或传入的手机呼叫。音乐限制器106衰减音频音乐

信号以保持所需的音乐-通知比率。音乐-通知比率表示音乐音频相对于通知音频更安静或

更响亮的程度。音乐-通知比率基于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诸如不同车辆类型的品牌和型

号。

[0019] 图1还示出了处理非娱乐音频信号130以生成经处理的非娱乐音频信号132的非娱

乐音频处理电路128。经处理的娱乐(例如，音乐)音频信号122在下游与经处理的非娱乐音

频信号132组合。图1的娱乐音频处理系统100与非娱乐音频处理电路(未示出)并行工作，诸

如于2015年7月6日提交的标题为“SIMULATING  ACOUSTIC  OUTPUT  AT  A  LOCATION 

CORRESPONDING  TO  SOURCE  POSITION  DATA”的美国专利申请序列号14/791758中所描述

的。

[0020] 音乐限制器106基于音乐-通知比率计算增益参数。增益参数被应用于音频音乐信

号，使得音乐音频比通知音频更安静或更响亮一定分贝(dB)。一个示例的音乐限制器106基

于通知118和音乐120的音量控制信息主动地相对于音频通知信号的电平调整音频音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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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电平。例如，基于通知118和音乐120的音量控制信息的变化来动态调整音乐-通知比

率。

[0021] 例如，当确定车辆的特定品牌和型号的期望音乐-通知比率为10dB(即，音乐音频

的音量比通知音频小10dB)时并且在音乐限制器106确定音频音乐信号相对于音频通知信

号的衰减仅为5dB时，音乐限制器106进一步将音频音乐信号衰减5dB，使得音乐-通知比率

为约10dB。在另一个示例中，当确定音频音乐信号相对于音频通知信号的衰减已经大于或

等于10dB时，音乐限制器106不执行衰减。因此，音乐限制器106使娱乐音频处理系统100能

够保持特定的音乐-通知比率。根据具体实施方式，音乐-通知比率可对应于从6dB至10dB范

围内的值。6dB至10dB范围可与适用于大多数各种车辆品牌和型号的最佳值相关联。

[0022] 根据另一个具体实施方式，音乐限制器106存储多个先前计算的音乐-通知比率。

音乐限制器106基于多个先前计算的音乐-通知比率确定增益参数。音乐限制器106将增益

参数应用于音频音乐信号，使得音乐音频的音量比通知音频低一定dB。先前计算的音乐-通

知比率使音乐限制器106能够预测当特定通知返回时音频通知信号应为多少电平。音乐限

制器106可对应于动态范围限制器或衰减器。

[0023] 娱乐音频处理系统100的实施方式包括混合器108和均衡器110。混合器108和均衡

器110使得收听者对音频音乐信号的空间感知能够发生变化。随着空间感知的变化，关注焦

点从音乐音频偏离到通知音频。混合器108通过使左音频音乐信号和右音频音乐信号彼此

相似而将音频音乐信号部分地或完全地折叠成单声道。例如，混合器108对应于具有S分量

上可调谐衰减的矩阵。与混合器108相关联的算法利用以下等式：

[0024] L_out＝(2-G)/2*L_in+G/2*R_in

[0025] R_out＝(2-G)/2*R_in+G/2*L_in

[0026] 其中G＝0产生立体声，G＝1产生单声道，并且在G的两个可能值之间连续变化。

[0027] 均衡器110在左音频音乐信号和右音频音乐信号之间引入或插入量值差和相位

差。左音频音乐信号的量值和相位相对于右音频音乐信号的量值和相位而变化。引入的量

值差和相位差的结果是音频音乐信号的能量，其跨一个或多个下游处理器输出的所有分

布。扬声器产生的输出声音均匀地分布在收听者周围。引入的量值差和相位差可对应于由

娱乐音频处理系统或车辆的制造商确定的值。根据具体实施方式，针对特定车辆或特定应

用程序优化或调谐所引入的量值差和相位差。均衡器110可对应于双信道全速率有限脉冲

响应(FIR)。在图1中，音乐限制器106依次在混合器108和均衡器110之前定位。另选地，音乐

限制器106的处理可以在混合器108和均衡器110的处理之后发生。

[0028] 图1的娱乐音频处理系统100包括x-消退器112。x-消退器112基于由非娱乐音频处

理电路128发起的通知触发信号114来确定是选择经处理的音频信号124还是未经处理的音

频信号126。通知触发信号114向娱乐音频处理系统100提供存在通知音频的指示。通知触发

信号114由负责生成通知音频的系统输出。

[0029] 经处理的音频信号124对应于由音乐限制器106、混合器108和均衡器110中的至少

一个处理的音频信号102。未处理的音频信号126对应于延迟补偿器116的输出信号。延迟补

偿器116引入与经处理的音频信号124相关联的时间延迟匹配的时间延迟。与经处理的音频

信号124相关联的时间延迟是由音乐限制器106、混合器108、均衡器110或固定衰减器104中

的至少一个引起的。因此，x-消退器112使得数字音频信号122能够逐渐变化，使得收听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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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注意到音频音乐信号的电平相对于音频通知信号的电平的突然改变。下游处理器接收数

字音频信号122并且在空间中以不同方式呈现与数字音频信号122相关联的输出音频信号。

[0030] 根据具体实施方式，娱乐音频处理系统100包括固定衰减器104。固定衰减器104将

音频音乐信号衰减固定的dB量，以向收听者发出模式改变的信号。例如，固定衰减器104可

进一步衰减对应于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音乐-通知比率的音频音乐信号的电平。根据具体实

施方式，娱乐音频处理系统100可由处理器(例如，DSP)实施。

[0031] 图2描绘了娱乐音频处理系统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娱乐音频处理系统200包

括与图1的娱乐音频处理系统100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元件。在该配置中，X-消退器112在x-

消退器112的延迟调整输出和x-消退器的处理输出(即，由固定衰减器104、音乐限制器106

和均衡器110处理)之间进行选择。

[0032] 图3描绘了娱乐音频处理系统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娱乐音频处理系统300包

括与图1的娱乐音频处理系统100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元件。然而，如图3所示，与图1的娱乐

音频处理系统100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元件不包括在娱乐音频处理系统300中。例如，图3的

系统300不包括混合器或均衡器。

[0033] 图4描绘了娱乐音频处理系统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娱乐音频处理系统400包

括与图1的娱乐音频处理系统100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元件。然而，如图4所示，与图1的娱乐

音频处理系统100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元件不包括在娱乐音频处理系统400中。例如，图4的

系统400不包括音乐限制器或音量控制信息。

[0034] 图5描绘了娱乐音频处理系统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娱乐音频处理系统502包

括在前置放大器模块500中。娱乐音频处理系统502可对应于图1至图4的娱乐音频处理系统

100、200、300、400中的一个。经处理的娱乐音频信号508可对应于图1至图4的数字音频信号

122。娱乐音频处理系统502的经处理的娱乐音频信号508被输出至其他信号处理和/或控制

系统504。其他信号处理和/或控制系统504的输出信号506被输入至音频系统的一个或多个

下游处理器。

[0035] 图5还示出了非娱乐音频处理电路506。娱乐音频信号处理电路502和非娱乐音频

信号处理电路506的相应输出在其他信号处理和/或控制系统504的上游被加在一起。经处

理的娱乐音频信号508可在512处与经处理的非娱乐音频510组合。该组合信号514可经历下

游处理504。下游处理504可包括例如将输出信号向上混合到多个信号分量中。

[0036] 另选地或除此之外，经处理的娱乐音频信号508和经处理的非娱乐音频信号510可

以在它们在512处组合之前分别经受下游处理电路516和518。也就是说，在框504处，可以单

独地对经处理的娱乐音频信号508和经处理的非娱乐音频信号510执行下游处理，作为组合

信号的下游处理的替代或补充。

[0037] 图6描绘了表示用于娱乐音频处理系统的方法600的实施方式的流程图。方法600

可以在图1至图4的娱乐音频处理系统100、200、300、400中的一个或图5的娱乐音频处理系

统502中实现。在一个方面，方法600在数字信号处理器中实现。

[0038] 方法600包括在602处接收音频信号。例如，图1至图4的固定衰减器104接收音频信

号。在另一个示例中，图1和图3的音乐限制器106接收音频信号。在另一个示例中，图4的混

合器108接收音频信号。在另一个示例中，图2的x-消退器112接收音频信号。音频信号包括

音频音乐信号或音频通知信号中的至少一个。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9691137 A

7



[0039] 方法600包括在604处基于音乐-通知比率相对于音频通知信号的电平调整音频音

乐信号的电平。例如，图1至图3的音乐限制器106相对于音频通知信号的电平调整音频音乐

信号的电平。

[0040] 方法600包括在606处响应于相对于音频通知信号的电平调整音频音乐信号的电

平而执行空间信号处理。例如，图1、图2和图4的混合器108和均衡器110响应于相对于音频

通知信号的电平调整音频音乐信号的电平而执行空间信号处理。

[0041] 本文所述的功能或其部分，以及其各种修改(下文称为“功能”)可至少部分地经由

计算机程序产品实现，例如在信息载体中有形实施的计算机程序，诸如一个或多个非暂态

机器可读介质或存储设备，用于执行，或控制一个或多个数据处理装置，例如可编程处理

器、DSP、微控制器、计算机、多个计算机和/或可编程逻辑部件的操作。

[0042] 计算机程序可以任何形式的编程语言被写入，包括编译或解释语言，并且它可以

任何形式部署，包括作为独立程序或作为模块、部件、子例程、或适于用在计算环境中的其

他单元。计算机程序可被部署以在一个站点处执行一个或多个处理设备，或者跨多个站点

分布并且通过网络互连。

[0043] 与实现功能的全部或部分相关联的动作可由执行一个或多个计算机程序的一个

或多个可编程处理器或处理设备执行，以执行本文描述的过程的功能。功能的全部或部分

可被实现为专用目的逻辑电路，例如FPGA和/或ASIC(专用集成电路)。

[0044] 适用于执行计算机程序的处理器包括例如通用微处理器和专用微处理器两者，以

及任何类型的数字计算机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一般来讲，处理器将接收来自只读存

储器或随机存取存储器或两者的指令和数据。计算机的部件包括用于执行指令的处理器以

及用于存储指令和数据的一个或多个存储器设备。

[0045]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文所公开的具体设备和

技术进行多种使用和修改。例如，根据本公开的娱乐音频处理系统的所选实施方式可包括

与参考一个或多个前述附图描述的那些相比的全部、更少或不同的部件。所公开的实施方

式应被理解为包含本文所公开的设备和技术中存在或具有的每个新型特征部和特征部的

新型组合，并且仅受所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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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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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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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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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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