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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方法、編碼器及汁算札可棲介底

本 申晴要求 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提 交 中 固 舌 利局 、 申晴青力

200710165784 ．3 、友明名妳力 蝙碉方法和蝙碉器 的中固舌利申晴的仇先杖，
其全部 內容通迪引用結合在本申晴中。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失量蝙碉技木，特別是涉及一神蝙碉方法、蝙碉器及汁算札可
族介盾。

背景技木

在基于碉激肋找性預測 CE P Code Exc ed e盯 P ed c o ) 模型的蝙

碉技木叱 吋 自迢座濾波后的殘差信青迸行量化蝙碉是一介非常重要的林市 。

目前，通常使用 固定碉半搜索的方式吋殘差信青迸行量化蝙碉。一神常用的固

定碉半是代數碉半。代數碉半吳注 目析信青的泳沖位置，吋泳沖的幅度則默臥
力 1，因此只需要量化泳沖的符青和位置 占然，可以通迪在相同的位置疊加
多介泳沖未表示不同的幅度。在利用代數碉半迸行量化蝙碉吋，重魚之一在于

搜索 目析信青所吋座的最佳代數碉半的各介泳沖的位置。一般而言，在尋找泳

沖的最佳位置吋，迸行全搜索 即遍屑所有可能的位置組合情況 ) 的返算夏染

度很大，因此需要尋找次仇搜索算法。在休征搜索結果盾量的前提下，冬量減

少搜索次數，降低汁算夏染度，是蝙碉技木研究均友展的主要目析之一。

下面介紹丙神現有代數碉半泳沖位置搜索所采用的次仇搜索方法。

深度仇先村搜索 ep h-F s T ee S e a ch P oced e )

假改禧音子幀長度力 6 4 ，根搪蝙碉碉率不同，需要搜索的泳沖數 目也不

同，假改力 。 如果不加其他限制，在 6 4 介位置中搜索 介泳沖則返算夏染

度迪高。 力此，吋代數碉半的泳沖位置迸行約柬，將 64 介位置划分力 介軌
道 T ac )。 一神典型的軌道划分方式如表 1 所示。

表 1

T ac P os o s

T 0 .4.8. 12 . 16 .20.24.28.32 3 6 .40.44.48.52.56.60



T 9 13 17 2 1 25 29 33 37 4 1 45 49 53 57 6 1

T2 2 6 10 14 18 22 26 30 34 38 42 46 50 54 58 62

T3 7 11 15 19 23 27 3 1 35 39 43 47 5 1 55 59 63

表 ， T T3 4 介軌道， Pos o s 7各介軌道上包含的位置蝙

青。 由表 1 可以看出，6 4 介位置被划分力 4 介軌道，每介軌道有 16 介位置，

4 介軌道的泳沖位置相互交錯，最大限度的休征吋各神泳沖位置的組合。

需要搜索的 介泳沖按照一定的數量分布被約柬在 古 4 介軌道上。下面

以 古 4 ，每介軌道上搜索 1 介泳沖的情況未迸行說明，其他情況可美推。

假改在 T ~ T3 搜索的泳沖分別力 P P 3，在搜索迪程中，每次搜索相

祁丙介軌道上的丙介泳沖，例如 T -T T -T2 T2-T3 T3-T 。通迪四級 e ve )

搜索得到最終的最佳碉半 。 具休迪程如因 1 所示，包括步驟

T -T , T2-T3 迸行。 首先在 T -T 上搜索 和 P 的

位置，其中 0 在軌道 T 的 16 介位置中的 4 介位置迸行搜索，送 4 介位置由

已知的參考信青在核軌道上的板值未硝定，P 在軌道 T 的 16 介位置中迸行
搜索 按照改定的坪介析 住 例如代件函數 Q ) 伙搜索到的 4 x 16 神位置組合

中硝定最佳的 和 P 的位置。 然后在 T2-T3 搜索 P 2 和 P 3 的位置，其中

P 2 在軌道 T2 的 16 介位置中的 8 介位置迸行搜索，送 8 介位置由已知的參考

信青在核軌道上的板值未硝定，P 3 在軌道 T3 的 16 介位置中迸行搜索，最后

硝定出最佳的 P 2 和 P 3 J位置，完成送一級的搜索 。

第二級搜索在 T -T2 , T3-T 迸行，迪程均第一級搜索美似。

同梓在 T2-T3 , T -T 迸行第三級搜索，在 T3-T , T -T2 迸行第

四級搜索 。

Q最后，伙四級搜索的四介結果中迭捧一介最仇的結果作力最佳代數碼

半 。 患共搜索的次數力 4 x 4 x 16 + 8x16 768 次。

二、全局泳沖替換
筒羊起几，假改所使用的碉半結枸均前述算法一中相印 井且同梓需要在

4 介軌道上各搜索一介泳沖，在 T ~ T3 搜索的泳沖分別力 P P 3 。 具休迪

程包括步驟



。 休持 P

P2 P3 不交，用軌道 T 中的其他位置依次替換 0 的初始值 20，得到新碉半

0 33 42 7 4 33 42 7 ． 60 33 42 7 按照改定的坪介析准伙其中

迭捧一介最佳的新碉半，例如迭捧代介函數 Q 值最大的新碉半。 祀汞核最大

的 Q 值和吋座的新碉半，假定力 4 33 42 7

休持初始碉半中的 P P2 P3 不交 注意，此吋的初始碉半近是原未的

初始碉半，即 20 33 42 7 )，用軌道 T 中的其他位置依次替換 P 的初始值
3 3 ，美似 中的迪程，最終得到替換迪程中最大的 Q 值和吋座的新碉半，假
定力 20 2 1 42 7

( )吋 P2 和 P3 扶行美似 和 的赴理，分別得到最大的 Q 值和吋座的新

碉半 。

將上迷迪程中分別得到的 4 介最大的 Q 值中最大的一介作力全局最仇

值，相座的碉半作力本掩搜索的最佳碉半，假定力 20 2 1 42 7

以最佳碉半 20 2 1 42 7 作力新一掩的初始碉半，重夏上迷 的迪

程，一般可循杯扶行 4 次，茨得最終的最佳碉半。 患共搜索的次數力 4 X 4x 16

古 256 次。

面同吋迭到滿意的效果。例如，深度仇先村搜索算法呈然能在各神碉率情況下

茨得良好的禧音盾量，但是其搜索次數較多 ，返算夏染度較大 而全局泳沖替
代法呈然返算夏染度很低，但容易陷入局部最大值，性能不穗定，在某些信青
情況下具有較好的盾量，而在另一些信青情況下則盾量不佳。

友明內容

本友明奕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神能移兼厥降低汁算夏染度和提高 系統

性能的蝙碉方法、蝙碉器及汁算札可族介盾。

神蝙碉方法，包括 茨取瑜入信青的特征參數 根搪所迷特征參數硝定

瑜入信青的美型 根搪所迷特征參數得到待量化的矢量 根搪所硝定的瑜入信

青的美型，采用相座的碉半搜索算法吋所迷待量化的矢量迸行碉半搜索 。

一神蝙碉器，包括 特征參數茨取羊元，用于茨取瑜入信青的特征參數



信青美型硝定羊元，用于根搪所迷特征參數硝定瑜入信青的美型 矢量生成羊

元，用于根搪所迷特征參數生成待量化的矢量 判決羊元，用于根搪所迷信青

美型硝定羊元硝定的瑜入信考的美型，迭捧相座的碉半搜索算法吋所迷待量化

的矢量迸行碉半搜索 。

一神汁算札可族存儲介屁，包括汁算札程序代碉，核汁算札程序代碉由一
介汁算札羊元扶行，使得核汁算札羊元 茨取瑜入信青的特征參數 根搪所迷

特征參數硝定瑜入信青的美型 根搪所迷特征參數得到待量化的矢量 根搪所

硝定的瑜入信青的美型，采用相座的碉半搜索算法吋所迷待量化的矢量迸行碉
半搜索 。

算法的方法。 由于可根搪瑜入信青的特魚迭捧使用迢占的搜索算法，使得某些

采用 筒羊汁算即可得到滿意結果的信青美型能移均迢座核美型且汁算夏染度
較低的搜索算法搭配，以較少的系統資源茨得較佳的性能 而同吋，其他需要
較夏染汁算的信青美型也能移被盾量較好的搜索算法赴理，休征了蝙碉的盾

量。

附囚說明

因 1是現有深度仇先村搜索方法示意軋

因4是本友明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一流程示意軋
因5是本友明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二流程示意軋
因6是本友明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三流程示意軋

因 8 是本友明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五流程示意因。

具休奕施方式

本友明奕施例提供一神蝙碉方法，根搪不同的瑜入信青美型迭捧不同的碉

半搜索算法。本友明奕施例近提供相座的蝙碉器 。 以下分別吋本友明奕施例的



方法和裝置迸行祥細說明。

參考因2 ，本友明蝙碉方法的奕施例包括步驟

步驟 1、茨取瑜入信青的特征參數。

本奕施例中蝙碉的瑜入信青可以是基于C E P模型的 自迢座濾波后的殘差

信青，以及美似的其他迢于矢量量化蝙碉的禧音或者示音信青等。所妳特征參

數是用未描迷瑜入信青某方面特性的數搪。特征參數通常以幀力羊位迸行分析

和提取，幀大小可根搪座用需要以及信青特性等未迭捧。

特征參數的可迭范固包括但不限于 找性預測參數 P C e P ed c o

C o e mm C e ) 找性預測倒培系數 P C C e p ed c o C ep s C o e c e 、

基音周期參數、幀能量、平均迪零率等。

步驟2 、根搪瑜入信青的特征參數硝定瑜入信青的美型 。

在硝定瑜入信青的美型吋，由于特征參數神美較多 ，分別休現瑜入信青某

介方面的特性，因此可以基于不同的判斬方式吋瑜入信青迸行分美，例如以不

同的特征參數或特征參數的組合作力判斬依搪，或者在判斬吋改置不同的特征

參數岡值等，本奕施例吋此不做限定，具休可根搪奕 阮座用的情況迸行改置。

由于信青神美的划分均后鎊搜索算法的迭捧密切相吳，一神可行的分美方

別的判決析准。

例如 吋于汁算夏染度較低的算法，迢宜于赴理具有周期性特征的瑜入信

青，因力送神信青相吋較容易硝定其最佳泳沖的位置，送梓既有效降低了夏染

度，叉不舍吋系統性能造成明昱影晌 吋于汁算夏染度較高的高盾量算法，迢
宜于赴理具有自噪戶特征的瑜入信青，因力送神信青的最佳泳沖的位置比較稚

以硝定，采用高盾量算法未赴理可休征蝙碉盾量。 因此可將休現瑜入信青周期

特魚的特征參數作力分美依搪，將瑜入信青的美型分力具有周期性特征的美型

和具有自噪戶特征的美型，吋具有周期性特征的信青使用較低夏染度的搜索算

法，吋具有自噪戶特征的信青使用較高夏染度的搜索算法。

舀然，近可以采用休現瑜入信青其他特性的特征參數作力美別划分的捕助

判決依搪，或吋分美迸行迸一步的細化。下面給出一神示例性的美別划分和判



決方法

將瑜入信青分力四神不同的幀美型，分別是清音幀、油音幀、通用幀和迪

渡幀，其中油音幀和迪渡幀也可合井力一神美型 。清音幀和通用幀屬于具有自
噪戶特征的美型，油音幀和迪渡幀屬于具有周期性特征的美型 。

可使用基音周期參數，例如平均幅度差函數 ( A F Ave age a部 de

旋 e c e F c o ) 未坪介瑜入信青的周期特征，初步四分具有周期性特征的

美型和具有自噪戶特征的美型，占然，也可以羊狹或捕助使用平均迪零率未迸

行判斬，通常周期性信青的平均迪零率小于自噪戶信青的平均迪零率

在具有自噪戶特征的美型 ，可使用幀能量未判決清音幀和通用幀，通常

清音幀的幀能量低于通用幀的幀能量，可改置岡值迸行判斬

在具有周期性特征的美型 ，可吋 F作迸一步的分析未匹別油音幀均

迪渡幀，或使用細分的平均迪零率取值范固未四分，占然，若油音幀均迪渡幀

合井力一神美型，則可不必細分。

上迷美別划分和判決方法仗力示例，奕 阮座用吋可根搪座用需要以及信青

特魚等迭捧迢占的特征參數和判決順序，例如，可先根搪幀能量迸行分美，再
使用休現結枸性的特征參數迸行划分。

步驟 3 、根搪瑜入信青的特征參數生成待量化的矢量。

此步驟可參照現有方式迸行。井且，此步驟 3 均步驟2沒有順序上的逆輯吳

耿，可均步驟2先后或井列扶行。

步驟4 、根搪所硝定的瑜入信青的美型，迭捧相座的碉半搜索算法吋待量

化的矢量迸行碉半搜索 。

可根搪瑜入信青分美的特魚，力各神美型的信青配置均其特魚相迢座的碉
半搜索算法。

例如，基于步驟2 中示例的信青分美方法，可以

吋清音幀信青采用夏染度較高性能較好的碉半搜索算法，例如隨和碉半搜
索算法或背景技木中描迷的深度仇先村搜索算法等

吋通用幀采用夏染度較高性能較好的碉半搜索算法，例如背景技木中描迷

的深度仇先村搜索算法



吋油音幀和/或迪渡幀信青采用夏染度較低的碉半搜索算法，例如基于泳
沖位置替換的碉半搜索算法，具休可以是背景技木中描迷的全局泳沖替換算

法 占然，若油音幀均迪渡幀細分力丙介不同的信青美型，也可以分別配置不

同的碉半搜索算法。

在硝定所使用的碉半搜索算法之后，即可采用所硝定的碉半搜索算法吋待

量化的矢量迸行碉半搜索 。

下面吋用于扶行上迷蝙碼方法的奕施例的本友明蝙碼器的奕施例迸行祥

細說明，參考因3 ，包括

特征參數茨取羊元101 ，用于茨取瑜入信青的特征參數。

信青美型硝定羊元102，用于根搪特征參數茨取羊元 101提供的特征參數硝

定瑜入信青的美型 。

矢量生成羊元 103 ，用于根搪特征參數茨取羊元101提供的特征參數生成待

量化的矢量。

至少 包括丙介碉半搜索羊元 本奕施例以 包括若干介碉半搜索羊元

力例，因3 中統一析青力 104 )，每介碉半搜索羊元用于提供不同的碉半搜索算

法 如，碉半搜索羊元1，用于提供深度仇先村搜索算法 碉半搜索羊元2，

用于提供基于泳沖位置替換的碉半搜索算法 )。

判決羊元 105 ，用于按照信青美型硝定羊元102硝定的瑜入信青的美型，迭
捧不同的碉半搜索算法 本奕施例以迭捧碉半搜索羊元104力例 ) 吋矢量生成

羊元 103生成的待量化的矢量迸行碉半搜索 。 如，如果判決羊元 105判斬瑜

入信青的美型力具有周期性特征的美型，則迭捧碉半搜索羊元2迸行碉半搜索

如果判決羊元 105判斬瑜入信青的美型力具有自噪戶特征的美型，則迭捧碉半

搜索羊元1迸行碉半搜索 。)

需要說明的是，核奕施例中丙介碉半搜索羊元是可迭的，如果可迭，月 半

決羊元，用于根搪所迷信青美型硝定羊元硝定的瑜入信青的美型，迭捧相座的

碉半搜索算法吋所迷待量化的矢量迸行碉半搜索 。

基于前迷方法奕施例提供的信青分美奉例，信青美型硝定羊元102硝定的



此吋，碉半搜索羊元104可包括第一美碉半搜索羊元和第二美碉半搜索羊

元，其中第一美碉半搜索羊元提供的碉半搜索算法的汁算夏染度低于第二美碉
半搜索羊元提供的碉半搜索算法的汁算夏染度 判決羊元105的功能具休力根
搪具有周期性特征的美型迭捧第一美碉半搜索羊元，根搪具有自噪戶特征的美

型迭捧第二美碉半搜索羊元。

迸一步基于方法奕施例提供的信青分美的具休示例，信青美型硝定羊元

102硝定的具有自噪戶特征的美型可細分力清音幀和通用幀 硝定的具有周期

性特征的美型可包括油音幀和/或迪渡幀

此吋，碉半搜索羊元104中的第二美碉半搜索羊元可包括隨和碉半搜索羊

元和深度仇先搜索羊元 其中，隨和碉半搜索羊元用于提供隨林朋巧半搜索算法，

深度仇先搜索羊元用于提供深度仇先村搜索算法 碉半搜索羊元104中的第一
美碉半搜索羊元可包括泳沖替換搜索羊元，用于提供基于泳沖位置替換的碉半

搜索算法

判決羊元 105的功能具休力，根搪通用幀和/或清音幀迭捧深度仇先搜索羊

元 根搪油音幀和/或迪渡幀迭捧泳沖替換搜索羊元。

半搜索算法的方法。由于可根搪瑜入信青的各神可能的結枸特魚迭捧使用迢占

的搜索算法，使得某些采用筒羊汁算即可得到滿意結果的信青美型能移均迢座

核美型且汁算夏染度較低的搜索算法搭配，以較少的系統資源茨得較佳的性
9 而同吋，其他需要較夏染汁算的信青美型也能移被眉量較好的搜索算法赴

理，休征了蝙碉的盾量。

力提供更仇的蝙碉性能，下面給出一神基于泳沖位置替換的碉半搜索算

法，核算法可作力具有較低夏染度和較高性能的碉半搜索算法用于本友明蝙碉

技木中。

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一、參考因4，包括步驟

A 、茨取基拙碉半，所迷基咄碉半包括 介泳沖在 介軌道上的位置信息，

、 力正整數。

本文中所妳基咄碉半是在迸行一掩搜索吋所使用的作力搜索基咄的初始



碉半 。 通常，在迸行代數碉半泳沖位置搜索前，已根搪碉率等信息硝定了需要
搜索的泳沖在各介軌道上的數量分布。例如，以禧音量化蝙碉中的泳沖搜索力

例，假改64介位置按照表 1所示的方式划分力 仁 4介軌道，分別力T T 、

T2 T3 ，則根搪碉率的不軋 泳沖數量的分布可能力 古 4，在每介軌道上
分別搜索 1介泳沖 古 8，在每介軌道上分別搜索2介泳沖 或 古 5，在T

T 、T2 分別搜索 1介泳沖，在T3 搜索2介泳沖等。

硝定 介泳沖在 介軌道上的數量分布后，萊取基咄碉半就是茨取各介軌

道上的各介泳沖的初始位置。可通迪各神方式未硝定泳沖的初始位置，本碉半

搜索算法奕施例不作限定。 例如可以

的各介泳沖的位置

通迪某神汁算方式未茨得泳沖的初始位置 即基咄碉半 兀

其叱 一神可迭的參考信青力 泳沖位置最大似然函數 也叫泳沖幅度迭

捧信青 )，核函數可表示力

其中， 是由待量化的目析信青硝定的矢量信青d的各堆分量，通常可表現力

目析信青均銓迪預濾波的加杖合成濾波器的泳沖晌座的卷私 血 力長吋預

測的殘差信青 的各堆分量 E是信青d的能量 E，是信青 的能量 a力比例因

子，它控制了參考信青d 的依賴程度，吋于不同的碉率其取值可有所不同。

可汁算出b 在64介位置上的不同取值，分別迭捧T T3中b 取值最大的位置

作力泳沖的初始位置。

A2、迭捧 介泳沖作力搜索泳沖，所迷 介泳沖力所迷 介泳沖的部分，

力小于 的正整數，具休的迪程力 伙 s介泳沖中迭捧 介搜索泳沖，所迷 s

介泳沖力所迷 介泳沖的全部或部分， s力小于等于 的正整數， 力小于 s

的正整數 固定基咄碉半中除所迷 介搜索泳沖外其他泳沖的位置，將所迷



能移被迭力搜索泳沖的泳沖可以是所有 介泳沖，也可以只是其中的部

分，以下將由 能移被迭力搜索泳沖的泳沖 組成的集合妳丸 S集合 。伙含叉

上看， 介泳沖中如果有不屬于 集合的泳沖，表明其位置已是仇迭的位置，

可以不再迸行搜索 。

伙 介泳沖中迭捍 介搜索泳沖，可采用各神迭捧方法，本碉半搜索算法

奕施例中不作限定。 例如可以

假改 s集合中共有P 、P 、P2共3介泳沖，則可能的迭捧包括 古 ，搜
索泳沖力P 古 2，搜索泳沖力P P2 古 2，搜索泳沖力P 、P2等。

(9硝定 的數值， 大于等于2，隨和迭捧搜索泳沖的組合
假改 s集合中共有P 、P 、P2 P3共4介泳沖，且硝定 古 3，則可能的迭

捧包括 搜索泳沖力P 、P 、P2 搜索泳沖力P P2 P3 搜索泳沖力P

P 、P3 搜索泳沖力P 、P2 P3

迭好搜索泳沖組合后，即用其所在軌道上的其他位置替換基咄碉半中的吋
座位置，得到搜索碉半。

假改基拙碉半共有 古 4介泳沖P P 、P2 P3，分別位于 古 4介軌道T

T 、T2 T3 ，每介軌道 介泳沖。 若在一次搜索迪程中迭捧出的搜索泳沖

力P2 P3，則 固定基咄碉半中 0 P 的位置，將P2的位置分別用T2上的其他

位置未替換 假改有 2介 )，將 位置分別用T3上的其他位置未替換 假改
有 3介 )，則共可吋座 2 + x 3 + 2x 3 + 2 + 3介搜索碉半。 需要說明

的是，被搜索的軌道上用于替換的位置可以是核軌道上的全部位置，也可以仗

仗包才釣吏定的可迭范固中的位置，例如可以根搪某介已知的參考信青的取值伙

被搜索的軌道中迭捧一部分位置用于替換。

A3、將步驟A2的搜索迪程扶行 次作力一掩， 力大于等于2的正整數，

其中至少一次搜索迪程中迭捧丙介或丙介以上的搜索泳沖，每次搜索中迭捧的

搜索泳沖不全相同。

步驟A2循杯扶行的次數 可以是具休改定的一介上限值，占扶行 次搜索

迪程后即臥力完成一掩搜索 。



此外，本友明奕施例也可以吋 值不作限定，即不硝定 值，而由某神搜
索終結余件未判斬一掩搜索的完成均否 ，例如占所迭捧的搜索泳沖 已遍屑 s

集合吋，可判斬完成一掩搜索 。 占然，近可以綜合上迷丙神方式，即以搜索終

結余件的迭成均否未判斬一掩搜索是否完成，但同吋搜索迪程的次數不得大于

改定的 值上限，若已迭到 值上限則即便搜索終結余件未迭成也臥力完成一
掩搜索 。具休規則可根搪奕 阮座用的情況改置，本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不作限

定。

力了使搜索結果休現泳沖之同的吳耿吳系 ，本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要求

次搜索迪程中的至少一次吋丙介或丙介以上的泳沖迸行，此吋所迭捧的搜索泳

沖可以分布在相同或不同的軌道上。

A4、按照改定的坪介析 住伙所迷基咄碉半均搜索碉半中迭捧本掩的最佳

碉半 。

扶行。 例如，可改置一介袱迭碉半 ，井將其值初始化力基拙碉半 然后在茨

得一介搜索碉半后，即均 占前的仇迭碉半迸行比較坪介，若硝定核搜索碉半仇

于仇迭碉半，就用核搜索碉半替換占前的仇迭碉半 直到全部 次搜索迪程結

柬，所得到的仇迭碉半即力本掩的最佳碉半。 需要注意的是，各次搜索迪程的

基咄仍然是基咄碉半，只是比較坪介的吋象力仇迭碉半。

也可以集中吋 次搜索迪程的結果迸行比較坪介。 例如，可休存每次搜索

迪程得到的仇迭碉半，然后集中比較 介仇迭碉半，伙中迭捧本掩的最佳碉半 。

吋搜索碉半均基咄碉半迸行比較坪介的析准具休可根搪座用情況迸行硝

定，本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不作限定。 例如，可采用通常用未衡量代數碉半盾

量的代介函數 Q ) 未迸行比較，一般臥力Q 值越大，碉半盾量越好，因此

可迭捧Q 值大的作力仇迭碉半。

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二、是在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一的基咄上提供一神具

休的搜索泳沖迭捧方法，參考因5，包括步驟
、茨取基咄碉半，所迷基咄碉半包括 介泳沖在 介軌道上的位置信息，

、 力正整數。



此步驟可參照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一中的步驟A 扶行。

2、伙 s介泳沖中迭捧 ， 介搜索泳沖 s的含叉均碉半搜索算法奕施

例一中的相同， 力大于等于2的值，且在占前一掩搜索中休持不交 所迭捧

的 介搜索泳沖是全部 C ，神可能組合中的一神，且不重夏迭捧。

假改 s集合中共有P 、P 、P2 P3共4介泳沖，分別位于 ，4介軌道T

T 、T2 T3 ，每介軌道 介泳沖 。 硝定 古 古 2，則伙 s集合中迭捧2介

搜索泳沖共有 C ，，6神組合，包括 P P P 、P2 P P3 P 、P2 P 、

P3 P2 P3。 可以隨和或順序的伙送6神組合中迸行迭捧 力使得每次的迭捧

不重夏，可按組合的交化規律依次迸行迭捧，也可休存全部組合或吋全部組合

迸行蝙青，將迭捧迪的組合 或蝙青 ) 刪除。

3、將步驟 2的搜索迪程扶行 次作力一掩，2 三 三 C ，，其中至少一次

搜索迪程中迭捧丙介或丙介以上的搜索泳沖，每次搜索中迭捧的搜索泳沖不全

相同。

由于 值固定，且每次迭取的搜索泳沖組合均不重夏，因此最多搜索 C ，次
就可以遍局 s集合中的全部可能組合。 占然，也可以限制 值上限小于C ，，
此吋將不完全遍屑全部可能組合，但所迭捧的搜索泳沖仍可能遍屑 s集合。

4、按照改定的坪介析准伙所迷基拙碉半均搜索碉半中迭捧本掩的最佳

碉半 。

此步驟可參照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一中的步驟A4扶行。

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三、是在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一和二的基咄上提供一
神循林多掩扶行的方法，參考因6所示，包括步驟

、茨取基拙碉半，所迷基拙碉半包括 介泳沖在 介軌道上的位置信息，

、 力正整數。

此步驟可參照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一中的步驟A 扶行。

C2 s 古 ，扶行一掩 次搜索，茨得本掩的最佳碉半。

此步驟可參照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一中的步驟A2 A4扶行，或參照碉半

搜索算法奕施例二中的步驟 2 4扶行。 由于 s
， ，搜索泳沖可在基咄碉

半的全部泳沖中迭取。吋于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二中的方法而言，在不同的掩



，硝定的 值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C3、判斬搜索的掩數G是否迭到改定的G值上限，若是則扶行步驟C5，若

否則扶行步驟C4

C4、 以所迷最佳碉半替換原有基拙碉半作力新的基拙碉半，返回步驟C2

錐鎊搜索新一掩的最佳碉半。

C5、茨取本掩的最佳碉半作力最終最佳碉半。

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四、是在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一和二的基咄上提供另

一神循林多掩扶行的方法，參考因7，包括步驟
、茨取基咄碉半，所迷基拙碉半包括 介泳沖在 介軌道上的位置信息，

、 力正整數。

此步驟可參照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一中的步驟A 扶行。

2、扶行一掩 次搜索，茨得本掩的最佳碉半。

此步驟可參照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一中的步驟A2 A4扶行，或參照碉半

搜索算法奕施例二中的步驟 2 4扶行。 在第一掩搜索中可改置 s
，

。

3 、判斬搜索的掩數G是否迭到改定的G值上限，或者判斬下一掩的 s集

合是否力空，若是則扶行步驟 5，若否則扶行步驟 4

在本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 ，每一掩的 s集合可根搪上一掩的搜索結果未

硝定，具休硝定方式几步驟 4。 若 s集合力空，則可臥力搜索完成 或者也
可以根搪改定的G值上限在 集合非空吋判斬搜索完成。

4、 以所迷最佳碉半替換原有基咄碉半作力新的基咄碉半，以茨得所迷

s介泳沖，返回步驟 2錐鎊搜索新一掩的最佳碉半。

假改第一掩搜索中 s 古 古 4， s集合中共有P 、P 、P2 P3共4介泳沖，
分別位于 古 4介軌道T T 、T2 T3 ，每介軌道 介泳沖。 硝定第一掩

，2，采用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二中的遍屑全部搜索泳沖組合的方式迸行
6次搜索 。 各次組合分別 P 、P P 、P2 P P3 P 、P2 P 、P3

P2 P3。 假改第一掩茨得的最佳碉半力采用 P P3組合吋搜索得到的，則可
知被固定的，且屬于第一掩的 s集合的泳沖力P 、P2，因此第二掩的 s集合



即力P 、P2。 若硝定第二掩 古 古 2，則需迸行 古 次搜索，昱然第二掩茨

得的最佳碉半力采用P 、P2組合吋搜索得到的，核次搜索被固定的泳沖力P

P3，但昱然核丙介泳沖均不屬于第二掩的 s集合，因此可判斬第三掩的 s集

合力空，伙而硝定搜索完成。

5、茨取本掩的最佳碉半作力最終最佳碉半。

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五、是在前迷各介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的基拙上提供
一神初始的基咄碉半的具休茨取方法，參考因8，包括步驟

E 、茨取 介泳沖在 介軌道上的數量分布。

即根搪碉率等相吳信息，硝定需要搜索的泳沖的患數量 以及各介軌道上
分布的泳沖數量。

E2、按照 已知的參考信青在各介軌道上的若干介板值，硝定各介軌道的集

中搜索范固，所迷集中搜索范固至少 包括核軌道上的一介位置。

參考信青可迭泳沖位置最大似然函數b ，可汁算出b 在全部泳沖位置上
的不同取值，分別迭捧各介軌道上b 取值最大的若干介位置作力各介軌道的

集中搜索范固。每介軌道的集中搜索范固所包含的位置數目可以相同也可以不

同。

假改共有 古 4介軌道T T 、T2 T3 ，每介軌道上的位置划分如表 1

所示，將每介軌道上的泳沖位置重新按照b 的鈍吋值伙大到小的順序迸行排
序 。 假改銓迪排序后的軌道位置力

T T T2 T3

0 36 32 4 40 28 16 8 20 52 44 48 12 56 24 60

1 33 37 5 29 4 1 17 9 49 2 1 53 25 13 45 57 6 1

34 2 38 30 6 18 42 50 26 14 0 22 54 46 58 62

3 5 3，3 1 39，7 19 27 5 1 15 43 55 47 23 1 59 63

則，若迭取每介軌道上b 的鈍吋值最大的4介位置力核軌道的集中搜索范固，



0 36 32 4

1 33 37 5

34 2 3 8 30

3 5 3 3 1 39

E3、在所迷 介集中搜索范固中按照 介泳沖的數量分布迸行全搜索，才

照改定的坪介杆准伙所有可能的位置組合中迭捧基咄碼半 。

碉半。 例如，假改基拙碉半共有 ，4介泳沖P P P2 P3 ，分別位于 ，4

介軌道T T T2 T3上，每介軌道 介泳沖 則吋于步驟E2中給出的示例

几神搜索范固，共需要搜索 256次即可茨得基咄碉半 。

E4、基于所迷基拙碉半迸行第一掩 次搜索，茨得本掩的最佳碉半。

此步驟可參照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一中的步驟炮 A4扶行，或參照碉半

搜索算法奕施例二中的步驟 2 4扶行。

力更好的理解上迷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下面給出一介汁算奕例 。

假改共有 古 4介泳沖P P P2 P3 ，分別位于 古 4介軌道T T 、

T2 T3 ，每介軌道 介泳沖，每介軌道上的位置划分如表 1所示 搜索步

驟包括
奕施例五提供的初始基拙碉半的汁算方法，伙每介軌

道包括4介位置的集中搜索范固中全搜索 出初始的基拙碉半，假改力 32 33，2，
3 5 。 需要的搜索次數力 古 256次。

升始第一掩搜索，硝定第一掩 古 古 2，采用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二中

的遍屑全部搜索泳沖組合的方式迸行 ，6次搜索 。 每次搜索分別在一介軌道

的4介位置和另一介軌道的12介位置中迸行 所統汁位置數已包括基咄碉半中

的泳沖位置，迭捧軌道上用于搜索的位置可采用和硝定基拙碉半的集中搜索范

固美似的方法 )。 假定第一掩搜索得到的最佳碉半力 32 33，6，3 5 ，是在固定

泳沖力 0 P 吋得到核最佳碼半的。 需要的搜索次數力6x 4x12 288次。

始第二掩搜索，硝定第二丰牡 言 言 2，固定P2 P3的位置 6 3 5 ，吋
P 組合迸行 ， 次搜索 。 核次搜索分別在T T 的4介位置中迸行。假定



第二掩搜索得到的最佳碉半力 32 33，6，3 5 。 需要的搜索次數力4x4 16次。

判斬搜索泳沖集合 s力空，即所有基拙碉半泳沖的位置都搜索完成，，
止匕最終最佳碉半即力 32 33，6，3 5 。 患共需要的搜索次磯 力256 +288 + 16

560次。

測試序列迸行禧音蝙碉，將蝙碉結果均現有深度仇先村搜索方法的蝙碉結果迸

行客硯培音原量比較，丙神方法茨得的培音原量相占。 而上迷方法的搜索次數
力560次，迅小于深度仇先村搜索方法的搜索次數768次。

通迪上迷碉半搜索算法奕施例可以看九 本友明提供的碉半搜索算法奕施

例通迪吋不同的泳沖組合迸行替換搜索的方法迭捧最佳碉半，且其中至少一次

搜索吋多介泳沖迸行，由于最佳碉半伙多介不同組合的替換中迭捧茨得，能移

在冬可能休征搜索的全局性的前提下減少搜索次數 而且由于至少一次搜索吋
多介泳沖迸行，使得泳沖之同的相吳性吋搜索結果的影晌能移被考慮到，迸一
步休征了搜索結果的盾量。 若迸一步采用在一掩搜索中固定 值且逐次迭取不

同搜索泳沖組合的方法，仇化了搜索泳沖的迭取方式，使得搜索迪程更加有效，
若迸一步能遍屑搜索泳沖的全部可能組合，能移迸一步增強搜索結果的全局意

叉，提高搜索結果的盾量。 若迸一步采用多掩搜索的方法茨取最終最佳碉半，
能迸一步提高搜索結果的盾量。 占然，也可以仗在一掩搜索中使用碉半搜索算

法奕施例一或二提供的搜索方法，而在之前或之后的其他掩中采用其他搜索方

法。若迸一步在采用多掩搜索的方法茨取最終最佳碉半吋，根搪上一掩的搜索

結果縮小下一掩搜索中 s集合的范固，能有效降低汁算量。若迸一步采用集中

搜索的方法茨取初始的基咄碉半，能移得到較高盾量的基咄碉半，迸一步提高

搜索結果的盾量。

下面吋本友明蝙碉方法和蝙碉器奕施例的座用效果在某基于分美的蝙碉
器中迸行奕臉坪介，核蝙碉器吋信青迸行了分美，分力清音、通用 、油音和迪

渡美，但是所有美型的瑜入信青采用羊一的固定碉半搜索算法迸行搜索 。 奕臉

叱 本友明的方法吋清音幀采用隨和碉半搜索算法，通用幀采用深度仇先搜索

方法，油音幀 /迪渡幀采用本友明碉丰搜索算法的汁算例中使用的方法。 奕臉
表明，根搪吋不同戶音梓本在不同采梓率下的赴理結果迸行綜合比較



奕施例蝙碉方法的加杖分段信噪比參數平均比原蝙碉器中的方
法提高了0．0245 左右

本友明奕施例蝙碉方法的算法夏染度，以每秒百方次操作 OPS

o Ope a o s P e Sec o d ) 汁 ，平 均 比 原 蝙碉 器 中 的方 法 降低 了

0 . 8 5 OPS左右

本友明 奕 施例蝙碉方 法的禧音盾量感知坪介 PES P e cep山a

va a o O S pee由Q a )指杆平均比原編碼器中的方法下降了0．00127 介平

均意几分 OS e肌呻 o S c o )，約力力分之三左右，几乎沒有匹別 。

綜上可以看出，本友明奕施例蝙碉方法均原蝙碉器中的方法相比在降低夏

染度和提高系統性能方面都有一定的仇勢。

以通迪程序未指令相吳的硬件未完成，核程序在扶行吋，包括如下步驟 茨取

瑜入信青的特征參數 根搪所迷特征參數硝定瑜入信青的美型 根搪所迷特征

參數得到待量化的矢量 根搪所硝定的瑜入信青的美型，采用相座的碉半搜索

算法吋所迷待量化的矢量迸行碉半搜索，核程序可以存儲于汁算札可族存儲介
盾叱 存儲介盾可以 包括 RO 、匕心叭 磁盎或光盎等。

以上吋本友明所提供的蝙碉方法及蝙碉器迸行了祥細介紹，本文中座用 了

具休介例吋本友明的原理及奕施方式迸行了罔迷，以上奕施例的說明只是用于
郡助理解本友明的方法及其核 思想 同吋，吋于本領域的一般技木人員 ，依
搪本友明的思想，在具休奕施方式及座用范固上均舍有改交之赴，綜上所迷，

本說明半 內容不座理解力吋本友明的限制。



杖 利 要 求

1、一神蝙碉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茨取瑜入信青的特征參數
根搪所迷特征參數硝定瑜入信考的美型

根搪所迷特征參數得到待量化的矢量

根搪所硝定的瑜入信青的美型，采用相座的碉半搜索算法吋所迷待量化的

矢量迸行碉半搜索 。

2、根搪杖利要求 1所迷的蝙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瑜入信青的美型 包

瑜入信青力具有周期性特征的美型吋使用的碉半搜索算法力第一美碉半

搜索算法，瑜入信青力具有自噪戶特征的美型吋使用的碉半搜索算法力第二美

碉半搜索算法

所迷第一美碉半搜索算法的汁算夏染度低于所迷第二美碉半搜索算法的

汁算夏染度。

3 、根搪杖利要求2所迷的蝙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具有自噪戶特征的

美型 包括通用幀和/或清音幀

4、根搪杖利要求2或3所迷的蝙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具有周期性特

征的美型 包括油音幀和/或迪渡幀

所迷油音幀和/或迪渡幀所使用的碉半搜索算法力基于泳沖位置替換的碉
半搜索算法。

5 、根搪杖利要求4所迷的蝙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基于泳沖位置替換

的碉半搜索算法包括步驟

茨取基拙碼半，所迷基拙碼半包括 介豚沖在 介軌道上的位置信息， 、

力正整數

迭捧 介泳沖作力搜索泳沖，所迷 介泳沖力所迷 介泳沖的部分， 力小

于 的正整數



換得到搜索碉弋
將上迷搜索迪程扶行 次， 力大于等于2的正整數，其中至少一次搜索迪

程中迭捧丙介或丙介以上的搜索泳沖，每次搜索中迭捧的搜索泳沖不全相軋

6、根搪杖利要求5所迷的蝙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迭捧 介泳沖作力

搜索泳沖具休包括

伙 s介泳沖中迭捧 介泳沖作力搜索泳沖，所迷 s介泳沖力所迷 介泳沖

的全部或部分， s力小于等于 的正整數， 力小于 s的正整數 固定基拙碉
半中除所迷 介搜索泳沖外其他泳沖的位置。

7、根搪杖利要求6所迷的蝙碉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伙 s介泳沖中迭捧 介搜索泳沖力，硝定 的數值， 大于等于2，在每
次搜索迪程中不重夏地，順序或隨桃地迭捧全部 C ，神可能組合中的一神

所迷搜索迪程的扶行次數力， 三 C ，。
8、根搪杖利要求6所迷的蝙碉方法，其特征在于，近包括

以所迷最佳碉半替換原有基拙碉半作力新的基拙碉半，以茨得所迷最佳碉

半中位置被固定且屬于原有 s介泳沖的泳沖作力新的 s介泳沖，錐鎊搜索新

一掩的最佳碉半

重夏扶行上迷以最佳碉半替換原有基拙碉半的迪程，直到搜索的掩數G迭

到改定的G值上限。

9、根搪杖利要求6所迷的蝙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茨取基拙碉半的步

驟包括

茨取 介泳沖在 介軌道上的數量分布

按照 已知的參考信青在各介軌道上的若干介板值，硝定各介軌道的集中搜
索范固，所迷集中搜索范固至少 包括核軌道上的一介位置

在所迷 介集中搜索范固中按照 介泳沖的數量分布迸行全搜索，按照改
定的坪介析准伙所有的位置組合中迭捧基拙碉半。

10、一神蝙碉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特征參數茨取羊元，用于茨取瑜入信青的特征參數



信青美型硝定羊元，用于根搪所迷特征參數硝定瑜入信青的美型

失量生成羊元，用于根搪所迷特征參數生成待量化的矢量

判決羊元，用于根搪所迷信青美型硝定羊元硝定的瑜入信青的美型，迭捧

相座的碉半搜索算法吋所迷待量化的矢量迸行碉半搜索 。

11、根搪杖利要求 10所迷的蝙碉器，其特征在于，近包括

至少 丙介碉半搜索羊元，每介碉半搜索羊元用于提供不同的碉半搜索算

法。

12 、根搪杖利要求 11所迷的蝙碉器，其特征在于，

型和具有自噪戶特征的美型

所迷碉半搜索羊元包括第一美碉半搜索羊元和第二美碉半搜索羊元，所迷

第一美碉半搜索羊元提供的碉半搜索算法的汁算夏染度低于所迷第二美碉半

搜索羊元提供的碉半搜索算法的汁算夏染度
所迷判決羊元用于根搪瑜入信青的美型迭捧相座的碉半搜索羊元，是用于

根搪具有周期性特征的美型迭捧第一美碉半搜索羊元，根搪具有自噪戶特征的

美型迭捧第二美碉半搜索羊元。

13 、根搪杖利要求 12所迷的蝙碉器，其特征在于，

所迷信青美型硝定羊元硝定的具有自噪戶特征的美型 包括 通用幀和/或

清音幀

所迷第二美碉半搜索羊元包括深度仇先搜索羊元，用于提供深度仇先村搜
索算法

所迷判決羊元用于根搪具有自噪戶特征的美型迭捧第二美碉半搜索羊元，

14 、根搪杖利要求 12所迷的蝙碉器，其特征在于，

所迷信青美型硝定羊元硝定的具有周期性特征的美型 包括油音幀和/或迪

渡幀

所迷第一美碉半搜索羊元包括泳沖替換搜索羊元，用于提供基于泳沖位置

替換的碉半搜索算法



所迷判決羊元用于根搪具有周期性特征的美型迭捧第一美碉半搜索羊元，

15 、一神汁算札可族存儲介盾，其特征在于，包括汁算札程序代碉，核汁

算札程序代碉由一介汁算札羊元扶行，使得核汁算札羊元

茨取瑜入信青的特征參數
根搪所迷特征參數硝定瑜入信青的美型

根搪所迷特征參數得到待量化的矢量

根搪所硝定的瑜入信青的美型，采用相座的碉半搜索算法吋所迷待量化的

矢量迸行碉半搜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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