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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明說明：

相關申請案

本發明主張Crockett等發明人2009年5月26日提岀申請 

且名稱為 AUDIO SIGNAL DYNAMIC EQUALIZATION 

PROCESSING CONTROL的美國臨時專利申請案第 

61/181,206號的優先權，且進一步主張Crockett等發明人 

2009年7月17日提出 申請且 名稱為EQUALIZATION 

PROFILES FOR DYNAMIC EQUALIZATION OF AUDIO 

DATA的美國臨時專利申請案第61/226,676號的優先權。此 

美國臨時專利申請案第61/181,206與61/226,676號的內容都 

併入本文中以供參考。

發明領域

本發明大體上係有關於媒體資料的信號處理，諸如用 

於品質增強之信號資料的信號處理。

L九苛技1
發明背景

一音訊信號的等化處理一般是用來將一音訊信號的頻 

率響應改變為在一使用者指定的範圍內且典型地藉由使用 

一等化濾波器來實現，該等化濾波器的頻率響應可由一使 

用者出於一或一個以上原因來調整，諸如獲得具有改進保 

真度之生成的音訊信號、強調某些頻率或頻率範圍、使不 

期望的頻率成份（諸如雜訊）移除、及/或匹配多個音訊信號 

段（諸如一CD上的歌曲或多個經壓縮的MP3音訊信號檔案）

I. 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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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知音色。音訊信號等化亦常用於影片或電視製作中以

提高聲音品質、修改及/或匹配不同場景中音訊信號的音色

或匹配包含一影片或電視聲道之個別音訊信號串流。音訊

信號等化也可被用於修改特定頻率及使音訊信號感知上變

得更響，以及補償一音訊信號重現系統中頻率相依的缺陷。

已知許多等化類型。然而，此類等化不計入音訊信號 

自身的時變性質。

最近，已發明依賴於音訊信號的重現層級來計入音訊 

感知上的變化之感知域處理。例如，參見公開為wo 

2004111994的國際申請案PCT/US2004/016964 °此處理包括 

以一改進方式來確定及調整一音訊信號的響度。一心裡聲 

學模型被用來計算使用感知單位的一音訊信號響度的一測 

度。此感知域響度測度被稱為特定響度，且是一為頻率與 

時間的函數之感知響度測度。當被應用於等化時，此過程 

被稱為動態等化(DEQ)。在一感知域中執行稱為「感知域動 

態等化」的處理來將音訊信號的時變感知頻譜轉換為較接 

近於一期望的時不變感知頻譜。此等化形式匹配一期望目 

標感知頻譜同時保留感知的動態範圍。這計入音訊信號的 

動態範圍與感知響度。

近似感知層級動態等化包括在確定感知響度上作出某 

些近似計算來獲得為頻率與時間的一函數之一近似感知響 

度測度。使用近似感知響度頻譜測度之近似動態等化包括 

決定一組要應用的頻率與時間域增益以便將音訊信號的時 

變頻譜測度轉換為更接近於一期望的時不變感知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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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如何實現此感知與近似感知域動態等化處理。美 

國61/181,206的相關發明描述了用以使用一或一個以上預 

定預設目標動態等化頻譜來控制一或一個以上等化性質之 

機制，實現多少等化。在一個以上預設目標感知頻譜的情 

況下，控制最終目標感知頻譜包括多少各個預設頻譜。相 

關申請案美國61/181,206亦描述了使用者介面供一使用者 

來儲存動態等化設定，例如，由於聆聽音訊而選擇用於此 

音訊的動態等化設定。

使用者能夠將動態等化設定建為他人可用的動態等化 

設定會是有利的。以與他人達成一致的一預定義格式保存 

此類動態等化設定也會是有利的，這樣可為音訊播放裝置 

接受。以一允許認證的預定義格式保存此類動態等化設定 

也會是有利的。這將允許使用者與朋友及其他人共享他們 

最喜愛的動態等化設定，類似應用於人們如何共享服務如 

iTunes上的歌曲播放表列。這亦會允許商業利益集團來發佈 

動態等化設定以供其他人使用。

將有利的是，使用動態等化設定檔來處理音訊以計入 

一特定音訊系統（例如播放裝置或其元件）之重現能力的缺 

陷5並相應地處理音訊。舉例而言5這可包括一補償揚聲 

器的一非平坦頻譜響應之非動態系統校正頻譜設定檔。動 

態等化設定檔的另一有利使用是限制一些頻率的重現，例 

如較小系統無法在不引入失真的情況下在較響層級重現的 

低音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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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概要

依據本發明之一實施例，係特地提出一種操作一音訊 

信號處理裝置來處理一音訊信號的方法，該方法包含以下 

步驟：接受一音訊信號；使用該音訊信號處理裝置依據一 

選定預定義動態等化(DEQ)頻譜設定檔來處理該音訊信號 

以產生一經處理音訊信號，該處理包括決定一頻譜測度 ， 

該頻譜測度被修改以依據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將 

該音訊信號的時變頻譜設定檔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配一時 

不變頻譜設定檔，該經處理音訊信號係用於使用一重現裝 

置在一重現環境中播放；其中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 

檔包括以下當中之一者或一者以上：針對該重現裝置的一 

或一個以上特性、或該重現環境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 

該重現環境與該重現裝置此兩者的特性來等化之一特定裝 

置DEQ頻譜設定檔，依據該音訊信號所表示的內容或內容 

類型來等化之一特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依據一等化作 

用類型來等化之一特定等化類型DEQ頻譜設定檔。

圖式簡單說明

第1圖依據本發明之實施例繪示在等效矩形頻寬(ERB) 

尺度上均勻隔開且被用來確定感知域處理頻帶之一組濾波 

器。

第2A圖及第2E圖各繪示為用以選擇並使用一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以便處理一音訊信號之一處理系統裝置形 

式之實施例的一簡化方塊圖。

第3圖繪示操作一音訊信號處理裝置(諸如依據一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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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使用DEQ來處理一音訊信號之裝置）

之方法的一實施例之一簡化流程圖。

第4A圖繪示感知域動態等化信號處理裝置之一前饋實

施例的一簡化方塊圖，其中預處理將一輸入音訊信號分隔

成頻帶。

第4B圖繪示一動態等化信號處理裝置之一前饋實施例

的一簡化方塊圖。

第5圖繪示一示範網路，其在一些實施例中為網際網 

路，而在其它實施例中為包括一音訊處理裝置及一設定檔 

伺服器之不同網路，音訊處理裝置及/或設定檔伺服器包括 

本發明之一或一個以上層面。

第6圖以一簡單方塊圖的形式繪示一預定義DEQ頻譜 

設定檔內容的一範例。

第7A圖依據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繪示一媒體裝置上動 

態等化的一基本滑動塊控制介面。'

第7B圖依據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繪示一媒體裝置上動

態等化的一基本旋鈕控制介面。

第8A圖依據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繪示一媒體裝置上用 

以應用兩動態等化預定義DEQ設定檔之動態等化的一基本 

滑動塊控制介面。

第8B圖依據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繪示一媒體裝置上用 

以應用兩動態等化預定義DEQ設定檔之動態等化的一基本 

旋鈕控制介面。

第9A及9E圖依據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分別繪示一滑

L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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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塊控制介面與一旋鈕控制介面，它們在一媒體裝置上各

提供對三個不同動態等化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之應用的

一使用者控制。

第10圖依據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繪示一控制介面，其 

具有一控制介面的一個二維使用者控制元件來控制對四個 

動態等化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應用。

第11人及118圖依據本發明的一些實施例繪示用於整 

合動態等化控制之一控制介面的兩可選擇實施例，整合動 

態等化控制包括選擇一動態等化預設設定檔及改變所應用 

的動態等化量。

L 方色方戎J
示範實施例之說明

概述

本文說明的是執行一音訊信號的動態等化處理(諸如 

感知域動態等化及其它動態等化類型)之裝置及方法，及控 

制音訊信號的此等化處理以將一音訊信號的時變頻譜動態 

調整為更接近匹配一使用者指定的目標時不變音訊信號頻 

譜之裝置及方法。本文亦說明包括指令的電腦可讀媒體， 

該等指令被一音訊信號處理裝置的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執 

行時實施該等方法。

特定實施例包括操作一音訊信號處理裝置來處理一音 

訊信號的方法。該方法包括接受一音訊信號並使用音訊信 

號處理裝置依據一選定預定義動態等化(DEQ)頻譜設定檔 

來處理音訊信號以產生一經處理音訊信號。處理包括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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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頻譜測度，頻譜測度被修改以依據一選定預定義DEQ頻

譜設定檔將音訊信號的時變頻譜設定檔動態調整為更接近

匹配一時不變頻譜設定檔。經處理音訊信號係用於在一重

現環境中使用一重現裝置來播放。

特定實施例包括用以選擇並使用一預定義DEQ頻譜設 

定檔來處理一音訊信號之裝置。裝置包括一或一個以上處 

理器，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在操作中被組態成依據一選定 

預定義動態等化(DEQ)頻譜設定檔來處理音訊信號以產生 

一經處理音訊信號。處理包括決定一頻譜測度，頻譜測度 

被修改以依據選定預定義D E Q頻譜設定檔將音訊信號的時 

變頻譜設定檔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配一時不變頻譜設定 

檔。經處理音訊信號係用於在一重現環境中使用一重現裝 

置來播放。

特定實施例包括操作一處理系統以提供預定義動態等 

化(DEQ)頻譜設定檔供客戶端處理系統使用之一方法。處理 

系統包括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一儲存子系統、及一耦接 

至網路的網路介面，使得處理系統可與耦接至網路的一或 

一個以上音訊信號處理裝置通訊。方法包含將一組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儲存於儲存子系統中，並經由另一處理系 

統將一或一個以上儲存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直接或間 

接分配至耦接至網路的一或一個以上音訊信號處理裝置， 

使得耦接至網路的一特定音訊信號處理裝置因接收了一選 

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而可依據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 

設定檔處理一接受的音訊信號來產生一經處理音訊信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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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包括決定一頻譜測度，頻譜測度被修改以依據選定預

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將音訊信號的時變頻譜設定檔動態調

整為更接近匹配一時不變頻譜設定檔。經處理音訊信號係

用於在一重現環境中使用一重現裝置來播放。

特定實施例包括提供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供客戶端 

處理系統使用之一系統。該系統包括一或一個以上處理 

器、一儲存子系統、及一耦接至網路的網路介面，使得處 

理系統可與耦接至網路的一或一個以上音訊信號處理裝置 

通訊。儲存系統儲存一組預定義動態等化(DEQ)頻譜設定 

檔。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在操作中被安排以經由一不同的 

處理系統將該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中的一或一個以上 

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直接或間接發送至耦接至網路的至 

少一音訊信號處理裝置。一特定音訊信號處理裝置因接收 

了 一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而能夠依據該選定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處理一接受的音訊信號來產生一經處理音 

訊信號。處理包括決定一頻譜測度，頻譜測度被修改以依 

據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將音訊信號的時變頻譜設定 

檔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配一時不變頻譜設定檔。經處理音 

訊信號係用於在一重現環境中使用一重現裝置來播放。

在此概述部分的上面段落所述之裝置、方法、或系統 

的一些形態中，處理包括依據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將音訊信號的時變感知頻譜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配時不變 

頻譜設定檔之感知域動態等化。在其它形態中5處理包括 

依據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將音訊信號的時變感知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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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配時不變頻譜設定檔之近似感知域

動態等化。

在此概述部分的上述各方法、系統或裝置中，選定預

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以下當中之一者或一者以上：

• 針對重現裝置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重現環境的 

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重現環境與重現裝置此兩者 

的特性來等化之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定檔。

•依據音訊信號所表示的內容或內容類型來等化之 

一特定內容頻譜設定檔。

•依據'等化作用類型來等化之一特定等化類型DEQ 

頻譜設定檔。

特定實施例包括被用指令組態的一電腦可讀取媒體， 

當指令被一處理系統的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執行時致使執 

行此概述部分所述之任一方法中所敘述的一或一個以上步 

驟。

一實施例包含包括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之一處理系統 

及一儲存子系統。儲存子系統被用指令組態，當指令被一 

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執行時致使執行此概述部分之上面段落 

所概述的任一方法中所述的一或一個以上步驟。

特定實施例可提供這些層面、特徵、或優點當中的全 

部、一些、或皆不提供。特定實施例可提供一或一個以上 

的其它層面、特徵、或優點，由本文圖式、說明、及申請 

專利範圍它們當中之一者或一者以上對熟於此技者而言是 

顯而易見的。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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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等化(DEQ)

傳統的靜態等化，一濾波器被應用於音訊信號上以便 

改變其頻譜。已知不同類型的此類等化濾波器。它們對於 

它們衰減或提升的頻率有不同的表現。一峰值型等化器圍 

繞著一鐘形的中心點提高或降低一頻率範圍。一參衰竽化 

器是一具有此類參數增益、頻寬及中心頻率的峰化等化 

器。一通過型濾波器等化器衰減高或低頻率同時允許其他 

頻率未經濾波地通過。此類濾波器包括低通濾波器、高通 

濾波器、及組合了高通與低通濾波器的性質之帶通濾波 

器。坡型(shelving・type)等化器使大範圍的頻率之層級增加 

或減小一固定量。一低坡將影響上至某一點的低頻率而對 

在該點以上的頻率將有極小影響。一高坡影響高頻率層 

級，而在某一點以下的低頻率不受影響。常見的是組合所 

有類型濾波器。一圖形等化器，其包括控制器，諸如用以 

增加及切割一音訊信號的不同頻帶(頻率範圍)之一排滑動 

塊或其它控制器。頻譜匹配等化是已知的，其中期望將一 

目標音訊信號的頻率響應匹配於一參考音訊信號的頻率響 

應。一音訊工程師收聽參考音訊並手動建立將使目標聲音 

類似參考聲音之一等化設定。此手動頻譜匹配等化可以是 

非常耗時的且例如，由於目標的時變性質，往往仍產生不 

令人滿意的結果。

此傳統的動態等化處理不計入被處理音訊信 號的頻 

譜，因而可能不適合於某些信號。如一範例5已包含一相 

當多低音與高音的音訊信號在額外的頻率提升之後可變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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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為一聽者接受。

動態等化(DEQ)包括量測一輸入信號的時變頻譜並動 

態修改信號以便將所量測頻譜轉換成更接近匹配一期望靜 

態形狀。若音訊信號的頻譜已接近於期望形狀，則對音訊 

信號作小修改。若頻譜明顯不同於期望形狀，則所導致的 

修改可為較大修改。當經處理音訊信號頻譜相對於期望形 

狀頻譜改變時這些修改隨時間作出適應。

咸知域動態等化(FDEQ)及近似咸知域動態等化

一令人滿意的準確的動態等化方法可在一感知域中實 

施來將音訊信號的感知頻譜自一時變感知頻譜轉換為更接 

近於一實際上時不變感知頻譜。此等化形式匹配一期望目 

標感知頻譜同時保留經感知的動態範圍。這計入音訊信號 

的動態範圍及感知響度。該過程在文中被稱為感知域動態 

EQ或PDEQ，且指一音訊信號等化方法，音訊信號等化方 

法包括將一音訊信號的時變頻譜有意轉換成更接近匹配一 

目標時不變頻譜同時仍保留音訊信號的原始動態範圍。

Seefeldt最近在公開為 WO 2006047600名稱為 

CALCULATING AND ADJUSTING THE PERCEIVED 
LOUDNESS AND/OR THE PERCEIVED SPECTRAL 
BALANCE OF AN AUDIO SIGNAL的國際專利申請案第 

PCT/US2005/038579 號案及公開為 WO 2007120453 名稱為 

CALCULATING AND ADJUSTING THE PERCEIVED 
LOUDNESS AND/OR THE PERCEIVED SPECTRAL 
BALANCE OF AN AUDIO SIGNAL的國際專利申請案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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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US20075/007946號案中描述了 PDEQ。這些申請案中的 

每一個都指定是美國。公開為WO 2006047600及 WO 
2007120453之各個專利申請案的內容併入本文以供參考 。 

亦見2007年10月5-8日美國紐約第123屆音訊工程社會會 

議'會議記錄'報告7180 ，Alan Seefeldt: "Loudness Domain 
Signal Processing,5,。 US20080286799 20081001 、

US20070666252 20070425、WO2005US38579 20051025、 

W02007US07946 20070330、US20040622458P 20041026、 

US20040638607P 20041221、US20060789539P 20060404。

上面提到的Seefeldt出版物描述在稱為感知域中出現 

的音訊信號品質增強信號處理方法。PDEQ處理方法包括由 

在一感知域中執行的計算來確定修改參數，並依據修改參 

數來修改音訊信號資訊。與此類修改參數在電氣信號域中 

獲取的情況相比，藉由在感知域中確定修改參數可獲得對 

感知響度及感知頻譜平衡更大的控制。在一些實施例中， 

一基底膜模擬心理聲學濾波器組或其等效物被用於執行響 

度域計算。這可比在電氣信號域獲取修改參數之安排提供 

對經感知頻譜的一更詳細控制。

一感知域中的處理

通常，一音訊信號被期望在一特定參考層級被重現。 

然而5許多時候5媒體資料在減小的層級播放。已知5音 

訊感知中有視重現層級而定的變化。此變化有關於心理聲 

學及相等響度輪廓及安靜環境中的聽覺門檻。當相比較於 

在參考層級播放的相同媒體資料，改變的播放層級可導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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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的音色與空間感知上的劇烈差異。在本發明實施例中 

說明的感知域動態等化包括以一改進方式來確定並調整一 

音訊信號的感知響度。一心理聲學模型被用於計算使用感 

知單位的一音訊信號之響度的一測度。此感知域響度測度 

被稱為特定響度，且是頻率與時間的一函數之感知響度測 

度。如一範例* 一動態等化過程包括確定一感知域中的參 

數，此確定包括使用一信號處理方法來計算頻率與時變乘 

法增益，頻率與時變乘法增益在被應用於音訊時致使增益 

經修改的音訊之頻譜性質較接近於或等於一使用者定義的 

等化或頻譜平衡設定檔。增益調整方法也包括信號處理方 

法，信號處理方法依賴於播放層級來分析及修改音訊，按 

其在具有或使用者定義等化之參考播放層級將被感知的方 

式來將其恢復。

因為特定響度是為頻率與時間的函數之一音訊信號的 

一感知響度測度，所以為了處理一信號使得其頻譜性質變 

得更接近於一實際上時不變形狀，要被修改之音訊信號的 

頻譜是藉由隨時間來平滑化信號的特定響度而產生。

為減小音訊信號之特定響度與目標特定響度的差異 ， 

修改動作典型地修改為時間與頻率的一函數之音訊信號。 

在一隨時間及頻率變化的縮放因數的情況中，特定響度能 

按一期望頻譜形狀之測度與音訊信號之頻譜形狀的測度之 

比來縮放。這一縮放可被用於將音訊信號的感知頻譜自一 

時變感知頻譜轉換為更接近於一實際上時不變的感知頻 

譜。當特定響度按一期望頻譜形狀的測度與音訊信號之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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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形狀的測度之比來縮放時，這一縮放可被用作一感知

域動態等化器。

PDEQ的一形態包括以由感知域中的特性而決定之時 

變增益因數來處理複數頻帶中的每一頻帶，如 WO 

2006047600及WO 2007120453中所討論，且對於本發明的 

層面，用x[n](其中η是一整數取樣指數)表示之一時間取樣 

音訊信號被預處理以產生用一函數L[b,t]表示的時變頻 

譜，函數L[b,t]指示用L表示的複數頻帶(臨界頻帶)內，例如 

40個頻帶內的一信號層級，每一頻帶用隨時間區塊變化之 

整數b表示的一頻帶編號來表示，每一時間區塊用一整數t 

表示。音訊信號的函數L[b,t]能以若干方式來產生，但有利 

地頻帶b被隔開成模擬人類聽覺的頻率解析度。PDEQ處理 

的目標是修改x[n]使得經修改音訊更接近匹配一期望時不 

變感知域頻譜形狀，期望時不變感知域頻譜形狀在頻帶b中 

以用EQ[b]表示的一量被指定。

在感知域中，以音訊信號取樣x[n]開始，用E[b,t]表示 

的稱為激發信號的一量被計算，該量於一時間區塊t期間在 

一臨界頻帶b沿一人內耳的基底膜近似計算能量分佈。而其 

它轉換，諸如修改的離散餘弦轉換(MDCT)也可被使用，感 

知域激發可藉由計算音訊信號的運行短時間離散傅立葉轉 

換(STDFT)來有效實現，音訊信號用x[n]表示，n=0、 

1 ' ...N-1，STDFT用 X[k,t]表示，k=0、1、...N-1，且依據 

下式用半重疊及w[n]表示的視窗來計算：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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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匕 /］ = 2 何尢］天D? + /JV7 Λ， (1)

其中丿2=—1。

在一些實施例中依據下式計算激發：

巫切=2卩区『心问2餐［1］「 (2)
&=0

其中T［k］表示一濾波器的頻率響應，該濾波器模擬音訊傳 

輸經過人的外耳與內耳，Cb ［幻是選定的一組帶通濾波器。 

在一實施例中，帶通頻率響應組G,伙］被有利選擇來模擬在 

臨界頻帶b沿人耳內基底膜所觀測到的臨界頻帶濾波。如

WO 2006047600及WO 2007120453中所討論，這些濾波器展 

現一近似圓指數形狀且在等效矩形頻寬(ERB)尺度上被均 

勻隔開。本發明的示範實施例使用間隔1 ERB的一組濾波 

器，結果生成共40頻帶。第1圖描繪間隔1 ERB之適當的一 

組濾波器，結果生成共40頻帶。

N［b,t］表示的特定響度是一頻譜表示，意為模擬人類感 

知音訊是頻率與時間的函數之方式。如WO 2006047600及 

WO 2007120453中所討論，特定響度一般為用屮｛ ｝表示的 

一轉換5使得

= (3)
PDEQ處理

-PDEQ過程計算感知域中的一遭量測頻譜並修改信 

號，使得用Eq［b］表示的一期望形狀頻譜被獲得。一多頻帶 

感知域響度用乙2,/］表示，且是輸入音訊信號特定響度

L 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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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的一函數。雖然一簡單實施例將Lp [b,t]設為特定響度

N[b,t]，但在一些實施例中為避免處理在時間段t內的不穩

定性，特定響度N[b,t]首先在時間上被平滑化，例如使用一

單一平滑化係數λ來提供平滑化的特定響度，其用万[b,t]表
不為：

N[bs 门=丽[乂/-1) + (1- A)N[b, t]. (4)

注意，如 WO 2006047600及WO 2007120453 中所述，可 

選擇實施例可能包括平滑化激發而非特定響度，在該情況 

中，£[b,t]表示的較平滑化激發由下式指定

E[bz ?] = AE[b, / -1]+(1 - A)E[b, f], (5)

及針對特性響度的方程式3變成：

= (6)

其它實施例可使用不同平滑化方法，舉例而言，包括 

一遞歸關係，其在平滑化特定響度的情況中不僅僅涉及最 

前時間平滑化特定響度万[b,t-l]、或在平滑化激發的情況中 

不僅僅涉及前一時間的平滑化激發£[b,t-l]。此外，多頻帶 

響度(頻譜)Lp[b,t]可藉由平滑化頻帶中的特定響度N[b,t]來 

計算使得自一頻帶至下一頻帶沒有一急劇改變。在使用平 

滑化特定響度的情況中，結果是L； [b,t]表示的一頻帶平滑 

化響度，其中一平滑化濾波器被應用：

L?[bj] = XQ(b-c)W[cj] (7)
C

其中Q(b)是一頻帶平滑化濾波器。

為保留音訊信號的原始動態範圍，期望頻譜形狀EQ[b]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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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正規化為具有與Tp [b,t]表示的平滑化信號響度相同的

總層級以產生一正規化頻譜形狀，其用EQN0RM(b,t)表示為： 

(另石陆叫
C

\ r )

EQ[b].

處理是用以修改特定響度N[b,t]來獲得网&刀表示的一 

目標特定響度使得生成的頻譜形狀更接近於期望形狀

EQ[b]。此外，設函數屮⑴表示自激發到特定響度的非線性 

轉換，亦即= ,其中激發可以是平滑化激發，

一實施例依據下列關係決定形成一時變濾波器之一組時變 

多頻帶增益。

Μ»] = Ψ0；[3車已处 (9)

其中£0力在一實施例中是平滑化激發。

增益GP[b>l]被應用於頻域中由STDFT(或MDCT)獲得之 

X[k,t]的一延遲態樣，其中延遲是說明計算增益需要的時

間。生成的增益乘以信號：

其中d表示延遲時間，其接著被用於針對頻帶b用Sb[k] 

表示的一組合成濾波器以產生龙氐门表示的一信號'其中

血上 t] = ^Gp[k,[k]X[kt 一 刃 

b亠

(ίο)

增益的解可呈現許多形式。如果轉換ψ{}的逆轉換灯·}

存在，則

Gp[b,t] = (II)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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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激發可以是平滑化激發。若w"｝的一閉合形式不

存在，則增益可用一迭代方法或用預計算ψ｛｝及使用表格查

找來解。

如WO 2006047600及WO 2007120453中所述，對於感知

域動態等化，目標特定響度透過下式有關於特定響度：

(12)

其中0是自零至一的一使用者指定參數範圍，指出被施 

於音訊信號之PDEQ處理的程度。注意的是

(13)里矽;[Df也血订｝=
石[X]、

勞0孔好

據此，可確定增益引旳。

由方程式12，注意當芦時對於所有頻帶b有

,因而原始信號未被修改。當時，期望至

實際特定響度的縮放等於正規化期望特定響度與平滑化信 

號特定響度頻譜的比，藉此將原始音訊信號之平滑化頻譜 

形狀轉換為在感知域中表示之期望形狀EQ[b] °在此一情況

中，

據此，可確定增益Ο/"] 0

近似感知動態等化

如上所述，雖然本發明的一些實施例是針對感知域動 

態等化(PDEQ)，但是本發明的層面亦適用於文中我們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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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似感知動態等化或簡單動態等化(DEQ)，其中L[b,t]表
示、為頻帶及時間的函數之一頻譜響度測度是特定響度

Lp[b,t]的一近似值。

對於此近似值，亦稱為信號頻譜之響度測度被取為

其中＞ Cb[k]同樣是選定一組帶通濾波器，其在一實施 

例中被選擇來模擬在臨界頻帶b沿人耳內基底膜所觀測到 

的臨界頻帶濾波，及其中X[k,t]，k=0、1、...N-l為用一重 

疊視窗決定的一組STDFT(或MDCT)係數，如為熟於此技者 

所知。

將方程式14與方程式2及3相比較，響度測度L[b,t]是激 

發E[b,t]的一近似值，該近似值為，表示一模擬音訊傳輸經 

過人的外與內耳之濾波器的頻率響應之濾波器T[k]對於所 

有k都具有常數量值。此外，響度頻譜測度L[b,t]被認為是 

特定響度的一近似值，其中函數為恒等函數使得 

甲匕[加]} =L\b.t}。因此用這一響度測度執行DEQ可認為近似 

感知DEQ。

對於近似感知DEQ，依據下列關係應用依據該關係形 

成一時變濾波器的一組時變多頻帶增益G[b,t]:
L\bj] = G2[bj}I^b,t]. (15)

其被應用於原始信號頻譜L[b,t]，結果生成£血刃表示的 

一經轉換頻譜響度測度，其頻譜形狀較接近於如前EQ[b] 
表示的期望形狀。方程式15類似於方程式9，後者是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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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EQ。

在一些實施例中 ' 對於DEQ，藉由將原始信號的頻譜 

形狀L[b,t]與期望形狀EQ[b]比較來計算濾波器增益 

G[b,t]。為阻止濾波器G[b,t]隨時間變化太快及導致經處理 

音訊中的人工因素，信號頻譜，亦即近似響度測度L[b,t]可 

使用2表示的一平滑化係數在每一頻帶b的整個時間中首先 

被平滑化。

L\b, f]=辽4/-1] + (1- 2)Z[&. f]. (16)

在一可選擇實施例中，不同平滑化方法可被使用。

如在PDEQ的情況中一樣，對於DEQ '為保留音訊信號

的原始動態範圍 > 期望頻譜形狀EQ[b]可被正規化成具有與 

平滑化信號頻譜三由力相同的總層級：

施丽严]

濾波器是由正規化頻譜形狀與平滑化 

信號頻譜可亠订之比來計算：

〔17)

其中0是一自零至一變化的使用者指定參數，指出被應用 

於音訊的DEQ處理的程度。分析方程式18，注意當0=0時， 

對於所有頻帶b，濾波器G[b,t]等於一 > 因而原始信號未被 

修改。當0 = 1時，濾波器等於正規化期望形狀與平滑化信 

號頻譜之比，藉此將原始信號的平滑化頻譜形狀完成轉換 

成期望形狀E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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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訊信號處理裝置及方法

一處理音訊的裝置，諸如一媒體裝置在文中被稱為一 

音訊信號處理裝置。本發明的一些實施例為單獨的或為網 

路（諸如家庭娛樂網路）或其它本地網路的一部分之一音訊 

信號處理裝置的形式。在一些實施例中'音訊信號處理裝 

置或音訊信號處理裝置是其中一部分的家庭網路在一些實 

施例中經由一網路，典型地而未必是網際網路，與一伺服 

處理系統-一伺服器通訊。此一伺服器網路組態中的處理系 

統是一客戶端對伺服器。

第2A及2E圖各繪示為一處理系統裝置203形式之實施 

例的一簡化方塊圖，處理系統裝置203用以選擇並使用一預 

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以便處理一音訊信號。處理系統裝置 

203係用於處理音訊201以產生被如依據本發明之一或一個 

以上特徵所指定之DEQ或PDEQ修改的音訊輸出225。裝置 

舉例而言可諸如方程式1至13所述來實施PDEQ處理，或諸 

如方程式14至18所述來實施PDEQ處理。第2A圖將處理系統 

裝置203繪示為一音訊處理及播放系統231的一部分，音訊 

處理及播放系統231包括接受一音訊信號201之音訊處理系 

統203並產生一經處理音訊信號225。音訊處理及播放系統 

231亦包括一音訊渲染器及放大器235 ＞音訊渲染器及放大 

器2 3 5被組態成接受經處理音訊信號2 2 5並渲染及放大信 

號，例如，以產生至少兩揚聲器信號供在具有一些播放環 

境特性之播放環境241例如房間、汽車等中透過音訊揚聲器 

來播放。兩揚聲器信號用播放環境241中的兩揚聲器243及

L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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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來繪示，如對於立體聲聆聽會是此情況。一般地，任何

數目的揚聲器信號及揚聲器是可能的。如一範例，耳機包

括兩揚聲器，每一揚聲器接近聽者的每一耳朵。如另一範

例，環繞聲音包括四或五或更多的揚聲器。

此一裝置可例如被包括於一媒體裝置中供播放音訊媒 

體。音訊輸入201及音訊輸出225被假定成取樣資料的形 

式。在類比輸入的情況下，將會出現包括一類比至數位轉 

換器及量化器的一數位化器。對於音訊播放，將會出現一 

解量化器及一數位至類比轉換器。可能包括於一完整音訊 

處理系統例如媒體裝置之此類及其它元件被留下，及熟於 

此技者將清楚如何包括此類元件。

音訊渲染器、放大器及揚聲器是被用於播放環境241中 

之播放重現裝置的組件。

在一些實施例中，音訊播放及處理系統231包括一網絡 

介面»且被耦接至一網路。

第2B圖繪示儲存及播放裝置231中音訊處理系統203的 

一實施例。處理系統203包括至少一處理單元（處理器）205， 

處理單元（處理器）205可為一數位信號處理裝置的處理單 

元、或一更通用處理裝置的CPU。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205 

在操作中被組態成依據一選定預定義動態等化（DEQ）頻譜 

設定檔使用DEQ或PDEQ處理音訊信號201來產生經處理音 

訊信號225。處理如上所述，且包括確定一頻譜測度，頻譜 

測度被修改以依據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來將音訊信 

號201之時變頻譜設定檔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配一時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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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設定檔。經處理信號225被用於在重現環境例如環境

241中使用重現裝置例如重現裝置235、243及245播放。

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以下當中之一者或一 

者以上：

• 針對重現裝置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重現環境的 

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重現環境與重現裝置此兩者 

的特性來等化之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定檔。

• 依據音訊信號所表示的內容或內容類型來等化之 

一特定內容頻譜設定檔。

•依據等化作用類型來等化之一特定等化類型DEQ 

頻譜設定檔。

這些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在後面說明中更詳細描 

述。

處理系統203包括耦接至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204之一 

儲存子系統207。儲存子系統207包括記憶體且可包括一或 

一個以上儲存元件。儲存子系統207被用指令組態，例如儲 

存指令211，指令211在被執行時致使操作實施音訊信號處 

理裝置203的方法來處理音訊信號201以產生經處理音訊信 

號225。

處理系統203的元件被例如一匯流排子系統或一些其 

它在第2B圖中未繪示的互連機制耦接。處理系統203的一些 

元件可使用熟於此技者通常知曉的技術而被整合於一單一 

電路中。

如本說明中進一步描述，在一些實施例中，重現裝置

t 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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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揚聲器及/或其它組件包括識別資訊，在揚聲器243及245
分別繪示為識別資訊247及249。在本發明的一些實施例

中，音訊信號處理系統203例如藉由包括指令為指令211的
部分被組態來獲得此識別資訊，並使用識別資訊以基於識

別資.訊來自動選擇一裝置特定DEQ頻譜設定檔。

第3圖繪示操作一音訊信號處理裝置諸如處理及播放 

裝置231來處理一音訊信號諸如信號201之方法之一實施例 

的一簡化流程圖。該方法包括在步驟303接受一音訊信號， 

及在步驟305使用音訊信號處理裝置依據一選定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來處理音訊信號以產生一經處理音訊信 

號。處理包括確定一頻譜測度，該頻譜測度被修改以依據 

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來將音訊信號的時變頻譜設定 

檔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配一時不變頻譜設定檔。結果是一 

經處理音訊信號供在一重現環境中使用一重現裝置播放。 

如上，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一特定裝置DEQ頻 

譜設定檔、一特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及/或一特定等化 

類型頻譜設定檔當中的一者或一者以上。這些預定義DEQ 
頻譜設定檔在後面說明中更詳細描述。

在一些實施例中，依據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 

處理包括感知域動態等化，例如如方程式1至13所述，以依 

據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將音訊信號的時變感知頻譜 

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配時不變頻譜設定檔。

在一些其它實施例中'依據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 

檔的處理包括近似感知域動態等化，例如如上文方程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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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8所述，以依據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將音訊信號

的時變感知頻譜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配時不變頻譜設定

檔。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方法包括在重現環境中使用重現 

裝置播放經處理音訊信號。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方法包括在步驟301選擇選定預定 

義DEQ設定檔。

回過來參考第2B圖，在一些實施例中，儲存子系統被 

用一或一個以上具有各自目標頻譜特性之預定義DEQ設定 

檔所形成的一組預定義DEQ設定檔組態。選定預定義DEQ 

設定檔是儲存的該組預定義DEQ設定檔中的一個。在一些 

實施例中，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205例如藉由包括211中的 

指令被組態成依據重現裝置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自動選擇 

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在此類實施例中方法的選擇 

包括依據重現裝置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來自動選擇選定預 

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處理系統203及裝置231的一些實施例包括一控制介面 

219，控制介面219被組態成接收儲存的該組預定義DEQ頻 

譜設定檔中之一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使用者輸 

入。一個此控制介面包括一使用者介面顯示器215及一使用 

者輸入機制217。「控制介面」一詞在文中被用來向一或一 

個以上控制元件的使用者描述視覺或觸覺呈現的組合，一 

或一個以上控制元件被組態成經由一或一個以上輸入機制 

217接收一使用者輸入。控制元件因而可經由各自的輸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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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來操作。「輸入機制」一詞當然不應該被視為僅暗示唯實 

體機制控制，而且包括一使用者藉以提供輸入的任一代理 

或手段。因此，控制元件可包括「虛擬」控制諸如虛擬旋 

鈕、滑動塊、觸控板等等，它們包括一顯示及接收使用者 

輸入（輸入機制）來操作虛擬控制的一些方式。因此，在一些 

實施例中，控制介面包括顯示於一顯示裝置（使用者介面顯 

示器215）_L之一或一個以上控制元件的一使用者介面、及 

用以接受一或一個以上顯示控制元件的使用者輸入之一使 

用者輸入方法或裝置或子系統。在其它實施例中，控制介 

面包括可被使用者操作來提供使用者輸入之實體控制元 

件，例如一或一個以上旋鈕、一或一個以上滑動塊控制、 

及/或一或一個以上二維控制，諸如一觸控板，其被組態成 

接收觸控板上一位置的使用者指示。

在此一包括控制介面219之實施例中，選擇步驟包括接 

受包含於音訊信號處理裝置231中之控制介面219的使用者 

輸入。在一些實施例中，方法包括向使用者呈現控制介面 

219 °此控制介面219包括一或一個以上控制元件。

一 PDEQ處理範例

雖然一音訊信號處理裝置的一些實施例如第2B圖所示 

包括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及一儲存有指令的儲存子系統， 

但在本發明的方法內其他安排亦是可能的。第4A圖繪示一 

DEQ裝置之一前饋實施例的一簡化方塊圖，其中預處理將 

一輸入音訊信號分隔成頻帶。一些實施例包括具有一或一 

個以上控制元件的一控制介面5 一或一個以上控制元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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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態成接受一指定等化的使用者輸入，如文中更詳細描述。

在實際實施例中，在數位域中完成音訊的處理使得類 

比信號的取樣及數位化被實現。此類細節在本說明之外， 

但對熟於此技者而言將是清楚的。第4A方塊圖的至少一些 

元件可由一處理系統來實施，處理系統包括至少一諸如第 

2B圖所示的處理器。第4A圖裝置亦可用一些具有專用硬體 

元件之區塊來實現。

諸如第4A圖所示的裝置可被包括於例如一媒體裝置或 

用於播放音訊的一些其它音訊裝置中。

第4A圖所示安排被用於實施如上例如方程式14至18所 

述的DEQ '其中加入一控制介面包括一具有一或一個以上 

控制元件的控制介面，一或一個以上控制元件被組態成接 

收一指定等化的使用者輸入。

音訊201首先通過一分析濾波器組功能或裝置403，分 

析濾波器組功能或裝置403將音訊信號分割成複數用指數b 

表示的頻帶。第4A圖中的粗線指示多個信號，使得有多個 

輸出，每一輸出是分析濾波器組403的一頻帶b。這些頻帶 

中的每一頻帶經受第4A圖所示的處理步驟，直至一合成濾 

波器組423，合成濾波器組423將頻帶合併成一組合寬頻信 

號以產生經修改的音訊信號225。

與分析濾波器組403中每一頻帶相關聯的濾波器之響 

應被設計成模擬在人內耳中基底膜的一特定位置的響應。 

在一些實施例中，分析濾波器組403包括一組線性濾波器， 

其頻寬及間隔在等效矩陣頻寬(ERB)頻率尺度上是常數。見 

t 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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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ί圖。

分析濾波器組403透過使用前向及/或反向短時間離散 

傅立葉轉換（短時間DFT，STDFT）或前向及/或反向經修改 

離散餘弦轉換（經修改DCT，MDCT ）可被有效實施。前向 

及/或反向STDFT或MDCT可類似於實施合成濾波器組423 
來使用。

分析濾波器組403中每一濾波器的輸出接著被傳遞至 

一傳輸濾波器功能或裝置405，傳輸濾波器功能或裝置405 
被設計成模擬音訊傳輸經過人的外耳及中耳的濾波效果。

為了計算輸入音訊信號的響度，在應用傳輸濾波器405 
之後獲得分析濾波器組403的每一濾波器中音訊信號短時 

間能量的一測度。此隨時間與頻率變化的測度被稱為激 

發，用E[b,t]表示，其中b表示頻帶，及t是一表示時間區塊 

的指數。爲獲得激發，傳輸濾波器405的輸出被一激發功能 

或裝置407接受，激發功能或裝置407的輸出被設計成模擬 

沿人耳基底膜的能量分佈。視期望效果而定，激發能量值 

可在整個時間中被一平滑化功能或裝置409平滑化，平滑化 

功能或裝置409被組態成使時間常數依據期望處理效果的 

需求來設定。激發功能407的輸出依據用t表示的時間在用b 
表示的各自ERB頻帶中是用E表示之能量的一頻域表示。

一特定響度功能或裝置411將平滑化激發信號轉換為 

特定響度（SL）。特定響度能以例如每單位頻率宋為單位， 

例如每ERB宋來表示。注意的是，由特定響度，在所有頻 

帶b中總或全部響度為特定響度之和。設計特定響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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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包括決定窄頻及寬頻估計值的增益，窄頻及寬頻估計值

被選擇用以匹配音調及雜訊之響度增長時的實驗資料。此

外，特定響度功能411被設計使得當激發在聽覺門檻時特定

響度為取代零的某一小值，及使得特定響度隨激發降為零

而單調降為零。

與頻帶相關聯之特定響度成份被傳遞至一產生目標特 

定響度之動態等化特定響度修改功能或裝置413。在感知域 

動態等化(PDEQ)的情況中，使用一計入音訊的目前頻譜之 

關係可計算一目標特定響度，特別地，信號頻譜被量測及 

信號接著被動態修改以便將經量測頻譜轉換為更接近於一 

本質上靜態的期望形狀，其在頻帶b中指定且被稱為 

EQ[b]。音訊信號的頻譜形狀用L[b,t]表示'且在一實施例 

中，以整個時間中N[b,t]表示之特定響度的一平滑化來被決 

定。人們可能不想PDEQ修改自一頻帶急劇變化為下一頻 

帶，及因而一頻帶平滑化功能可被應用來產生一頻帶平滑 

化頻譜。爲了保留音訊的原始動態範圍 > 期望頻譜EQ[b] 

可被正規化成具有與L[b,t]指定之經量測頻譜形狀相同的 

總響度。

在本文所述實施例中，一目標EQ規範功能或裝置417 

被用於向一使用者提供一控制介面以便供該使用者使用一 

或一個以上各自的控制元件來指定動態等化的一或一個以 

上參數。特別地，在一些實施例中目標EQ規範功能或裝置 

417包括一用以選擇一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裝置。此選 

擇經由一控制機制可以是自動的，或可以是手動的，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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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別處更詳細描述。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亦可透過一網 

路被一伺服器處理系統伺服，如文中別處描述。目標EQ說 

明符417可包括一撷取功能，透過此撷取功能例如自特定響 

度區塊211撷取具有期望性質之一些音訊的特定響度，而輸 

入201是具有期望特性的音訊。這提供了可儲存的期望特性 

EQ[b]。在有一EQ[b]的情況中，使用者指定的參數如方程 

式12用0表示且是一自0至1變化、表示要被應用的PDEQ量 

的參數，一值0指示無PDEQ。

將平滑化器409的平滑化激發頻帶成份及SL修改413的 

目標特定響度視作輸入，一增益解算器功能或裝置415被組 

態成決定需要被應用於每一頻帶b的增益以便將決定的特 

定響度N[b,t]轉換成目標特定響度Ndes[b,t]。所決定的增益 

大體上是隨頻率及時間變化的增益 > 它們在被應用於原始 

激發時生成一特定響度，此特定響度理想地等於期望目標 

特定響度而實際導致修改音訊信號以便減小其特定響度與 

目標特定響度之間的差。增益解算器415能以各不同方式來 

實施。若一閉合形式計算是可能的，其被應用。若一表格 

查找是可能的，這一方法亦被使用。在一實施例中，增益 

解算器可包括一迭代過程，其中對每一次迭代，使用增益 

的一目前估計來評估一特定響度。透過特定響度及目標特 

定響度的顯式或隱式計算5其它計算修改參數的方法可被 

設計，及本發明欲涵蓋所有這些方法。

增益解算器415毎頻帶產生的增益能被可取捨平滑化 

功能或裝置419隨時間進一步平滑化以便最小化感知人工

32



201126517

因素。另外有利的是，時序平滑化被應用於整個過程或裝

置的別處。

最後，增益解算器415所決定的增益透過一各自乘法組 

合功能或組合器421被應用於各自頻帶，各自乘法組合功能 

或組合器421將增益應用於被一適當延遲功能或裝置404延 

遲之分析濾波器組的輸出，適當延遲功能或裝置404被組態 

成補償任一與增益計算相關聯的潛時。

經修改音訊225被合成自一合成濾波器組功能或裝置 

423的增益經修改頻帶。如上所述，分析濾波器組403可透 

過使用短時間DFT或經修改DCT來有效實施，及STDFT或 

MDCT可被類似使用來實施合成濾波器組423。頻帶的合成 

濾波器是由在分析濾波器組403中使用的濾波器及延遲404 

的延遲來決定。

另外注意的是，代之計算在應用頻帶內增益修改上所 

使用的增益，增益解算器415可計算控制一時變濾波器諸如 

一多抽頭FIR濾波器或一多極IIR濾波器之濾波器係數。為 

簡單闡述，本發明的層面被主要說明為利用應用於頻帶的 

增益因數，理解的是，濾波器係數及時變濾波器也可被用 

於實際實施例中。

一實施近似感知DEQ的裝置

第4E圖繪示一 PDEQ裝置之一前饋實施例的一簡化方 

塊圖，其中預處理將一輸入音訊信號分隔成頻帶。第4B圖 

所示安排被用於如上例如方程式14至18所述實施DEQ。一 

些實施例包括一具有一或一個以上控制元件的控制介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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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或一個以上控制元件被組態成接受一指定等化的使用者

輸入，如文中更詳細描述。

在實際實施例中-在數位域中完成音訊的處理使得類 

比信號的取樣及數位化被實現。此類細節在本說明之外， 

但對熟於此技者而言將是清楚的。第4A方塊圖的至少一些 

元件可由一處理系統來實施，處理系統包括至少一諸如第 

2E圖所示的處理器。第4A圖裝置亦可用一些具有專用硬體 

元件之區塊來實現。

在第4A圖的情況中，第4B圖的裝置可被包括於例如一 

媒體裝置或一些其它用於播放音訊的音訊裝置中。

輸入音訊201首先通過一分析濾波器組功能或裝置 

403，分析濾波器組功能或裝置403將音訊信號分割成複數 

用頻率指數b表示的頻帶。第4B圖中的粗線指示多個信號， 

使得有多個輸出，每一輸出有分析濾波器組403的一頻帶 

b。這些頻帶中的每一頻帶歷經第4B圖所示的處理步驟，直 

至一合成濾波器組423，合成濾波器組423將頻帶合併成一 

經組合寬頻信號以產生經修改的音訊信號245。第4B圖中的 

分析濾波器組403與合成濾波器組423可實質上如同第2A 

圖。

分析濾波器組403中每一濾波器的輸出被用來在頻譜 

測度決定器431中決定L[b,t]表示之響度的頻譜測度，其中b 

表示頻帶，及t是一表示時間區塊的指數。頻譜測度決定器 

431在一實施例中與第4A圖的元件407相同。視期望效果而 

定，頻譜測度L[b,t]能量值可在時間中被一平滑化功能或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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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433平滑化，平滑化功能或裝置433被組態成具有依據期

望處理效果的需求而設定之時間常數。

如上在方程式（17）及（18）中所述，平滑化裝置433的平 

滑化器響度測度及一在整個頻帶b中指定且被稱為EQ[b]之 

本質上靜態的期望頻譜形狀被一增益解算器437用來產生 

一組增益。

在本文所述實施例中 > 一目標EQ規範功能或裝置435 

被用於向一使用者提供一控制介面以便供使用者使用一或 

一個以上各自的控制元件來指定動態等化的一或一個以上 

參數。特別地，在一些實施例中目標EQ規範功能或裝置417 

包括一用以選擇一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裝置。此選擇 

經由一控制機制可以是自動的，或可以是手動的，如文中 

別處更詳細描述。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亦可透過一網路 

被一伺服器處理系統伺服 > 如文中別處描述。目標EQ說明 

符435在一些實施例中可包括一撷取功能，透過此撷取功能 

例如自頻譜測度區塊431或平滑化區塊433來撷取具有期望 

性質之一些音訊的頻譜內容L，而輸入201是具有期望特性 

的音訊。這提供了可儲存的期望特性EQ[b]。在有一EQ[b] 

的情況中，使用者指定的參數如方程式18用0表示且是一 

自0至1變化、表示要被應用的DEQ量之參數，一值0指示無 

DEQ。

所決定的增益大體上是隨頻率及時間變化的增益，它 

們當被應用於頻譜測度時生成一頻譜測度，此頻譜測度理 

想地等於期望目標頻譜測度而實際上導致修改音訊信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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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減小信號的頻譜測度與目標頻譜測度EQ[b]之間的差。增

益解算器437能以各不同方式來實施。

增益解算器437每頻帶產生的增益能被可取捨平滑化 

功能或裝置439隨時間進一步平滑化以便最小化感知人工 

因素。另外有利的是，時序平滑化被應用於整個過程或裝 

置的別處。

最後，增益解算器437決定的增益透過一各自乘法組合 

功能或組合器421被應用於各自頻帶，各自乘法組合功能或 

組合器421將增益應用於被一適當延遲功能或裝置404延遲 

之分析濾波器組的輸出，適當延遲功能或裝置404被組態成 

補償任一與增益計算相關聯的潛時。

經修改音訊245被合成自一合成濾波器組功能或裝置 

423的增益經修改頻帶。頻帶的合成濾波器是由在分析濾波 

器組403中使用的濾波器及延遲404的延遲來決定，或者如 

參考第4A圖所述。

另外注意的是，代之計算在應用頻帶中的增益修改上 

所使用的增益，增益解算器437可計算控制一時變濾波器 

（諸如一多抽頭FIR濾波器或一多極IIR濾波器）的濾波器係 

數。為簡單闡述，本發明的層面被主要說明為利用應用於 

頻帶的增益因數，理解的是，濾波器係數及時變濾波器也 

可被用於實際實施例中。

一客戶伺服器系統，具有預定義DEQ設定檔的一伺服器

一些實施例包括一伺服器，此伺服器分配預定義設定 

檔供音訊信號處理裝置針對不同應用及情況使用。第5圖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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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一示範網路501 ＞其在一些實施例中是網際網路，而在其 

它實施例中是一不同網路。一設定檔伺服器511及一客戶端 

視訊/音訊接收機被繪示耦接至網路。一般地，會有若干經 

由網路501在一次或另一次耦接至伺服器的客戶端裝置以 

便自設定檔伺服器511獲得一或一個以上預定義設定檔。客 

戶端視訊/音訊接收機521的一實施例包括一網路介面 

233、一音訊信號處理系統523、一控制介面529、及一用以 

播放音訊內容之音訊渲染器及放大器子系統235。客戶端視 

訊/音訊接收機被耦接至一或一個以上揚聲器。在此示範實 

施例中，兩揚聲器243及245被繪示且被置於如第2A圖的一 

聽令環境中。

音訊處理系統523實際上與第2A及2E圖中所示的相 

同，除了在第5圖實施例中一包括的控制介面529不是音訊 

處理系統523的部分但仍與其耦接之外。音訊信號處理系統 

的一些元件因而用與第2B圖不同的參考數字來表示。

設定檔伺服器511包括一伺服器處理系統513並經由一 

網路介面512耦接至網路使得伺服器處理系統513在操作中 

可與耦接至網路501的一或一個以上音訊信號處理裝置通 

訊，例如客戶端音訊/視訊接收機521。伺服器處理系統512 

包括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514及一儲存子系統，此儲存子系 

統典型地包括記憶體及一或一個以上其它儲存元件，諸如 

硬碟及/或光儲存裝置。儲存子系統子系統包括指令517， 

當指令517被執行時實施下文更詳細描述之一DEQ頻譜伺 

服處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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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雖然儲存子系統被繪示於伺服器處理系統 

513中，但伺服器處理系統「包括」一儲存子系統亦涵蓋儲 

存子系統515的一些儲存器經由一網路例如網路501或一些 

其它網路而耦接至處理器514之情況。此類網路儲存安排是 

常見的5及「處理系統包括一儲存子系統」一詞意為包括 

所有或一些儲存器經由一網路而耦接之情況。

儲存子系統儲存一組預定義動態等化(DEQ)頻譜設定 

檔 519。

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在操作中被安排成將該組經儲存 

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519中的一或一個以上預定義DEQ 

頻譜設定檔發送至耦接至網路的至少一信號處理裝置，例 

如裝置521中的系統523使得一特定處理裝置，例如系統523 

因接收一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而能夠依據選定預定 

義DEQ頻譜設定檔來處理一接受的音訊信號產生一經處理 

音訊信號供播放。到至少一信號處理裝置的發送是經由網 

路的直接發送或經由一不同處理系統的間接發送。在一形 

態中，如下所述，伺服器處理系統513被用來建立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及將頻譜設定檔發送至一不同的處理系 

統。此其它不同處理系統將一或一個以上特定預定義DEQ 

設定檔發送至至少一音訊信號處理系統。

音訊信號處理系統523的處理包括確定一頻譜測度，此 

頻譜測度被修改以依據選定預定義頻譜設定檔來將音訊信 

號的時變頻譜設定檔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配一時不變頻譜 

設定檔。經處理音訊信號係用以在一重現環境中使用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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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播放。在所示範例中，經處理音訊信號係用以經由音

訊渲染器及放大器235經由揚聲器243及245在播放環境241

中播放。

在一實施例中，儲存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以

下DEQ頻譜設定檔類型當中之一者或一者以上：

•針對重現裝置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重現環境的 

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重現環境與重現裝置此兩者 

的特性來等化之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定檔。

• 依據音訊信號所表示的內容或內容類型來等化之 

一特定內容頻譜設定檔。

•依據等化作用類型來等化之一特定等化類型DEQ 

頻譜設定檔。

本發明的一層面是操作處理系統諸如設定檔伺服器 

511之伺服器處理系統以提供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供客 

戶端處理系統諸如系統523使用之方法。該方法包括將一組 

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儲存於儲存子系統515中，儲存子系 

統515為伺服器處理系統513的一部分或與其耦接。該方法 

進一步包括將儲存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519中的一或 

一個以上預定義DEQ頻 譜設定檔分配給耦接 至網路501的 

一或一個以上信號處理裝置，例如客戶端音訊/視訊接收機 

521中的音訊信號處理系統523，使得耦接至網路的一特定 

信號處理裝置因接受一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而可依 

據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來處理一接受的音訊信號以 

產生一經處理的音訊信號。處理如上所述，例如包括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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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頻譜測度，此頻譜測度被修改以依據選定預定義DEQ頻

譜設定檔來將音訊信號之時變頻譜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配

一時不變頻譜設定檔，經處理音訊信號係用以在一重現環

境中使用重現裝置播放。

在一些實施例中，儲存子系統被用指令517組態，例如 

儲存指令517 ＞指令517當被一或一個以上的處理器517執行 

時致使實施方法。

在一實施例中，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在操作中被用例 

如被包括於指令517中的指令組態，其在被執行時致使伺服 

器處理系統接收特定信號處理裝置（例如耦接至網路501之 

音訊信號處理系統523）對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一 

請求。響應於此請求，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在操作中被用 

例如被包括於指令517中的指令組態，其在被執行時致使伺 

服器處理系統將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發送至特定信 

號處理裝置，例如系統523，使得信號處理裝置因接收了選 

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而依據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 

檔處理接受的音信信號產生經處理音訊信號。

在一些實施例中，請求是一網路實體而非請求的特定 

信號處理裝置提供的間接請求 ' 使得選定預定義DEQ頻譜 

設定檔經由網路實體被間接提供給所請求的特定信號處理 

裝置。

因而，在一些實施例中，操作伺服器處理系統的方法 

包括接收耦接至網路之特定信號處理裝置對選定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的一請求'並響應於此請求將選定預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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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Q頻譜設定檔發送至特定信號處理裝置。信號處理裝置

因接收了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而依據選定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來處理所接受的音訊信號產生經處理音訊

信號。

對於音訊信號處理裝置，例如包括音訊處理系統523之 

客戶端音訊/視訊接收機521 ＞操作裝置的方法包括向設定 

檔伺服器511中伺服器處理系統發送對一特定預定義DEQ 

頻譜設定檔的一請求，並接收所請求的特定預定義DEQ頻 

譜設定檔來用作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供處理一音訊 

信號。

音訊信號處理裝置的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例如對於 

一些實施例包括網路介面233之客戶端音訊/視訊接收機 

521的至少一處理器205在操作中自耦接至網路501的伺服 

器處理系統513獲取至少一特定DEQ頻譜設定檔，例如設定 

檔伺服器511中的處理系統，其包括或耦接至伺服器儲存子 

系統515 ＞在伺服器儲存子系統515中儲存有一伺服器組預 

定義DEQ頻譜設定檔519。獲取包括將對特定預定義DEQ頻 

譜設定檔的一請求發送至伺服器處理系統513 ；並自設定檔 

伺服器511接收所請求的特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操作客戶端音訊/視訊接收機521的音訊處理系統523 

之方法的一實施藉由將指令包括於儲存子系統207的指令 

525中來實施，指令在被執行時致使上述發送一請求給設定 

檔伺服器511並作為響應接收所請求的特定預定義頻譜設 

定檔用作供處理的選定DEQ頻譜設定檔之方法步驟。

L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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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申請人認識到使用及分配包括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 

定檔、一特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及一特定等化類型DEQ 

頻譜設定檔中的一者之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是有價值 

的。

現在更詳細的討論此類設定檔範例及其使用。

特定裝置及特定環境DEQ頻譜設定檔

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定檔能用於等化一重現裝置之 

一或一個以上特性。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定檔另外或代 

之能用於等化重現裝置在操作時所處的重現環境之一或一 

個以上特性。

一特定裝置例如放大器、或揚聲器的製造商例如可建 

立或已建立一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或一組此類用於分頻 

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使得一輸入信號可針對特定裝 

置的特定特性被動態補償。一第三方亦可建立針對商業可 

用特定裝置產生重現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服務。在一 

些實施例中，裝置製造商將一特定裝置預定義DEQ頻譜設 

定檔預載入裝置中。在其它實施例中，在音訊信號處理裝 

置連接至一設定檔伺服器的情況下，信號處理裝置發出請 

求並且自設定檔伺服器獲得一特定的特定裝置預定義DEQ 

頻譜設定檔來計入所使用預生產裝置的特性 。

生產及分配針對不同重現裝置類別的不同預定義DEQ 

頻譜設定檔亦是有益的。因此，一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包括一計入所使用重現裝置類別之特定裝置DEQ頻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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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以此方式，少量預定義設定檔可被用於相當大量屬於 

一或另一類別的裝置。如一範例，在一形態中，重現裝置 

類別是包括放大器類型及揚聲器類型中的至少一者之一組 

重現裝置類別當中的一者。如一揚聲器類型範例，重現裝 

置類別包括一小型耳機重現裝置、一小型揚聲器重現裝 

置、及一全低音響應揚聲器重現裝置當中的一者或一者以 

上。一聽者可設定裝置類型並選擇，或在連接至一伺服器 

的情況下請求並自設定檔伺服器獲得，一特定裝置類型預 

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來計入所使用揚聲器類型。

已知一些組件的頻譜特性隨時間改變。舉例而言，製 

成揚聲器紙盆(cone)的材料隨時間改變，使得一揚聲器的感 

知特性隨時間改變。在一些實施例中，用於處理的選定預 

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一特定裝置預定義DEQ頻譜設定 

檔，其計入重現裝置之一或一個以上組件的齡期。一第三 

方或一揚聲器製造商可公開針對特定揚聲器或諸揚聲器類 

型之依齡期而定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現代裝置往往包括自動識別裝置的機制。此類自動識 

別典型地包括儲存於裝置中的資訊。如一簡單而非限制範 

例，第2A圖與第5圖的揚聲器243及245被繪示成分別包括識 

別資訊247及249。揚聲器與播放音訊渲染器及放大器間的 

耦合是雙向的來為音訊信號處理系統準備獲取識別資訊。 

識別資訊足夠識別揚聲器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此識別資 

訊用於自設定檔伺服器選擇或獲取揚聲器使用的特定預定 

義DEQ頻譜設定檔。在一些實施例中，識別資訊包括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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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使得特定齡期預定義DEQ設定檔可被使用。一重現系

統的其它組件類似地可包括此識別資訊。

在一些包括依據重現裝置之一或一個以上特性來自動 

選擇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之實施例中，識別資訊被用於 

自動選擇。在一些形態中5自動選擇是自儲存於音訊信號 

處理裝置中的一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而其它形態 

中，在音訊信號處理裝置經由一網路與一設定檔伺服器通 

訊的情況中，自動選擇包括自設定檔伺服器請求所期望的 

設定檔。

在一些實施例中，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一 

計入重現環境的特定環境DEQ頻譜設定檔。重現環境的特 

性可被量測及一設定檔建立。然而，在許多情況中，裝置 

製造商或第三方提供的一預定義頻譜設定檔可被使用。此 

一特定環境DEQ頻譜設定檔計入重現環境類型。如一範 

例，重現環境類型是包括小房間、大房間、及汽車之一組 

重現環境當中之一者。因此，一使用者在汽車中收聽時可 

選擇針對汽車的一預定義特定環境DEQ頻譜設定檔。

應該清楚的是，人們亦可將一或一個以上預定義裝置 

特定DEQ頻譜設定檔與一預定義特定環境DEQ頻譜設定檔 

相組合。

特定等化類型DEQ頻譜設定檔

在一些實施例中，選擇用於動態等化中的預定義DEQ 
頻譜設定檔包括一等化類型特有的一預定義DEQ頻譜設定 

檔。已知許多等化類型。等化類型的範例包括提升高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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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升低音等化、及平坦化等化。一實施例提供一接受

包括提升高音等化、提升低音等化、及平坦化等化之一組

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中的一個之控制介面。當然在不同

實施例中可提供更少或更多的選擇。

特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

在一些實施例中，用於一音訊信號的預定義DEQ頻譜 

設定檔包括一依據所處理音訊信號表示的內容或內容類型 

來等化之預定義特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

如預定義特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的一範例，普遍接 

受的是，不同的音樂類型可使用此音樂或至少音樂類型特 

有之一DEQ頻譜設定檔來等化。舉例而言，重金屬搖滾樂 

聽眾可能會更喜歡與古典室內樂或爵士聲樂民謠的聽眾不 

同的等化。聲音內容能以許多方式被分類成諸聲音類型 。

在一些實施例中，特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是一組特 

定內容類型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中的一個。

發明人設想將一或一個以上特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 

與內容本身相組合，使得一聽者在收聽內容時可自一組特 

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中選擇。

其它實施例包括使用實際內容特有的一預定義DEQ頻 

譜設定檔。考慮如下範例。有相當著名的音響師。他們在 

文中被稱為「名人音響師」。一特定內容項例如一特定音樂 

段的聽者可喜歡聽此類名人音響師中的一個所等化的音 

樂。在本發明的一些實施例中，選擇是依據所播放的內容 

及依據自匹配所播放內容之一組特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

45



201126517

中一特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的選擇。

雖然用以分配此類名人音響師設定檔的一模型是透過 

在內容被分配時將設定檔與此內容包括在一起來進行，但 

在其它實施例中，內容包括內容的一識別符，其足以例如 

自一設定檔伺服器諸（如設定檔伺服器511）獲取一或一個以 

上匹配的特定內容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所形成的一組匹 

配的特定內容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在另一個中，一內 

容識別方法被用於識別內容，例如使用所獲得的內容之一 

簽名，並自動自一內容匹配服務（例如一設定檔伺服器諸如 

伺服器511）獲得一匹配。已知許多此類內容匹配服務，它 

們使用一小部分內容並確定一可用來搜索音樂及其它內容 

的龐大資料庫之簽名。

認證

本發明的發明人認識到一預定義D E Q頻譜設定檔中存 

在價值。建立此類設定檔的一實體可能想要保護此一設定 

檔的真實性。這向聽者提供了例如肯定：所選定的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是所主張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亦 

即，它是真實的。

已知許多確認數位資料真實性的方法。舉例而言，已 

知發送資料信號的公鑰加密方法使得使用一公鑰的消費者 

藉由核對由相對應私鑰加密的公鑰解密資料可檢查資料的 

真實性。

第6圖以一簡單方塊圖的形式繪示一預定義DEQ頻譜 

設定檔600的內容的範例。在此一實施例中，預定義DEQ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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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設定檔600包括一組數字，此組數字定義設定檔的頻譜資 

料603、識別資料，其識別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600的製 

造商或建立者、及認證資訊607，其包含將一私/公密碼鑰 

對的私鑰應用於設定檔資料603的函數之結果。不同實施例 

使用設定檔資料的不同函數。本發明的一些實施例使用一 

密碼散列函數。如熟於此技者已知，一密碼散列函數是一 

決定性程序，其取任意數量的資料並返回一固定大小的位 

元串流，稱為（密碼）散列值，使得對資料的一偶然或有意改 

變將改變散列值。要編碼的資料往往稱為「訊息」，及散列 

值有時稱為訊息摘要或簡單為摘要。在本發明的情況中， 

訊息是形成DEQ頻譜設定檔的該組頻譜值。已知許多密碼 

散列函數，及本發明不限於所使用的散列函數類型。

文中所使用散列函數之主要期望的性質包括相對易於 

計算，指定一散列函數值 > 不能找出具有指定散列之訊息 

的資料，不能在不改變其散列的情況下改變訊息（頻譜值） 

的內容，及不能找出具有相同散列的兩不同訊息。對於一 

普遍使用散列函數列表，見2009年7月7日自 

en* dot* wikipedia* dot* org/wiki/Cryptographic__hash__functio 

ϋ獲取的維基百科文章"Cryptographic hash function,"，其中 

*dot*表示實際網址中的句號。

本發明的一實施例使用常見的MD5散列函數。另一實

施例使用常見的SHA-1散列函數。

因此 > 一設定檔中的真實性資料是加密此設定檔的頻

譜資料之散列函數的結果。加密使用對應於設定檔建立者

I 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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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鑰。

注意在一實施例中，設定檔的頻譜資料是以未加密形 

式來提供使得在不用核對真實性的情況下使用設定檔的頻 

譜資料是可能的。在一些實施例中j因而5 一音訊信號處 

理裝置能選擇是否判定真實性。在另一實施例中，一操作 

中的音訊信號處理裝置在使用設定檔的頻譜資料之前判定 

真實性。

因此，在一些方法實施例中，預定義頻譜設定檔包括 

認證資訊及頻譜資料-及操作音訊信號處理系統523的方法 

包括藉由將認證資訊與頻譜資料函數比較來確定是否一特 

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可用作選定預定義DEQ設定檔。

此外，在一些裝置實施例中，預定義頻譜設定檔包括 

認證資訊及頻譜資料，及音訊信號處理系統523的處理器 

205在操作中被組態成藉由將認證資訊與頻譜資料函數比 

較來確定是否一特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可用作選定預 

定義DEQ設定檔。

更詳細而言，為了判定真實性，音訊信號處理裝置的 

一實施例在操作時：

•決定預定義設定檔中頻譜資料603的唯一函數；

•使用身份資訊605獲得對應於設定檔製造商或建立 

者之鑰對的公鑰；

•對加密資訊607解密；及

•將所決定的散列函數與認證資訊607的解密版本相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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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證伺服器

一些實施例包括在一處理系統而非音訊信號處理系統 

（諸如系統523）中實施認證。如第5圖所示，在一些實施例 

中，設定檔伺服器包括或耦接至一認證處理系統。在第5圖 

所示版本中，設定檔伺服器511經由網路501耦接至一認證 

伺服器531。認證伺服器531包括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534， 

且包括或耦接至一內部儲存有一組認證參數539之認證儲 

存子系統535。各預定義頻譜設定檔包括認證資訊607以及 

識別資訊。一信號處理裝置諸如裝置521能夠向伺服器處理 

系統請求認證一特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或在一可選 

擇實施例中，請求伺服器處理系統的資訊，及伺服器處理 

系統可藉由連接至認證處理系統確定一特定預定義DEQ頻 

譜設定檔的真實性。

因此，在操作一音訊信號處理裝置（諸如裝置531）的方 

法實施例中，該方法包括將一請求發送至耦接至設定檔伺 

服器處理系統或作為其一部分之一認證處理系統來認證一 

特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及自認證處理系統接收一指 

示設定檔的真實性狀態之真實性參數，並依據所接收的真 

實性參數來確定是否特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可用作選 

定預定義DEQ設定檔。

因此，伺服器處理系統513的一實施例在操作中被組態 

成將一請求發送至耦接至網路501的一認證處理系統533， 

此請求係用以認證一特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此外， 

認證處理系統533包括或耦接至一內部儲存有一組認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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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539之認證儲存子系統535。一或一個以上處理系統514在

操作中被進一步組態成自認證處理系統533接收一真實性

參數，並依據所接收真實性參數來確定是否特定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用作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認證伺服器若分離於第5圖所示的設定檔伺服器就包 

括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534，及儲存於儲存子系統535中的 

指令，指令當被執行時致使認證伺服器實施一認證過程， 

舉例而言，產生或找尋一特定頻譜設定檔的特定認證參數 

539。

建立設定檔

本發明的另一層面包括建立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以 

供分配。

雖然可使用任一處理系統，但為說明目的，假定是設 

定檔伺服器處理系統。

因此5 一些實施例包括一操作一處理系統來建立一或 

一個以上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方法。

在一些實施例中'建立包括，建立被包括於每一經建 

立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中的認證資訊以使一認證方法能 

夠認證每一經建立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在一些實施 

例中，每一經建立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識別設定檔 

的建立者之身份資料。在經建立設定檔包括資訊，例如使 

用一公/私鑰對的私鑰加密之認證資訊的情況中，身份資訊 

605使一認證方法能夠獲得每一所使用私鑰的匹配公鑰。

在一些實施例中，建立進一步包括將經建立預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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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Q頻譜設定檔的認證資訊發送至一包括或耦接至一認證

儲存子系統的認證處理系統，使得認證處理系統在操作中

可儲存一或一個以上真實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所形成

之一組真實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一組認證參數。

以此方式，一製造商或設定檔供應商可建立並公開預 

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例如裝置特定及/或裝置類型特定、 

及/或重現環境類型特定DEQ頻譜設定檔、及/或內容特定 

DEQ頻譜設定檔、及/或等化類型特定DEQ頻譜設定檔。 

控制介面

一些實施例包括用以選擇要使用的選定預定義DEQ頻 

譜設定檔，及針對所選定設定檔如何被用於處理一輸入音 

訊信號之一控制介面。相關美國臨時專利申請案第 

61/181,206號描述了 一信號處理裝置的各不同控制介面，此 

信號處理裝置實施動態等化，感知域動態等化(PDEQ)、或 

更廣地未必感知域動態等化(DEQ)，其中一輸入信號的時變 

頻譜被修改成更接近類似一時不變頻譜設定檔的函數 。

本發明實施例的一特徵包括一使用者與一DEQ處理系 

統或裝置互動的一方法及裝置。此類互動包括向一使用者 

呈現一控制介面，並接受控制介面中控制元件的使用者的 

設定。如一範例5第2B圖所示系統包括一控制介面219，控 

制介面219包括用以呈現控制的一使用者介面顯示器，及至 

少一被組態成接受一使用者輸入之控制元件(使用者輸入 

機制217)。控制介面的可選擇實施例可包括傳統組件，諸 

如旋鈕 '滑動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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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實施例中，控制介面提供對選擇及/或定義要使 

用的DEQ頻譜設定檔的一控制。選擇包括自一控制介面接 

收基於至少選定DEQ頻譜設定檔與可取捨地一或一個以上 

其它DEQ頻譜設定檔的一混合之一使用者定義的DEQ頻譜 

設定檔。混合是基於一或一個以上混合參數所形成的一組 

混合參數。控制介面提供一使用者設定該一或一個以上的 

混合參數之一機制。在一單一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情況下，存在一單一參數，指示依據該單一DEQ頻譜設定 

檔要應用的DEQ量。音訊信號的處理是依據使用者定義的 

DEQ頻譜設定檔。一些此類實施例包括向使用者呈現控制 

介面。如下文更詳細描述5控制介面包括一或一個以上被 

組態成接受一使用者輸入之控制元件'此使用者輸入包括 

針對一或一個以上混合參數所形成的該組混合參數中至少 

一些混合參數的值。

在一些實施例中，控制介面進一步包括用以選擇或者 

定義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至少一控制元件 > 及若 

一或一個以上其它DEQ頻譜設定檔被使用，其用以選擇或 

者定義其它一或一個以上其它DEQ頻譜設定檔。

如下面更詳細描述的一範例，混合是一對或一對以上 

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混合。控制介面包括一控制 

元件，此控制元件設定一或一個以上混合參數以決定各自 

一對或一對以上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之各自相對混 

合量來形成用於音訊信號的處理之使用者定義的DEQ頻譜 

設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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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更詳細地描述這些控制介面特徵。

在一組實施例中，存在EQ[b]表示之一選定預定義DEQ 

預設頻譜設定檔，及卩表示且在0（無DEQ處理）與1（完成DEQ 

處理）間或亦表示為一百分比之DEQ處理的可變度提供了 

一簡單參數，該簡單參數允許一諸如第2B圖中所實施之媒 

體裝置的一使用者。第7A圖繪示一包括一滑動塊的實施例 

及第7B圖繪示為一旋轉旋鈕形式之實施例，各用以依據一 

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EQ[b]來控制DEQ處理量。滑動塊或 

旋鈕在一些版本中是一實際實體滑動塊或旋轉旋鈕，但在 

其它版本中，是在一使用者可互動的圖形使用者介面顯示 

器215上被渲染之為一旋鈕顯示的虛擬控制。滑動塊（第7A 

圖）或旋鈕（第7B圖）位置依據DEQ控制器的位置選擇要應用 

的DEQ量。滑動塊或旋鈕被接受及在一些實施例中，感知 

DEQ處理依據方程式8、12及13被應用於一音訊信號，或在 

其它實施例中，DEQ處理依據方程式17及18。就是說，對 

於感知DEQ的情況，預設特定響度及增益是依據方程式8、 

12及13來決定。音訊是依據所決定的多頻帶增益來處理。

在一些實施例中，音訊處理系統包括儲存複數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的能力。這些預設頻譜設定檔中的每一個 

可被一使用者重新調用。因而，在一些實施例中，控制介 

面包括至少一用以自一組DEQ預設頻譜設定檔中選擇一或 

一個以上DEQ預設頻譜設定檔之控制元件。

一些實施例包括一控制介面5其被一使用者操作以在 

用EQ] [b]與EQ?[b]表示的兩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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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定DEQ頻譜設定檔。在一些實施例中，控制介面包括 

至少一用以選擇兩預設頻譜設定檔之控制元件，及一用以 

設定我們稱為變形參數亦為混合參數之參數的控制元件 

(一滑動塊或旋鈕)，以便決定音訊輸出之兩預定義DEQ頻譜 

設定檔的一混合。兩DEQ預設頻譜設定檔的選擇是自一組 

DEQ預設頻譜設定檔，例如，由製造商在工產中選擇的經 

儲存預定義DEQ預設頻譜設定檔，或預定義DEQ頻譜設定 

檔。

第8A圖繪示一滑動塊，及第8B圖繪示一旋鈕。滑動塊 

或旋鈕當被操作時設定用α表示的變形參數，0<α<1，使得 

依據方程式8、12及13在一些感知DEQ處理實施例中或依據 

方程式17及18在其它DEQ處理實施例中應用的EQ[b]是參 

數α決定之兩DEQ預設頻譜設定檔的一線性組合：

EQ[b] = a-EQ] [b] + Q - α) - EOX [b] (19)

在一實施例中，方程式12或方程式18中的參數B被設定 

為一固定值1。在一可選擇實施例中，一額外控制介面，例 

如一額外滑動塊或旋鈕被提供給使用者來選擇參數卩。

如第8A圖所示，當滑動塊被設在底部位置或α=0時， 

則使用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EQ ί [b]來完全處理音訊信 

號。隨著滑動塊移動及α值增加，所應用的預定義DEQ頻譜 

設定檔是兩DEQ預設頻譜設定檔EQi[b]與EQ2[b]的一組合 

直至當所應用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完全是EQ2[b]時α 
值增加到其滿值1。

兩個以上預設頻譜設定檔間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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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實施例中，針對DEQ處理的控制介面包括形成 

為兩個以上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一組合之選定DEQ頻 

譜設定檔的控制及應用。在此使用中，一使用者自可被工 

廠定義之一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中選擇三或三個以上 

DEQ預設頻譜設定檔。控制介面允許一使用者決定一在數 

對三或三個以上選定DEQ預設頻譜設定檔間變形的DEQ預 

設頻譜設定檔。三或三個以上選定DEQ預設頻譜設定檔被 

空間分佈於控制元件上的不同位置，例如控制介面的滑動 

塊或旋鈕，它們被組態成經由各自的輸入機制來接受使用 

者輸入。第9A圖繪示一滑動塊，及第9B圖繪示一旋鈕，其 

可適用於應用選自EQi[b]、EQ2[b]及EQ3[b]表示的三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之一對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變形之情 

況。使用者調整控制元件例如旋鈕或滑動塊以依據α表示在 

三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情況中定義的預設混合參 

數(亦稱為變形參數)來選擇一對DEQ預設頻譜設定檔的一 

混合，使得依據方程式8、12及13被應用於一些感知DEQ處 

理實施例中或依據方程式17及18被應用於其它DEQ處理實 

施例的EQ[b]被設定等於：

EO[b] = 2α -EO2\b] 4-(1-2α)·EO^b\ fbrO < α <0.5 (20)

及

E&b] = 2(α-0.5)-EO，[b]令(1 一2(。-0.5))-EQ.[b]

對於 0.5 < a <1.0 (21)

在一些實施例中，參數卩(如在方程式12或方程式18中 

使用)被設定為一固定值1以供發揮完全作用。在可選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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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中，控制介面進一步包括一控制元件，該控制元件用

以控制被例如一額外控制介面應用的總DEQ處理量，例如

一額外滑動塊或旋鈕被提供給使用者來選擇參數卩。

使用一個二維控制元件的DEQ控制介面

本發明之進一步實施例包括一控制介面，該控制介面 

包括一個二維控制元件，該二維控制元件被組態成接受一 

定義該二維控制元件之區域上一位置的一使用者指示。一 

具有一個二維控制元件之控制介面的範例包括一被用來控 

制在大部分膝上型電腦中找到的遊標之觸控板、一結合一 

顯示的二維表面之軌跡球、及在一觸感式螢幕中之一顯示 

的二維表面。此類具有二維控制元件的控制介面最近亦出 

現於諸如行動電話及可攜式媒體裝置之裝置中。

第 10 圖繪示這一用以由 EQ1[b]'EQ2[b]' EQ3 [b]、EQ4[b] 

表示的四預定義頻譜設定檔中的任何一對的一變形而選擇 

要應用的DEQ頻譜設定檔之控制介面。

針對動態等化預設選擇及控制的一整合控制器

參數卩及一DEQ預設頻譜設定檔EQ[b]（方程式12或方 

程式18，視DEQ類型而定）一同提供可被用於一媒體裝置中 

來控制一音訊信號的感知頻譜之一相對簡單方式。此外， 

複數預定義DEQ預設頻譜設定檔當中的一個可被使用，每 

一個例如適用於一不同的重現情況或環境。本發明的一層 

面是一控制介面，該控制介面向一使用者提供一機制，該 

機制易於選擇一組預定DEQ預設頻譜設定檔EQ[b]當中的 

一個並藉由控制參數卩（方程式12或方程式18，視DEQ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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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來控制所應用的DEQ量。一些版本包括一自一輸入音

訊信號撷取並儲存一期望頻譜設定檔之機制。在一實施例

中，預定義DEQ預設頻譜設定檔被儲存於一裝置上。在另

一實施例中，各自預定義DEQ預設頻譜設定檔的網址(URL)

或指針被儲存於裝置中。

在一些實施例中，控制介面包括一用以顯示一選擇的 

顯示元件及一為一用以調整例如調整要應用的DEQ量之控 

制元件而提供的整合元件，及一用以指示例如用以指示一 

選擇的控制元件。如一範例，在一些實施例中 ' 用以調整 

的控制元件是一旋轉控制元件，及用以指示的控制元件是 

與旋轉控制元件整合的一點擊控制元件。

第11A及11B圖繪示整合DEQ控制之一控制介面的兩 

可選擇實施例，整合DEQ控制包括選擇一DEQ預設設定檔 

及改變應用的DEQ量。第11A圖繪示一包括一環形旋轉控制 

器1203之控制介面，環形旋轉控制器1203可以是一實際實 

體的控制器或一成一使用者可與之互動的顯示器形式之虛 

擬控制器。旋轉控制器被用作用以調整的控制元件。控制 

介面包括充當一按鈕，一般也稱為一點擊按鈕之一區域 

1205。點擊按鈕被用作用以指示的控制元件。在所示特定 

安排中，點擊按鈕1205填充環形旋轉控制器1203的中心空 

白區域。控制介面包括一顯示元件1207，顯示元件1207被 

組態成顯示被執行來提供一使用者視覺回饋之動作。

第11B圖繪示一可選擇控制介面，其中旋轉控制器及選 

擇機制被組合到元件1223 : 一旋轉控制器中，例如一具有

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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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點擊控制之旋鈕。在第11B圖繪示一俯視圖及一側視

圖，正如顯示元件1207。

在一些實施例中，具有整合旋轉控制器及點擊按鈕 

（第11A圖或第11B圖）的控制介面具有多個模式，包括一選 

擇模式，其中旋轉控制器被用於選擇多個預定義DEQ預設 

頻譜設定檔的一特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及點擊按鈕 

被用於指示應用特定預定義D E Q預設頻譜設定檔。

如一範例，模式包括一控制模式，其中旋轉控制器被 

用於控制要應用的DEQ量，及點擊按鈕指示被用於改變模 

式。此外，在一些實施例中，模式包括一保存模式，其中 

旋轉控制器被用於選擇一儲存位置來將一特定預定義DEQ 

頻譜設定檔儲存為預定義頻譜設定檔中之一預定義頻譜設 

定檔，及點擊裝置被用於改變模式及在選定儲存位置將特 

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保存為預定義頻譜設定檔當中之 

一預定義頻譜設定檔。

除非特別說明，如由下面說明中容易看出的，要瞭解 

的是在整個說明討論中使用諸如「處理」、「計算」、「決定」 

等詞語是指一電腦或計算系統、或類似電子計算裝置的動 

作及/或過程，類似電子計算裝置將被表示為物理（諸如電子） 

量的資料操作及/或轉換成其它被同樣表示為物理量的資 

料。

以一相似方式，「處理器」一詞可指任一裝置或一裝置 

的一部分，其處理例如暫存器及/或記憶體的電子資料以將 

該電子資料轉換成其他例如可被儲存於暫存器及/或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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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中的電子資料。一「電腦」或一「計算機器」或一「計

算平台」可包括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

要指出的是除非特別說明，當說明一包括若干元件（例

如若干步驟）之方法時，不暗示此類元件（例如步驟）的排序。

在一些實施例中，一電腦可讀儲存媒體被用指令組 

態，例如編碼5指令當被一處理系統諸如一包括至少一處 

理器元件及一儲存子系統之數位信號處理裝置或子系統的 

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執行時致使實施如本文所述的一方 

法。

在一些實施例中5本文所述方法可被接受在一或一個 

以上電腦可讀媒體上編碼之邏輯指令的一或一個以上處理 

器執行。當被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執行時，指令致使實施 

本文所述的至少一方法。任一能夠執行一組指定所要採取 

的動作的指令（順序的或非順序的）之處理器被包括。因此， 

一範例是一典型的包括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的處理系統。 

每一處理器可包括一CPU或類似元件、一圖形處理單元、 

及/或一可程式化DSP單元當中的一者或一者以上。處理系 

統進一步可包括儲存子系統，該儲存子系統包括包含主 

RAM及/或一靜態RAM、及/或ROM之一記憶體子系統。一 

匯流排子系統可被包括進來用以在組建間通訊。處理系統 

進一步可以是一具有由一網路例如經由網路介面裝置或無 

線網路介面裝置耦接的處理器之分佈式處理系統。如果處 

理系統需要一顯示器，這一顯示器可被包括進來，諸如一 

液晶顯示器（LCD）、有機發光顯示器（OLED）、或一陰極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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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管(CRT)顯示器。如果需要手動資料項，處理系統亦包括 

一輸入裝置5諸如一文數輸入單元5諸如一鍵盤、一指向 

控制裝置，諸如一滑鼠、等等當中之一者或一者以上。文 

中使用的詞語儲存裝置、儲存子系統、或記憶體單元若由 

上下文明瞭及除非明確說明亦包含一儲存系統，諸如一磁 

碟驅動機單元。處理系統在一些組態中可包括一聲音輸出 

裝置及一網絡介面裝置。記憶體子系統因而包括一電腦可 

讀媒體，該電腦可讀儲存媒體被用指令(例如邏輯(例如當被 

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執行時致使實施如本文所述方法步驟 

當中的一方法步驟之軟體))組態，例如編碼。該軟體可駐留 

在硬碟中，或在電腦系統對其的執行期間亦可完全或至少 

部分地駐留在RAM內及/或處理器內。因此，記憶體及處理 

器亦組成上面有編碼指令的電腦可讀取媒體。

此外，一電腦可讀媒體可形成一電腦程式產品，或被 

包括於一電腦程式產品中。

在可選擇實施例中，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作為一獨立 

裝置運作或可被連接例如網路連接至一網路部署中的其它 

處理器，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可在伺服器-客戶端網路環境 

中以一伺服器或一客戶機器的身份運作，或在一對等或分 

佈式網路環境中作為一同級機器。處理系統一詞若非文中 

明確排除就包含所有此類可能性。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可 

形成一個人電腦(PC)、一媒體播放裝置、一平板型PC、一 

機上盒(STB)、一個人數位助理(PDA)、一行動電話、一網 

頁應用程式、一網路路由器、一交換機或網橋、或任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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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執行一組指定該機器要採取的動作之指令（順序的或非

順序的）的機器。

要注意的是，雖然一些圖式僅繪示一單一處理器及一 

單一儲存子系統，例如一儲存有包括指令的邏輯之單一記 

憶體，但熟於此技者將明白上述許多組件被包括進來，但 

未明確繪示或說明以便不模糊本發明層面。舉例而言，雖 

說明一單一機器，但「機器」一詞亦將被視作包括任一個 

別或共同執行一組（或多組）用以執行文中所討論任一或一 

個以上方法的指令之機器集合。

因此，文中所述任一方法的一實施例為一電腦可讀媒 

體的形式，該電腦可讀媒體被用一組指令例如一電腦程式 

組態，當其在為一媒體裝置的部分之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 

上被執行時致使方法步驟的實施。因此，如將為熟於此技 

者所瞭解，本發明的實施例可被體現為一方法、一裝置， 

諸如一特定用途裝置、一裝置，諸如一資料處理系統、或 

一電腦可讀儲存媒體，例如為一電腦程式產品。該電腦可 

讀媒體被用一組指令組態，該組指令當被一或一個以上處 

理器執行時致使實施方法步驟。因此，本發明層面可採取 

一方法、一完整硬體實施例、一完整軟體實施例或一結合 

軟體與硬體層面實施例的形式。此外，本發明可採取電腦 

可讀媒體的形式，例如一電腦程式產品為一電腦可讀取程 

式碼被包含於媒體中之電腦可讀儲存媒體。

雖然電腦可讀媒體在一示範實施例中被繪示為一單一 

媒體，但「電腦可讀媒體」一詞應該被視為包括一單一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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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多個媒體，例如一集中式資料庫的一集中式儲存媒體 

裝置、或一分佈式資料庫的分佈儲存器 ' 及/或相關聯儲存 

一或一個以上組指令的快取及伺服器。「電腦可讀媒體」一 

詞應該被視為包括任一能夠儲存或編碼指令之有形儲存媒 

體，指令為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執行且致使一或一個以上 

處理器執行本發明之任一或以上方法的方法步驟。一電腦 

可讀媒體可採取許多形式，包括但不限於，非依電性媒體 

及/或依電性媒體。非依電性媒體包括例如光學儲存器、磁 

碟、及/或磁-光碟。依電性媒體包括動態記憶體，諸如主記 

憶體。舉例而言，在一組實施例中，「電腦可讀媒體」一詞 

因而將被視為包括但不限於，一有形電腦可讀取媒體，例 

如一固態記憶體、或一在電腦可讀取光或磁媒體中被編碼 

的電腦軟體產品。

將明白的是，所討論的方法步驟在一實施例中被一執 

行儲存於儲存器中的指令之處理（亦即電腦）系統的一（或諸） 

適當處理器執行。亦將明白的是，本發明的實施例不限於 

任一特定實施或程式化技術及本發明可使用任一適當實施 

文中所述功能的技術來實施。此外，實施例不限於任一特 

定程式化語言或作業系統。

此說明書中提及「一實施例」意為結合該實施例所述 

的一特定特徵、結構或特性被包括於至少本發明的一實施 

例中。因此，在本說明書各不同位置出現片語 「在一實施 

例」未必都指同一實施例，但可以指同一實施例。此外， 

特定特徵、結構或特性能以由此揭露將為本技藝中具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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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知識者顯見的任一適當方式而被組合於一或一個以上實

施例中。

類似地，應該瞭解的是，在上面本發明示範實施例的 

說明中 > 為精簡揭露並幫助於理解一或一個以上各不同發 

明層面，本發明的各不同特徵有時被一同分組於其之一單 

一實施例、圖、或說明中。然而，此揭露方法不被理解為 

反映一所主張的發明需要比在每一申請專利範圍中所直接 

引述更多的特徵之意圖。如下申請專利範圍反映，發明層 

面為不到一單一前面揭露實施例的所有特徵。因此，示範 

實施例說明之後的申請專利範圍據此被明確包含於此示範 

實施例說明中，每一依靠自身的申請專利範圍項作為本發 

明的一單獨實施例。

此外，如將為熟於此技者明白，雖然文中所述的一些 

實施例包括被包含於其他實施例中的一些而非其它特徵， 

但不同實施例的特徵組合意為在本發明的範圍內，並形成 

不同實施例。舉例而言，在下面的申請專利範圍中，任一 

所主張的實施例可被用於任一組合中。

此外，一些實施例在文中被說明為一方法或一方法之 

元件組合，其可被一電腦系統之一處理器或執行此功能的 

其它手段實施。因此，一具有用以執行這一方法或一方法 

元件的必需指令之處理器形成一用以執行此方法或一方法 

元件的手段。此外，為實施本發明目的，一裝置實施例之 

一文中所述元件是一用以實施元件所執行功能之手段的一 

範例。

L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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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中所提供的說明中，許多特定細節被提出。然而，

明白的是'本發明實施例可在沒有這些特定細節的情況下

被實施。在其它實例中，習知方法、結構及技術未被詳細

繪示以便不模糊對本說明的理解。

如文中使用，除非另有說明，使用序數形容詞「第一」、 

「第二」、「第三」等等來說明一共用物件僅僅指示類似物 

件的不同實例正被提到，而不欲暗示如此說明的物件必須 

按一指定順序'或在時間上、空間上排序或以任一其它方 

式排序。

文中所舉出指定美國的所有美國專利、美國專利申請 

案、及國際(PCT)專利申請案特此被併入以供參考。在專利 

條例或法規不允許參考自身包含透過參考而來的資訊之材 

料的併入的情況下，文中參考材料的併入排除任何參考此 

併入參考材料的資訊，除非此資訊依參考被明確併入文中。

在下面申請專利範圍及本文說明中，詞包含、由…組 

成或其包含當中之任一者是一開放詞5其意為至少包括後 

面的元件/特徵，但不排除其他的元件/特徴。因此，包含一 

詞當被用於申請專利範圍中時不應被理解成限為後面所列 

舉的手段或元件或步驟。舉例而言，表式一裝置包含A與B 

的範圍不應被限為僅由裝置A與B組成的裝置。文中所使用 

的詞包括或其包括亦為一開放詞，其亦意為至少包括該詞 

後面的元件/特徵，但不排除其他的元件/特徵。因而，包括 

是包含的同義詞且意為包含。

類似地，要指出的是，耦接一詞當被用於申請專利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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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時不應被理解成僅限為直接連接。詞「耦接」及「連接」 

以及它們的衍生詞可被使用。應明白的是，這些詞不欲為 

彼此的同義詞。因此，一裝置A耦接至一裝置B這一表達的 

範圍不應被限為裝置或系統，其中裝置A的一輸出被直接連 

接至裝置B的一輸入。它意為在A的一輸出與B的一輸入間 

存在一通路5該通路可以是一包括其它裝置或手段的通 

路。「耦接」意思是兩或兩個以上元件直接實體或電氣接 

觸，或兩或兩個以上元件彼此不直接接觸但仍彼此間合作 

或互動。

因此，雖然已說明了據信為本發明的較佳實施例，但 

是熟於此技者將認識到在不背離本發明精神的情況下可對 

其作其它及進一步的修改，且欲主張所有此類改變及修改 

都落入本發明的範圍內。舉例而言，上面指定的公戎僅是 

表示可被使用的程序。由在功能區塊間可互換的方塊圖及 

操作可加入或刪除功能。對在本發明範圍內說明的方法可 

加入或刪除步驟。

第1圖依據本發明之實施例繪示在等效矩形頻寬(ERB) 
尺度上均勻隔開且被用來確定感知域處理頻帶之一組濾波 

器。

第2A圖及第2E圖各繪示為用以選擇並使用一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以便處理一音訊信號之一處理系統裝置形 

式之實施例的一簡化方塊圖。

第3圖繪示操作一音訊信號處理裝置(諸如依據一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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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使用DEQ來處理一音訊信號之裝置）

之方法的一實施例之一簡化流程圖。

第4A圖繪示感知域動態等化信號處理裝置之一前饋實

施例的一簡化方塊圖，其中預處理將一輸入音訊信號分隔

成頻帶。

第4B圖繪示一動態等化信號處理裝置之一前饋實施例 

的一簡化方塊圖。

第5圖繪示一示範網路，其在一些實施例中為網際網 

路 ' 而在其它實施例中為包括一音訊處理裝置及一設定檔 

伺服器之不同網路，音訊處理裝置及/或設定檔伺服器包括 

本發明之一或一個以上層面。

第6圖以一簡單方塊圖的形式繪示一預定義DEQ頻譜 

設定檔內容的一範例。

第7A圖依據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繪示一媒體裝置上動 

態等化的一基本滑動塊控制介面。

第7B圖依據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繪示一媒體裝置上動 

態等化的一基本旋鈕控制介面。

第8A圖依據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繪示一媒體裝置上用 

以應用兩動態等化預定義DEQ設定檔之動態等化的一基本 

滑動塊控制介面。

第8B圖依據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繪示一媒體裝置上用 

以應用兩動態等化預定義DEQ設定檔之動態等化的一基本 

旋鈕控制介面。

第9A及9B圖依據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分別繪示一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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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塊控制介面與一旋鈕控制介面，它們在一媒體裝置上各

提供對三個不同動態等化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之應用的

一使用者控制。

第10圖依據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繪示一控制介面，其 

具有一控制介面的一個二維使用者控制元件來控制對四個 

動態等化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應用。

第11A及11B圖依據本發明的一些實施例繪示用於整 

合動態等化控制之一控制介面的兩可選擇實施例，整合動 

態等化控制包括選擇一動態等化預設設定檔及改變所應用 

的動態等化量。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201.. .音訊信號 ' 音訊輸入、

輸入、信號

203.. .處理系統裝置、音訊處

理系統

205.. .處理單元、處理器

207.. .儲存子系統

211.. .指令

215.. .使用者介面顯示器

217.. .使用者輸入機制

219···控制介面

225.. .經處理音訊信號、音訊

輸出

231.. .音訊處理及播放系統

233.. .網路介面

235.. .音訊渲染器及放大器

子系統

241.. ·播放環境

243.. ·揚聲器

245.. .經處理音訊信號、揚聲器

247、249...識別資訊

301、303、305、307...方法

403.. .分析濾波器組功能或

裝置、分析濾波器組

404.. .延遲功能或裝置、延遲

405.. .傳輸濾波器功能或裝

置、傳輸濾波器

407.. .激發功能或裝置

409、433...平滑化器、平滑 

化功能或裝置

411.. .特定響度功能

413.. .動態等化特定響度修

改功能或裝置

415、437...增益解算器功能 

或裝置、增益解算器

417、435...目標等化規範功 

能或裝置、等化說明符

419、433、439...平滑化功能

或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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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相乘組合功能或組合器

423.. ·合成濾波器功能或裝

置、合成濾波器組

431.··頻譜測度決定器、頻譜 

測度區塊

501.. .網路

511·.·設定檔伺服器

512.. .網路介面

513.. .伺服器處理系統

514、 534...處理器

515、 535...儲存子系統

517、537...指令

519.. .預定義動態等化頻譜

設定檔

521.. .客戶端音訊/視訊接收機

523.. .音訊信號處理系統

529…控制介面

531.. .認證伺服器

533.. .認證處理系統

539.. .認證參數

600.. .預定義動態等化頻譜

設定檔

603.··頻譜資料

605···身份資料、身份資訊

607.. .認證資訊、經加密資訊

1203.. .環形旋轉控制器

1205.. .區域、點擊按鈕

1207.. .顯示元件

1223..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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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請勿填寫）

探申請案號： 彳 

※申請日：q q * . $ 探IPC分類：
$八厶弓仏（2006.0D

一、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用於音訊資料動態等化處理之等化設定檔

EQUALIZATION PROFILES FOR DYNAMIC EQUALIZATION OF 
AUDIO DATA

二、中文發明摘要：
一種執行音訊信號的動態等化處理之裝置及方法、及控制音訊信 

號的此等化處理以將一音訊信號的時變頻譜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配一 

使用者指定的目標時不變感知音訊信號頻譜同時保留音訊信號的原始 

動態範圍之裝置及方法。動態等化是依據一控制介面指定之一使用者 

定義的頻譜設定檔來實施 > 該控制介面允許一使用者定義、建立、修 

改及/或應用該使用者定義的頻譜設定檔。

ο 三、英文發明摘要：

Apparatuses for and methods of carrying out dynamic equalization 
processing of an audio signal, and apparatuses for and methods of 
controlling such equalization processing of the audio signal to 
dynamically adjust the time-varying spectrum of an audio signal to more 
closely match a user specified target time-invariant perceived audio 
signal spectrum while preserving the original dynamic range of the audio 
signal. The dynamic equalization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a 
user-defined spectral profile specified by a control interface that allows a 
user to define, create, modify and/or apply the user-defined spectral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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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專利範圍：

ι. 一種操作一音訊信號處理裝置來處理一音訊信號的方

法，該方法包含以下步驟：

接受一音訊信號；

使用該音訊信號處理裝置依據一選定預定義動態 

等化(DEQ)頻譜設定檔來處理該音訊信號以產生一經處 

理音訊信號，該處理包括決定一頻譜測度，該頻譜測度 

被修改以依據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將該音訊 

信號的時變頻譜設定檔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配一時不 

變頻譜設定檔，該經處理音訊信號係用於使用一重現裝 

置在一重現環境中播放；

其中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以下當中 

之一者或一者以上：

針對該重現裝置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該重現環 

境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該重現環境與該重現裝置此 

兩者的特性來等化之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定檔，

依據該音訊信號所表示的內容或內容類型來等化 

之一特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

依據一等化作用類型來等化之一特定等化類型 

DEQ頻譜設定檔。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處理包括感 

知域動態等化以依據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來 

將該音訊信號之該時變感知頻譜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 

配該時不變頻譜設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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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前面申請專利範圍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選 

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計入該重現裝置之一或 

一個以上組件的齡期之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定檔。

4. 如前面申請專利範圍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選 

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計入該重現裝置的一類 

別之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定檔。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重現裝置類 

別是至少包括一放大器類型與一揚聲器類型當中的一 

者之一組重現裝置類別中的一者。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重現裝置類 

別是包括一小型耳機重現裝置、一小型揚聲器重現裝 

置、及一全低音響應揚聲器重現裝置當中的一者或一者 

以上之一組重現裝置類別中的一者。

7. 如前面申請專利範圍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選 

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計入該重現環境類型之 

一特定環境DEQ頻譜設定檔。

8. 如前面申請專利範圍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重 

現環境類型是包括一小房間、一大房間、及一汽車當中 

的一者或一者以上之一組重現環境中的一者。

9. 如前面申請專利範圍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選 

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一特定等化類型DEQ頻 

譜設定檔，及其中該等化作用類型是提升高音等化、提 

升低音等化、或平坦化等化中的一類型。

10. 如前面申請專利範圍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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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選擇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選擇包括依 

據該重現裝置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自動選擇。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選擇包括依 

據該音訊信號所表示之該內容或內容類型自動選擇一 

特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或11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 

該選擇包括接受來自包括於該音訊信號處理裝置中之 

一控制介面的使用者輸入。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或11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 

該選擇包括自一控制介面接受以至少該選定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與可取捨地一或一個以上其它DEQ頻 

譜設定檔的一混合為基礎之一使用者定義DEQ頻譜設 

定檔，該混合以一或一個以上混合參數所形成的一組混 

合參數為基礎，其中該控制介面提供一機制給一使用者 

設定該一或一個以上混合參數，其中在有一單一選定預 

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情況下，有一單一混合參數，指 

出依據該單一DEQ頻譜設定檔要應用的DEQ量，其中該 

音訊信號之該處理是依據該使用者定義的DEQ頻譜設 

定檔。

1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4項所述之方法，其進一步包含以下 

步驟：

向該使用者呈現該控制介面，該控制介面包括一或 

一個以上被組態成接受一使用者輸入之控制元件，該使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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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輸入包括一或一個以上混合參數所形成的該組混

合參數中至少一些混合參數的值。

16.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4至15項中任一項所述之系統，其中 

該控制介面進一步包括用以選擇或者定義該選定預定 

義DEQ頻譜設定檔之至少一控制元件，及如果一或一個 

以上其它DEQ頻譜設定檔被使用，其用以選擇或者定義 

該其它一或一個以上其它DEQ頻譜設定檔。

1 7 如由詰重剂笳111笙1 4互1 6珀中 Q — 用■沆夕六、*，苴中 

該混合是一對或一對以上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的混合，及其中該控制介面包括一控制元件，該控制元 

件用以設定一或一個以上混合參數以決定各自一對或 

一對以上該等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之該各自相 

對混合量來形成用於該音訊信號的該處理之該使用者 

定義的DEQ頻譜設定檔。

18. 如前面申請專利範圍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音 

訊信號處理裝置耦接至一伺服處理系統所耦接的一網 

路，伺服處理系統包括或耦接至一儲存子系統，其中儲 

存有一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 該方法進一步包含以 

下步驟：

將對一特定預定義D E Q頻譜設定檔的一請求發送 

至該伺服處理系統；及

接收該所請求的特定預定義D E Q頻譜設定檔用作 

該選定預定義DEQ設定檔。

19. 如前面申請專利範圍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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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預定義頻譜設定檔包括認證資訊及頻譜資料，該方法

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

藉由將該認證資訊與該頻譜資料的一函數比較來 

確定是否該特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可用作該選定 

預定義DEQ設定檔。

2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9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認證資訊被 

可識別該設定檔的建立者或製造商之一加密方法加 

密，及其中該確定包括解密該認證資訊。

2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18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 

該音訊信號處理裝置被耦接至一認證處理系統所耦接 

的一網路5該認證處理系統包括或耦接至一儲存子系 

統，其中儲存有一組認證參數，該方法進一步包含以下 

步驟：

將一請求發送至該認證處理系統來認證一特定預 

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及

自該認證處理系統接收一真實性參數，及

依據該所接收的真實性參數來確定是否該特定預 

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可用作該選定預定義DEQ設定檔。

22. 如前面申請專利範圍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進一步 

包含在該重現環境中使用該重現裝置來播放該經處理 

音訊信號。

23. —種提供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供客戶端處理系統使 

用之系統，該系統包含：

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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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儲存子系統；

一耦接至一網路的網路介面，使得該系統可與耦接

至該網路的一或一個以上音訊信號處理裝置通訊；

其中該儲存系統儲存一組預定義動態等化(DEQ)頻 

譜設定檔5

其中該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在操作中被安排成經 

由一不同處理系統將該組儲存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 

檔中之一者或一者以上直接或間接發送至耦接至該網 

路的至少一音訊信號處理裝置，使得一特定音訊信號處 

理裝置因接收了 一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而能夠 

依據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處理一接受的音訊 

信號來產生一經處理音訊信號，該處理包括決定一頻譜 

測度，該頻譜測度被修改以依據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 

設定檔將該音訊信號的時變頻譜設定檔動態調整為更 

接近匹配一時不變頻譜設定檔，該經處理音訊信號係用 

於在一重現環境中使用一重現裝置來播放.；

其中每一儲存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以下 

當中之一者或一者以上：

針對一重現裝置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該重現裝 

置所處之一重現環境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該重現環 

境與該重現裝置此兩者的特性來等化之一特定裝置 

DEQ頻譜設定檔，

依據該要處理音訊信號所表示的內容或內容類型 

來等化之一特定內容頻譜設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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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一等化作用類型來等化之一特定等化類型

DEQ頻譜設定檔。

2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3項所述之系統，其中該處理包括感 

知域動態等化以依據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來 

將該音訊信號的該時變感知頻譜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 

配該時不變感知設定檔。

2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3或24項中任一項所述之系統，其中 

該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在操作中被組態成自耦接至該 

網路的該特定音訊信號處理裝置接收對該選定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的一請求，及響應於該請求將該選定預 

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發 送至該特定音訊信號處理裝 

置，使得該音訊信號處理裝置因接收了該選定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而依據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處理該所接受的音訊信號來產生該經處理音訊信號 。

2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5項所述之系統，其中該請求是由一 

網路實體而非該請求特定音訊信號處理裝置提供的一 

間接請求，使得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經由該網 

路實施而間接被提供給該請求特定音訊信號處理裝置 。

2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3至26項中任一項所述之系統，其中 

該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至少包括計入該重現裝置 

之一或一個以上組件的齡期 之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 

定檔。

2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3至27項中任一項所述之系統，其中 

該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至少包括計入一重現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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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類別之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定檔。

2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8項所述之系統，其中該重現裝置類 

別是包括一放大器類型與一揚聲器類型當中的至少一 

者之一組重現裝置類別中的一者。

3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8項所述之系統，其中該重現裝置類 

別是包括一小型耳機重現裝置、一小型揚聲器重現裝 

置、及一全低音響應揚聲器重現裝置當中的一者或一者 

C2卜夕一幺日番壬目业罟頻刘申砧一*。

3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3至30項所述之系統，其中該組預定 

義DEQ頻譜設定檔至少包括計入一重現環境類型之一 

特定環境DEQ頻譜設定檔。

3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3至31項中任一項所述之系統，其中 

該重現環境類型是包括一小房間、一大房間、及一汽車 

當中的一者或一者以上之一組重現環境中的一者。

3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3至32項中任一項所述之系統，其中 

該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至少包括一特定等化類型 

DEQ頻譜設定檔，及其中該等化作用類型是提升高音等 

化、提升低音等化、或平坦化等化中的一者。

3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3至33項中任一項所述之系統，其中 

系統包含或耦接至一認證處理系統，該認證處理系統包 

括或耦接至儲存有一組認證參數的一認證儲存子系 

統，及其中每一預定義頻譜設定檔包括認證資訊，使得 

該特定音訊信號處理裝置能夠請求該系統認證一特定 

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及該系統藉由連接至該認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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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統而可確定一特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確實

性。

35. —種用以選擇並使用一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來處理 

一音訊信號的裝置，該裝置包含：

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其在操作中被組態成依據一 

選定預定義動態等化(DEQ)頻譜設定檔來處理該音訊信 

號以產生一經處理音訊信號，該處理包括決定一頻譜測 

度，該頻譜測度被修改以依據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 

定檔將該音訊信號的時變頻譜設定檔動態調整為更接 

近匹配一時不變頻譜設定檔，該經處理音訊信號係用於 

在一重現環境中使用一重現裝置來播放；

其中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以下當中 

之一者或一者以上：

針對該重現裝置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該重現環 

境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該重現環境與該重現裝置此 

兩者的特性來等化之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定檔，

依據該音訊信號所表示的內容或內容類型來等化 

之一特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及

依據一等化作用類型來等化之一特定等化類型 

DEQ頻譜設定檔。

3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5項所述之裝置，其中該處理包括感 

知域動態等化以依據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來 

將該音訊信號之該時變感知頻譜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 

配該時不變頻譜設定檔。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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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5至36項中任一項所述之裝置，其中 

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計入該重現裝置之 

一或一個以上組件的齡期之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定 

檔。

3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5至37項中任一項所述之裝置，其中 

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計入該重現裝置的 

一類別之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定檔。

3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8項所述之裝置，其中該重現裝置類 

別是包括一放大器類型與一揚聲器類型當中的至少一 

者之一組重現裝置類別中的一者。

4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8項所述之裝置，其中該重現裝置類 

別是包括一小型耳機重現裝置、一小型揚聲器重現裝 

置、及一全低音響應揚聲器重現裝置當中的一者或一者 

以上之一組重現裝置類別中的一者。

4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5至40項中任一項所述之裝置，其中 

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計入該重現環境類 

型之一特定環境DEQ頻譜設定檔。

4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5至41項中任一項所述之裝置，其中 

該重現環境類型是包括一小房間、一大房間、及一汽車 

當中的一者或一者以上之一組重現環境中的一者。

4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5至42項中任一項所述之裝置，其中 

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 設定檔包括一特定等化類型 

DEQ頻譜設定檔，及其中該等化作用類型是提升高音等 

化、提升低音等化、或平坦化等化中的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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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5至43項中任一項所述之裝置，其進 

一步包含被組態成儲存一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 

一儲存子系統，及其中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是 

所儲存的該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中的一者。

4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4項所述之裝置，其中該一或一個以 

上處理器被組態成依據該重現裝置的一或一個以上特 

性來自動選擇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4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3或44項所述之裝置，其進一步包含 

一控制介面，該控制介面被組態成接受所儲存的該組預 

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中之一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 

檔的使用者輸入。

4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5至46項中任一項所述之裝置，其進 

一步包含：

耦接至一網路的一網路介面；

其中該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在操作中被組態成自 

耦接至該網路的一伺服處理系統至少獲取一特定預定 

義DEQ頻譜設定檔，該伺服處理系統包括或耦接至儲存 

有一伺服器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一伺服器儲存 

子系統，該獲取包含將對該特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的一請求發送至該伺服處理系統；並接收該所請求的特 

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7項所述之裝置，

其中該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在操作中被組態成將 

一請求發送至一耦接至該網路的認證處理系統，該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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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用以認證該特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該認證處理

系統包括或耦接至儲存有一組認證參數的一認證儲存

子系統，及

其中該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在操作中被進一步組 

態成自該認證處理系統接收一真實性參數，並依據該所 

接收的真實性參數來確定是否該特定預定義D E Q頻譜 

設定檔可用作該選定預定義DEQ設定檔。

4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5至46項中任一項所述之裝置，其進 

一步包含：

耦接至一網路的一網路介面，

其中該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在操作中被組態成將 

一請求發送至一耦接至該網路的認證處理系統，該請求 

係用以認證一特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該認證處理 

系統包括或耦接至儲存有一組認證參數的一認證儲存 

子系統，及

其中該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被進一步組態成自該 

認證處理系統接收一真實性參數，並依據該所接收的真 

實性參數來確定是否該特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可 

用作該選定預定義DEQ設定檔。

5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5至46項中任一項所述之裝置，其中 

該特定預定義頻譜設定檔包括認證資訊及頻譜資料，及 

其中該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在操作中被組態成 ：

藉由將該認證資訊與該頻譜資料的一函數比較來 

確定是否該特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可用作該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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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義DEQ設定檔。

5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0項所述之裝置，其中該認證資訊被 

可識別該設定檔的建立者或製造商之一方法加密，及其 

中該確定包括解密該加密資訊。

5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5至48項中任一項所述之裝置，其進 

一步包含播放組件，該等播放組件被組態成在該重現環 

境中使用該重現裝置來播放該經處理音訊信號。

53. -種操作一處理系統以提供預定義動態等化(DEQ)頻譜 

設定檔供客戶端處理系統使用的方法，該處理系統包含 

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一儲存子系統、及一耦接至一網 

路的網路介面，使得該處理系統可與耦接至該網路的一 

或一個以上音訊信號處理裝置通訊，該方法包含以下步 

驟：

將一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儲存於儲存子系統 

中，

經由另一處理系統將該等所儲存的預定義DEQ頻 

譜設定檔中的一或一個以上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直 

接或間接分配至耦接至該網路的一或一個以上音訊信 

號處理裝置，使得耦接至該網路的一特定音訊信號處理 

裝置因接收了 一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而可依據 

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處理一接受的音訊信號 

來產生一經處理音訊信號，該處理包括決定一頻譜測 

度，該頻譜測度被修改以依據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 

定檔將該音訊信號的時變頻譜設定檔動態調整為更接 

81



201126517

近匹配一時不變頻譜設定檔，該經處理音訊信號係用於 

在一重現環境中使用一重現裝置來播放；

其中每一儲存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包括以下 

當中之一者或一者以上：

針對一重現裝置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該重現裝 

置所處之一重現環境的一或一個以上特性、或該重現環 

境與該重現裝置此兩者的特性來等化之一特定裝置 

DEQ頻譜設定檔，

依據該要處理音訊信號所表示的內容或內容類型 

來等化之一特定內容DEQ頻譜設定檔，

依據一等化作用類型來等化之一特定等化類型 

DEQ頻譜設定檔。

5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3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處理包括感 

知域動態等化以依據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來 

將該音訊信號之該時變感知頻譜動態調整為更接近匹 

配該時不變頻譜設定檔。

5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3至54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進 

一步包含以下步驟：

自耦接至該網路之該特定音訊信號處理裝置接收 

對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的一請求，

響應於該請求將該選定預定義D E Q頻譜設定檔發 

送至該特定音訊信號處理裝置，使得該音訊信號處理裝 

置因接收了該選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而依據該選 

定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處理該所接受的音訊信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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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該經處理音訊信號。

5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5項所述之方法，其中來自該特定音 

訊信號處理裝置的該請求是經由一網路實體而非該請 

求特定音訊信號處理裝置而被接收，及其中該發送該選 

定預定義D E Q頻譜設定檔至該請求特定音訊信號處理 

裝置之步驟包括發送至該網路實體使得該網路實體可 

將該選定預定義D E Q頻譜設定檔發送至該請求特定音 

訊信號處理裝置。

5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3至56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 

該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至少包括計入該重現裝置 

之一或一個以上組件的齡期 之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 

定檔。

5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3至57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 

該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至少包括計入一重現裝置 

的一類別之一特定裝置DEQ頻譜設定檔。

5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8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重現裝置類 

別是包括一放大器類型及一揚聲器類型當中的至少一 

者之一組重現裝置中的一者。

6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8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重現裝置類 

別是包括一小型耳機重現裝置、一小型揚聲器重現裝 

置、及一全低音響應揚聲器重現裝置當中的一者或一者 

以上之一組重現裝置中的一者。

6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3至60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 

該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至少包括計入一重現環境類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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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一特定環境DEQ頻譜設定檔。

6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3至61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 

該重現環境類型是包括一小房間、一大房間、及一汽車 

之一組重現環境中的一者。

6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3至62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 

該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至少包括一特定等化類型 

DEQ頻譜設定檔，及其中該等化作用類型是提升高音等 

化、提升低音等化、或平坦化等化中的一者。

6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3至63項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進 

一步包含建立該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中的至少一 

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

6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4項所述之方法，其包含在該至少一 

經建立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中包括各自認證材料 

以使一認證方法能夠認證該至少一經建立的 預定義 

DEQ頻譜設定檔中的每一個。

6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5項所述之方法，其進一步包含將關 

於該等經建立的預定義D E Q頻譜設定檔之認證資訊發 

送至包括 或被耦接至一認證儲存子系統之一認證處理 

系統使得該認證處理系統在操作中可儲存針對一或一 

個以上真實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所形成的一組真 

實的預定義DEQ頻譜設定檔之一組認證參數。

67. —種用指令組態的電腦可讀儲存媒體，該等指令被一處 

理系統的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執行時致使實施前述任 

一申請專利範圍之方法項中的該一或一個以上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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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種包括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及一儲存子系統之處理

系統，該儲存子系統被用指令組態，該等指令被該等處

理器的一或一個以上處理器執行時致使實施前述任一

申請專利範圍之方法項中的該一或一個以上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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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ί ）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無）

五、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