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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具数字麦克风的声音唤醒侦测装置及相关
方法
(57)摘要
一种声音唤醒侦测装置 ，运 用于一电 子产
品，
该装置包括：
一数字麦克风与一应用处理器。
数字麦克风根据一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一
数字声音信号中是否出现一子关键词。
当确认出
现该子关键词时 ，
产生一第一中断信号，
并输出
该数字声音信号。应用处理器，
选择性地致能以
响应该第一中断信号。
该应用处理器根据一关键
词模型参数来辨识该数字声音信号中是否出现
一关键词。当确认出现该关键词时 ，
控制该电子
产品由一睡眠状态进入一正常运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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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声音唤醒侦测装置，
运用于一电子产品，
该声音唤醒侦测装置包括：
一数字麦克风，
辨识一数字声音信号中是否出现一子关键词，
并据以产生一第一中断
信号；
以及
一应用处理器，
响应该第一中断信号而致能；
其中响应该第一中断信号而致能后，
该应用处理器辨识该数字声音信号中是否出现一
关键词，
并且于确认出现该关键词时，
产生一第二中断信号以控制该电子产品由一睡眠状
态进入一正常运作状态；
以及
当该数字声音信号中未出现该子关键词时，
该应用处理器未致能以及该电子产品处于
睡眠状态。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
其中该数字麦克风根据储存于一第一内存中的一子关键
词模型参数来辨识该数字声音信号中是否出现该子关键词，
并且于确认出现该子关键词
时，
产生该第一中断信号，
并输出该数字声音信号。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
其中该应用处理器根据储存于一第二内存中的关键词模
型参数来辨识该数字声音信号中是否出现该关键词，
并且于确认出现该关键词时，
产生该
第二中断信号。
4 .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置，
其中该数字麦克风包括：
一内部振荡器，
产生一频率信号；
一模拟数字转换器，
将一模拟讲话声音转换成为一数字声音信号；
一子关键词判断电路，
根据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该数字声音信号中是否出现该子
关键词，
并且于确认出现该子关键词时，
产生该第一中断信号；
一先进先出缓冲器，
于该第一中断信号产生时，
暂存该数字声音信号；
以及
一第一接口控制模块，
输出该第一中断信号以及该数字声音信号至该应用处理器；
其中，
该模拟数字转换器、
该子关键词判断电路、
该先进先出缓冲器与该第一接口控制
模块根据该频率信号来运作。
5 .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置，
其中该子关键词判断电路包括：
一特征撷取电路，
撷取该数字声音信号中的信息，
并产生一正规化声音特征信号；
以及
一匹配电路，
根据该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判断该正规化声音特征信号中是否出现该子
关键词，
并且于确认出现该子关键词时，
产生该第一中断信号。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置，
其中该特征撷取电路包括：
一频谱分析器，
截取该数字声音信号中的信息，
并形成多个向量，
且该些向量组成一声
音特征信号；
以及
一特征正规器将该些向量进行一正规化后，
产生该正规化声音特征信号。
7 .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置，
其中该应用处理器包括：
一第二接口控制模块，
接收该第一接口控制模块的该第一中断信号与该数字声音信
号；
一用户训练模块，
于该正常运作状态时，
根据该数字声音信号产生该关键词模型参数
与该子关键词模型参数；
一关键词辨识模块，
根据该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该数字声音信号中是否出现该关键
词，
并且于确认出现该子关键词时，
控制该电子产品由该睡眠状态进入该正常运作状态；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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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一数字麦克风启动控制模块，
根据该电子装置的状态来选择性地启动或关闭该数字麦
克风。
8 .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置，
其中该子关键词判断电路包括：
一子段声音动作侦测阶段
以及一子关键词侦测阶段，
其中该子关键词判断电路在该子段声音动作侦测阶段进行子段
声音动作侦测以及在该子关键词侦测阶段进行子关键词侦测，
且当该数字声音信号中包含
声音时，
该子段声音动作侦测阶段触发该子关键词侦测阶段。
9 .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装置，
其中该子段声音动作侦测阶段系根据动态更新的噪音与
说话准位来侦测该数字声音信号。
10 .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装置，
其中该子关键词侦测阶段系将计算出的频域与时域的信
息和一频率临限值与一时域临限值进行比较。
11 .一种数字麦克风，
运用于一电子装置，
该数字麦克风包括：
一内部振荡器，
产生一频率信号；
一模拟数字转换器，
将一模拟讲话声音转换成为一数字声音信号；
以及
一子关键词判断电路，
根据一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该数字声音信号中是否出现一
子关键词；
其中当该子关键词判断电路确认出现该子关键词时，
产生第一中断信号，
应用处理器
响应于该第一中断信号而致能。
12 .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数字麦克风，
更包括
一先进先出缓冲器，
于该第一中断信号产生时，
暂存该数字声音信号；
以及
一第一接口控制模块，
输出该第一中断信号以及该数字声音信号至该应用处理器；
其中，
该模拟数字转换器、
该子关键词判断电路、
该先进先出缓冲器与该第一接口控制
模块根据该频率信号来运作。
13 .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数字麦克风，
其中该子关键词判断电路包括：
一特征撷取电路，
撷取该数字声音信号中的信息，
并产生一正规化声音特征信号；
以及
一匹配电路，
根据该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判断该正规化声音特征信号中是否出现该子
关键词，
并且于确认出现该子关键词时，
产生该第一中断信号。
14 .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数字麦克风，
其中该特征撷取电路包括：
一频谱分析器，
截取该数字声音信号中的信息，
并形成多个向量，
且该些向量组成一声
音特征信号；
以及
一特征正规器将该些向量进行一正规化后，
产生该正规化声音特征信号。
15 .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数字麦克风，
其中该子关键词判断电路包括：
一子段声音动作
侦测阶段以及一子关键词侦测阶段，
其中该子关键词判断电路在该子段声音动作侦测阶段
进行子段声音动作侦测以及在该子关键词侦测阶段进行子关键词侦测，
且当该数字声音信
号中包含声音时，
该子段声音动作侦测阶段触发该子关键词侦测阶段。
16 .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数字麦克风，
其中该子段声音动作侦测阶段系根据动态更新
的噪音与说话准位来侦测该数字声音信号。
17 .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数字麦克风，
其中该子关键词侦测阶段系将计算出的频域与
时域的信息和一频率临限值与一时域临限值进行比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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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种声音唤醒侦测方法，
包括下列步骤：
当一电子产品进入一睡眠状态后，
利用一数字麦克风来产生一数字声音信号，
该数字
麦克风辨识该数字声音信号中是否出现一子关键词；
当该数字声音信号中出现该子关键词时，
致能一应用处理器，
并根据一关键词模型参
数来辨识该数字声音信号；
以及
当该数字声音信号中出现一关键词时，
该应用处理器唤醒该电子产品以进入一正常运
作状态；
当该数字信号中未出现该子关键词时，
该应用处理器未致能以及该电子产品处于睡眠
状态。
19 .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
其中该数字麦克风根据一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该
数字声音信号。
20 .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
其中当该数字声音信号中出现该子关键词时，
该数字麦
克风产生一第一中断信号至该应用处理器，
使得该应用处理器致能以响应该第一中断信
号。
21 .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
其中当该数字声音信号中未出现该关键词时，
该数字麦
克风来继续根据该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该数字声音信号。
22 .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
其中于该数字麦克风产生该数字声音信号之后，
更包括
下列步骤：
撷取该数字声音信号中的信息，
并产生一正规化声音特征信号；
以及
根据该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判断该正规化声音特征信号中是否出现该子关键词。
23 .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
更包括下列步骤：
截取该声音信号中的信息，
并形成多个向量，
且该些向量组成一声音特征信号；
以及
将该些向量进行一正规化后，
产生该正规化声音特征信号。
24 .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
更包括下列步骤：
当该电子产品于该正常运作状态下，
该应用处理器中的一模型参数估算单元接收一用
户所发出该关键词的该数字声音信号后，
建立该关键词模型参数以及子关键词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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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数字麦克风的声音唤醒侦测装置及相关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有关于一种侦测器及其控制方法，
且特别是有关于一种具数字麦克风的声
音唤醒侦测装置及相关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今智能型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样化，
具声音唤醒功能的智能型手机越来越受到
消费者的重视。一般来说，
当智能型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入睡眠状态时，
只要用户发出关键词
(keyword)的声音，
智能型手机即可进行关键词的辨识，
并且由睡眠状态进入正常运作状
态。换言之，
用户无需利用智能型手机或电子产品上其他的功能按键，
即可让智能型手机进
入正常运作状态。
[0003] 请参照图1，
其所绘示为习知电子产品中的声音唤醒侦测装置示意图。
电子产品中
的声音唤醒侦测装置100包括：
一前端侦测电路(front end detecting circuit)110、
一声
音辨识处理器(speech recognition processor)120、
以及一主处理器(main processor)
130。其中，
前端侦测电路110包括一麦克风102与一事件侦测器(event detector)104。于睡
眠状态时，
前端侦测电路110会被供电 ，
使得麦克风102与事件侦测器104持续运作。另外，
电
子产品由睡眠状态被唤醒的过程需要经过三个侦测程序(detection phase)。
说明如下：
[0004] 事件侦测器104进行声学事件侦测(acoustic event detection)。
麦克风102为一
模拟麦克风，
其产生一声音信号Sa至事件侦测器104，
而事件侦测器104可侦测声音信号Sa
的振幅、
信噪比(SNR)或者子频段信噪比(sub-band SNR)。
[0005] 当电 子产品处于睡眠状态且声音唤醒侦测装置100处于第一侦测程序(first
detection phase)时，
麦克风102持续地接收外部的声音，
并转换为声音信号Sa输入事件侦
测器104。
当声音信号Sa的振幅大于临限值(threshold)时，
事件侦测器104即产生第一中断
信号(interrupt)INT1至声音辨识处理器120。
[0006] 除了侦测声音信号Sa的振幅之外，
事件侦测器104也可以侦测声音信号的信噪比
(SNR)或者子频段信噪比 (sub-band SNR)。亦即，
当声音信号Sa的信噪比 (SNR)或者子频段
信噪比 (sub-band SNR)大于临限值时，
事件侦测器104产生第一中断信号INT1至声音辨识
处理器120。
[0007] 再者，
声音辨识处理器120为一种数字信号处理器(DSP) ，
又称为微小处理器(tiny
processor) ，
其作用在于对声音信号Sa进行语音识别。
当第一中断信号INT1尚未动作之前，
声音辨识处理器120未被供电 ，
所以无法运作，
此时尚处于声音唤醒侦测装置100的第一侦
测程序。反之，
当第一中断信号INT1动作时，
声音辨识处理器120被供电 ，
声音唤醒侦测装置
100即由第一侦测程序进入第二侦测程序(second detection phase)并且开始执行声音信
号Sa的关键词辨识动作。
[0008] 于第二侦测程序时，
声音辨识处理器120在于辨识声音信号Sa是否为关键词的声
音。当声音辨识处理器120接收声音信号Sa后，
于进行模拟至数字(analog-to-digital)的
转换动作后，
即可进行关键词辨识动作。当声音辨识处理器120确认声音信号Sa是关键词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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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声音辨识处理器120即产生第二中断信号INT2至主处理器130。当主处理器130接收到
第二中断信号INT2时，
声音唤醒侦测装置100即由第二侦测程序进入第三侦测程序(third
detection phase)。
[0009] 反之，
当声音辨识处理器120确认声音信号Sa不是关键词的声音，
并不会动作第二
中断信号INT2至主处理器130，
并且声音辨识处理器120会再次被停止供电。此时，
声音唤醒
侦测装置100即由第二侦测程序进入第一侦测程序，
并且等待前端侦测电路110再次产生第
一中断信号INT1。
[0010] 再者，
于第三侦测程序时，
主处理器130被供电 ，
并进一步使得智能型手机进入正
常运作状态。
[0011] 由以上的说明可知，
习知智能型手机中，
于第一侦测程序时，
前端侦测器110仅对
声音信号Sa进行声音事件的判断，
并不会对声音信号Sa进行关键词的辨识。而于第二侦测
程序时，
声音辨识处理器120才会开始对声音信号Sa进行关键词的辨识。
[0012] 一般来说，
习知声音唤醒侦测装置100中，
仅前端侦测电路110运作于第一侦测程
序时，
消耗的电能最小，
大约需要1mA的电流。于前端侦测电路110与声音辨识处理器120同
时在运作的第二侦测程序时，
电能次之，
大约需要6mA的电流。
[0013] 然而，
习知声音唤醒侦测装置100还是存在一些缺点。举例来说，
假设智能型手机
于睡眠状态时处于吵杂的环境下，
麦克风102将持续收到不是关键词的声音，
。
因此，
前端侦
测电路110被噪音影响而常常产生第一中断信号INT1。因此，
声音唤醒侦测装置100会持续
地在第一侦测程序与第二侦测程序之间运作。因此，
一整天下来其电能损耗(day of use
power consumption)也是非常可观。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具数字麦克风的声音唤醒侦测装置及相关方法。
当电子装置处于睡眠状态时，
提供更准确(accurate)的第一侦测程序，用以有效地降低声
音唤醒侦测装置执行第二侦测程序的次数，
并降低电子装置的日电能损耗(day of use
power consumption)。
[0015] 本发明有关于一种声音唤醒侦测装置，
运用于一电子产品，
该装置包括：
一数字麦
克风，
根据一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一数字声音信号中是否出现一子关键词，
并且于确
认出现该子关键词时，
产生一第一中断信号，
并输出该数字声音信号；
以及一应用处理器，
选择性地致能以响应该第一中断信号，
该应用处理器根据一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该数字
声音信号中是否出现一关键词，
并且于确认出现该关键词时，
控制该电子产品由一睡眠状
态进入一正常运作状态。
[0016] 本发明有关于一种数字麦克风，
包括：
一内部振荡器，
产生一频率信号；
一模拟数
字转换器，
将一模拟讲话声音转换成为一数字声音信号；
一子关键词判断电路，
根据该子关
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该数字声音信号中是否出现该子关键词，
并且于确认出现该子关键词
时，
产生该第一中断信号；
一先进先出缓冲器，
于该第一中断信号产生时，
暂存该数字声音
信号；
以及一第一接口控制模块，
输出该第一中断信号以及该数字声音信号至该应用处理
器；
其中，
该模拟数字转换器、该子关键词判断电路、
该先进先出缓冲器与该第一接口控制
模块根据该频率信号来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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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本发明有关于一种声音唤醒侦测方法，
包括下列步骤：
于一电子产品进入一睡眠
状态后，
利用一数字麦克风来产生一数字声音信号，
并根据一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该
数字声音信号；
当该数字声音信号中出现一子关键词的声音时，
选择性地致能一应用处理
器，
并根据一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该数字声音信号；
当该数字声音信号中出现一关键词
的声音时，
唤醒该电子产品以进入一正常运作状态。
[0018] 为了对本发明的上述及其他方面有更佳的了解，
下文特举较佳实施例，
并配合所
附图式，
作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19] 图1所绘示为习知电子产品中的声音唤醒侦测装置示意图。
[0020] 图2A与图2B为本发明电子产品中声音唤醒侦测装置的实现概念示意图。
[0021] 图3所绘示为本发明电子产品中的声音唤醒侦测装置的第一实施例。
[0022] 图4A至图4C为根据本发明第一实施例声音唤醒侦测装置来实现中的子关键词判
断电路。
[0023] 图5所绘示为本发明电子产品中的声音唤醒侦测装置的第二实施例。
[0024] 图6A与图6B所绘示为本发明子关键词判断电路示意图
[0025] 图7所绘示为本发明电子产品中的声音唤醒侦测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本发明是一种语者相关(speaker dependent)的声音唤醒侦测装置与相关方法。
利用训练动作(training action)来建立子关键词模型参数(subword model parameters)
以及关键词的模型参数(keyword model parameters)，
分别运用于第一侦测程序以及第二
侦测程序。
[0027] 请参照图2A与图2B，
其所绘示为本发明电子产品中声音唤醒侦测装置的实现概念
示意图。声音唤醒侦测装置包括一前端侦测电路210、声音辨识处理器220、与一主处理器
(main processor，
未绘示)。
当电子产品于正常运作状态时，
利用主处理器来产生关键词模
型参数 (keyword model parameters) 232以 及子关键词模型参数 (subword model
parameters)234。
当电子产品于于睡眠状态时，
子关键词模型参数234即可用于第一侦测程
序，
而关键词模型参数232即可运用于第二侦测程序。
[0028] 如图 2A所示 ，
于电 子产品的 正常运作状态时 ，主处理器可以 执行一 训练 动作
(training action)，
用以接收关键词的声音信号Sa。
以下系假设关键词为“Hi-Patent”，
且
“Hi”为子关键词来进行说明。
[0029] 于训练动作时，
主处理器中的模型参数估算单元(model parameter estimation
unit)230即接收用户所发出关键词“Hi-Patent”的声音信号Sa后，
会利用先进行特征撷取
动作(feature extracting)以撷取声音信号Sa中的各种声音特征(voice feature) ，
例如
频率、
音量、
噪音等等特征。接着利用特定的语音识别模型来对声音信号Sa建立关键词模型
参数232。基本上，
特定的语音识别模型可为隐藏式马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
简
称HMM)。当然，
本发明并不限定于上述的HMM，
也可以是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 ，简称GMM) 、支持向量机制(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模型或者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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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al Net)模型等等的其他语音识别模型。
[0030] 再者，
为了要建立子关键词模型参数234，
模型参数估算单元230更需要进行分段
动作(segmentation)。分段动作系基于关键词“Hi-Patent”的HMM，
运用维特比译码算法来
分离关键词中的“Hi”与“Patent”。
[0031] 于分段完成之后，
模型参数估算单元230利用获得的“Hi”子关键词，
以HMM来建立
子关键词模型参数。
当然，
上述分段动并不限定于将关键词分段为“Hi”以及“Patent”，
也可
以分段为“Hi-Pa”以及“tent”。
[0032] 如图2B所示，
于电子产品的睡眠状态时且声音唤醒侦测装置处于第一侦测程序
时，
前端侦测电路210利用子关键词模型参数234先行辨识声音信号Sa中是否有子关键词
“Hi”的声音。
当前端侦测电路210确认声音信号Sa中有出现子关键词“Hi”的声音后，
即产生
一第一中断信号INT1至声音辨识处理器220。
[0033] 再者，
声音辨识处理器220为一种数字信号处理器(DSP) ，
又称为微小处理器(tiny
processor) ，
其作用在于对声音信号Sa进行语音识别。
同理，
当第一中断信号INT1未动作之
前，
声音辨识处理器220未被供电 ，
所以无法运作，
此时尚处于第一侦测程序。反之，
当第一
中断信号INT1动作时，
声音辨识处理器220被供电后即由第一侦测程序进入第二侦测程序。
[0034] 于第二侦测程序时，
声音辨识处理器220即根据关键词模型参数232来辨识声音信
号Sa是否为关键词“Hi-Patent”的声音。当声音辨识处理器220确认声音信号Sa是关键词
“Hi-Patent”的声音，
声音辨识处理器220即产生第二中断信号INT2至主处理器，
并第二侦
测程序由进入第三侦测程序。
[0035] 反之，
当声音辨识处理器220辨识声音信号Sa不是关键词“Hi-Patent”的声音，
并
不会动作第二中断信号INT2至主处理器，
并且声音辨识处理器220会再次被停止供电。此
时，
由第二侦测程序进入第一侦测程序，
并且等待前端侦测电路210再次产生第一中断信号
INT1。
[0036] 由以上的说明可知，
本发明系于第一侦测程序时，
先行进行声音信号Sa中的子关
键词辨识。
因此，
可以有效地降低声音唤醒侦测装置执行第二侦测程序的次数，
并降低电子
装置的日电能损耗(day of use power consumption)。
[0037] 参照图3，
其所绘示为本发明电子产品中的声音唤醒侦测装置的第一实施例。
电子
产品中的声音唤醒侦测装置300包括：
前端侦测电路310、声音辨识处理器320、
以及主处理
器330。其中，
前端侦测电路310包括麦克风312、声音解编器(audio codec)314与子关键词
判断电路316。麦克风312产生的模拟的声音信号，
经由声音解编器314转换为数字的声音信
号Sa。
[0038] 再者，
主处理器330连接至一主存储器334、声音辨识处理器320连接至一子内存
322、
子关键词判断电路316中有一内嵌内存(embedded memory，
未绘示)。
当然，
本发明并不
限定于上述内存的连接方式，
主存储器334与子内存322也可以分别为主处理器330与声音
辨识处理器320中的内嵌内存，
而子关键词判断电路316也可以连接一外部内存。
[0039] 于电子产品的正常运作状态时，
使用者可控制主处理器330执行一训练动作。于训
练动作时，
主处理器330中的模型参数估算单元332即接收用户所发出关键词“Hi-Patent”
的声音信号Sa后，
利用HMM模型来对声音信号Sa建立关键词模型参数以及子关键词模型参
数。训练动作完成后，
关键词模型参数以及子关键词模型参数储存于主存储器334。其中，
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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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器334可为非挥发式内存(non-volatile memory)。
[0040] 当电子产品即将进入睡眠状态之前，
主存储器334中的关键词模型参数以及子关
键词模型参数会被读取并储存于子内存332以及子关键词判断电路316的内嵌内存。
[0041] 当电子产品进入睡眠状态时，
前端侦测电路310会被供电 ，
使得麦克风312、
声音解
编器314与子关键词判断电路316持续运作。根据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
电子产品由睡眠状
态被唤醒的过程需要经过三个侦测程序(detection phase)。
说明如下：
[0042] 在睡眠状态时，
前端侦测电路310于第一侦测程序时，
利用子关键词模型参数先行
辨识声音信号Sa中是否有子关键词“Hi”的声音。当前端侦测电路310确认声音信号Sa中有
出现子关键词“Hi”的声音后，
即产生一第一中断信号INT1至声音辨识处理器320。
[0043] 换句话说，
于第一侦测程序，
子关键词判断电路316会根据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
识声音信号Sa中是否出现子关键词“Hi”的声音。当子关键词判断电路316确认声音信号Sa
中出现子关键词“Hi”的声音时，
即产生一第一中断信号INT1至声音辨识处理器320，
并进入
第二侦测程序；
反之，
当声音信号Sa中未出现子关键词“Hi”的声音时，
即维持在第一侦测程
序。
[0044] 再者，
声音辨识处理器320为一种数字信号处理器(DSP) ，
又称为微小处理器，
其作
用在于对声音信号Sa进行语音识别。
当第一中断信号INT1未动作之前，
声音辨识处理器320
未被供电 ，
所以无法运作，
此时尚处于第一侦测程序。反之，
当第一中断信号INT1动作时，
可
以选择性地致能声音辨识处理器320以响应第一中断信号INT1，
当声音辨识处理器320被供
电并致能后即进入第二侦测程序。
[0045] 于第二侦测程序时，
声音辨识处理器320直接接收数字的声音信号Sa并进行辨识。
此时 ，声音辨识处理器320根据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声音信号Sa是否为关键词“HiPatent”的声音。
当声音辨识处理器320确认声音信号Sa是关键词“Hi-Patent”的声音，
声音
辨识处理器320即产生第二中断信号INT2至主处理器330，
并第二侦测程序由进入第三侦测
程序。
[0046] 反之，
当声音辨识处理器320辨识出声音信号Sa不是关键词“Hi-Patent”的声音，
并不会动作第二中断信号INT2至主处理器330，
并且声音辨识处理器320会再次被停止供
电。此时，
由第二侦测程序进入第一侦测程序，
并且等待前端侦测电路310再次产生第一中
断信号INT1。
[0047] 再者，
于第三侦测程序时，
主处理器330被供电 ，
并进一步使得电子产品进入正常
运作状态。
[0048] 由第一实施例的内容可知，
当电子产品即将进入睡眠状态之前，
主存储器334中的
关键词模型参数以及子关键词模型参数会被读取并储存于子内存332以及子关键词判断电
路316的内嵌内存。再者，
本发明的声音辨识处理器320更可基于环境因素来修改子关键词
模型参数。举例来说，
声音辨识处理器320由声音信号Sa中获得周围环境的信噪比(SNR)、
噪
音的形态(noise type)等等信息后，
更进一步地将子关键词模型参数变更为修正的子关键
词模型参数(modified subword model parameter)。之后，
将修正的子关键词模型参数传
递至子关键词判断电路316的内嵌内存。
[0049] 换言之，
本发明的子关键词模型参数也可先经由声音辨识处理器320变更为修正
的子关键词模型参数后，
再储存于子关键词判断电路316的内嵌内存。如此，
于第一侦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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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时将会有更佳的子关键词辨识率。
[0050] 请参照图4A至图4C，
其所绘示为根据本发明第一实施例声音唤醒侦测装置来实现
中的子关键词判断电路。子关键词判断电路的处理程序包括二个阶段(stage)。如4A图所
示，
第一阶段为子段声音动作侦测阶段(sub-band voice activity detection stage，
简
称sub-band VAD stage)316a；
第二阶段为子关键词侦测阶段(subword detection stage)
316b。
[0051] 在第一阶段为子段声音动作侦测阶段316a ，
可以提供例如256ms的声音缓冲器
(audio buffer)以及将0～6KHz频段分为10个子段(sub-band)。
当声音动作侦测(VAD)结果
指出声音信号Sa中包括声音，
例如人类的声音。触发信号Tr会产生并启动子关键词侦测阶
段316b。
[0052] 在子关键词侦测阶段316b时，
系利用训练动作所产生的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侦测
声音信号Sa。亦即，
判断声音信号Sa中的说话框架(speech frame)是否符合(match)子关键
词模型参数中的子关键词“Hi”。如果于子关键词侦测阶段316b确认声音信号Sa有包含子关
键词“Hi”的声音，
于子关键词侦测阶段316b即可产生产生第一中断信号INT1。
[0053] 请参照图4B，
其为运用于子段声音动作侦测阶段(VAD stage)316a的子段子段声
音动作侦测结构(sub-band VAD framework)示意图。基本上，
子段声音动作侦测阶段(VAD
stage)316a中，
杂音(noise)以及说话(speech)的准位会持续的被更新。于S1中，
多相位滤
波器库(polyphase filter bank) ，
例如QMF滤波器库，
系用来侦测声音信号Sa并产生输出
值X(n ,k)。多相位滤波器库的输出值X(n ,k)是用来指示第k子段中第n个框架的数值。
[0054] 于S2中，
根据输出值X(n ,k)来定义初始化每个段的杂音参考数值(initial noise
reference value)Nref(k)。并于S3中，
根据每个段的杂音参考数值Nref(k)来计算平滑信
号(smoothed signal)S(n ,k)。
[0055] 当每个段的杂音参考数值Nref(k)与平滑信号S(n ,k)获得之后，
第k子段中第n个
框架的信噪比SNR(n ,k)即可获得[亦即，
SNR(n ,k)＝S(n ,k)-Nref(k)]。换言之，
于S4中，
系
利用信噪比来进行框架基础的声音动作侦测(frame-based VAD by SNR)。接着，
根据每个
段的杂音参考数值Nref(k)以及信噪比临限值(SNR threshold，
SNRthd)来计算出平均信噪
比值(average SNR value，
ASNR(n))。其中，
于S10中，
可进行动态临限值调整并根产生触发
临限值(trigger threshold，
Trthd)与信噪比临限值SNRthd。于S4中，
当平均信噪比值ASNR
(n)大于触发临限值Trthd时，
第n框架的声音动作侦测VAD(n)设定为1。
反之，
当平均信噪比
值ASNR(n)小于触发临限值Trthd时，
第n框架的声音动作侦测VAD(n)设定为0。
[0056] 于S5中的说话框架路径(speech frame path)上，
于声音动作侦测VAD(n)为1时，
说话计数值(speech count)加1。于S6中，
于判断出说话计数值大于触发临限值Trthd时，
产
生触发信号Tr至子关键词侦测阶段316b。于S7与S8中，
于判断出说话计数值大于强制噪音
临更新临限值(force noise update threshold)时，
杂音参考数值Nref(k)需要被强制更
新。
[0057] 于S9中的噪音框架路径(noise frame path)上，
当声音动作侦测VAD(n)为0时，
杂
音参考数值Nref(k)应该要更新。
[0058] 根据上述之说明，
信噪比临限值SNRthd以及触发临限值Trthd系基于环境噪音准
位(environment noise level)来进行调整。举例来说，
处于较高的环境噪音准位时，
需要
10

CN 105704300 B

说

明

书

7/10 页

调低信噪比临限值SNRthd以及触发临限值Trthd。
[0059] 请参照图4C，
其为运用于子关键词侦测阶段316b的子关键词侦测结构(subword
detection framework)。于P1中，
于第n框架时，
子关键词侦测阶段316b被触发信号Tr所启
动。因 此 ，相关 于 频 域 分 布 (f req ue n cy d i s t ri bu ti o n) 以 及时 域 分 布 (te m po ra l
distribution)的二个向量(vector)会被计算出来。
[0060] 于P2中，
对二个向量进行余弦相似度比较(cosine similarity comparison)用以
获得频域以及时域的相似度。亦即，
根据子关键词模型参数，
将计算出的频域与时域的信息
和频率临限值(frequency threshold fthd)与时域临限值(time threshold tthd)进行比
较后即可选择性地产生第一中断信号INT1。其中，
频率临限值fthd与时域临限值tthd是根
据不同噪音以及信噪比值来动态的调整临限值。
[0061] 请参照图5，
其所绘示为本发明电子产品中的声音唤醒侦测装置的第二实施例。在
第二实施例中，
系设计一数字麦克风(digital microphone)来代替前端侦测电路，
并且将
第一实 施 例中的 主处理 器 与语音识 别处理 器整合成为一应 用处理 器 (a pplica tion
processor)。
[0062] 电子产品中的声音唤醒侦测装置400包括：
数字麦克风410以及应用处理器450。数
字麦克风410中包括：
内部振荡器(internal oscillator)402、模拟数字转换器(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404、子关键词判断电路406、先进先出缓冲器(first-infirst-out buffer，
FIFO buffer)408与第一接口控制模块(interface control module)
409。
[0063] 数字麦克风410中的内部振荡器402系提供频率信号至数字麦克风410内所有的电
路。
由于频率信号系由数字麦克风410的内部振荡器402自行供应，
不需要接收外部的频率
信号，
因此可以有效地降低电子产品的电能损耗。再者，
模拟数字转换器404用以将模拟讲
话声音(analog speech sound)转换成为数字声音信号Sa。而先进先出缓冲器408可暂存数
字声音信号Sa，
并且将数字声音信号Sa传递至应用处理器450。
[0064] 再者，
子关键词判断电路406侦测数字声音信号Sa中是否出现子关键词的声音。相
同于第一实施例，
子关键词判断电路406中有一内嵌内存，用来储存应用处理器450所输出
的子关键词模型参数。
并且，
于判断出数字声音信号Sa已出现子关键词的声音时，
子关键词
判断电路406可产生第一中断信号INT1至应用电路450。
[0065]
另外，
第一接口控制模块409信号连接至应用处理器450，
可控制数字麦克风410中
接口传输(interface transmission)的启动与关闭。
[0066]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
应用处理器450包括：
第二接口控制模块452、用户训练
模块(user-training module)454、
关键词辨识模块(keyword recognition module)456与
数字麦克风启动控制模块(D-mic activation control module)458。
[0067] 数字麦克风启动控制模块458可根据电子装置的状态来启动数字麦克风410，
并且
控制其运作状态。举例来说，
数字麦克风启动控制模块458可于电子产品的正常运作状态
时，
控制数字麦克风410中的子关键词判断电路406被禁能(disable)。或者，
数字麦克风启
动控制模块458可于电子产品的睡眠状态时，
启动数字麦克风410中的所有电路。
[0068]
用户训练模块454系于电子产品的正常运作状态下由使用者所启动一训练动作。
于训练动作时，
用户训练模块中的模型参数估算单元(未绘示)即接收用户所发出关键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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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声音信号Sa后，
利用HMM模型来对数字声音信号Sa建立关键词模型参数以及子关键词
模型参数。而训练动作完成后，
关键词模型参数以及子关键词模型参数即储存于用户训练
模块454中的内存(未绘示)。
[0069] 关键词辨识模块456系于电子产品的睡眠状态下接收到第一中断信号INT1后开始
运作。基本上，
应用处理器450于睡眠状态接收到第一中断信号INT1时，
选择性地被致能以
响应第一中断信号INT1，
举例而言，
启动关键词辨识模块456。
当关键词辨识模块456被致能
而启动后，
关键词辨识模块456开始接收数字声音信号Sa并根据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数
字声音信号Sa是否为关键词的声音。
[0070] 第二接口控制模块452信号连接至应用处理器数字麦克风410，
可控制应用处理器
450中接口传输(interface transmission)的启动与关闭。
[0071] 基本上，
数字麦克风410与应用处理器450之间的所有信号皆利用第一接口控制模
块409与第二接口控制模块452来进行传递。举例来说，
应用处理器450可由第二接口控制模
块452将子关键词模型参数传递至数字麦克风410中的第一接口控制模块409，
并储存于子
关键词判断电路406中的内嵌内存(未绘示)。或者，
数字麦克风410可由第一接口控制模块
409将第一中断信号与数字声音信号Sa传递至应用处理器450中的第二接口控制模块452。
[0072] 由以上的说明可知，
于正常运作状态时，
使用者可控制应用处理器450中的用户训
练模块454来执行一训练动作。于训练动作后，用户训练模块454即储存关键词模型参数以
及子关键词模型参数储存。
[0073] 当电子产品即将进入睡眠状态之前，
应用处理器450将子关键词模型参数传递至
数字麦克风410。并且，
数字麦克风启动控制模块458进一步地启动数字麦克风410，
并进入
睡眠状态。
[0074] 于电子产品进入睡眠状态时，
被启动的数字麦克风410内部的子关键词判断电路
会持续地判断数字声音信号Sa中是否出现子关键词的声音。
[0075] 换句话说，
于睡眠状态时，
数字麦克风410会利用子关键词模型参数先行辨识数字
声音信号Sa中是否有子关键词的声音。当数字麦克风410确认数字声音信号Sa中出现子关
键词的声音后，
即产生第一中断信号INT1至应用处理器450。反之，
当数字声音信号Sa中未
出现子关键词的声音时，
则无法产生第一中断信号INT1至应用处理器450。
[0076] 再者，
当第一中断信号INT1动作时，
数字麦克风410中的先进先出缓冲器408开始
输出数字声音信号Sa。换句话说，
当第一中断信号INT1未动作之前，
数字麦克风410中的先
进先出缓冲器408可以处于待机状态(idle state)，
并未输出数字声音信号Sa。
[0077] 再者，
当第一中断信号INT1主张(assert)时，
应用处理器450即选择性地致能以响
应第一中断信号INT1。当应用处理器450被致能而开始运作后，
关键词辨识模块456接收数
字声音信号Sa，
并根据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数字声音信号Sa是否为关键词的声音。当关
键词辨识模块456确认数字声音信号Sa是关键词的声音时，
即可启动电子产品并进入正常
运作状态。
[0078] 反之，
当关键词辨识模块456辨识出数字声音信号Sa不是关键词的声音时，
应用处
理器450停止运作。此时 ，应用处理器450需等待数字麦克风410再次产生第一中断信号
INT1。
[0079] 再者，
于产生第一中断信号INT1时，
先进先出缓冲器408可持续接收数字声音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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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并以于一特定的数据传输率(data rate)传送的数字声音信号Sa至关键词辨识模块456
进行辨识。再者，
上述第二实施例中所有的模块可由硬件电路来实现，
也可以由韧体搭配硬
件电路来实现。
[0080] 请参照图6A与图6B，
其所绘示为本发明子关键词判断电路示意图。
[0081] 如图6A所示，
子关键词判断电路406包括：
特征撷取电路(feature extractor)
520 、匹配电 路 (ma tching circuit) 530。其中 ，特征撷取电 路520包括 ：频谱分析器
(spectral analyzer)522与特征正规器(feature normalizer)524。
[0082] 于子关键词判断电路406运作时，
频谱分析器522撷取数字声音信号Sa中的信息，
并转换为声音特征信号(voice feature signal)Ve，
代表声音信号声音Sa的声音特性。接
着，
特征正规器524将声音特征信号Ve进行正规化(normalize)后，
产生正规化声音特征信
号(normalized voice feature signal)Vn至匹配电路530。
[0083] 再者，
匹配电路530根据内存中预先储存的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判断所接收的正
规化声音特征信号Vn是否为子关键词“Hi”的声音。当匹配电路530确认数字声音信号Sa中
有出现子关键词“Hi”的声音后，
即产生第一中断信号INT1。反之，
当匹配电路530确认数字
声音信号Sa中有未出现子关键词“Hi”的声音后，
即不会产生第一中断信号INT1。
[0084] 基本上，
上述匹配电路530系运用匹配算法(matching algorithm)来进行判断，
匹
配算法可为动态程序(dynamic programming)算法或者维特比译码(viterbi decoding)算
法，
并没有限制。
[0085] 如图6B所示，
频谱分析器522利用子频带分析技术(sub-band analysis)来截取数
字声音信号Sa中的信息，
并形成多个向量v1、
v2、
v3，
该些向量即组成声音特征信号Ve。
[0086] 再者，
特征正规器524将向量v1、v2、v3中的音量(volume)、信道系效应(channel
effect)、
环境噪音(noise environment)进行正规化后成为向量vn1、
vn2、
vn3，
该些向量即
组成正规化声音特征信号Vn。
[0087] 匹配电路530即根据匹配算法与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进一步判断正规化声音特征
信号Vn是否包含子关键词“Hi”的声音。
[0088] 参照图7，
其所绘示为本发明电子产品中的声音唤醒侦测方法流程图。当电子装置
进入睡眠状态(步骤S610)后，
利用数字麦克风来接收接收模拟讲话声音并转换成为数字声
音信号，
并根据子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声音信号(步骤S612)。当数字声音信号中尚未出
现子关键词的声音时(步骤S614)，
回到步骤S612。
[0089] 当数字声音信号中出现子关键词的声音时(步骤S614) ，
启动应用处理器，
并根据
关键词模型参数来辨识数字声音信号(步骤S616)。
[0090] 接着，
判断声音信号中是否出现关键词的声音。当数字声音信号中尚未出现关键
词的声音时(步骤S618)，
回到步骤S612。
[0091] 当声音信号中出现关键词的声音时(步骤S618) ，
唤醒电子产品进入正常运作状态
(步骤S620)。
[0092] 根据以上的说明可知，
于电子产品的正常运作状态时，
使用者可执行一训练动作，
并产生关键词的声音至电子产品。而主处理器即可接收用户所发出关键词的声音信号后，
进一步建立关键词模型参数以及子关键词模型参数。
[0093] 而于电子产品进入睡眠状态之前，
应用处理器会将子模型参数传递至数字麦克
13

CN 105704300 B

说

明

书

10/10 页

风，
供子关键词判断电路来进行辨识。而关键词模型参数则储存于关键词辨识模块中。如
此，
电子产品于睡眠状态时，
即可执行图7的声音唤醒侦测方法流程。
[0094] 由以上说明可知，
本发明提出一种声音唤醒侦测装置与相关方法。于睡眠状态时，
先行进行数字声音信号Sa中的子关键词辨识，
于确认出数字声音信号Sa中有子关键词的声
音之后，
才继续进入关键词的辨识。换句话说，
本发明可以有效地降低声音唤醒侦测装置执
行 关 键 词 的 辨 识 的 次 数 ，并 降 低 电 子 装 置 的 日 电 能 损 耗 ( d a y o f u s e p o w e r
consumption)。
[0095] 综上所述，
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
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本发
明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
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
当可作各种之更动
与润饰。
因此，
本发明之保护范围当视附的权利要求书所界定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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