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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置包括用于连接至个人计算机的第

一接口，用于连接至通信设备的第二接口，用于

连接至耳机的第三接口，用于连接至扬声器的第

四接口，以及对每个接口进行控制的处理器。该

处理器被配置为将与个人计算机或通信设备之

一上的通信会话相关联的音频路由至该扬声器，

并且响应于用户戴上该耳机而将该音频重新路

由至该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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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装置，包括：

用于连接至个人计算机的第一接口；

用于连接至通信设备的第二接口；

用于连接至耳机的第三接口；

用于连接至扬声器的第四接口；以及

对所述接口中的每个接口进行控制的处理器，并且所述处理器被配置为：

将与所述个人计算机或所述通信设备之一上的通信会话相关联的音频路由至所述扬

声器；并且

响应于用户戴上所述耳机而将所述音频重新路由至所述耳机；并且

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为，响应于所述通信设备被连接至所述第二接口同时一

个呼叫在所述通信设备上是活跃的，

将音频从所述通信设备的音频接口重新路由至所述扬声器或所述耳机，并且

使所述个人计算机连接至在所述通信设备上活动的所述呼叫，并且使所述通信设备从

所述呼叫断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为响应于所述用户

摘下所述耳机而使得所述音频静音。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为响应于用户摘下

所述耳机而将所述音频重新路由回所述扬声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为致使所述个人计

算机显示与所述呼叫相关联的视频，并且传输来自所述电子装置本地的相机的视频。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子装置，进一步包括所述电子装置本地的相机。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第一接口包括用于从所述相机接收视频

图像的接口，所述相机被连接至所述个人计算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通信设备被整合到所述电子装置中。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第一接口、所述第二接口、所述第三接口

或所述第四接口中的至少一个接口是无线接口，并且所述路由基于使用所述无线接口的设

备与所述电子装置之间的接近度来执行。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进一步包括所述扬声器，其中所述第四接口在所述

电子装置的内部。

10.一种电子装置，包括：

用于连接至个人计算机的第一接口；

用于连接至通信设备的第二接口；

用于连接至耳机的第三接口；

用于连接至扬声器的第四接口；以及

对所述接口中的每个接口进行控制的处理器，并且所述处理器被配置为：

将与所述个人计算机或所述通信设备之一上的通信会话相关联的音频路由至所述扬

声器；并且

响应于用户戴上所述耳机而将所述音频重新路由至所述耳机；并且

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为，当一个呼叫在所述个人计算机上是活跃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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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音频从所述个人计算机的音频接口重新路由至所述通信设备或所述耳机，并且

使所述通信设备连接至在所述个人计算机上活动的所述呼叫，并且使所述个人计算机

从所述呼叫断开。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为响应于所述用

户摘下所述耳机而使得所述音频静音。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为响应于用户摘

下所述耳机而将所述音频重新路由回所述扬声器。

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通信设备被整合到所述电子装置中。

14.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第一接口、所述第二接口、所述第三接

口或所述第四接口中的至少一个接口是无线接口，并且所述路由基于使用所述无线接口的

设备与所述电子装置之间的接近度来执行。

15.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子装置，进一步包括所述扬声器，其中所述第四接口在所

述电子装置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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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与干扰的隔离

[0001] 优先权要求

[0002] 本申请要求于2014年4月14日提交的临时专利61/979,120的优先权，其全文通过

引用结合于此。

背景技术

[0003] 本公开涉及提供情境敏感隔离以免受干扰的噪声的个人音频设备。

发明内容

[0004] 总体上，在一个方面，一种装置包括用于连接至个人计算机的第一接口，用于连接

至通信设备的第二接口，用于连接至耳机的第三接口，用于连接至扬声器的第四接口，以及

对每个接口进行控制的处理器。该处理器被配置为将与个人计算机或通信设备之一上的通

信会话相关联的音频路由至该扬声器，并且响应于用户戴上耳机而将该音频重新路由至该

耳机。

[0005] 各实施方式可以以任意组合形式包括以下的一种或多种。该处理器可以被配置为

响应于用户摘下耳机而使得音频静音。该处理器还可以被配置为响应于用户摘下耳机而将

音频重新路由回该扬声器。该处理器可以进一步被配置为响应于通信设备在该通信设备上

的呼叫活动的同时被连接至该第二接口而将音频从该通信设备的音频接口重新路由至该

扬声器或耳机，并且使得该个人计算连接至该呼叫并且使得该通信设备从该呼叫断开连

接。该处理器可以进一步被配置为使得该个人计算机连接至在通信设备上活动的呼叫，并

且使得该通信设备从该呼叫断开连接。该处理器可以进一步被配置为使得该个人计算机显

示与该呼叫相关联的视频，并且传输来自该装置本地的相机的视频。该装置可以包括相机。

该第一接口包括用于从该相机接收视频图像的接口，该相机被连接至该个人计算机。该处

理器可以进一步被配置为当呼叫在个人计算机上活动时将来自该个人计算机的音频接口

的音频重新路由至该扬声器或耳机，并且使得该通信设备连接至该呼叫并使得该个人计算

机从该呼叫断开连接。该个人计算机可以是平板计算机。该通信设备可以是第二平板计算

机。该通信设备可以整合到该装置。该第一、第二、第三或第四接口中的至少一个接口可以

是无线接口，并且该路由可以基于使用该无线接口的设备与该装置之间的接近度来执行。

该扬声器和第四接口可以处于该装置内部。

[0006] 总体上，在一个方面，一种装置包括用于连接至耳机的第一接口，用于连接至扬声

器的第二接口，以及对每个接口进行控制的处理器。该处理器被配置为将提供该耳机用户

的语音的屏蔽的音频路由至该扬声器，并且响应于用户戴上该耳机而激活该耳机内的噪声

消除信号从而减少到达用户耳朵的隐私屏蔽音频的数量。

[0007] 总体上，在一个方面，一种装置包括用于连接至音频源的第一接口，用于连接至音

频输入设备的第二接口，外部活动传感器输入，和对每个接口进行控制并且接收该输入的

处理器。该处理器被配置为从该音频源向该音频输出设备提供音频，并且响应于接收到来

自该外部活动传感器的输入而修改被提供至该音频输出设备的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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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各实施方式可以以任意组合形式包括以下的一种或多种。该外部活动传感器可以

包括门铃或入侵传感器。该第一接口和音频源可以处于该装置内部。该音频源包括所存储

的隔离屏蔽声音，并且该处理器通过逐渐降低其水平而对该隔离屏蔽声音进行修改。所存

储的隔离屏蔽声音可以被存储在该耳机中，并且被提供至该装置以便进行修改。该处理器

还可以在降低该屏蔽声音的水平之后提供警告。请勿打扰指示器可以与该处理器进行通

信，其中该处理器被配置为基于该请勿打扰指示器的激活状态而以不同方式对该外部活动

传感器输入做出响应。该请勿打扰指示器可以在该音频源提供预定类型的音频的任何时候

被激活。该预定类型的音频可以包括隔离屏蔽或电话呼叫。可以包括第三接口以用于连接

至计算设备，其中该请勿打扰指示器在该计算设备上使用特定软件应用的任何时候被激

活。该装置可以对日历数据进行访问，其中该请勿打扰指示器在该日历数据指示集线器的

用户可能具有安排的活动时被激活。该处理器可以被配置为使得该请勿打扰指示器响应于

在该请勿打扰指示器可能活动的同时接收到外部活动传感器输入而改变其外观。

[0009] 总体上，在一个方面，一种装置包括用于连接至通信设备的第一接口，用于连接至

音频输出设备的第二接口，和对每个接口进行控制的处理器。该处理器被配置为在通过该

通信设备发起多个参与方的通信会话时开始对来自该会话的远程参与方的话音进行分析

从而针对每个远程参与方产生语音指纹，使用话音至文本处理来识别对应于每个参与方姓

名的可能文本，并且将所识别的话音与针对每个相对应参与方所产生的语音指纹进行关

联。当参与方在通信会话期间在确定他们语音指纹以及可能姓名之后的时间讲话时，该处

理器向该装置的用户提供该讲话的参与方的可能姓名的指示。

[0010] 优点包括向个体工作场所中所使用的音频/视频源之中提供无缝接口。该集线器

和耳机的组合通过在期望时将在开放式平面或小型隔间工作环境中工作的人们与干扰的

进行隔离，以信号通知他们针对中断的可用性(或不可用)，并且提供引起佩戴方注意力的

礼貌方式而为他们提供能够用来促进生产力的“虚拟门”。隔离和可用性信号通知在私人办

公室中也是有利的。这些功能提升了生产力并且减少了压力，而且改善了工作场所交互的

有效性，为用户提供了对于他们所在环境的更多控制。

[0011] 以上所提到的所有示例和特征能够以任意技术上可能的方式进行组合。其他特征

和优势将由于描述和权利要求而是显而易见的。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互连设备的系统。

[0013] 图2和图3示出了用于设备和动作的处理流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以下描述了一种对办公室工作场所进行简化的通信集线器。通过提供统一的扬声

器和耳机，其能够无缝地使得用户能够通过简单的直观控件来管理来自计算机、桌面电话

或其他通信设备的通信音频和视频以及来自他们的计算机、智能电话或者其他源的音乐。

其还提供了减少工作场所干扰从而使得用户对他们周围所发生的活动有所感知的同时帮

助用户保持注意力集中的工具。

[0015] 如图1所示，系统100包括中央集线器102，其同时连接至诸如个人计算机之类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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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站104、诸如蜂窝电话之类的通信设备106以及耳机108。虽然被示为通过导线而连接至其

他设备的一件硬件，但是该集线器也可以完全被实施为一个或多个设备中的软件。该软件

可以是专用应用，或者其可以是在诸如连接的设备管理器或通信软件的另一个应用内提供

的服务。用于耳机的支架112可以监视该耳机是否在使用并且可以在耳机电池进行充电的

情况下提供充电。该系统还可以包括台式电话114，其可以连接至专用电话通信网络，或者

可以是例如使用与其他设备相同的网络进行连接的IP电话。各种连接均可以使用承载适当

信号的任意标准连接——诸如USB、蓝牙、WiFi、模拟连接或专用接口——而是有线或无线

的。

[0016] 该集线器还连接至外放扬声器110或者其可以整合在这样的扬声器自身之内，或

者整合在其他连接的设备——即工作站或通信设备——之一的内部。在一些示例中，该集

线器、集线器软件在其上运行的设备或者其他便携式扬声器(未示出)具有足以用于外放收

听的扬声器，并且该外放扬声器110在与该集线器或便携式扬声器相结合时提供更好或更

响亮的声音质量。该外放扬声器还可以用作该集线器的连接坞站，当存在时为其进行充电，

但是允许其被移除并运送至其他位置。这在该集线器被集成到移动电话或便携式扬声器中

的情况下是特别有用的。在一些情况下，该工作站和通信设备两者均是多功能便携式计算

机，并且它们之间仅有的实质性差异是大小、所有权、它们与之连接的网络或者用户对它们

中每一个的主要用途。

[0017] 在一些情况下，该耳机可以是主动降噪耳机并且优选地还包括环境噪声抑制的语

音麦克风(例如，心形或双极，或者处于该耳机内部从而减少针对环境噪声的暴露)。可以包

括麦克风阵列的指向性麦克风可以被包括在该集线器中、诸如工作站104之类的其他设备

之一中、或者独立于该其他设备，从而拾取用户在并未使用该耳机时的语音。通过该工作

站，该耳机或外放扬声器和麦克风能够被用来收听音乐或来自视频的音频，或者进行通过

该工作站所进行的诸如VoIP呼叫或视频呼叫的呼叫。该耳机和外放扬声器还可以随台式电

话使用。该耳机或外放扬声器和麦克风还被用来在通信设备上收听音乐或进行呼叫。该耳

机或扬声器还可以被用来收听与工作站或通信设备上的其他视频内容相关联的音频。如以

下若干示例中所描述的，该集线器允许该耳机或外放扬声器和麦克风在工作站、电话和通

信设备之间进行无缝切换，以用于切换活动或者将给定活动从一个设备转移至其他设备。

该集线器还允许用户针对给定活动而在耳机、外放扬声器和麦克风以及内建至通信设备的

任意接口之间进行无缝切换。除了被用于通信和娱乐之外，同样如以下示例中所描述的，该

耳机还被用来减少来自用户周围的人们的语音的干扰。

[0018] 在一些示例中，该集线器包括内建式用户接口。该用户接口能够提供该工作站或

通信设备上的音乐播放的控制。取决于该集线器如何连接至其他设备，存在用于这样的控

制的各种协议。例如，通过USB连接，键盘命令能够对应于键盘上的媒体按键或者与工作站

上运行的软件中的特定命令相关联的字母和数字按键。蓝牙提供了诸如音-视频远程控制

配置文件(AVRCP)、串行端口配置文件和属性配置文件之类的远程控制功能。该用户接口可

以包括使用划动手势的触摸表面，该划动手势诸如为用于跳过音轨的向右划动、用于重新

开始的向左划动、用于暂停的敲击。该接口还可以包括所播放音乐或屏蔽音轨的显示，并且

还能够提供电话、VoIP或视频呼叫的呼叫方ID信息。

[0019] 呼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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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在一个示例中，呼叫在耳机与其他可用接口之间进行自动切换。图2示出了示例处

理流程。该集线器(未示出)感应耳机202在何时已经被拿起或者可替换地被放在头上(箭头

204)，如顶行所示，并且通过以下操作进行响应：使来自呼叫的音频自动路由到耳机并且使

第二行中所示的外部扬声器206或者内置于通信设备的接口(即，电话接收器或移动电话本

身)静音。相反，在呼叫结束时，当该耳机被摘下(箭头208)——有时被称作“脱下”——外放

扬声器206保持静音，使得音频并不被大声播放而打扰到周围的人，除非用户以人工方式利

用接口控件210使得其解除静音。类似地，如果用户正在通过耳机收听音乐或屏蔽声音(如

以下所描述的)，则当该耳机被脱下时，音乐被暂停(诸如通过向提供它的工作站或通信设

备中的任一个传送适当的远程控制信号)，如第三行所示，或者屏蔽被静音而不是被切换至

扬声器，这同样避免了打扰到周围的人。如果用户在呼叫中间摘下耳机，则针对呼叫中的其

他用户的状态指示符可自动指示用户走开，如第四行所示，直至用户解除外放扬声器的静

音或者戴回耳机。

[0021] 耳机是否正被使用的感应可以通过为该耳机提供配备有传感器的存放位置来实

现，例如将耳机放在其上的衬垫或者将耳机挂在上面的挂钩。在其他示例中，该感应可以使

用耳机内向该集线器传回信号的传感器来进行，或者通过分析被送至该耳机的信号来进

行，如于2014年3月31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14/231 ,524中所描述的，其通过引用结合于

此。显然，知道耳机是否正在被使用还能够被用来自动开启和关闭耳机，为具有电池的耳机

节省电池电力。在使用有线连接为电池充电以供无绳使用的主动式耳机中，知道该耳机在

使用有线连接的同时是否在被使用还能够对充电进行控制——例如出于安全的原因而仅

在其并未使用的同时对耳机充电。

[0022] 在一种产品使用情形中，用户在驾车前去工作的同时进行会议呼叫而开始其一

天。她到达工作地并且步行进入建筑物同时仍然在进行呼叫。当处于她的隔间中时，她按下

她的集线器上的控件从而将该呼叫音频立刻从她的蜂窝电话转移至该集线器的扬声器。她

得到她的膝上计算机设置并且将无线耳机从充电挂钩上摘下。当她将耳机戴上时，耳机自

动启动并且使得扬声器静音。在一些示例中，例如在通过引用结合于此的美国专利申请公

开2014/0126756中所描述的，该耳机提供与来电呼叫音频中的空间信息相匹配的双耳音频

信号。

[0023] 该呼叫上的远程团队向该用户告知他们需要求助解决的问题。该用户向其隔壁隔

间的同事进行求助来帮她。当他们到达时，她摘下她的耳机。耳机自动关闭并且呼叫音频现

在通过集线器的扬声器进行播放从而他们能够与远程团队就该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以立体

声听见远程团队讲话并且能够继续对话，甚至同时有多个人讲话。本地团队决定他们需要

使用附近房间中的大型白板。用户随身带着她的集线器以便在附近房间中继续该会议。除

了维持集线器上的音频之外，视频呼叫在该房间的投影仪上继续进行，并且该集线器使用

来自房间中的相机的视频馈送从而将本地视频提供至远程参与方。他们很快找出了解决方

案并且该用户返回她的隔间。该用户重新戴上耳机并且在她的工作站监视器上继续她与视

频部分的会议以免干扰附近的其他人。

[0024] 远程团队在屏幕上分享一个文档。该用户想要打印它并且在收听的同时写下评论

以供团队收集。她在并不离开对话的情况下走向打印机。她按下她耳机上的静音控件从而

打印机的噪声不会干扰到呼叫。她在呼叫上的某人询问她问题时她快速地解除其静音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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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她走回办公桌时再次静音。

[0025] 该集线器上的用户接口在几分钟之后指示销售主管正在呼叫用户的蜂窝电话。该

用户请求远程团队稍等片刻并且按下该单元上的源选择器以对她的蜂窝电话进行应答。销

售主管有一些提供给团队的重要信息并且想要该用户将他桥接至该视频呼叫中。该集线器

将两个呼叫进行联合并且该销售主管在将该信息提供给整个团队之后离开呼叫。

[0026] 屏蔽

[0027] 在一个示例中，为了提供与附近对话——诸如相邻办公室、隔间或开放式办公环

境中的同事——的干扰的隔离，该集线器提供隔离屏蔽信号，其具有与人类话音的长期平

均频谱相匹配的频谱，该频谱针对耳机自身的衰减响应进行调节，如2014年3月26日提交的

美国专利申请14/225,807中所描述的，其通过引用结合于此。该隔离信号也可以由耳机本

身提供，或者在一些情况下，该耳机可以向集线器通知其衰减响应或其他识别信息，使得该

集线器能够对该隔离屏蔽信号进行定制。该信号可以是经均衡的自然声音音轨。所要使用

的音轨可以是用户所能够选择的多种之一。该隔离屏蔽的水平能够人为设定，或者如以上

所引用申请中所描述的，该信号可以被自动调节至恰好足够大声以提供所期望的隔离的水

平。自动屏蔽器水平调节所需的环境噪声的量度能够来自于该耳机或集线器上的麦克风。

[0028] 该集线器的输出管理特征可能影响到隔离屏蔽信号的声音。例如，该集线器基于

用户是否佩戴耳机而在扬声器与耳机之间切换该隔离屏蔽信号。如果屏蔽在扬声器上播放

并且用户戴上耳机，则该隔离屏蔽声音被重新路由至该耳机。在用户摘下耳机时，该隔离屏

蔽可以被返回至扬声器，或者其可以被静音。当在耳机与扬声器之间进行切换时，该隔离屏

蔽声音的水平或频谱可以有所变化从而考虑到通过耳机播放的声音相对于从外放扬声器

播放的声音的不同屏蔽属性。在一些示例中，该外放屏蔽信号并非为了该用户的利益而是

她周围的那些人而考虑。该隐私屏蔽信号基于用户的语音进行调谐，从而通过劣化易懂性

对她的语音进行屏蔽以免而被(故意或意外)偷听，而且其被屏蔽以免打扰到周边的人。该

耳机中的降噪信号能够至少部分去除该屏蔽信号，所以其并不会使得用户自己分心。

[0029] 在一种产品使用情形中，该用户的三个同事在旁边的隔间中进行即兴会议，这使

得该用户难以专注于工作。她带上她的无线耳机并且开启隔离屏蔽功能。她在其耳机中听

到有所升高的水流声而所感知到的同事的声音则被淡出。她决定想要不同的屏蔽声音，所

以她按下集线器上的按钮在不同声音间进行切换。显示器在其要进行选择时示出每种声音

的名称。她找出被称作“在海滩”的声音并且返回工作。

[0030] 在她的一天结束时，该用户即使已经长时间佩戴耳机也不会感到疲劳。明天她将

会在家中工作，因此她将她的无线耳机与膝上笔记本装在一起并且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

[0031] 门铃和DND

[0032] 在另一示例中，门铃被安装在用户隔间的入口处并且处于其椅背上。这能够被用

来以在用户佩戴耳机并且收听音乐、屏蔽干扰或正在进行呼叫时向他们提供有访客想要中

断他们的信号。

[0033] 结合门铃，在一些示例中提供了请勿打扰指示器，如图3所示。该指示器可以是耳

机上的灯光302或其他用户接口元件，其被整合到门铃304中或者以其他方式与办公环境中

的某些物体进行接合。在耳机上的灯光302的情况下，(由图3中成角度的线所表示的)不同

颜色可以指示状态，或者可以使用单色灯光的不同闪烁模式。用户可以从接口单元手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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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该请勿打扰指示器306。在其他示例中，该请勿打扰指示器由工作场所协同系统或日历

308上的用户状态所控制，或者由他们是否正在进行呼叫(电话、VoIP、视频聊天等)来控制。

在一些情况下，在用户已经在一段时间内无活动时(或者在用户手动设置了这样的状态时)

指示“离开”。在这样的情况下，门铃上的指示会亮起，同时耳机上的指示将会关闭，因为并

不需要指示器来了解到该耳机的用户并未在使用它。在又一个示例中，该请勿打扰指示在

用户激活该接口的屏蔽功能时被自动开启，并且其可以在屏蔽关闭或耳机脱下时被自动取

消。在优选实施例中，该请勿打扰指示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动的，但是用户始终能够手动

接管自动确定的状态。

[0034] 除了门铃之外或者作为其替代，可以使用被动访客检测系统来对用户做出警告。

可以提供诸如被动红外(PIR)或超声发射器之类的传感器来检测访客。PIR传感器可以安装

在高处，诸如安装在天花板上，从而其能够具有适当的视场。超声传感器可以被安装在外放

扬声器或接口上并且甚至可以与之共享换能器。也可以使用红外光束传感器而不是被动传

感器。另一种选项可以是隔间外的地垫下的压力传感器。该访客检测可以在检测到用户背

后或者工作场所入口处有人时尽快做出响应，或者其可以等待访客徘徊一会，从而不会每

次在有人路过的情况下都错误触发。

[0035] 无论使用何种技术，访客的检测都能够以就像访客人为按下门铃那样的相同方式

自动向用户警告访客的出现。在其他示例中，访客的检测使得门铃进行闪烁或者以一些其

他方式尝试引起访客的注意，而使得他们看到用户的状态(是否为请勿打扰)并且被鼓励使

用该门铃来引起用户的注意。

[0036] 如果门铃被按下或者检测到访客，该系统就能够以各种方式做出响应，包括使得

任何屏蔽信号静音，使得音乐静音或淡出，发出鸣响，或者将耳机从主动降噪模式切换至主

动透听模式(假设该耳机/接口连接允许该接口控制耳机模式)。如果选择了请勿打扰模式，

则可以对一种或多种通知方法进行抑制。如果访客要忽略该请勿打扰状态且无论如何都要

打扰到用户，则优选以尽可能温和的方式警告用户，以便他们可以社交地管理中断并避免

被惊吓。这例如可以通过在响起警告之前缓慢降低耳机屏蔽信号水平或降噪，而使得用户

在其耳中没有声音的突然变化的情况下注意到访客。在一些情况下，并不使用通知方法而

是例如在门铃上向访客提供指示从而强调该请勿打扰状态。

[0037] 在一种产品使用情形中，当用户使能她的集线器的噪声屏蔽功能时，她的隔间外/

她的耳机上的可用性指示符自动切换至“请勿打扰”从而令他人得知她需要集中注意力。半

个小时后，她在其同事路过来查看该用户是否要去午饭时实际上处于该区域中。他并未注

意到该请勿打扰指示器开启。当同事走向她的工作区域时，他停下脚步并敲门。由于用户开

启了噪声屏蔽所以她并不知道她的同事在那里。入侵传感器检测到同事的存在并且向用户

警告他在那里。她做出她正在忙的手势，从而该用户退回至其办公桌而转而向她发送电子

邮件或文本消息。

[0038] 随后，该用户通过视频呼叫而参与到会议之中。在该呼叫之后，该用户返回至她在

会议之前的工作。她开启噪声屏蔽功能，但是由于她只是想要屏蔽办公室的噪声，所以她使

得请勿打扰指示器无效并且后者切换至指示其有时间的绿色。

[0039] 参与方ID和语音位置虚拟化

[0040] 在呼叫相关音频的路径中，在呼叫源与耳机或扬声器之间，该集线器能够在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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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用户提供另外的功能。在一些示例中，该集线器采用语音指纹来识别谁正在参与呼叫

以及谁当前正在讲话。当呼叫开始时，用户发起“参与方ID模式”，其中该集线器监听会议参

与方介绍他们自己。该集线器为每个人创建语音指纹并且还使用话音至文本程序来转录他

们的介绍，将该语音指纹与这个人所使用的姓名进行关联。该集线器还可以使用另外的信

息，诸如针对该呼叫而在会议邀请上所列出的参与方，以确定讲话者的可能姓名并且对话

音至文本分析进行细化。一旦所有参与方都已经对他们自己进行了介绍，用户就结束该设

置过程。在剩余的呼叫期间，该集线器在参与方讲话时进行收听并使用语音指纹进行识别，

并且在一些接口元件——例如内建至该集线器的元件或者工作站或通信设备的用户界

面——中显示他们的姓名。用来显示讲话者身份的设备不需要是处理呼叫本身的相同设

备。

[0041] 当与多于一个其他人进行视频呼叫时，如果PC的OS或视频会议软件具有在示出呼

叫上的每个人的窗口的监视器上提供位置的API，则该界面能够针对每个人的语音应用

HRTF处理从而以相对方位对他们进行大致定位从而与他们在屏幕上的脸部进行对应。处于

左侧的人的语音来自于左侧。

[0042] 在一种产品使用情形中，用户在过去一个小时内在工作的同时通过她的耳机收听

音乐。她的日历警告她即将到来的视频会议，从而她按下她的日历中的会议链接从而加入。

她的相机在她加入该会议时被使能，音频从她的音乐转换至该呼叫，并且适度的散射灯光

开启均匀地照亮她的脸而并不会使她感到炫目。在宣布自己加入之后，用户的集线器创建

会议参与者的列表从而她获知都来了谁以及谁正在讲话。可用性指示器变为“请勿打扰，我

正在进行呼叫”。

[0043] 在隔壁隔间中，该用户的同事正在进行即兴会议，但是远程团队由于用户耳机中

抑制噪声的麦克风而并不会被背景噪声所打扰。远程团队在会议室的屏幕上看到该用户的

图像并且由于集线器相机的追踪，该用户甚至在其座椅中四处移动时也保持在中间位置并

处于相同大小。

[0044] 以上所描述的系统和方法的实施例包括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显而易见的计

算机组件和计算机实施的步骤。例如，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理解的是，该计算机所实施的步

骤可以作为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存储在计算机可读介质上，作为示例，上述计算机可读介质

诸如软盘、硬盘、光盘、闪存ROM、非易失性ROM和RAM。此外，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的是，

该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可以在各种处理器上执行，作为示例，上述处理器诸如微处理器、数字

信号处理器、门阵列等。为了便于解释，并非以上所描述的系统和方法的每个步骤或部件都

被描述为计算系统的一部分，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认识到，每个步骤或部件可以具有

相对应的计算机系统或软件组件。这样的计算机系统和/或软件因此能够通过描述它们相

对应的步骤或部件(也就是说它们的功能)而被使能，并且处于本公开的范围之内。

[0045] 已经描述了多种实施方式。然而，将要理解的是，可以做出另外的修改而并不偏离

本文所描述的发明构思的范围，因此其他实施例处于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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