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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来源



两路信号的关系：

𝑦𝑎 𝑡 = 𝑥 𝑡

𝑦𝑏 𝑡 = 𝑥 𝑡 − t0 + 𝑛 𝑡

其中，n(t)为噪声



任务:

判断信号A和B是否一致？



互相关(Cross-Correlation)

Used to compare multiple time series and 

determine how well they match up with each 

other and, at what point the best match 

occurs.



互相关(Cross-Correlation)

给定两个序列x(n),y(n)互相关(滑动点积和）如下：



测试数据：

文件名称 说话人数 语句 时长 数据来源

train 50 4/人 24：34 Thchs30 train

test 50 4/人 23：29 Thchs30 test

Radio_clean - - 01：01：00 中星6

Radio_noisy - - 01：00：14 频道（1413KHz）

*采样率16000，16位



音频片段选取方式：
train

test

A、B一致 A、B不一致



频域分析：

抽取两路信号的频谱，过带通滤波器，对A信号和B信号的每个频带在一定时移范
围内计算互相关

同步的两路信号应满足如下条件：

1、每个频带互相关系数的最高值应足够大。

2、不同频带互相关系数最高的位置应在相似的范围内。



计算步骤：

根据上述假设，用如下步骤分析：

1. 计算每个子带互相关系数最大值的索引方差（下面统称子带方差）

2. 如果A、B两个信号是同一个信号，则子带方差比较小，而不同的信号子带方差比较大



频域分析：

计算互相关

计算互相关

互相关矩阵



测试结果：



结论2：

1、A和B一致时，子带方差偏小，A和B不一致时，子带方差偏大

2、两者值域上有重叠，子带方差没有区分性



时域、频域分析都走不通了？



可视化互相关矩阵

A、B一致,方差大



可视化互相关矩阵

A、B不一致,方差小





A、B一致：



A、B不一致：



频域分析：

逐行归一化

互相关矩阵

归一化的互相关矩阵



怎样描述这条“对齐线”？



熵（Entropy）

By Shannon’s information theory



计算熵



计算熵



阈值假设：

A和B一致时，熵有小于5的值；A和B不一致时，熵大于5



计算参数：

子带数量 窗大小 帧移 最小频率 最大频率

64 512 128 200 8000

算法计算参数：

音频A时长 音频B时长 加入延时 步进

6s 3s 1s 0.5s

控制参数：



统计结果

类别 音频来源 片段数量 S>5 S<5

A、B一致 train.wav 2973 5 2968

A、B不一致
train.wav

test.wav
2808 2806 2





改进熵的算法



统计结果(C=0)

类别 音频来源 片段数量 S>5 S<5

A、B一致 train.wav 2973 5 2968

A、B不一致
train.wav

test.wav
2808 2808 0



设子带能量阈值



改善算法技巧：
延长音频时长

压缩频带Pwr>P_hold



统计结果（C=0,P_hold=0.001,ta=7s,tb=5s)

类别 音频来源 片段数量 S>5 S<5

A、B一致 train.wav 2973 0 2973

A、B不一致
train.wav

test.wav
2808 2808 0



抗噪能力测试

■ thchs30中的train集中选择50个说话人，共2297个音频，每个音频截取3s（1s-4s）
的部分合并成一个speechA文件。给speech添加白噪声，使得SNR分别为0dB，-5dB、
-10dB、-15dB。

■ thchs30中的test集中选择10个说话人，共2495个音频，每个音频截取3s（1s-4s）
的部分合并成一个speechB文件。对语音信号添加白噪声，SNR分别为0dB，- 5dB、
-10dB、-15dB。



抗噪能力测试:

A B 音频片段数量 信噪比
错误率

S>5 Wrong-match

speechA speechA_0dB 1377 0dB 0.145% 0%

speechA speechA_-5dB 1377 -5dB 0.726% 0%

speechA speechA_-10dB 1377 -10dB 4.648% 0%

speechA speechA_-15dB 1377 -15dB 29.993% 0.073%

*随机加延时（0-128个样本点）

thchs30中的train集中选择50个说话人，共2297个音频，每个音频截取3s（1s-4s）的部分并
合并成一个speech文件。给speech添加白噪声，使得SNR分别为0dB，-5dB、-10dB、-15dB。



抗噪能力测试:

A B 音频片段数量 信噪比
错误率

S<5 Wrong-match

speechA speechB -

speechA speechB_0dB 1377 0dB 0.145% 0%

speechA speechB_-5dB 1377 -5dB 0.726% 0%

speechA speechB_-10dB 1377 -10dB 4.648% 0%

speechA speechB_-15dB 1377 -15dB 29.993% 0.073%

thchs30中的test集中选择10个说话人，共2495个音频，每个音频截取3s（1s-4s）的部分合
并成一个speechB文件。对语音信号添加白噪声，SNR分别为0dB，- 5dB、-10dB、-15dB。



广播节目：

参数
错误率

C: P_hold:

0 0 1.026%

0 0.001 1.385%

0 0.01 0.596%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