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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年來，壓縮的技術較少著重在時間參數的研究上。Oticon 公司研發出一個

新的壓縮系統，他們稱之為”語音守護”，這個系統會監控並同時針對高輸入音強

做出反應，在同一時間，它會利用最佳的快速啟動及慢速啟動壓縮系統，針對正

在進行的語音信號進行監控並做出反應。 

 

在過去 20 年，感音性聽損病人的放大策略，主要都朝向寬動態範圍壓縮(WDRC)

的方向發展。多年來大家都知道，感音性聽損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動態範圍縮減，

其聽覺系統的可聽範圍(指的是聽閾值與不舒適閾值間的範圍)通常會比有完整語

音訊號可聽範圍的人小，這些語音訊號很可能是我們每天都會經歷到的歷程。 

 

寬動態範圍壓縮系統被設計用來涵蓋完整的語音訊號範圍—從最輕柔語音的最

輕柔部分到最大聲語音的最大聲部分—且將這些語音訊號壓縮到病人殘餘的動

態範圍內。多年來，各種不同的放大策略，已發展到針對不同的輸入音強，計算

出所需的適當增益，來達到完整可聽度的這個目標。過去研究大部分的注意力都

放在像是如何讓可聽度達到最大，但又不會讓聲音的強度觸犯到病人對音強的容

忍程度、理解一段正在進行的訊號至少需要多小的可聽度才能辦到、以及哪一個

頻率範圍需優先被放大…等等。 

 

過去較少被注意到的是壓縮系統的時間參數部分。壓縮系統的基本概念是訊號所

得到的增益量與訊號的輸入音強是成反比的：當輸入音強變大，所給的增益量就

減少；當輸入音強變小，所給的增益量就又增加，但是壓縮系統的反應通常不是

瞬間的。典型的輸入信號，尤其是語音，輸入的音量強度並非一樣，因此，”等

待時期”—通常指的是啟動和解壓縮時間—一般內建在非線性的壓縮系統反應模

式。 

 

在一般對話當中，每秒可能包含 10 個以上的音素，每一個音素的輸入音強也都

不一樣。此外，即使在不同人講話的核心結構中，有一些音素會有明顯的音強改

變。壓縮啟動和解壓縮的時間剛好是主導壓縮系統對這些音強改變非常急促的音



素有多靈敏。 

 

具體的說，非線性電路的解壓縮時間，將從根本上影響一語音與下一個語音之間

的音強關係。如果解壓縮時間的範圍是介在 25~75ms，它被認定為是快速啟動壓

縮系統，其目標是重新調整每一個音素的增益量。音強較強的母音將會得到較少

的增益，若後續接的是音強較弱的無聲子音，則增益量會立即地增加。 

 

舉個例，以”flash”這個字來說，它包含四個音素，每個音素都有不同的音強，一

開始是音強較弱的”f”，然後是中等音強的”l”，接著是音強最強的”a”，最後是音

強中等微弱的”sh”，而一個快速啟動壓縮系統，將會針對這四個不同音素做調整。 

 

如果解壓縮時間的範圍是介於 200~2000ms，它被認定為是慢速啟動壓縮系統， 

其目標是讓系統目前的增益量維持較長時間的穩定。如果助聽器的增益量，因為

母音能量較強而降低其增益量時，此慢速啟動壓縮系統，會讓增益量維持在目前

的狀態(不”解壓縮”)，無論此母音後續接的是多弱的子音，都不改變增益量，直

到 1000ms 之後才解壓縮。 

 

因為正在進行的語音訊號中，約每秒會出現 2‐3 次加重的母音，加上最後 200ms

或 200ms 之後，對一個慢速啟動壓縮系統而言，將沒有機會去解壓縮及增加介

於母音間較弱音素的增益量。基本上，這一系列加重的母音每秒出現數次，讓壓

縮系統的增益量維持在一個較穩定的水平，即使不同的字詞、片語、句子之間有

音強差，此穩定性還是持續維持，只有在說話者講話停頓時，增益量才會改變。 

 

快速啟動  v.s  慢速啟動寬動態範圍壓縮系統 

 

多年來，人們一直認為，如果助聽器使用寬動態範圍壓縮技術的話，它應該像快

速啟動壓縮系統一樣地運作，這聽起來似乎是合乎邏輯的，因為感音神經性聽損

病人的動態範圍縮減，較弱的音素應該比較強的音素得到較多的增益。 

 

寬動態範圍壓縮系統的首要目標就是提供輕柔語音較多的增益量、其次是中音強

語音，最後是高音強語音，這是事實，然而，有一個問題是，此目標應該針對語

音，把語音當成是一個長期的訊號，還是針對每一個個別的音素來做放大。 

 

倡導慢速啟動壓縮的人認為，語音的訊息隱藏在音素間原始的音強差。無聲的擦

音和塞音應該是要比加強的母音能量來的弱。快速啟動壓縮系統會改變語音訊號

的原始音強結構。一個慢速啟動壓縮系統，會將音素語音素間的原始音強差顯現

出來，但一個快速啟動壓縮系統卻會破壞這個訊息。 

   



我們必須知道在助聽器上使用寬動態範圍壓縮技術，是要改善可聽度，而不是本

質上改善語音的可理解程度。沒有證據顯示語音信號曾因為壓縮技術而變得較清

楚，相反的，語音的可理解度的改善，是因為對病人來說，訊號的可聽度增加。

只要有任何可以增加病人可聽度，卻又不會改變音強原始結構的方法，通常都會

被優先考慮。 

 

此外，壓縮系統並不能分辨聲音的訊號是語音與否，它只能依據訊號的音強做反

應。在一段正在進行的語音當中，字詞、片語、及句子當中，會有很多的停頓發

生，有一些語音(像是塞音和塞擦音)，在發聲的過程當中，也有一些無聲的時期。

一個快速啟動壓縮系統，因為它偵測到一個輸入音強突然下降出現在這些語音停

頓當中，它會立即啟動增益，假設在這段期間真的沒有語音訊號出現，環境裡面

出現的任何環境聲音都會明顯的變大聲。 

 

語音在固定音強的噪音環境中讀話，快速啟動壓縮系統對噪音的影響會特別明

顯。當在語音音強較弱的情況下，噪音反而會被放大而變的明顯，因此，自然而

穩定的背景噪音會變的忽大忽小且更加明顯。 

 

多項調查顯示，助聽器使用者傾向偏好慢速壓縮啟動系統的音質勝過快速啟動壓

縮系統，這項差異性在吵雜環境中變得更顯著。線性或是慢速啟動壓縮系統的語

音辨識性能上的表現已被證實和快速啟動壓縮系統一樣好，甚至表現更好。 

 

到目前為止的討論都集中在助聽器如何處理語音的訊號，當然，語音並非是助聽

器必須處理的唯一訊號，放大策略也需提供保護機制，避免引起使用者響度不

適，尤其是出現快速突發的信號。這些類型的信號顯現出慢速啟動壓縮系統會出

現的一些潛在限制。 

 

假設有一位助聽器使用者正在聆聽語音，有一個訊號突然出現，且此訊號的音強

高出正在聆聽的語音音強很多(ex:附近有咳嗽聲或是狗吠聲)，此高輸入音強的訊

號會驅使助聽器的增益量降低。由於解壓縮時間被設定為較長，也許一、二秒鐘

內，助聽器的增益量不會回復到給予語音訊號原有的增益量，在這段期間，語音

訊號的音量會明顯降低，使用者會覺得語音訊號忽然變小聲。 

 

因此，在慢速啟動壓縮系統中，助聽器會對外來的聲音快速反應，去保護聽者避

免引起聽者不適，因為助聽器沒有能力去辨識此訊號跟正在進行的語音有什麼差

異，所以它如預期的做反應：當外來的聲音消失後，仍會有一段時間是增益不足

的。 

 

一項新的壓縮技術解決方案 



 

正如原先 Simonsen  和  Behrens 所描述的，Oticon Agil  的語音守護功能的設計，

規避了原本使用快速和慢速啟動壓縮系統所需做的妥協，語音守護功能結合了兩

個分析器(如圖一)，這兩個分析器之間的交互作用是成就這項壓縮技術成功的關

鍵。 

 

圖一.語音守護處理器的結構圖，顯示兩個獨立的監控系統 

 

截至目前為止，輸入訊號一直是靠一個單一系統來分析，然後利用這個被測量到

的音量強度決定助聽器要給多大的增益量。 

 

語音守護的獨特設計特點就是它實現了同時使用了兩個平行的監控系統： 

*長期分析器的設計是用來評估預測環境中正在進行的音量，假設有穩定的 

語音訊號出現時，這個長期分析器就會追蹤講話者正在進行中的整體音量， 

調整助聽器改變增益量的速度，讓它放大增益的速度慢一點。 

*另一個瞬間分析器則負責提供訊息：是否有猝發音量的輸入狀況，是否有 

出現妨礙正在進行中整體音量的狀況。 

*這兩個分析器所評估的音量會和正在進行中的整體音量做比較。如果兩 

個音量相同，則由長期分析器所評估預測的輸入音量，來決定給多大的增益 

放大；如果瞬間分析器的音量與正在進行中長期的平均音量有很大的不同 

時，瞬間分析器所評估預測的音量決定給多大的增益放大。 

*放大器正常是以非常長的時間常數在運作，以長期整體音量控制調整來有 

效地處理語音訊號，但是以音素對音素為主的短暫訊號則是以線性放大器來 

處理，放大器的增益將由評估預測長期平均的整體音量決定之。 

*如果瞬間分析器偵測到和長期分析器所評估預測的音量有明顯不同的訊號 

時，助聽器的放大器會切換到絕對快速時間常數的系統，這個動作就是要對 

超出正在進行中的語音訊號音量，突發而困惱的聲音做出立即的反應，其增 

益幾乎是瞬間同時的減低；但是，只要突發事件過後，增益就會很快地回復 

到原先長期的平均音量。 

 



語音訊號的影響 

 

語音守護功能如何實際影響語音信號呢？在接下來的例子裡，會讓 Agil 與 oticon

的 vigo pro(使用快速啟動音節壓縮技術(Fsat Acting Syllabic Compression))來處理

不同的語音信號輸入。 

 

所有的研究紀錄都來自配戴助聽器的 KEMAR，使用中度平坦型的聽力圖來調整

助聽器，而且配戴在 KEMAR 上的助聽器的耳模為封閉式的。Agil 使用 Voiced 

Aligned Compression 的選配公式，Vigo pro 則是 NAL‐R 的選配公式。然而，為了

記錄的目的，Vigo pro 在 2K Hz 以上的頻率會調整成與 Agil 高頻相似的增益量與

壓縮值。 

 

圖二.  未經放大的三種不同音強語音：70,80,and 60 dB SPL .上圖(未經放大的語音

訊號)中圖(經過快速啟動音節壓縮器處理後的語音訊號)下圖(經過語音守護處理

的語音訊號) 

 

圖二呈現兩組處理系統語音的改變量，最上層的圖形是原始信號，語音最初呈現

70dB SPL，再來是 80dB SPL，最後是 60dB SPL。中層的圖是”快速啟動壓縮(Fast 

Acting compressor)”的處理結果。而最下層是語音守護處理(Speech Guard 

processing)的結果。 

 

首先讓我們來看看中間這張快速啟動音節壓縮(Fsat Acting Syllabic Compression)

的影響。長期輸出信號的平均是計算這三段語音輸入信號所得來。與 input為70dB

的輸出相比，80dB 的 input 輸出結果增加 4dB，這符合快速啟動音節壓縮所預期

的影響。當輸入信號的音強從 80dB 降到 60dB，輸出則降了 9dB。結果再次與預

期相符。現在我們再把注意力轉移到下方語音守護技術(Speech Guard)的影響，



輸入音從 70dB 增加到 80dB 導致輸出增加了 5dB，輸入音強若從 80dB 降到 60dB，

輸出音強則降了有 11dB。我們從下圖的資料證明了語音守護功能如何在持續進

行的語音信號調整長期整體增益，而這個方法與慢速啟動自動音量控制系統預期

的影響相符，雖然語音守護功能和快速啟動音節壓縮的長期平均輸出影響是類似

的，但是在瞬間分析上卻是有顯著的差異。 

 

圖三.這是一個 70dB SPL 的語音樣本，從圖可看到語音信號的音強主要在 30dB

的範圍中變動，這跟我們長期以來許多的研究觀察結果相呼應。 

 

其中一個觀察差異的方法就是計算 histograms of the moment‐to‐moment levels，

這個圖提供長期樣本聲音的特定聲壓發生次數的計算。以這個例子來說，信號是

每 2ms 取樣一次。圖三提供 70dB 片段輸入信號的聲壓圖。Y 軸表示特定音強產

生的次數，X 軸提供的則是測量從樣本尖峰降下的 dB 數，紅線區域表示當語音

信號未經過助聽器的處理時，大部分的樣本是在 30dB 的範圍內。這個現象與我

們長期以來的觀察 語音信號的動態範圍接近 30dB 是一致的。 

FIGURE 4.  圖四.左起分別是 70dB，80dB 與 60dB 的信號經過快速啟動音節壓縮器

處理過後的音壓圖。我們可以注意到輸入範圍的是 30dB，而輸出覆蓋則少於

20dB。 

 

圖四顯示使用快速啟動壓縮技術(Fast Acting processing)時，input 分別為

70dB(左)，80dB(中)和 60dB(右)的結果，紅線區域可看到輸出下降的範圍，也就



是輸入音有 30dB range 的覆蓋，而輸出音卻不到 20dB。這個觀察完全與快速啟

動壓縮技術預期的影響一致。輸入信號音強較小的片段有比較多的增益。 

 

圖五也是一樣的訊號，但使用的是語音守護處理。我們可以注意到 30dB 的輸入

音 range 在經過助聽器處理後幾乎都被保存下來，當語音片段的長期平均數被計

算出，有了快速啟動壓縮技術，輸出就能有相似的改變，我們使用了一個瞬時的

視窗，可以看到語音信號的動態範圍完整的被保存下來。 

 

只要整體的音量保持不變，語音信號就會以線性的方式處理。然而，當長期音強

從 70dB SPL 上升到 80dB SPL，然後再下降到 60dB SPL，語音守護功能會適切的調

整長期增益使得語音信號可以正確落在聽損者的動態範圍內。 

Simonsen 和 Behrens 的研究(16)也提到，只要語音信號是穩定的，系統就會在一

個瞬時的時間裡使用線性放大，但整體輸入音強若有長期的改變，系統就會做適

當的非線性調整。 

 

處理外來的聲音 

 

上文所述的影響與傳統的寬動態範圍壓縮助聽器長壓縮釋放時間類似。然而，跟

討論所提到的一樣，慢速啟動壓縮系統(slow acting system)對於處理大音量的、

突然出現的外來聲音是有問題的。這些突然侵入的聲音會使語音信號的處理產生

混亂。而獨一無二的語音守護功能可以處理這些突如其來的干擾音，使預期的語

音浮動線性處理不會被打斷。 



 

圖六.語音信號被三個突如其來的高音強干擾音影響。未經處理的信號(上圖)與語

音守護處理(下圖) 

圖六紀錄了一段語音，而且被 3 個快速的突發音所干擾(咳嗽,鬧鐘,門鈴)，其聲

紋的尖峰高出持續進行的語音 15dB，上圖為輸入音，下方是經過語音守護技術

處理過的聲音。請注意突發干擾音在處理過後其尖峰值是接近持續進行的語音

的，這樣的處理證實了這些干擾信號可以跟非線性壓縮系統處理一樣被辨別與降

低訊號強度。 



圖七.語音守護功能對門鈴聲的處理。右上圖是將門鈴干擾聲做一個拉出視窗來

仔細觀察干擾信號的起始狀況。 

 

圖七是從圖六門鈴聲擷取出來的一個 6 秒的片段，這張圖說明了語音守護功能如

何快速的處理一個大音量的、突發的信號出現。這個突發的門鈴聲，它的峰值高

出持續進行的語音有 15dB，拉出的這張圖將焦點放在起始門鈴聲的 50ms 左右，

我們可以注意到門鈴聲前的第一個波峰強度是很大的，但是語音守護的功能很快

地將這個聲音辨別出來，並且做出處理，將這個信號的增益在第二個波峰出現前

就降低(兩峰相距小於 2ms)。 

 
總結 

 

設計一個有效的壓縮系統來處理外來的大聲音不是一個新觀念。較高階的助聽器

有能力來保護使用者不被突然極度的大聲音危害到聽力。多年來，處理技術改善

了對大聲音的處理，並且保存了聲音的音質，但是他們的限制就是這樣的處理會

造成過度保護，所有的信號被繫在一起處理，也一起進入助聽器。 

 

獨一無二的語音守護功能能夠在持續進行的語音中有效處理大音量的干擾音輸

入。瞬間的辨識出輸入信號高於持續進行的語音音強，並且立即的降低其增益

值，這就是為什麼稱之為”語音守護”的原因，它就是設計來讓我們精確的處理語

音信號的。 



 

語音是反應口腔構音器官精確動作的複雜聲學，其細節與聽者密不可分。每個字

與字之間隨著時間在毫秒內有著精密的頻率、振福與信號形式的差別。一旦有感

音神經性聽損，就會造成處理細微聲學變動的困難，因為訊號的信息產生變化以

至於大腦更難去理解語音內容。 

 

我們說”語音守護”的功能讓我們能夠更精確的處理語音,其代表的意義是‐我們會

盡可能的減少語音信號因為被處理過而產生的改變。就像 Arehart, Kates,和 

Anderson 所提到的，任何信號經過線性放大的處理，對音質來說，實際上也是

可能會造成的負影響。 

 

使用語音守護的功能，可以依使用者聽損程度並監控語音長期頻譜分析決定增益

量，讓聲音訊號不只確保可以聽到，更可達到原音重現。語音守護的目標是呈現

出更寬的頻寬，儘可能不讓信號受混淆以至於干擾使用者認知聲音。 

 

與許多的傳統非線性處理做比較，語音守護的功能證實可以提供噪音下語音理解

度的顯著改善並且讓聽取變得輕鬆。本文中證實，即使在噪音環境下，語音守護

功能仍可保留語音線索，避免失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