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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正常人全方向 72 声源水平定位能力初步研究
李 楠，李思阳，刘 晶，王 倩，陈艾婷，洪梦迪，冀 飞
[ 摘 要 ] 目的 利用 360°全方向 72 个声源测试设备，初步研究耳科正常人水平声源定位特点。方法 选取耳科

正常人 14 例，其中男 3 例，女 11 例，平均年龄（31.4±7.2）岁，使用 360°全方向均匀分布的 72 个扬声器进行声源方位
辨别测试，
统计正常人整体声源定位能力，
计算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RMS）值。 结果 听力正常人声源定位图像
大致呈现出两个“十字交叉”
的组合图形，
镜像处理后呈现为一条斜率近似为 1 的直线，
计算 RMS 为（20.4±3.5），
相较

未经镜像处理前（52.7±16.2）有大幅度下降。本组受试者前场、后场、左场、右场 4 个区域的定位正确的次数比例均

值分别为 60.52%、38.69%、31.55% 和 37.70%，前场定位正确的次数明显高于其余 3 个区域，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后场、左场、右场定位正确的次数均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正常人的水平声源方位辨别存在
前后镜像现象，
水平方向上前场（-45°~45°）声源定位能力最佳，
左右场和后场的声源定位能力无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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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bility of Horizontal Sound Localization with 72 Sources
in All Directions for Normal Hear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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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Otolaryngologic Diseases，Beijing 100853，China )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rizontal sound localization of normal hearing people
by using 72 sound sources in all directions. Methods A total of 14 normal hearing people were recruited including 3
males and 11 femal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31.4±7.2. Sound localization test was carried out using 72 horizontal speak‐
ers (all directions), and then root mean square (RMS) value needed to be calculated to figure out the localization capabil‐
ity. Results The figure of sound localization for normal hearing people roughly presented a combination of“two cross‐
es”. After“mirror processing”, it appeared as a straight line with a slope of 1, and the calculated RMS was (20.4±3.5),
which was significant lower than before (52.7±16.2). The averaged accuracy rates of localization of front, back, left, and
right area for all subjects were 60.52%, 38.69%, 31.55% and 37.70%, respectively. The accuracy in the front field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hree region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localization accuracy between
the back, left, and right area. Conclusion“Mirror phenomenon”existed in horizontal sound sources recognition for nor‐
mal hearing people. The horizontal localization ability in front area (-45°~45°) was optimal,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left, right, and back area.
[ Key words ] Sound Localization；360 Degree；72 Sound Sources；Mirror Phenomenon

助听设备技术的提高能够极大程度改善言语

人耳对声源位置的感知包括水平方向、垂直方

康复的疗效。在此基础上，更多的患者希望进一步

向以及距离 3 个方面。Rayleigh[1] 在 1907 年第一次

提高生活质量，对声音方向性的要求相应变得更

用耳间差异的概念分析声源位置，原理是通过双耳

高。声源定位也逐渐开始成为评估患者助听效果

时间差和双耳强度差定位声音的水平位置，其中低

的重要指标。

频信号的定位主要依赖双耳时间差线索，高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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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声音到达双耳的强度差更为敏感。Risoud[2]等

一刺激声立即开始，
若 15 s 内无应答则跳过本次，
下

人研究表明在进行水平面方向上的定位时，正常人

一刺激声正常发出。选取给声强度为受试者纯音听

会出现一种“混淆圆锥”的生理现象，也就是对水平

阈阈上 20~30 dB，保证其听声清晰且舒适。测试过

[2]

轴呈镜像对称的两个声源位置分辨不清 。此外，

程中给声频率随机且乱序，
测试总时长约为 45 min。

人耳会通过头部以及耳廓识别的频谱线索定位声

a

音的垂直角度，并使用直达声与混响声能量比判断

b

声音的远近。自由声场中与声源距离每增加一倍，
到达人耳的声强则衰减 6 dB，由于高频声音在传播
过程中会更快地衰减，所以在定位高频声音时相较
低频更困难[2]。
既往针对 360°全方向多声源定位的研究较少。
利用分布在受试者周围 360°的全方向声源，可在较
大程度上还原日常生活中声源来自各个方位角度
的场景，更全面地反映整体声源定位能力。本研究
对听力正常人应用 360°全方向 72 声源进行方位辨
别测试，寻找正常人声源定位规律，探索和分析双
耳聆听线索对正常人声源定位的影响，为后续研究
听力损失患者声源定位能力以及使用助听设备干
预后的康复疗效提供临床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测试对象 本研究共纳入 14 例听力正常受试
者，其中男 3 例，女 11 例，年龄区间为 19~42 岁，平
均年龄（31.4±7.2）岁。全部受试者均为耳科正常
人，无耳科疾病史和家族史，双耳 500 Hz~4 kHz 平

图 1 全场 72 声源测试布局示意图
a：72 声源布局和编号（虚线为产生“镜像现象”时的对称参
考轴）；b：前、后、左、右测试场的划分

所有受试者首先接受 1 轮练习测试。练习测
试使用均匀分布的 24 个声源（两两间隔 15°），目的
在于使受试者掌握声源分布、测试流程、刺激信号
及信号持续时间，为避免正式测试时因不熟悉流程
影响测试结果。正式测试采用全方向 72 声源，测
试中共给声 144 次，每个扬声器随机顺序发声 2 次。
测试过程中受试者需保持头位不动，身体放松且尽
量不变换坐位。测试人员记录受试者应答和真实
给声的扬声器编号，计算二者角度偏差从而判断受
试者定位声源的准确性。
为 便 于 数 据 分 析 ，在 本 研 究 中 ，受 试 者 正 前

均纯音听阈为（7.5±4.3）dB HL，日常交流语言为汉

方 和 正 后 方 记 为 0° 和 180°，正 左 和 正 右 方 位 记

语普通话，接受测试前均已签订知情同意书。

为+90°和-90°，以-45°，+45°，-135°，+135°四个点为

1.2 测试设备 本研究测试设备为 360°声源定位

分界，将声源平均分为弧度为 90°的前场（顺时针方

系统（北京百特声学科技有限公司），由 360°环形陈

向+45°~-45°）、后场（顺时针方向-135°~+135°）、左

列、72 个均匀分布的扬声器组成。扬声器阵列直

场（顺 时 针 方 向 +135°~+45°）和 右 场（顺 时 针 方

径 3 m，相邻两个扬声器间隔 5°。测试前设备输出

向-45°~-135°）4 个测试区域（图 1-b）。

声信号按 GB/T 16296.2-2016 进行校准[3]。

1.4 数据分析 本研究将受试者响应进行关于图

1.3 测试流程 测试在标准隔声屏蔽室内进行，测

1-a 中水平参考轴对称之后的角度与真实扬声器所

试时受试者坐于设备的中心点位置（距离扬声器

在角度偏差不超过 10°记为定位正确。进行对称修

1.5 m），扬声器与受试者双耳处于同一水平高度。

正处理的原则是：真实给声音箱角度与受试者反应

声源定位扬声器按 1~72 号顺序排列，其中 0°

角度分别位于水平参考轴的两侧且对称后两角度

入射角对应 19 号扬声器。测试前先使受试者熟悉

值落在同一象限内（0°~90°或 90°~180°或 0°~-90°

测试的声源数量及分布，并在面前的平板电脑上显

或-90°~-180°）。分别计算镜像处理前后的均方根

示出对应的平面示意图（图 1-a）。测试过程中，当

（root mean square, RMS）值，计算公式如下：

受试者听到声音后，将其所认为发出声音的声源序
号在平面示意图上进行指认，指认完成后按下确认
按钮，即完成一次应答。测试所用频率为 0.25 k、
0.5 k、0.75 k、1 k、1.5 k、2 k、3 k、4 k、6 k 和 8 kHz 共

为探讨不同频率声音与定位能力的关系，将

10 个频率，刺激声信号为啭音，刺激声给声时间为

250 Hz~750 Hz、1 kHz~3 kHz、4 kHz~8 kHz 声音分

1~2 s，后留有 15 s 的时间供受试者应答，应答后下

别定义为低、中和高频段，并计算 RMS 值。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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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区域性的定位能力，本研究分别计算前、后、

2.1 “镜像现象” 在本研究获得的正常听力受试
者的 360°全方向 72 声源定位结果中，存在关于参
左、右 4 个测试区域内定位正确的次数及比例，比
考轴对称的“镜像现象”，即对水平轴呈镜像对称的
较 4 个区域的声源定位能力的差异，统计分析受试
两个声源位置分辨不清。因此，在考虑正常人整体
者水平声源定位的总体特点及规律。
的定位效果时，若不对数据进行对称修正，则会因
1.5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1.0 软件。实验数据需
RMS 值过大而导致出现和以往正常人声源定位研
做 多 重 比 较 ，故 采 用 BONFERRONI 事 后 检 验 法
究相悖的结果，影响正常人对于 360 度声源的总体
（PostHocComparison）比较前、
后、
左、
右 4 个区域间定
定位准确性。本研究的 14 例受试者全部出现了
位正确性的差异，分析听力正常人定位整体趋势并 “镜像现象”。
得出定位能力规律，
以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声源定位刺激响应分布规律 图 2 显示了听力
2 结 果

正常人声源定位的原始刺激响应分布情况，由于镜
像现象的存在，图像大致呈现出两个“十字交叉”的

图 2 正常人声源定位刺激与响应分布（未对“镜像现象”做对称修正处理）
横坐标为真实发声的扬声器角度；纵坐标为受试者指认的扬声器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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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图形。对于大部分测试结果，这一现象主要存
在于左场、右场和后场。当刺激信号在前场时，
“镜
像现象”出现较少。对结果做镜像处理后的刺激响
应分布见图 3，结果基本呈现为斜率接近 1 的直线，
计算 RMS 值为（20.4°±3.5°），相较未经镜像处理前
（52.7°±16.2°）有大幅度下降，表 1。
2.3 不同频率声源定位比较 结果显示，经镜像处
理后，正常人低频信号的声源定位平均 RMS 值约为
（17.4°±2.6°），
中频和高频 RMS 值依次上升，
表 2。
2.4 不同场中声源定位能力比较 为更直观地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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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镜像结果，本研究以（-90°~+90°）水平连线为对
称轴，将声源分为前后半场，结果显示受试者定位
正确及镜像正确的平均次数分别为 60 次和 20 次，
各占比 41.67%、13.89%。
以-45°，+45°，-135°，+135°四个点为分界，将声
源平均分为弧度为 90°的前场、后场、左场和右场 4
个区域（图 1-b），各场定位正确的次数在该场所有
结果中的比例均值分别为 60.52%、38.69%、31.55%
和 37.70%，表 3。统计学结果显示前场定位正确率
明显高于其余 3 个区域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图 3 对“镜像现象”进行对称修正后的正常人声源定位刺激与响应分布
横坐标为真实发声的扬声器角度；纵坐标为受试者指认的扬声器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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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受试者前后左右场声源定位准确率

0.05），后场、左场、右场定位正确均值之间无显著
性差异(P>0.05)，表 4。此外，结果显示有 5 例受试

受试者编号

前场

后场

左场

右场

1

75.00%

22.22%

41.67%

44.44%

3

72.22%

72.22%

50.00%

47.22%

者共出现仅 6 次左场或右场扬声器给声但对称定

2

位在对侧半场，余 9 例均未出现类似情况。

4

表 1 镜像处理与否对声源定位 RMS 值的影响
受试者编号

47.22%
86.11%

5

RMS 值

61.11%

6

97.22%

52.78%
58.33%
33.33%
0.00%

19.44%
61.11%
19.44%
13.89%

41.67%
58.33%
41.67%
22.22%

不含镜像处理

含镜像处理

1

51.3

17.4

2

46.9

23.8

3

29.7

15.5

4

22.5

18.0

5

57.8

18.2

6

79.9

19.3

7

64.2

21.6

8

37.1

18.7

9

49.6

16.0

均值

10

60.0

21.1

表 4 前、后、左、右场声源定位准确率统计学结果

11

61.7

27.8

12

61.8

20.3

13

40.8

23.6

14

73.8

24.7

均值

52.7±16.2

20.4±3.5

表 2 不同频率 RMS 值比较（镜像处理后）
RMS 值
受试者编号

低频
(0.25~0.75 kHz)

中频
(1~3 kHz)

高频
(4~8 kHz)

1

17.4

17.0

17.9

3

15.2

17.5

12.6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均值

16.9
17.9
17.0
13.5
18.8
15.4
13.4
20.1
21.0
19.0
14.0
14.5

17.4±2.6

19.2
20.9
18.0
16.6
22.5
17.6
15.5
21.3
28.3
22.4
28.4
22.3

20.4±4.9

33.1
13.6
19.5
26.5
22.5
22.7
18.8
21.9
32.2
18.5
24.2
34.0

21.4±8.1

7
8
10

47.22%

41.67%

12

30.56%

13

72.22%

14

*

47.22%
30.56%

11

P值

55.56%

63.89%

9

统计
学分
析

33.33%

88.89%
60.52%

33.33%
69.44%
30.56%
38.89%
27.78%
0.00%

38.69%

30.56%
22.22%
44.44%
11.11%

13.89%
36.11%
47.22%
5.56%

25.00%

27.78%

41.67%

52.78%

30.56%
30.56%
31.55%

38.89%
50.00%
37.70%

P值
前场
比后
场

前场
比左
场

0.022*

0.001* 0.015*

代表 P<0.05

前场
比右
场

后场比 后场比 左场比
左场
右场
右场
1.000

1.000

1.000

3 讨 论
声源定位能力是听力损失患者佩戴助听器或
植入人工耳蜗后进行效果评估的一个重要评价指
标，对后续的康复和其他干预措施的采取也有一定
指导意义。因此，研究声源定位的机制至关重要。
研究结果表明，正常人进行声源定位时确实存
在一种“镜像现象”，即刺激和响应以-90°和 90°为
水平轴作镜像对称。镜像现象，也称为“混淆圆锥
效应”。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多出现于前后
场的声源定位中。其产生是由于声源发出的声音
到达双耳的时间和强度差基本没有区别，从而使人
无法分辨声源的准确位置，如区分来自左侧 45°和
135°的声音[2, 4]。此时，在不移动头部的前提下，耳
廓对前方声音的聚拢可能起到一定的区分辨别作
用，声波在耳廓的作用下被共振增强和反射减弱，
导致在传递中产生频谱变化，从而辅助区分来自前
后方和垂直方向上的声音，
但研究结果显示,受试者
对此类镜像混淆音的辨别能力仍有限。对比正常
人对前后镜像声音的区分能力，
本研究显示,正常人
左右场混淆的次数极低。由此可推论，正常人对左
右声源的区分能力强于对前后声源的分辨，此种现
象可通过耳间差异的概念直接解释，即受试者在区
别左右声源时，由于声音到达双耳的强度和时间均
不同，
因此能够准确分辨声音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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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声源定位国内外已有多位学者进行报道，
从临床角度看，声源定位对患者佩戴助听器或
其中针对数据的处理方式大多数倾向于使用 RMS
人工耳蜗后的效果评估意义重大。有效的感知生
值和最小辨别角度来评判受试者对声源定位的准
活中声音的方位能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乃至生命都
[5-11]
确性 。本文的预实验结果显示受试者 72 声源定
具有积极的影响，如察觉日常生活中汽车鸣笛音的
位的 RMS 值远比以往研究大，原因如下：①由于扬
方向等。声源定位研究的开展是为了摸索正常人
声器个数较多，各声源间隔仅 5°，这种精度的定位
声源定位规律，探索人耳声源定位机制，为后续研
测试对于正常人也是难度较高，难以做到绝对准
究听力损失患者的声源定位能力打下理论基础，并
确。②以往研究显示正常人 RMS 值约为 2°~7°，儿
通过助听设备的补偿和实验室声源定位训练向正
童的可辨别角度相比成人略大，且使用多为 11°
常人听觉规律靠近，极大程度的增加听觉优势，提
[5-7，10-11]
或 15°的前半场声源
。由于选择性较小，声源
高生活质量，为患者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间隔大，受试者只需要辨别大致方位，即选对的可
【参考文献】
能性相较全场 72 声源显著提高。③本研究采用的
[1] Lord Rayleigh. XII. On our perception of sound direction[J]. Phi‐
360°环绕式声源进行测试，还原了日常生活中声音
los Mag，1907，13: 214–232.
来自四面八方的场景，相比较半场声源来说，增加
[2] Risoud M，Hanson JN，Gauvrit F，et al. Sound source localiza‐
了受试者对后方声音的辨别，定位难度增大，导致
tion[J]. Eur Ann Otorhinolaryngol Head Neck Dis，2018，135(4):
259–264.
RMS 值和以往正常人研究差别较大，且无法直接根
[3] GB/T 16296.3—2017 声学 测听方法 [S].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
据原始数据对正常人声源定位能力做定量解释。
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因此，本研究在统计正常人全场声源定位能力时，
2016.
[4] 俞倩,李佳楠,杨仕明 . 声源定位测试的研究现状[J]. 中华耳科
将镜像现象纳入统计，得到处理后的 RMS 结果，这
学杂志，2016，14(4): 545-548.
也是对全方向声源定位测试结果数据处理的一种
[5] Kerber S，Seeber BU. Sound localization in noise by normal尝试，表 1。在比较不同频率信号对正常人声源定
hearing listeners and cochlear implant users[J]. Ear Hear，2012，
33(4): 445-457.
位的影响时，结果发现，人耳对低频信号的定位准
[6] Dorman MF，Loiselle LH，Cook SJ，et al. Sound source localiza‐
确性高，其次是中频，最后是高频信号，表 2。但
tion by normal-hearing listeners, hearing-impaired listeners and
Risoud 等人[2]表明正常人对中频信号的定位能力应
cochlear implant listeners[J]. Audiol Neurootol，2016，21(3):
127-131.
比低频和高频差，因为在捕捉中频信号时缺乏足够
[7] Zheng Y, Godar SP, Litovsky RY. Development of sound localiza‐
的双耳线索，也就是无论是时间差还是强度差都无
tion strategies in children with bilateral cochlear implants[J].
法对中频信号的定位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在声源
Plos One，2015，10(8): e0135790.
[8] Jones H ,Kan A, Litovsky RY. Comparing sound localization def‐
定位频率特异性上，本研究结果和以往研究出现差
icits in bilateral cochlear-implant users and vocoder simulations
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测试难度相对较大且样本
with normal-hearing listeners[J]. Trends Hea， 2014， 18:
量不足导致，受试者也以女性居多，后续会进一步
2331216514554574.
[9] Niewiarowicz M, Kaczmarek T. Localization of Sound Sources
扩大样本量并均衡性别比例，完善此方面结果。
in Normal Hearing and in Hearing Impaired People[J]. Archives
在进行前后左右 4 个区域间正常人的定位准
of Acoustics，2011，36(4): 683-694.
确性分析时，镜像现象不予考虑。表 3 结果显示， [10] Grieco-Calub TM，Litovsky RY. Sound localization skills in chil‐
dren who use bilateral cochlear implants and in children with
正常人对前场声源的定位能力最强且与其他场的
normal acoustic hearing[J]. Ear Hear. 2010，31(5): 645–656.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通
[11] 张娟，王洵，王辉，等 . 4 岁健康儿童水平方位声源定位测试方
过视觉和听觉的互相作用,由于视觉的辅助，人耳
法的初步探讨[J].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09，44(11):
906-910.
会倾向于接收处于前方的声音，Abel 和 Tikuisis[12]的
[12] Abel S，Tikuisis C. Sound localization with monocular vision[J].
研究表明，突然剥夺单眼视觉会导致人对水平声源
Applied Acoustics, 2005, 66(8): 932-944.
定位的准确度降低，既往研究同样证明了有视觉障
[13] Abel MS，Paik JES. The benefit of practice for sound localiza‐
tion without sight[J]. Appl Acoust，2004，65(3): 229–241.
碍会影响受试者反应时长和声源定位准确率，但定
[14] Abel SM，Figueiredo JC，Consoli A，et al. The effect of blind‐
位能力可以通过不断的训练提高[13-14]。另外视觉可
ness on horizontal plane sound source identification[J]. Int J Au‐
以帮助受试者集中注意力，对声音的定位和分辨也
diol，2002，41(5): 285–292.
[15] Ebert CS Jr，Blanks DA，Patel MR，et al. Behavioral sensitivity
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一些其他研究显示，由于耳廓
to interaural time differences in the rabbit[J]. Hear Res，2008，
结构的生理特性，导致声波的频谱线索出现变化，
235(1-2): 134-142.
处于前方的声音可能会更容易被分辨和接
[16] King AJ，Schnupp JW，Doubell TP. The shape of ears to come:
dynamic coding of auditory space[J]. Trends Cogn Sci，2001，5
收[13, 15-17]。而对于长期听力损失的患者来说，可能
(6): 261-270.
会需要借助唇读进行声音的辨别，这种长期聆听和
[17] 王宁宇，倪道凤 . 加强儿童声源定位能力的研究[J]. 中华耳鼻
唇读相结合的模式会导致其更倾向于面朝声源，接
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10，45(1): 3-6.
收来自前方的声音。
(收稿日期：2021-05-29
本文编辑：宋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