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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听写机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仍然有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声学模型的鲁棒性和准确
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需要深入研究语境相关的声学建模，特别是汉语三音子模
型；其次，汉语是有调语言，声调在语音辨识中担当着重要角色，针对声调建
模已经提出了一些方案，但都不是很理想，还需进一步研究更好的声调建模技
术；当把语境相关的三音子模型和长相关语言模型应用到识别系统时，为了充
分发挥高精度模型的作用，需要研究更高效的搜索算法和搜索的组织方法以及
提高搜索速度的各项技术；最后，我们还需要研究技术的可移植性，加快新领
域的研究速度。本文的研究工作集中解决了这些关键问题，把汉语大词汇量连
续语音识别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我们首先研究了语境对汉语语音识别的影响，研究了基于决策树的三音子
建模技术。针对汉语语音识别，我们研究了决策树建模中必须解决的几个主要
问题，包括汉语基本建模单元的选择、问题集的设计原则、评估函数和停止准
则的选取。然后，又研究了决策树建模技术在粤语语音识别中的应用，并从声
学层次上与普通话语音识别作了比较分析，对比研究了两种语言在声学层次上
的异同，并基于双语语音库、音节识别结果和决策树分析了两种语言声韵母的
混淆度、三音子和双音子在语音库中的分布以及在决策树生成过程中问题集中
每个问题的使用频度。这些实验分析结果加深了我们对汉语和粤语两种语言异
同的了解，指导我们进一步设计更好的语音库和优化问题集，以便进一步提高
三音子模型的鲁棒性和准确性；对比研究也表明汉语语音识别的建模技术可以
方便的应用到粤语语音识别中。 

其次，我们研究了汉语声调建模技术。在分析了现有各种建模方案的优缺
点之后，我们提出了基于决策树的统一的有调三音子建模技术，研究了在语音
识别中汉语声调的表示和声调语境的表示问题，并基于有调决策树分析了声调
问题和声韵母语境问题在决策树分裂中的使用频度。分析结果表明声调问题明
显比其它问题使用频度高而且在决策树分裂时首先会被使用，这从一方面说明
声调是汉语语音中的重要区分信息。 

接着，我们提出了基于（有调或无调）类三音子模型和 Trigram 预测技术
的一遍搜索的组织框架，重点研究和解决了一遍搜索中所面临的主要困难：1）
搜索空间和知识的表示：提出了搜索空间和知识源的层次化表示方法，用声学
模型无关的词树表示词典知识；2）路径的组织：为了提高搜索效率，我们提出
了基于哈希技术、动态空间管理技术和动态路径裁剪技术的路径组织方法；3）
系统优化：为了减少计算量，提高搜索速度，我们使用了缓冲技术和快速高斯
计算技术。 

最后，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以验证和分析我们提出的基于决策树的统
一的类三音子建模技术以及基于类三音子模型和 Trigram 预测技术的一遍搜索
组织框架。实验结果和分析表明：1）与双音子模型相比，基于类三音子声学模
型的汉语识别系统的音节误识率平均降低了 26%；2）声调（有调类三音子模
型）的引入使得汉字误识率降低了 21%；3）基于类三音子模型和 Trigram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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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一遍搜索的组织框架是成功的，在基本不降低识别率的前提下，有效的
降低了对系统资源的要求和计算复杂度，提高了搜索速度；4）建立在上述技术
上的汉语大词汇量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在实时工作下的汉字平均识别率
达到 90.83％（2000年 6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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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darin large vocabulary continuous speech recognition (LVCSR) has been 
don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lthough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obtained, many 
significant and difficult problems are not yet solved. Firstly, the context-dependent 
acoustic modeling must be paid to more attention and efforts to further improve its 
robustness and accuracy, especially to Mandarin triphone modeling. Secondly, 
Mandarin is tonal language and the to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iscriminating the 
speech. Though some methods have been proposed to deal with the tonal modeling, 
they are not perfect and further study must been done. Thirdly, when context-
dependent triphone modeling and long context-dependent language modeling are 
utilized in the speech recognition system, we must study the high efficient search 
strategy, the high efficient search organization and the system speedup algorithm to 
sufficient ly employ their capabilities. Finally, we also need study the portability of the 
technologies to shorten the cost of time with the research in new areas. My thesis is 
mainly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And my achievements has advanced Mandarin 
LVCSR. 

Firstly, we study the context effects on Mandarin speech recognition and the 
decision tree based triphone acoustic modeling. We discuss our faced problems in the 
decision tree based Mandarin triphone modeling, including the selection of Mandarin 
base phone units, the criterion to design the context-related questions, the evaluation 
function and the stop criterion. Then we transplant the decision tree based acoustic 
modeling technology from Mandarin speech recognition to Cantonese speech 
recognition, and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from the view of the 
speech recogni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acoustics and phonetics. Based on the speech databases for two languag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syllable recognition and the decision trees, we compare their 
INITIAL/FINAL confusion matrices, their distributions of diphone and triphone in 
the databases and the asked frequency of each question when building the decision 
trees. These experimental analyses make us deeply understand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direct us to design more better speech databases and optimal context-
related question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robustness and accuracy of triphone 
modeling. They also indicate our acoustic modeling technology for Mandarin 
recognition can be easily applied in Cantonese speech recognition. 

Secondly, we study the tonal acoustic modeling technology in Mandarin speech 
recognition. After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nd faults of all currently proposed tonal 
acoustic modeling methods, we present a novel tonal acoustic modeling approach, 
named the decision tree based unified tonal triphone acoustic modeling. We mainly 
discus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tone and tone-related contexts in Mandarin speech 
recognition. Based on our decision trees, we analyze the asked frequencies of tone-
related contextual questions and INITIAL/FINAL related contextual questions when 
constructing the decision trees. These analyses show that the tone-related contextual 
questions are more used than other questions and that they are firstly asked in the 
most of the decision trees, which show that tone is the significantly discriminating 
information in Mandarin speech. 

Thirdly, we propose the onepass based search framework with tonal or non-tonal 
class-triphone acoustic modeling and trigram look-ahead technique, and discuss the 



摘要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论文  

 - V -  

faced difficulti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onepass framework. These main problems 
are the following: 1) Representation of the search space and knowledge sources: the 
hierarchical representations are presented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and the acoustic 
modeling independent lexical tree is to represent Mandarin lexicon; 2) Path 
organization: we present the path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hash technique, 
dynamical memory management technique and dynamical path pruning technique to 
improve the search efficiency; 3) System optimization: cache technique and fast 
Gaussian computation technique are used to reduce the computation and to speed up 
the search. 

Finally, we make a lot of experiments to demonstrate and analyze the decision 
tree based class-triphone acoustic modeling technique, and the efficiency of our 
proposed onepass based search framework with class-triphone acoustic modeling and 
trigram look-ahead technique.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analyses show that 1) 
Compared with diphone based Mandarin LVCSR, the class-triphone based system 
achieves about 26% relative syllable error reduction; 2) The tone (Tonal class-
triphone modeling) can contribute to about 21% relative character error reduction; 3) 
Our proposed onepass based search framework is successful with class-triphone 
acoustic modeling and trigram look-ahead technique, which can efficiently reduce the 
cost of system resources and the computation complexity without any noticeable 
character error reduction; 4) Mandarin LVCSR can reach 90.83% (results on June, 
2000) average character accuracy based on the above technologies with the real-tim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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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语音识别概述 

几乎每个人都喜欢看科幻电影、科幻小说，它们所描述的世界激发着我们
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幻想。我们像朋友一样同机器人自由交谈，而他们也
像我们一样学习、思考，也有喜怒哀乐。 然而，这些只是科幻电影、科幻小说
和梦中的事情，它能变成现实吗？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人和机器之间的自由交流涉及到自动语音识别、自然
语言理解以及声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等多种学科。几十年来，研究人员都在不
懈地努力研究，试图了解人类语言的产生、学习以及辨识过程，并利用计算机
来模拟，以便为我们服务。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们进入了信息社会。计
算机的发展日新月异，早已进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无线通讯和因特网把相
距万里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然而不幸的是，
我们和计算机的沟通仍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依然需要依靠键盘、鼠标等辅助
设备和它交流，而不是用我们灵活掌握的语言。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依靠语
音识别技术和自然语言理解技术。经过多年的努力研究，终于有了一些成果，
在一定范围内计算机已经可以理解我们的语言，能用简单的语句与我们交流。 

在本章中，我们将主要讨论语音识别技术的基本概念、发展状况以及目前
存在的问题。 

1.1 语音识别技术 

语音识别解决了说话人说的是什么，而自然语言理解则解决说话人要表达
的意思是什么。语言的产生过程如图 1.1所示， 

图 1.1 语言的产生过程[2] 

整个过程划分成五个处理模块，首先是消息源产生模块，在大脑中形成需
要表达的意思（记为 M ，出现的概率为 ( )MP ）。然后根据所要表达的意思以
及语法语义等知识，在语言信道中形成词序列（记为W ）。因为同一种意思可

以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即不同的词序列），所以用 )( MWP 表示某种词序

列的出现概率。词序列通过声道变成连续的语音波形（记为 S ）。而声道特性
更是变化多端，没有两个人的声道完全相同，即使同一个人、同一句话在不同
的时间产生的语音波形也不完全相同，用 )( WSP 描述这种现象。语音波形从说

话者的嘴发出去，然后经过周围的环境到达麦克风，这时语音波形发生了变化

（记为 A）。所处的环境千差万别， )( SAP 表示了环境对语音的影响。最后语

音通过传输信道（如麦克风、无线信道或有线信道等）到达语音识别器。从最
初在我们头脑中形成要表达的意思（发消息者）到识别器（接收消息者）接收
到语音，其中掺杂了许多复杂的至今仍然没有研究清楚的处理过程。 

语言信道 声学信道 传输信道 声道 消息源 

( )MP ( )WSP
 

( )MWP ( )SAP ( )AXP

识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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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的过程和语言的产生正好相反。语音识别器的任务就是从接收到
的语音信号中恢复出词序列，而消息源的恢复需要依靠自然语言理解技术。一
般来讲，语音识别器从接收到的语音信号中解码出词序列（我们称之为句
子），需要应用语音信号处理技术、语音信号的数学建模、语言学知识（如语
言模型、语法和语义规则等）以及模式匹配技术。图 1.2 给出了一个语音识别
器的一般结构。 

图 1.2语音识别系统的一般结构 

• 语音信号处理 

语音信号是时变信号，具有短时平稳性。因此，在语音信号处理时，需要
用窗函数（窗长 20ms 左右）对连续的语音信号分段处理，每一段称之为一帧，
相邻帧之间一般有一定的重叠，以减小相邻帧之间谱的跳变。语音信号处理模
块主要完成噪声消除、鲁棒性的特征提取以及消除特征之间的相关性。目前，
语音识别中常用的特征有倒谱（如 MFCC、LPCC 或 PLPC）、能量和基频。 

• 声学模型 

在模式识别中，为了对未知的样本分类，需要利用已知的样本学习每一类
的知识，为每一类都建立数学模型。这就需要谈一谈模式识别中的三个基本问
题：1）数学建模：用什么样的数学模型来描述已知的样本；2）数学模型参数
重估：如何从已知的样本估算模型参数；3）数学模型的评估：如何评价所建立
的数学模型的优劣。 

隐马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简称 HMM)是描述语音信号的最强
有力的工具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语音识别中最流行、最成功的
语音信号建模方法。此外还有神经网络建模方法，但在性能上要比 HMM 差一
些，近年来在语音识别中的研究和应用已经比较少了。HMM 参数重估一般采用
前后向算法（Forward-Backward）、Baum-Welch 算法或 Viterbi 和 K 均值聚类
算法。评价语音信号数学模型的好坏，一方面要分析它能不能准确地描述语音
这种随机信号；另一方面，要精心组织测试集，用测试集的实验结果比较不同
的模型以及优化模型参数。 

• 语言学知识 

语言学知识在语音识别中的应用不仅约束了搜索空间，而且提高了识别
率，加快了搜索速度。语言学知识可以用规则定性表示，也可以用统计方法从
大量语料库中自动学习得到，如 N-元概率语言模型。 

• 语音识别器 

语音信号处理 语音识别器 

语言学知识 

声学模型 

你好,我是雪人 你好,我是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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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器是语音识别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任务就是对未知的样本
进行分类。简单地说，就是利用声学模型提供的声学知识以及语言学知识，从
整个搜索空间中找到与未知样本匹配最好的类别。对分类器的要求就是准确、
快速而且资源消耗少。 

1.2 语音识别的历史与现状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语音识别的研究工作。当时大多采用共振
峰分析方法，由于计算机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一般是用专用硬件实现语音识
别。1952 年，贝尔实验室的 Davis 等人实现了特定人的孤立数字识别；1959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 Forge 建立了能识别 10 个元音的非特定人识别器[2]。到五
十年代末期，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开始采用计算机模拟方法，不仅提高了效
率，而且开创了计算机语音识别的新时代。 

在六十年代，研究人员比较深入的研究了语音信号的产生机理和内在特
征、人类的听觉生理和心理等问题，并提出了动态规划和线性预测分析技术。
其中后者解决了语音信号的产生模型问题，对语音识别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七十年代，线性预测技术应用到语音识别中并用来提取特征参数，对语
音识别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75 年，Itakula 以 LPC 为特征参数设计了一个
语音识别系统。在这时期，动态时间规整（Dynamical Time Warping，简称
DTW）技术日渐成熟，并在语音识别中得到广泛应用，它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语
音信号不等长匹配的问题。来自 IBM的 Baker和 Jelinek等人开创了应用统计方
法解决语音识别的问题[79]，Baul和 Baker分别研究了隐马尔可夫模型理论在语
音识别中的应用。在美国国防部 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计划支持下，研究人员开发出了 HAPPY、HEARSAY-Ⅱ等语音识别系统。 

到了八十年代，语音识别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显著标志是矢量量化技术
（Vector Quantization）、隐马尔可夫模型和人工神经元网络在语音识别中的成
功应用。1987 年 IBM 采用 VQ/HMM 开发了一个具有 2000 词汇的特定人孤立
字识别系统 TANGORA-20；1988年 CMU用同样方法建立了一个 997个词汇的
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 SPHINX。同时，统计语言模型也开始应用到语音
识别中。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在各方面的推动下，语音识别技术获得了更深入而广
泛的研究，并逐步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由于隐马尔可夫模型结构简洁、训练识
别算法完善以及计算量小等优点，逐渐成为语音识别研究的主流。随着计算机
的普及、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已经来临，语音识别技术正日益显
示出它的优越性和巨大的市场潜力。除了知名大学的研究机构（麻省理工学
院、卡耐基·梅隆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剑桥大学等）一直在做基础研
究和应用之外，许多国际著名的大公司也纷纷投以巨资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开
发能力，如 IBM、贝尔实验室、Dragon、BBN、L&H、Microsoft 等。 

汉语语音识别相对来说起步较晚，但在国家 863 高科技计划、中科院八五
攻关计划以及国家 973 计划的大力支持下，国内的一批科研院所（如中科院自
动化所、声学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进行了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
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使得汉语语音识别得到快速发展。例如，经过
多年的努力，中科院自动所的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的性能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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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平，与 IBM 和 Microsoft 等知名公司的的产品性能接近，而且在语音识
别技术产品化上也迈出了一大步，开发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语音识别产
品。鉴于汉语语音识别产品市场前景广阔，许多知名大公司都在中国设立研究
中心进行这方面的研发，如 IBM、Microsoft、Intel等。 

语音识别的发展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从孤立字识别到连续语音识别，从
小词汇量到大词汇量，从朗诵式语音识别到口语语音识别、广播语音识别等，
并开始融合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开创了多语种语音翻译，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
广和深入，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1.3 语音识别中的关键技术 

大词汇量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基本上涵盖了语音识别技术的各个方面，
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语音识别中所涉及的关键技术： 

• 鲁棒的特征提取 

鲁棒性特征提取主要是为了提高特征参数对说话人、环境以及信道的鲁棒
性。目前，常采用的技术有声道归一化、倒谱归一化、LDA 分析以及语音中的
噪声处理技术等。 

• 声学模型 

声学模型的鲁棒性和准确性直接影响系统的性能，所以提高声学模型的性
能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一种途径是精心设计语音数据
库的脚本和不断增加语音样本，使语音库尽可能覆盖所有可能的声学和语言现
象；另一种途径是研究更好的建模技术，如分类建模和语境相关建模（如双音
子（Diphone）、三音子（Triphone）模型），提高模型的准确性。目前，在大
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中，三音子模型已获得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识别系
统的误识率。为了提高模型的抗噪能力，还可以进行模型补偿[8]。 

• 语言模型 

语言模型在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它不仅约
束了搜索空间，提高了裁剪的准确性，而且大大降低了误识率。语言模型的优
劣直接影响到识别系统的性能，训练一个好的语言模型，不仅仅要增大训练语
料库，而且要优化词典和“净化”训练语料库，去掉语料库中的“噪声”。 

• 搜索框架 

搜索是识别器的核心，它聚集了各种知识，其组织结构直接影响系统的识
别率和效率。目前，典型的搜索技术有宽度优先搜索算法（Breadth-first Search 
Technique）和深度优先（Depth-first Search Technique）算法。 

• 声学模型自适应 

在同等条件下，特定人识别系统要比非特定人识别系统的误识率低 10%–
40%左右，而为每一个人单独训练一套声学模型又是不现实的。因此，发展了
声学模型自适应技术，它利用很少的语音数据（一句话或几十句话）学习某个
人的发音特点，把非特定人声学模型转换成特定人声学模型，从而降低误识率
（对自适应者而言）。最流行而且有效的自适应技术有最大线性回归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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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likelihood linear regression，简称 MLLR）和最大后验概率准则
（Maximum a posteriori ，简称 MAP）算法。 

• 语言模型自适应 

同声学模型自适应一样，语言模型自适应同样很重要。实验研究发现封闭
语料的测试结果总是要比开放语料好很多，所以，根据用户实际使用的领域情
况，应用语言模型自适应技术把通用的语言模型转化成专业领域的语言模型，
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误识率，而且也会提高系统的识别速度。 

1.4 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中的问题 

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听写机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仍然有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声学模型的鲁棒性和准确
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需要深入研究语境相关的声学建模，特别是汉语三音子模
型；其次，汉语是有调语言，声调在语音辨识中担当着重要角色。针对声调建
模，虽然已经提出了一些方案，但都不是很理想，还需进一步研究更好的声调
建模技术；当把语境相关的三音子模型和长相关语言模型应用到识别系统时，
为了充分发挥高精度模型的作用，需要研究更高效的搜索算法和搜索的组织方
法以及提高搜索速度的各项技术；最后，我们还需要研究技术的可移植性，加
快新领域的研究速度。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把汉语语音识别的研究
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才能把汉语语音识别技术推向市场，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服
务于社会。 

1.5 本文的工作及其组织结构 

针对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以期能很好地解决目前存在的困难。所以，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
在以下四个方面： 

• 语境相关声学模型的研究 

重点研究了基于决策树的汉语三音子声学模型（无调和有调）。在连续语
音中，由于协同发音的作用，每一个音子（如声母或韵母）都受到语境的影
响，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表现。所谓三音子建模，就是声学模型建模时
考虑到当前音子以及与之紧邻的前后两个音子的影响。假如汉语有N 个单音
子，则三音子有 3N 个，这个数目非常庞大。当然，如果考虑到汉语音节的组成
规则以及语法规则，这个数目会有所减少。即使这样，三音子数目对于训练语
音库来说仍然太大了，很多三音子在训练语音库中出现次数很少，因而得不到
充分的训练。为了解决训练的鲁棒性问题，我们应用决策树对三音子聚类，实
现不同三音子之间模型参数共享，从而减少模型参数。实验表明，决策树是一
种很有效的参数共享技术，基于决策树的三音子模型与双音子模型相比，音节
误识率降低了 26%左右。为了优化决策树，我们对问题集进行了统计分析；为
了了解语音库的情况，我们分析了三音子在训练语音库中的分布状况，所有这
些分析对我们优化问题集和设计更合理的语音库提供了帮助。在无调三音子模
型的基础上，我们又研究了声调在汉语语音识别中的应用，提出了基于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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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的有调三音子模型。实验表明，有调三音子模型与无调三音子模型相
比，汉字误识率降低了 21%左右。 

• 普通话和粤语的对比研究 

这部分工作是我们实验室和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合作完成的，目的是
从声学层次上对普通话和粤语做比较研究，研究工作在基于决策树的三音子模
型的基础上进行。实验结果表明：汉语语音识别技术可以很方便的移植到粤语
语音识别；普通话和粤语在声学上有相同之处；粤语语音识别有其特殊的地
方，有些现象在普通话中根本不存在；在设计语音库时，应考虑粤语和普通话
的不同情况。 

• 高效搜索算法的研究 

针对汉语有调或无调三音子模型，我们提出了声学模型无关的词树结构以
及基于三音子模型和 Trigram 语言模型预测的一遍搜索识别框架。该识别框架
组织合理、高效，基本可以达到实时。 

• 识别系统的优化 

系统优化主要通过分析系统不同部分的计算代价，在基本不影响误识率的
前提下优化系统结构。通过快速高斯计算，把声学得分的计算量降低了 50%左
右。经过整体优化，识别系统可以达到 1.5倍实时。 

论文的组织结构如下：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简要介绍连续语音识别中的几个问题，主要包括隐马
尔可夫模型的基本理论及其训练识别算法、声学模型建模单元的选取和语音单
元的声学模型级联表示、模型参数共享技术和语音识别的解码问题。 

第 3 章将主要介绍语境对语音识别的影响以及语境相关的声学建模技术。
重点讨论基于决策树的声学建模技术，特别是汉语三音子模型的训练问题，详
细讨论决策树建模中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包括基本建模单元的选择、问题集
的设计原则、评估函数和停止准则的选取。 

第 4 章将讨论声调在汉语语音识别中的作用以及声调建模的问题。我们将
首先讨论和分析目前存在的各种声调建模方案以及它们的优缺点，然后重点介
绍我们所提出的基于决策树的统一的汉语有调三音子建模技术。 

第 5 章将详细介绍目前流行的各种搜索算法（帧同步的 Viterbi 搜索算法、
A*算法和时间异步的堆栈搜索算法）、搜索的组织（多遍搜索和一遍搜索）以
及搜索过程中的路径管理问题，分析各种搜索算法和组织方法的优缺点。 

第 6章将重点介绍我们所提出的基于类三音子模型和 Trigram语言模型预测
技术的汉语大词汇量一遍搜索的识别框架。我们将详细介绍搜索空间和知识源
的分层表示方法，词典的优化，基于哈希技术、动态内存管理技术和动态路径
裁剪技术的高效路径组织方法，以及系统优化方法。 

第 7 章将以粤语语音识别为例研究决策树建模技术的可扩展性，并将从声
学层次上分析普通话和粤语两种方言的异同，研究问题集的设计和优化。 

第 8 章将给出大量的实验结果和分析。我们将以实验验证我们所提出的有
调类三音子建模技术和一遍搜索的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框架，并讨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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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口音库对语音识别系统的影响。然后我们将用实验说明声调对汉语语音识别
的贡献。最后，将给出快速高斯计算对系统速度和误识率的影响。我们的实验
结果和分析表明：1）声调（有调类三音子模型）的引入使得汉字误识率降低了
21%左右；2）基于类三音子模型和 Trigram 预测技术的一遍搜索的组织框架是
成功的，在基本不降低识别率的前提下，有效地降低了对系统资源的要求和计
算复杂度，提高了搜索速度；3）汉语大词汇量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在实
时工作下的汉字平均识别率达到 90.83％。 

最后，我将对三年多的博士工作作个总结，讨论将来的研究工作，并展望
语音识别技术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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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连续语音识别 

从孤立字、连接字语音识别到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是语音识别发展中
迈出的重要一步，推动了语音识别向着更深的方向发展。本章概略介绍连续语
音识别中的基本理论、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 

2.1 隐马尔可夫模型  

语 音 信 号 是 短 时 平 稳 信 号 ， 可 以 表 示 为 一 个 有 序 的 时 间 序 列
( )ToooO vLvvv

,,, 21= ，那么如何用统计数学模型来描述它呢？多年的研究和实验证

明隐马尔可夫模型是描述它的强有力工具。在语音识别中常用的是一阶隐马尔
可夫模型，同高阶模型相比，一阶模型参数少，学习、解码和计算都比较简
单，更重要的是也可以提供很高的准确度。图 2.1 是隐马尔可夫模型拓扑结构
示意图，这是一个有限状态图。其中每一个节点表示一个状态，每一条弧表示
一种可能的路径跳转。模型的参数除了状态集 { }NS ,,2,1 L= 之外（ N 表示模型

状态数），还有初始化参数，状态转移概率和在某一状态时的概率密度分布函
数。隐马尔可夫模型记为 ( )BA,,πλ

r
= ，其中各项的具体意义如下： 

图 2.1   隐马尔可夫模型拓扑结构示意图 

{ }Nππππ ,,, 21 L
r

= ，其中 Sjj ∈,π 表示初始状态处于 j 的概率。 

{ }SjSiaA ij ∈∈= ,, ，其中的 ija 表示从状态 i转移到状态 j 的概率。 

( ){ }SiobB ti ∈= ,v ，其 ( )ti ob v 表示在状态 i 时随机变量 tov 的概率密度分布函

数。对于离散隐马尔可夫模型， ( )ti ob v 表示概率分布；对于连续隐马尔可夫模

型， ( )ti ob v 表示概率密度函数。常用的概率密度函数有混合高斯密度函数、拉普

拉斯函数等。如无特别声明，本文中所用的概率密度函数都是混合高斯函数，

记为 ( ) ( )∑
−

=

Σ=
1

0

,,
M

j
ijijtijti uoNCob

vvv
，式中 

( )
( )







 Σ−

Σ
=Σ − T

ijij

ij

Dijijt ij
uuuoN
vvvv 1

2
1

2 2
1

exp
2

1
,,

π
， ijC

v
表示每个高斯的加权系

数， iju
v
表示均值， ijΣ 表示方差矩阵。 

隐马尔可夫模型描述了两种随机过程：1）显示的，即可以观察到的随机过
程；2）隐式的，即对应于观察序列的状态序列，记为 ( )TqqqQ ,,, 21 L

v
= ，

TjSq j ≤≤∈ 1 , ，它由显示的观察序列和模型参数推断得到。 

为了在语音识别中应用隐马尔可夫模型，必须解决三个主要问题：1）概率
计算：即已知观察序列 O

v
和模型参数 λ ，如何有效地计算观察序列的产生概率



第 2章  连续语音识别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论文 

- 9 - 

( )λOP
v

；2）模型训练或学习：已知观察序列 O
v
，如何估算模型参数 λ ；3）识

别：即已知观察序列 O
v
和模型参数 λ ，如何找到最好的隐式过程 Q

v
。解决这些

问题的经典算法如前后向算法、Viterbi 算法和最大似然准则（Maximum 
Likelihood）训练算法，最小分类错误准则区分（Minimum Classification 
Error）训练算法。 

2.2 声学模型建模单元 

连续的语音信号都由一些基本的语音单元组成，这些基本的语音单元可以
是句子、词组、词、音节、子音节(sub-syllable)或者音素，那么选择什么样
的语音单元作声学模型的建模单元呢？这要由具体的应用（如词汇量的大小、
语音库的多少、要求的性能等客观因素）来定。一般来讲，应该保证所选择的
建模单元满足如下条件：1）鲁棒性：每一个模型都有足够的样本有来估算模型
参数；2）一致性：建模单元应该稳定，在不同的条件下声学特性变化比较小。
鲁棒性和一致性是相互矛盾的，为了保持建模单元的一致性，希望建模单元大
一些，如音节的稳定性要比子音节或者音素高。但建模单元增大会造成模型数
量增加，从而使模型的鲁棒性降低。而为了提高鲁棒性，总希望模型的数目少
些，需要小一些的建模单元，而建模单元变小又会使得它在连续语音中的变化
增大，影响模模型单元的稳定性。 

对于具体的研究对象，一般要在二者之间折中。一般来说，对于中小词表
识别，建模单元可以大一些（如词组、词和音节）；而对于大词表识别，则可
以选择子音节或者音素作建模单元。在连续语音中，由于协同发音的影响，建
模单元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实现有时会有很大不同。为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就需
要考虑上下文对建模单元的影响。在声学模型的研究中，上下文相关的建模单
元（如双音子、三音子）逐渐受到重视，成为目前声学模型建模单元的主流。 

在建模单元选定之后，连续语音可以看作是由建模单元级联而成的序列。
由于语音的变化丰富，单元之间可能的连接有很多种，因而连续语音的声学模
型表示实际上是一个图。我们以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声韵母作为建模
单元）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假设有句子“汉语识别（Han4 Yu3 Shi2 
Bie2）”，因为静音可能出现在音节之间、句首或句尾，所以这句话的声学模
型如图 2.2 所示，其中首尾的实心节点是虚节点，表示句子的开始和结束；其
余节点表示相应的声韵母和静音 HMM 模型，其拓扑结构如图 2.1所示。 

图 2.2  句子声学模型的级联表示 

2.3 模型参数共享 

在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中，为了提高模型的精度，总是追求更精细的模
型（如三音子模型或比较大的高斯混合系数），这就造成需要重估的模型参数
剧增。模型参数的增加不仅使得重估参数的鲁棒性得不到保证，而且也增加了

H sil an sil Y u sil Sh i sil B ie 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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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时的计算量。为了减少声学模型的参数，同时又不对模型的精度产生大的
影响，研究者提出了模型参数共享技术。 

参数共享的方法如用半连续隐马尔可夫模型代替连续隐马尔可夫模型，这
样既有离散隐马尔可夫模型计算简单的优点，又有连续隐马尔可夫模型描述精
确的好处。参数共享可以在各个层次上进行，如模型、模型状态或者输出分布
函数中的高斯函数。参数共享的基本思想就是利用数据驱动或知识驱动的方
法，采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法，对需要共享的参数进行分类，把相近的
参数“绑”（Tie）到一起。模型参数共享技术减少了模型的数量，提高了重估
参数的鲁棒性和准确性，同时又对模型的精度基本上不产生影响。 

2.4 解码算法 

研究语音识别的目的就是对未知的语音进行分类，进而了解语音信号所负
载的语言信息，因此语音信号的解码算法成为语音识别研究的重点，成为语音
识别系统的核心部分。 

在小词表语音识别（如数字识别）中，主要根据声学模型进行解码，因而
识别解码算法比较简单；但在大词表语音识别中，由于语言模型和其它语言知
识的加入，搜索的组织和解码算法都变得复杂。为了提高搜索的效率，研究人
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如 Viterbi束搜索、A*搜索等）。但无论怎样， 
Viterbi 算法都是最基本的解码算法，并由此而派生出很多 Viterbi 算法的变体，
成为语音识别搜索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详细的搜索算法我们留待后面介
绍。 

2.5 小结 

本章简要介绍了连续语音识别中的几个问题：1）语音信号的数学描述：重
点介绍了隐马尔可夫的基本理论以及模型的训练识别算法；2）声学模型建模单
元的选取和语音单元的声学模型级联表示；3）模型参数共享技术减少了模型参
数，提高了模型参数重估的鲁棒性和准确性；4）语音识别的解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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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语境相关的声学建模 

在连续语流中，一连串的音紧密连接，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不断变化，从
而产生音变、变调和吞音等语言现象，相邻音素之间的影响非常严重。例如，
处在圆唇元音之前的辅音往往被同化成圆唇化辅音，而相邻音节中的前一个音
节的末尾对后一个音节开头的辅音也产生同化作用；在有调语言（如汉语）
中，同一种声调在不同上下文（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变调[95]。所以，为了
提高声学模型的准确性，在建模时就必须考虑上下文的影响。 

本章重点介绍用语境相关的声学建模技术解决语音发音单元在不同语境下
的多样性，研究了基于决策树的三音子模型的聚类和训练算法，并与双音子声
学模型进行了实验对比。 

3.1 语音变化的多样性 

语音的变化丰富多彩，是因为所受的影响千差万别。概括来讲，语音多样
性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地域因素、个人独特的发音习惯和语境。 

• 地域因素 

地域差别对发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来自不同地区的
人说不同的方言，并且在说普通话人时或多或少带有各自的口音。例如在有些
地区，卷舌音和不卷舌音是不分的，上声和去声也是不分的，所以很多人在说
普通话人时不知不觉受到方言的影响。通过辨识一个人的口音，我们很容易判
断这个人来自哪个地区。因此，地域对语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由此给语音
识别带来的困难也是必须面对的。汉语语音识别更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国
幅员辽阔，方言众多，必须研究方言对汉语语音识别的影响以及解决方法。 

• 个人独特的发音习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音特点和发音习惯，有的人说得快，有的人说得慢；
有的人说话语调高，有的人说话语调低；有的人说话某些音和声调发音特别，
如此等等。而且没有两个人的发音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模仿说话的专家模仿的
维妙维肖，我们仍然能够凭我们的听觉或专门的机器分析出模仿者和被模仿者
之间的细微差别。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闻其声知其人，只从声音就可以判断
是谁在说话，而这也正是说话人识别和说话人证实的基础，但这也正是非特定
人语音识别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 语境影响 

语境对发音的影响虽然不象前两者那么显而易见，但也是语音识别中不可
忽视的重要因素。同一个音素处在不同的语境时，由于受到它前面或后面音素
的影响，它的发音方式和发音部位都可能有些不同。连续语音中的同化作用
（不相同的音在语流中相互影响而变得发音相同或相似），异化作用（相同或
相似的音在语流中接近时变得发音不相同或不相似），增音（语流中两个音之
间增添一个音），减音（语流中某些应该有的音没有发出声音来）以及连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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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等现象都由此产生。对语音信号时域和频域的进一步分析也表明：同一个音
素处在不同语境时，其时域或频域特征有很大不同。 

正因为上述三种因素才使得语音丰富多彩，世界更加多彩多姿，但这也正
是语音识别的困难所在。为了提高语音识别系统的性能，就必须面对这种变
化，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对语音识别的影响。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般方法有： 

分类建模：即根据不同地区口音的差异进行自动或手工分类，对每一类地
区建立相应的声学模型。 

发音词典：根据不同地区口音的特点，建立面向特定口音的发音词典，并
把这种发音词典应用到识别过程。 

声学模型自适应：让识别系统学习某个人的发音特点，即利用某个人的少
量语音数据对声学模型进行自适应，建立面向说话人的特定声学模型。 

语境相关的声学建模：即在声学模型建模时考虑语境对建模单元的影响，
建立语境相关的声学模型，提高模型对语音信号多变性的描述能力。 

本章主要研究语境相关的声学模型建模技术，提高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
识别系统中声学模型的准确度。 

3.2 语境相关的建模单元 

建立声学模型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建模单元的选择，这是一个既简单又
复杂的问题。说它简单，是因为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建模单元都是可以的，
词组、词、音节、子音节或音素等；说它复杂，是因为要考虑具体的任务、建
模单元的稳定性、模型的复杂度和可训练性（是否有足够的样本重估参数）。
对于特定的任务和可用资源（训练数据库），建模单元越大，单元越稳定，但
模型的数目也就越多，可训练性也越差。在具体应用中，总是在模型的鲁棒性
和准确性之间进行折衷。在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中，建模单元一般选子音节
或者音素。就汉语大词汇量语音识别而言，实验发现声韵母是最好的选择。 

在连续语音识别中，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建模单元，都会受到语境的影响。
因此，为了提高声学模型对语音信号的描述能力，建立声学模型时就必须考虑
语境的影响，而由此产生的问题则是声学模型的数量比语境无关的情况下增加
了很多。为了保证语境相关声学模型参数估算的鲁棒性和准确性，不仅需要更
大的语音库支持，而且也需要研究新的方法以解决语境相关声学模型的引入对
模型训练和识别带来的新问题。同时，语境相关的声学模型受到语境的约束，
因而提高了识别阶段声学模型的预测能力，即在已知当前声学模型的情况下，
将来与之可连接的声学模型因受到语境的约束而大大减少。 

建模单元的发展经历了语境无关的建模单元、左相关或右相关的建模单
元，到目前受到普遍重视的语境相关的建模单元，如三音子（Triphone，只考
虑与当前音子紧邻的左边和右边各一个音子的影响）和四音子（quadri-phone，
考虑与当前音子紧邻的左边和右边各两个音子的影响）模型。英语中语境相关
声学模型的研究进行的比较早，英语语音识别的实验结果表明语境相关的三音
子声学模型与语境无关的声学模型或双音子模型相比，识别器的误识率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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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低[27,31]。因此，在现在的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中，已经普遍使用
语境相关的声学模型（主要是三音子模型）。例如 IBM 的 Viavoice 系统，微软
的 Whisper 系统，CMU 的 Sphinx 系统，Dragon 公司的听写机系统，剑桥大学
的 HTK 等等。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声学模型的研究大体也经历了相似的
过程，[93]研究了左右不同语境对声学模型和识别系统误识率的影响，重点研
究了汉语双音子（Diphone）模型，初步探讨了基于决策树的汉语三音子建模方
法。总之，同英语语境相关声学建模的研究相比，汉语语境相关建模（特别是
三音子模型）的研究还不深入，声学模型的性能还没有达到英语的同等水平。 

下面给出一个例子说明在不同语境建模单元的情况下，汉语发音序列转化
成建模单元序列时的变化（见表 3.1）。假设语境无关的建模单元（称之为基本
建模单元）是声韵母，而且只有句子的开始和结束有静音，在句子中间则没
有。 

类型1  语 音 识 别  
 sil yu yin shi bie sil 

CI sil y u y in sh I B ie sil 
RCD sil y+u u+y y+in in+sh sh+i i+b b+ie ie+sil sil 
LCD sil sil-y y-u u-y y-in in-sh sh-I i-b b-ie sil 
CD sil sil-y+u y-u+y u-y+in y-in+sh in-sh+i sh-i+b i-b+ie b-ie+sil sil 

表 3.1不同上下文建模单元对音节序列到建模单元序列转化的影响 

如上表所示，在语境相关的建模单元下，/y/在/yu/和/yin/的实现是不同的而
在语境无关的建模单元下/y/则只有一种实现方式。显然语境相关的建模单元增
强了对语音中的发音变异、连读变调等语言现象的描述能力。 

3.3 语境相关建模面临的问题 

语境相关的建模单元提高了声学模型对语音信号的描述能力，但同时也带
来了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么多语境相关的建模单元以及如何提高模型的鲁棒性
和准确性。对于语境无关的建模单元来说，总的模型数目很少。例如英语有 50
个左右[27,31]，汉语有 60 个左右[93,95,96]，因此会有足够的数据估算模型参
数，不会存在参数鲁棒性的问题。但对于语境相关的声学建模来说，情况就不
同了。由于考虑到前后语境的影响，建模单元的数目呈指数增长。假设共有 N
个基本建模单元，如果其中某个基本建模单元同时受到来自它前面 n个基本建
模单元或后面m 个基本建模单元的影响，那么总共就可能有 1++ mnN 个语境相关
的建模单元。英语中可能有 350 三音子，汉语可能有 360 个三音子。当然，如果
考虑到语音学和语言学中的一些约束，有些语境组合是不可能存在的[69,95]。
但即使这样，语境相关声学模型数目仍然很庞大。如果对所有的三音子都进行
训练，我们的语音库和内存资源都不可能承受。 

                                                 
1 CI: Context -Independent, 上下文无关 
  RCD: Right-Context -Dependent, 右上下文相关 
  LCD: Left-Context -Dependent, 左上下文相关 
  CD: Context -Dependent, 上下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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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语境相关建模单元和模型参数的数目，提高声学模型训练的鲁棒
性和准确性，就需要对语境相关建模单元聚类。聚类的基本原则就是根据不同
的语境相关建模单元之间的相似性，把相似的模型或者模型参数聚在一起。度
量相似性可以基于知识定性确定，也可以用数据驱动来定量度量，或者把二者
结合起来。因此，相应的聚类方法就分成三类： 

• 经验确定法：尽管可能的语境有很多，但某些语境可能会对基本建模单
元产生相同或相似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专家知识（如语音学、
语言学知识）对语境分类，从而把某些语境相关的建模单元合并成一
个。例如：我们可以依据四呼规则把韵母分成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
和撮口呼四类，每一类对前面声母的影响都可以认为是相同的，这样每
一个声母的右边语境就细分成四类，相应地把每一个语境相关的声母建
模单元聚成四个语境相关的声母建模单元。当然，根据汉语音节表提供
的声韵母之间的连接约束关系，其中某些语境相关的声母单元可能细化
不到四类。同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把声母分类，从
而产生细化的韵母。由于双音子单元比较简单，可能的组合也比较少，
所以基于双音子模型的汉语语音识别系统，一般采用手工的方法聚类
[93]。 

• 数据驱动聚类：根据语境相似性的度量准则，把相似的语境相关建模单
元合并成一类。[31] 提出一种基于信息熵的聚类方法，采用自下而上的
合并法，把相似的三音子模型聚集在一起，产生泛化的三音子模型
（Generalized Triphone）。 

• 数据驱动和专家知识引导的聚类：以上两种各有利弊，经验确定法简
单，但比较依赖先验知识，而且不灵活，不利于自动优化，在复杂的情
况下，工作量很大；数据驱动法可以根据语音库的具体情况自动调整模
型的复杂度，但又比较依赖语音库。数据驱动和专家知识引导的聚类继
承了两者的优点，把专家知识引入到数据驱动的聚类方法中，大大提高
了分类的准确性和优化的灵活性。其中自上而下基于决策树的分类方法
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1,27,36,52,69, 86~89, 93,96]。 

3.4 基于决策树的声学建模技术 

三音子建模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重估参数的鲁棒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在不同模型之间实现参数共享，从而减少模型参数的数量，应用决策树
技术实现参数共享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它的优点在于：1）数据驱动：可
以在模型的复杂度、准确度和鲁棒性之间取得最佳的平衡，从而使系统性能在
有限的语音库条件下达到最佳，而且容易操作，便于优化；2）专家知识引导：
可以把有关声学、语音学和语言学的先验知识和决策树的生成过程结合起来，
利用专家知识指导决策树的分裂，从而把专家知识和声学模型的聚类过程有机
地集成在一起，提高声学模型分类的准确性；3）预测能力：即可以预测到训练
语音库中看不到的三音子，对于这样的三音子仍旧可以通过遍历决策树找到与
之最匹配的模型，因此提高了在数据库中没有样本或样本很少的三音子模型的
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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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 Bahl 等人在[36]中提出决策树理论和语音学知识相结合的声学模型建
模技术。此后，基于决策树的声学模型建模技术逐渐完善，成为语境相关声学
建模的主要技术之一[27,79,86~89]。传统的决策树建模方法是把 Baum-Welch训
练算法和决策树的生成结合起来，决策树评估函数是根据 Baum-Welch 算法提
供的对语音的分段信息来计算的[24]。它的缺点是计算量大，不便于并行处
理；决策树生成分裂时，评估函数仅用单个高斯函数计算，影响决策树的准确
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W. Chou 和 W. Reichl提出基于 Viterbi分割和 K-均值
聚类的决策树建模方法，并采用多层最优树（Multilevel Optimal Tree）方法来
优化决策树[87,88]。本文提出基于 Viterbi 分割、K-均值聚类和多个高斯函数混
合的决策树分类算法，提高决策树的并行处理能力和树的准确性。下面我们详
细讨论决策树建模技术在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中的应用，重点放在基本
建模单元集的选取，问题集的设计，评估函数的选择，决策树的建立以及类三
音子模型的产生和训练。 

3.4.1 汉语基本建模单元集的选取 

汉语是一种单音节结构的语言，每个音节由声母和韵母组成。在汉语普通
话音节表中，大约有 400个无调音节，22个声母（含零声母）和 37个韵母。大
量的研究和实验表明，在汉语中、大词汇量语音识别中，声韵母是最佳的声学
模型建模单元。我们设计了两个基本建模单元集，第一个集合记为 1P ，包含 24
个声母模型（零声母分成三类），37 个韵母模型和一个静音模型；第二个集合
记为 2P ，包括 53 个细化声母模型，23 个韵母模型和一个静音模型。53 个细化
声母是这样产生的：根据四呼规则把韵母分成四类，每个声母都可以根据它后
面所接韵母的类别分成四类，产生四个细化声母，每一个细化声母包括声母和
它后面所接韵母的韵头。因为细化声母已经考虑了韵母的韵头部分，所以可以
把韵头相同的韵母合并，从而减少了韵母的数量。例如：/an/和/ian/可以合并成
一个韵母/an/。这样，音节/xian/可以表示成/xi/和/an/，而不象采用 1P 建模单元
时表示成/x/和/ian/。表 3.2列出了以上两个基本建模单元集中的元素组成。在该
表中：/y/，/w/表示以半元音开头的零声母音节的头部，/null/表示其他零声母音
节的头部；/i1/，/i2/分别表示/i/前面的声母是卷舌和非卷舌音的情况，其他情况
下的/i/仍记为/i/。 

基于这两种不同的基本建模单元集，我们分别设计了问题集、构建决策树
并产生汉语三音子模型。为了比较这两种不同基本建模单元集所产生的三音子
模型的性能，我们进行了初步的实验对比，结果见表 3.3，实验条件见备注2，
详细的算法随后介绍。实验表明：这两种建模单元产生的汉语三音子模型具有
相近的音节误识率。但是，实验结果分析表明：采用 2P 建模单元时插入和删除
引起的错误要多于 1P 建模单元。原因可能由于在 2P 建模单元中合并了相同韵头
的韵母，相对于未合并的 1P 建模单元来说，降低了韵母三音子模型之间的区分
能力。不过， 2P 建模单元集的优点也在于它的韵母单元数目少，所以当考虑声
调时，有调韵母模型的数目也少。因为本文初步的研究工作不考虑声调特征，

                                                 
2 特征：39 维(归一化对数能量，12 阶 MFCC 及其一阶和二阶差分) 
训练库：863 男性数据 53 人, 测试库：863 男性 6 人 240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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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因为使用 2P 建模单元产生的三音子模型识别时插入和删除错误很多，所
以如无特别声明，我们以后的实验都是在 1P 建模单元集上进行。 

 声母 韵母 静音 
1P  null,y,w,b,d,g,p,t,k,f,s,sh,x,h,z,zh,j

,c,ch,q,r,m,n,l 
a,o,e,er,ai,ei,ao,ou,an,en,ang,e
ng,i,i1,i2,ia,ie,iao,iou,ian,in,ia
ng,ing,u,ua,uo,uai,uei,uan,uen
,uang,ong,v,ve,van,vn,iong 

 
sil 
 

2P  null,y,yv,w,b,bi,bu,c,cu,ch,chu,d,d
i,du,f,g,gu,h,hu,ji,jv,k,ku,l,li,lu,lv,
m,mi,mu,n,ni,nu,nv,p,pi,qi,qv,r,ru,
s,su,sh,shu,t,ti,tu,xi,xv,z,zu,zh,zhu 

a,ai,an,ang,ao,e,ei,en,eng,er,i,
i1,i2,ie,iu,in,ing,o,ong,ou,u,v
n,v 

 
 

sil 
 

表 3.2 基本建模单元集的比较 

 问题数 模型数 输出分布数 混合系数 误识率(%) 
1P  63 3782 2129 4 25.73 

2P   100 4710 2074 4 25.91 

表 3.3 两个基本单元集的音节误识率的比较 

3.4.2 问题集的设计 

在决策树建模中，有关语音学和语言学的先验知识是以问题的形式来描述
的。因为先验知识指导着决策树的分裂，所以问题集的设计就成为建立决策树
时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花费些时间和精力都是值得的；同时问题集的设
计也是一个反复实验、分析和修正的过程。尽管在有些文献中提出了问题集的
自动产生方法，但并没有看到由此所带来的益处[32,63]。目前，仍然没有一种
统一的方法可以把问题集的优化和声学模型的优化有机的结合起来。因此，我
们仍然把重点放在问题的手工设计上。下面介绍一下我们设计问题集的一些基
本原则。 

原则之一是建模单元之间的相似性，即发音方式或发音部位的相似。我们
认为相似的单元在语境中对其他相邻的单元产生相似的影响。在汉语语音学
中，声母一般根据发音方式或发音部位分类。根据发音方式的不同，可以把声
母分成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边音和通音；而根据发音部位的不同，又
可以把声母分成双唇音、唇齿音、舌尖音、卷舌音、舌面音和舌根音。韵母的
分类一般根据韵头的不同分成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和撮口呼四类。在开口
呼中，又可根据/a/、/o/、/e/音位的不同分成更小的类。我们认为韵母对右边声
母的影响主要是由韵母的最后一个音素引起的，所以还可依据韵母最后一个音
素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最后一个音素是/a/的韵母可以归成一类，是鼻音/n/和
/ng/的可以归成一类。考虑到韵腹也可能对前后的声韵母产生影响，所以也可以
把韵头和韵腹相同的韵母归成一类。在每一类的内部，还可根据音位的细小差
别进一步细分。总之，根据先验知识尽可能考虑各种合理的分类，各类之间包
含的建模单元相互交叉和包容。另一个原则是根据声学特征上的相似性，因为
有些音素的发音方式或发音部位虽然不同，但它们的频谱特征可能很相似。 

在本文中，声学建模单元是三音子，所以我们仅考虑左边或右边的建模单
元对中间建模单元的影响。针对汉语语音识别，基本建模单元是声韵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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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汉语拼音表确定的声韵母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前面所确定的相似性原则设
计问题集。问题集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类具有相似性的声母或韵母的集合，
表明该问题中的所有声母或韵母在语境中对其他韵母或声母产生相同的影响。
所有的问题可以分成两大类，即针对声母建模单元设计的问题和针对韵母建模
单元设计的问题。第一类问题的中间建模单元是声母，因为声母的左边语境只
可能是静音或韵母，而声母的右边语境只能是韵母，所以声母左边的语境是由
静音或韵母组成的问题描述，而右边语境则由韵母组成的问题描述。第二类问
题的中间建模单元是韵母，因为韵母的左边语境只能是声母，而右边语境可能
是静音或声母，所以韵母左边的语境由声母组成的问题描述，而右边的语境由
静音或声母组成的问题描述。此外，问题集中有关左边语境或右边语境的问题
基本上是对称的，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说一种语音单元出现在左边而不可
能出现在右边，反之亦然。我们根据汉语语音学、声学知识和一些初步的实验
结果，最终设计了一个包含 72 个问题的集合，其中有关左边语境的问题有 35
个，有关右边语境的问题有 37个，详见附录 A。下面是一些问题的实例： 

根据声母的发音方式分类，如： 

例 1：塞音 {/b/，/d/，/g/，/p/，/t/，/ k/} 

根据声母的发音部位分类，如 

例 2：卷舌音{/zh/，/ch/，/sh/，/r/} 

对于由韵母组成的问题，如果它属于左边语境的问题，我们主要考虑韵母
的最后一个音素对后面声母的影响；如果它属于右边语境的问题，我们主要考
虑韵母的第一个音素对前面声母的影响。例如： 

例 3：第一个音素是/a/ {/a/，/ai/，/ao/，/an/，/ang/} —  右边问题 

例 4：最后一个音素是/a/ {/a/，/ia/，/ua/} —  左边问题 

一个问题可能包容另一个问题，如下面例 5包容例 6，即例 6中的所有元素
都是例 5的元素。 

例 5 ：{/z /，/zh/，/j/，/c/，/ch/，/q/} 

例 6： { /z /，/zh/，/j/} 

3.4.3 评估函数 

在决策树分裂过程中，利用评估函数度量树节点样本之间的相似度，计算
节点分裂所引起的似然度的增加。它可以是任意一种距离测度，如均方根距离
函数、似然函数等。因为在连续密度隐马尔可夫模型中，在识别阶段度量未知
样本和模板之间距离时采用的是混合高斯概率密度函数，所以，为了与识别阶
段一致，评估函数也采用混合高斯概率密度函数。 [27]采用基于 Baum-Welch
算法的单个高斯函数计算似然度并构造决策树，然后再由单个高斯概率密度函
数分裂产生混合高斯密度函数。而我们采用了基于 Viterbi 算法、K-均值聚类和
混合高斯概率密度函数计算似然度的方法构建决策树，与单个高斯评估函数相
比，混合高斯评估函数产生的决策树更精确，由此产生的三音子模型更准确。
决策树某个节点似然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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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S 既表示树节点也表示由所有属于该节点的样本组成的样本集合。
混合高斯概率密度函数中的加权系数 iC 、均值 iµ 和协方差矩阵 iΣ （对角阵）可

以由 K-均值算法估算。 

当决策树的某一个节点（父节点）分裂成两个节点（子节点）时，似然度
会增加。假设 P 表示父节点样本集， 2,1 CC 分别表示两个子节点的样本集，并

且它们之间满足如下关系 21 CCP U= ， Φ=21 CC I 。那么，当父节点分裂成两
个子节点时似然度的增加可由下式计算 

( ) ( ) ( )PLCLCL −+=∆ 21                             (3.2) 

3.4.4 停止分裂的准则 

为了保证叶节点重估参数的准确性和鲁棒性，必须确保每个叶节点都有足
够的样本。因此，我们不可能让决策树无限制地分裂下去，必须在适当的时候
停止节点分裂。为此我们制定了两个停止分裂准则：1）根据经验和所需的模型
复杂度对每个叶节点所拥有的最小样本数设定一个最低门限，如果树的某个节
点的样本数低于这个门限，就不再进行分裂，并把该节点标记为叶节点；2）对
似然度的增加设定最小值，如果似然度的增加小于该值，也标记该节点为叶节
点。 

3.4.5 决策树的生成 

在我们的实验中，基本建模单元声学模型的每一个输出分布都对应着一棵
决策树（二叉树），实现同一基本建模单元、同一输出分布不同语境之间三音
子模型参数的共享，类似于基于 HMM 状态的模型参数共享[27]。这种参数共
享有如下约束：参数共享的三音子对应的基本建模单元相同，共享的输出分布
处于 HMM 模型的相同位置。图 3.1 是决策树分裂过程的一个简单示例，其中
虚椭圆圈表示根节点，圈内表示建模单元/b/的某个输出分布共有 8 种可能的语
境；细线大椭圆表示中间节点，粗线大椭圆表示叶节点，圈内表示可以聚成一
类的语境。实线箭头表示节点分裂时对最优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Yes），而虚
线箭头则正好相反（No）。根节点表示基本建模单元的某个输出分布（包含该
输出分布的所有的语境情况），而叶节点表示对应某种语境的细化三音子模型
的输出分布。为了遍历决策树和计算节点的似然度，每个节点都需要保留一些
必要的信息，如： 

• 节点类型：是否叶节点 

• 该节点的相似度 

• 该节点分裂所用的最佳问题 

• 到该节点为止，已经做过肯定回答的问题 

• 该节点的两个子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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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节点的参数：加权系数、均值和方差 

图 3.1  决策树的一个示例 

在初始建立决策树时，需要训练基本建模单元 1P （24 个声母模型、37 个韵
母模型和一个静音模型）并用它分割训练语音库。 

决策树的生成过程如下： 

1. 基于基本建模单元模型或三音子模型，用 Viterbi 算法分割训练语音库，
得到每一个基本建模单元的每一个输出分布所拥有的语音特征，并且标
记每一帧特征所处的语境。 

2. 选择某个模型的一个输出分布，记它的样本集为 X 。定义开始节点为根
节点，包含样本集中的所有样本。根据公式(3.1)计算根节点的似然度，
记录并初始化有关的根节点信息项，然后把它放进标有“没有处理过的
节点”堆栈 S。 

3. 从堆栈 S 中取出一个节点 

• 从问题集中取出一个该节点没有肯定回答过的问题，计算节点按照这
个问题分裂成两个子节点时（一个子节点对该问题回答“Yes”，一
个子节点回答“No”）每个子节点的似然度，并根据公式(3.2)计算似
然度的增加量。 

• 找到似然度增加量最大的问题。如果似然度的最大增量小于设定的门
限，则不对该节点分裂，并标记它为叶节点；否则，选择似然度增量
最大的问题进行分裂，产生两个子节点，并在该节点和子节点的相关
数据项中记录必要的信息。然后检查子节点的样本数是否低于设定的

a1-b+c1 a2-b+c2 a3-b+c3 
a4-b+c4 a5-b+c5 a6-b+c6 

a7-b+c7 a8-b+c8 

a1-b+c1 a3-b+c3 
a5-b+c5 

a7-b+c7 
a8-b+c8 

a2-b+c2 

a4-b+c4 a6-b+c6 

a1-b+c1 
a3-b+c3a7-b+c7 

a5-b+c5 

a8-b+c8 

a2-b+c2 
a6-b+c6 

a4-b+c4 

a1-b+c1 
a3-b+c3

a7-b+c7 

Yes 

Yes 

Yes 

Yes 

No 

No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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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限，如果低于门限，则标记该子节点为叶节点；否则，标记该节点
是“没有处理过的节点”并把它放入堆栈 S。 

4. 如果堆栈 S 为空，则表明决策树已经分裂完毕；否则，转入步骤 3。 

3.4.6 无调类三音子模型 

根据汉语标准普通话音节表（附录 C）提供的声韵母之间的连接约束和我
们所用的声韵母基本建模单元（表 3.2 中 1P ），可以计算出所有可能的汉语三
音子单元。假设我们不考虑声调，因为声母的左边语境可能是静音或韵母，而
右边语境是韵母；韵母的左边语境是声母，右边语境可能是声母或静音；不考
虑语境对静音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所有的声韵母无调三音子模型，模型
数目见表 3.4，在这些三音子中，大约只有 50%在语音库中出现 5次以上[68]。 

 声母 韵母 静音 总数 
数目 409*38=15542 409*25=10225 1 25768 

表 3.4  汉语中无调三音子模型的数目 

为了三音子模型参数估算的鲁棒性，我们采用基于决策树的声学模型输出
分布参数共享技术，从而把相似的模型聚类，聚类后的类三音子模型的参数可
以通过遍历决策树获得。 

假设 ( )BAp ,λ 表示基本建模单元 p 的声学模型， A 表示转移概率矩阵，B

表示具有 λN 个输出分布函数的矩阵。因为每一个输出分布对应一棵决策树，则

( )BAp ,λ 对应 λN 棵决策树。假设 ),,2,1(},{ λNiileafleafl p
i LL=∈= 棵决策树第

表示模型 ( )BAp ,λ 的第 i棵决策树的叶节点集合， ( )RL ppp ,,λ 表示基本建模单元

p 的一个三音子模型，其左边语境是基本建模单元 Lp ，右边语境是基本建模单

元 Rp 。因为在连续隐马尔可夫模型中，声学得分主要受到输出分布概率密度的
影响，而状态转移概率的贡献微乎其微。因此，假设三音子模型初始化的状态
转移概率等于它所对应的基本建模单元模型的转移概率，而输出分布则通过遍
历决策树得到，具体过程如下（参考决策树示例图 3.1）： 

1. 初始化：从 ( )BAp ,λ 对应的 λN 棵决策树中选择一棵决策树，并从树的根

节点开始向叶节点搜索，设当前节点 node为根节点。 

2. 如果 node是叶节点，则记录该节点并终止树的遍历；同时，node节点的
概率密度分布函数作为三音子模型 ( )RL ppp ,,λ 的一个输出分布，然后进
入步骤 4。 

3. 否则，检查 node 分裂时所依据的最佳问题。如果 ( )RL ppp ,,λ 模型左边语

境 Lp 或右边语境 Rp 符合 node 分裂时所依据的最佳问题描述的语境，则

取 node 的下一个 yes 子节点作当前 node 节点；否则，取 node 的下一个
no子节点作当前 node节点。然后进入新的节点，转入步骤 2。 

4. 如果 λN 棵决策树都遍历完毕，就停止树的遍历，这时三音子模型

( )RL ppp ,,λ 的所有输出分布参数都已经找到；否则，返回步骤 1，取下

一棵没有遍历过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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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遍历决策树，中间建模单元 p ，左右语境分别是 Lp 和 Rp 的三音子模型

( )RL ppp ,,λ 的参数就就产生了。因为采用了基于决策树的输出分布共享，所以
中间建模单元是 p 的所有可能的三音子模型中，有些模型的输出分布完全相

同。因此，应用合并算法，把输出分布完全相同的三音子模型合并成一个，我
们把由此产生的模型称之为类三音子模型。通过合并产生的类三音子模型，任
意两个模型之间至少有一个输出分布不同。 

我们前面讲过决策树方法具有预测能力，即对于在语音库中出现次数很少
或者根本没有出现过的三音子模型也能鲁棒地训练。我们以图 3.1 为例说明，
假设图中所示 b 的所有三音子中，没有足够的数据或者根本没有数据来训练三
音子 a3-b+c3，而三音子 a7-b+c7 则有足够的数据训练。那么通过遍历决策树，
我们发现语境（a3，c3）描述的三音子和语境（a7，c7）描述的三音子最接
近，所以可以用 a7-b+c7来近似 a3-b+c3。 

为了进一步提高类三音子模型的准确性，可以把决策树直接产生的类三音
子模型参数作初始化参数，然后用 Baum-Welch算法或 Viterbi和 K-均值聚类算
法进一步训练。因为输出分布参数已经基于决策树共享，所以重估参数的鲁棒
性得到保证。在新的类三音子模型训练完后，再用它们重新分割和标记训练语
音库，重新构建决策树，产生和训练类三音子模型。如此迭代，直到收敛。 

所以，类三音子模型的整个训练过程可以简述如下： 

1. 训练基本建模单元声学模型 

2. 用基本建模单元模型或类三音子模型分割和标记训练语音库 

3. 构造决策树并产生类三音子模型 

4. 用 Baum-Welch算法或 Viterbi和 K-均值聚类算法训练类三音子模型 

5. 是否收敛或符合要求的精度。如果收敛或符合，则终止；否则，进入
2。 

3.4.7 模型复杂度的优化 

如果每改变一次模型的复杂度（模型数、共享后的输出分布数和输出分布
的高斯混合系数）就重新构造决策树，计算量和时间上的消耗就增加很多，不
利于整个系统的优化。为了加快系统优化的速度，缩短优化周期，我们提出了
一些方法： 

• 决策树的退化：如果语音库不变，那么停止门限大的决策树一般是停止
门限小的决策树的子树。即使不是，前者的很多节点也会与后者的某些
节点相同。基于这样一种观察，我们可以首先在停止门限较小的条件
下，产生一棵大树作为母树。以后如果需要减小模型的复杂度，我们可
以根据所需的类三音子模型数和共享后的输出分布数确定决策树的叶节
点数，然后从母树的叶节点开始向上逐层退化，直到满足所需的要求为
止，如图 3.2 所示。决策树回退后，原来的非叶节点（如 A、B）就成为
退后树的叶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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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决策树的准确性和生成决策树的时间上做平衡：我们的实验以及其他
的研究表明多个高斯混合的评估函数比单个高斯评估函数产生的树更准
确[87]，但同时计算量也增加很多。为了满足决策树的准确性，同时生成
决策树所消耗的计算量也可以接受，我们可以先用混合系数较小的评估
函数生成决策树，然后保持树的结构不变，再用所需要的高斯混合数重
估叶节点的模型参数。 

• 在循环迭代中保持决策树不变：根据我们的实验观察，在类三音子模型
的迭代训练过程中，重新构造决策树和保持决策树结构不变而仅仅重估
决策树的节点参数，识别率相差很小，重新构造决策树所带来的误识率
降低大约有 1%（听写机测试），见表 3.7。因此，如果时间和计算量的
要求比较苛刻，可以采用这种方案。 

图 3.2  决策树退化示例（图中虚曲线表示退化后的位置） 

3.5 实验结果 

采用前面介绍的方法，我们在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上进行了实
验，并与双音子模型识别系统对比了音节误识率。识别过程中只使用声学模
型，而没有语言模型参与。 

• 实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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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b+c5 

a7-b+c7 
a8-b+c8 

a2-b+c2 

a4-b+c4 a6-b+c6 

a1-b+c1 
a3-b+c3a7-b+c7 

a5-b+c5 

a8-b+c8 

a2-b+c2 
a6-b+c6 

a4-b+c4 

a1-b+c1 
a3-b+c3

a7-b+c7 
a2-b+c2 a6-b+c6 

a3-b+c3 a7-b+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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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数据库： 

由“863”提供，分为男性和女性，各 116 人。所念的脚本既有句子又有短
语，其中 83人念句子（每人 500句左右），53人念短语（每人 128句左右）。
我们把训练库分成如下四组： 

§ MT1：30个男性的句子和 23个男性的短语 

§ MT2：116个男性 

§ FT1：30个女性的句子和 23个女性的短语 

§ FT2：116个女性 

测试数据库： 

§ ME1：1998 年 4 月“863”听写机评测时录制的 240 个句子（由 6 个男
性，每人 40句） 

§ ME2：同年录制的用于算法测试的 60句（男性） 

§ FE1：同年录制的听写机 240个句子（由 6个女性，每人 40句） 

§ FE2：同年录制的用于算法测试的 60句（女性） 

特征参数： 

1 维归一化的能量参数、12 维 MFCC 以及它们的一阶和二阶差分特征构成
的 39维特征。 

• 实验结果： 

实验中决策树的评估函数是高斯混合系数为 4 的概率密度函数，类三音子
模型直接由决策树聚类产生，没有经过进一步的迭代训练。当产生其它高斯混
合系数概率密度函数的类三音子模型时，我们用前面介绍的方法，保持决策树
的结构不变，只用所需高斯混合系数的概率密度函数重估决策树的节点参数，
并进而产生新的类三音子模型。当需要减少模型数目和输出分布概率密度函数
的数目时，我们采用前面介绍的决策树退化方法。 

表 3.5分别给出了针对“863”听写机测试语料和算法测试语料的男性和女
性的音节误识率。从表中看出，听写机测试语料的音节误识率比算法测试语料
的误识率低很多，原因是由于听写机的测试语料和“863”的训练语料库比较
一致，而算法测试语料因为是人为设计的句子，没有任何意义，其中很多语境
在实际训练语音库中出现很少。 

模型复杂度 误识率(%)  
模型 输出分布 混合数 听写机(ME1/FE1) 算法(MF2/FE2) 

MT2 6368 3430 16 16.06 22.59 
FT2 4485 2331 16 13.57 15.91 

表 3.5  男性和女性的音节误识率 

表 3.6 给出了类三音子模型和双音子模型的实验对比，结果显示类三音子
模型的音节误识率比双音子模型的误识率平均降低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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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给出了不同模型的复杂度和音节误识率的关系。随着模型的减少，
音节误识率开始增加；当模型减少到 800 以下时，误识率增加了很多。因此，
为了保持三音子模型的刻画能力，可以在模型复杂度和识别率之间作平衡，一
般可以保持 3000~5000 左右的类三音子。 

模型复杂度(双音子) 模型复杂度(三音子) 
 模型 输出

分布 
混合
数 

误识
率(%) 模型 输出

分布 
混合
数 

误识率
(%) 

误识率
降低
(%) 

男 138 549 16 20.88 6368 3430 16 16.06 23.1 
女 138 549 16 19.12 4485 2331 16 13.57 29.0 
平均    20.0    14.82 26.0 

表 3.6  类三音子模型和双音子模型的比较（MT2/FT2训练，ME1/FE1测试） 

模型复杂度 误识率(%) 
训练方法3 

模型 输出分布 混合数 听写机(ME1) 算法(ME2) 
参考 4296 2173 4 24.46 33.55 
C1 4296 2173 4 20.13 28.18 
C2 4199 2234 4 19.88 28.61 

表 3.7  决策树是否重新构造对误识率的影响（MT2训练） 

模型数 6368 5342 2244 1864 823 
误识率( %, ME2) 22.80 23.20 24.09 25.81 27.75 

表 3.8  音节误识率与模型复杂度的粗率关系（MT2训练，混合数=4） 

3.6 小结 

本章主要论述了基于决策树的声学建模技术，针对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
识别提出了一整套汉语类三音子模型的训练方案，包括汉语基本建模单元的选
择、问题集的设计原则、评估函数和停止准则的选取。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
与双音子模型识别系统相比，三音子模型识别系统的音节误识率平均降低了
26%。 

                                                 
3 参考结果：声学模型直接由决策树聚类产生 
C1：参考声学模型分割数据和标记，树结构保持不变 
C2：参考声学模型分割数据和标记，用新的分割结果重新构造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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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统一的有调声学建模技术 

汉语是单音节结构的有调语言，共有五种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升、去
声和轻声。声调在汉语词义辨识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例如在 “买马/mai3 
ma3/”中，如果/mai3/的声调念成去声，就变成了“卖马/mai4 ma3/”，整个词
义完全变了。对汉语词典的研究表明：如果不考虑声调，词典中将有大约 30%
的词有同音词；而考虑了声调后，同音词的数量大大降低。[4]中的实验结果表
明：加入声调后同音词的数目由平均 6.8 个降到 3.2 个。有鉴于此，声调的建模
和识别就成为汉语语音识别中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成为汉语语音识别的一大
特色[4,5,6,19,26]。声调特征是语音辨识的重要信息，它可以提高识别系统的性
能，[19]的实验表明声调特征的加入使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的字错误率
降低了 30%左右。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声调特征的作用，就需要研究声调的提取
以及声调特征和语音其它特征的建模问题。基于决策树建模技术，我们提出了
一种把声调特征和其它特征集成在一起建立统一的有调声学模型的技术。针对
这种统一的有调声学模型，我们提出了基于一遍搜索的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
识别的解码技术。本章主要介绍有调声学模型的建模技术，有关一遍搜索的解
码方案将在第 6章详细介绍。 

4.1 基频提取 

声调是语音信号中的一种韵律信息，是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中的重要特
征，一般用基频来表示。因为基频容易受到噪声、带宽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必
须研究如何从语音信号中稳定地提取基频。目前，一般是从时域（应用自相关
算法）或频域中提取基频特征，然后再应用后处理技术（如非线性平滑、动态
规划等）对基频作平滑，以提高基频提取的准确性 [6,19,90]。 

4.2 声调的建模 

声调特征既可以单独建模也可以与其它语音特征（如 MFCC、能量等）一
起建模，根据声调特征与其它特征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声调建模分为： 

• 声调特征的单独建模 

在传统的汉语声调建模方法中，一般对声调特征和其它语音特征单独建立
模型，分别训练声调模型（特征一般为归一化的基频及其一阶和二阶差分）和
无调的声学模型。然后建立两套识别器，在识别阶段采用并行解码算法，即利
用声调模型从语音信号中获得声调的变化曲线，利用无调声学模型产生无调的
音节后选，构成以音节为单位的阵列（Lattice）或图（Graph）作为将来进一步
解码的搜索空间。最后，把两个识别器的输出结果合在一起重新进行解码，产
生最终的识别结果[19,26]。图 4.1 是利用这种建模方法实现的一个语音识别系
统（虚线表示在音节解码中可能用到一些语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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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声调单独建模的语音识别系统的框架 

在“基于声调和音节的解码”模块中，可以有不同的实现方案。例如：可
以把声调解码器输出的声调曲线和音节解码器输出的音节结果在语言知识的引
导下解码出句子，或先产生有调的音节后选，然后再利用语言知识解码。总
之，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最优的组和方案。 

声调建模也可以采用 HMM 模型。语境无关的声调模型只有 5 个，为了提
高模型之间的区分能力，可以使用语境相关的声调模型，如声调的三音子模型
[4,26]。声调的三音子建模单元可以基于先验知识手工设计 [26]，也可以采用先
验知识和数据驱动相结合的软判决建模技术 [4]。 

在声调单独建模的系统中，每个模块都是相互独立的，因此系统的组织比
较容易，而且每个模块都可以单独测试和优化。但是随着模块的增多，需要调
节的参数也增多了，这给系统的整体优化带来困难。此外，把声调特征和其它
特征强制分开建模，无形中降低了声学模型的区分能力。而且在连续语音中，
声调的变化模式是非常复杂的，单独的声调识别率非常低，因此声调解码器输
出的声调曲线就可能很不可靠，这就对后续的解码带来压力；同时，把两个识
别器的输出结果有机结合起来以使系统达到最优的性能也是比较困难的。尽管
在音节解码时可以应用语言知识，但在实时系统设计时，为了降低资源消耗
（时间和空间），所以只能使用不精确的语言模型，因而造成识别器所产生的
音节后选可能不准确，增加了搜索错误，而这种错误是后续处理根本无法恢复
的[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又提出了声调的统一建模。 

• 声调的统一建模 

在这种方法中，声调特征和其它语音特征同样看待，都作为特征空间的一
维，共同训练一套有调的声学模型。在汉语语言中，声调信息只附着在韵母
上，所以只对韵母建立有调的声学模型，而声母模型则不考虑声调的影响。这
种建模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单独识别声调曲线，而且因为模型本身考虑了声
调，增加了模型间的区分能力。同时，声调统一建模也对识别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在声调的统一建模中，有调声学模型建模单元的选择可以采用硬判决方法
（Hard Tone Modeling），也可以采用软判决方法（Soft Tone Modeling）。 

• 硬判决建模 

音节解码 

声调解码 

声调模型 

声学模型 

基于声调和
音节的解码 

词典 

语言模型 

输出句子 语音输入 声调特征 

特征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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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硬判决建模，就是在选择有调基本建模单元时，根据声调和先验知识
对韵母手工分类。例如：可以把 37 个无调的韵母根据声调扩展成 37*5 个有调
的韵母。但当考虑语境相关的有调模型时，由于模型数目太多，手工设计工作
量很大。例如：如果考虑有调韵母三音子模型，其数量比无调韵母三音子模型
增加了大约 35 倍。当然，并不是每个音节都有 5 种声调，实际增加要小于 35
倍；但即使这样，模型的数目还是难以接受。所以，可以根据有关韵母和声调
的先验知识对有调韵母模型单元聚类，减少模型数量。例如在第 3 章我们介绍
的 2P 建模单元集，韵母聚类后只有 23个，有调的韵母只有 115个。 

当有调模型不多时（如语境无关或双音子声调模型），硬判决建模方法处
理起来比较容易；但当考虑更长的语境时，有调模型的数目呈指数增长，硬判
决建模就面临巨大问题：即如何正确的分类和选择建模单元、如何优化有调模
型。其次，硬判决建模所依据的先验知识是不完全的，并不能真正反映语音库
中所有的协同发音、变调等语言现象；而且，在连续语音中协同发音和变调现
象也是很复杂的，声调的变调模式可能有很多，有关声调模式的知识仍然很
少。有些变调是由于口音引起的，并不体现在先验的变调知识中；有些同音词
虽然声调不同，但应用语言模型知识却很容易区分。为了克服硬判决建模的缺
点，我们提出了基于决策树的软判决建模方法。 

• 软判决建模 

所谓软判决建模，就是根据先验知识和语音库所包含的信息建立声调模
型。它在选择有调建模单元时，既能利用我们在语音学和语言学方面积累的知
识，又能根据语音库的具体情况，从而达到最佳的分类。在[4] 中，我们研究了
基于软判决的双音子声调建模，同硬判决建模相比，误识率下降了 38%。 

本文进一步扩展了我们已有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基于决策树的统一的有调
三音子建模技术。 

4.3 统一的有调类三音子建模技术 

把声调特征和其他特征集成在一起统一建模，不仅节省了内存空间（只需
保留一套声学模型），而且由于声调的预测能力，也减少了同音词的数量，约
束了搜索空间。而基于决策树的软判决建模技术，又可以把语音学和语言学的
先验知识和数据驱动的建模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见第 3 章）。本文把上述方
法结合起来，提出了基于决策树的有调三音子模型建模方法，称之为统一的有
调类三音子建模技术。它具有如下的特点： 

• 声调特征的使用 

声调特征和其他语音特征集成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特征空间，不
需要单独对声调特征建模。 

• 声调模式 

汉语普通话共有 5 种声调，我们分别标记为 0（轻声）、1 声（阴平）、2
声（阳平）、3 声（上升）、4 声（去声）。在连续语音中，如果相邻音节之间
有很长的停顿，我们就认为前面音节的声调对后边音节的声调不产生任何影
响，并标记这种情况为 5 声（无声调影响）。因此，在我们的方案中，基本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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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模式有 6 种。在本文中，我们认为如果相邻音节之间的静音超过 48ms，就不
考虑相邻声调之间的影响。 

• 有调三音子建模单元 

为了建立有调三音子模型，我们选择 62 个无调的基本建模单元，包括 24
个声母、37 个韵母和 1 个静音（见第 3 章表 3.2 中 1P ）。基本建模单元本身的
不同声调模式以及它左边或右边的声调模式都是作为语境引入的，不需要把无
调韵母根据声调分成有调的韵母。所有的有调三音子单元可以由无调的基本建
模单元和声调模式并考虑前后语境后排列组合产生。因为声调特征主要体现在
韵母上，所以只考虑有调韵母三音子单元，而声母三音子单元是无调的（同无
调三音子单元相同）。此外，我们也不考虑语境对静音单元的影响，所以静音
模型只有一个。假设韵母基本建模单元（记为 P）的某个有调三音子单元表示
为 PL*TL-P*T+PR*TR，其中 P 本身的声调 T只有 5种（0、1、2、3、4）声调模
式，而左边或右边语境的声调模式则可能有 6 种。因此，有调韵母三音子单元
的数目是无调韵母三音子单元的 5*6*6=180 倍！当然，有些音节并不是所有的
声调都有。如果考虑有调音节的限制，可能会少一些；但我们没有考虑这些约
束，认为每一个音节所有的声调组合都可能。表 4.1 给出了有调三音子模型的
数目。 

 声母 韵母 静音 总数 
数目 409*38=15542 409*25*180=1,840,500 1 1,856,043 

表 4.1  有调三音子模型的数目 

• 基于决策树的分类 

在第 3 章，我们详细介绍了基于决策树的分类方法，它克服了手工分类的
盲目性和纯数据驱动分类方法对数据的过分依赖。在本章中，我们应用该技术
解决有调三音子模型的分类问题。决策树建模技术的具体细节我们已经讨论
过，本章仅介绍声调信息加入后的不同之处：即声调问题集设计、声调语境信
息的表示和语音库的标记。 

• 声调问题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汉语声调的有关知识，把语境中表现相近的声调模式放
在一起构成一个问题，总共设计了 38 个与声调有关的问题（见附录 B）。这些
问题分成三种类型：与韵母基本建模单元本身的声调有关的问题，有关左边声
调语境的问题和右边声调语境的问题。声调问题和其它问题共同构成一个问题
集，引导决策树按照语境（声调、声母、韵母和静音语境）和数据来聚类。 

• 数据库的标记 

在用 Viterbi 算法对语音库分段后，需要标记每一帧的语境信息。对于声
母，需要标记该帧所属的基本建模单元，它左边或右边的基本建模单元；对于
韵母，除了上述信息之外，还需要标记该帧的声调，与它相邻的左边和右边音
节的声调。 

• 声调语境信息的表示 

因为我们的基本建模单元是不考虑声调的，但又需要产生有调的声学模
型，因此如何把声调和无调的基本建模单元结合起来就是个问题。在我们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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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基于决策树的方法中，每一个无调基本建模单元模型的输出分布对应一棵
决策树，根节点表示没有分类时的情况，拥有切分到该输出分布的所有训练语
音样本。因为问题集中有与声调有关的问题，而且训练语音库中的每一帧都标
记了声调的语境信息。所以，根据决策树的产生算法，韵母决策树就可能根据
声调问题分裂，从而产生与声调有关的决策树。然后通过遍历决策树产生每一
个有调的三音子模型，并通过聚类产生有调类三音子模型。 

这种方法根据数据库和先验知识对不同的声调模式聚类，而不需要考虑基
本建模单元的声调。不同的声调模式是否能够区分开，是由数据本身来决定
的；至于怎样分类才能使模型间的区分度最大，则是由问题（先验知识）以及
评估函数等确定的。 

我们对韵母决策树的观察和分析表明：大部分决策树先根据声调问题来分
裂，这说明声调是很重要的区分特征，不同声调的韵母在声学特征上的表现差
别很大。 

我们针对声母有关的问题和韵母有关的问题，分别统计了 5 类问题（左边
问题、右边问题、与韵母本身声调有关的问题、与左边声调语境有关的问题、
与右边声调语境有关的问题）在决策树中的出现频度，统计结果见表 4.2~4.5。 

表 4.2列出了 5类问题的统计结果，此表说明对于基本建模单元是声母的情
况，左边和右边问题的出现频度相近；而基本建模单元是韵母时，与声调有关
的问题总的使用频度达到 51%，其中与本身声调有关的问题占了 29.5%，右边
语境问题占了 17.2%，而左边声调语境问题则仅占 5.1%左右。这说明在连续语
音中，韵母本身的声调对它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与之相邻的右边声调语境，而
左边声调语境的影响则相对很小。 

根据不同问题在决策树中的出现频度，我们从大到小列出了使用频度最多
的前十个问题，并分成 3 类（与声母有关的问题、与韵母有关的问题和与声调
有关的问题）分别列在表 4.3、4.4和 4.5中。 

从表 4.3中我们发现：当基本建模单元是声母时，出现频度在首位的是“左
边是否静音？”，这说明相邻音节之间有没有静音对后续音节的声母影响比较
大；同样，表 4.4 说明相邻音节之间有没有静音对前面音节的韵母影响同样比
较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音节之间有静音和没有静音，它们在语音特征上的
表现明显不同。此外，从表 4.4 我们还发现，在与韵母有关的问题中，与声调
有关的问题很重要，出现频度前 10 名的问题大部分是声调有关的问题，而且大
部分是有关韵母本身的声调问题。表 4.5 也说明出现频度前 10 名的与声调有关
的问题绝大部分与韵母本身的声调有关。这不仅说明声调是汉语中的重要区分
特征，而且说明韵母本身的声调对它的影响要比上下文声调对它的影响大得
多。 

4.4 小结 

本章主要讨论了声调特征在语音识别中的应用以及声调特征的建模问题。
在分析了现有各种声调建模方案的优缺点之后，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决策树的
统一的类三音子建模技术。最后，我们基于声母决策树和有调韵母决策树对问
题集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声调是很重要的区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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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母有关的问题频度 韵母有关的问题频度 
左边问题 0.532878 0.218679 
右边问题 0.467122 0.262718 
本身声调问题  0.295368 
左边声调问题  0.051632 
右边声调问题  0.171602 

表 4.2  有关声韵母的问题出现频度统计 

问题描述 频度 
左边是否 SILENCE 0.146883 
左边是否鼻尾音 0.112724 
右边韵腹或韵尾是否 a 0.070026 
右边是否合口呼 0.061486 
右边是否 i,i1,i2 0.059778 
右边是否 a 0.053800 
左边是否 u 0.046114 
右边是否齐齿呼 0.041845 
左边是否是 i,i1,i2 0.039283 
右边韵头韵腹或韵尾是否 e 0.039280 

表 4.3出现频度前 10名的与声母有关的问题 

问题描述 频度 
右边韵母是无声 0.095672 
右边是否 Silence 0.077449 
本身韵母是 1声 0.056188 
右边韵母是轻声和 2和 3声 0.050873 
本身韵母是 2声 0.050873 
本身韵母是 4声 0.041002 
右边是否摩擦音 0.040243 
本身韵母是轻声和 2和 3声 0.035687 
本身韵母是 2和 3声 0.031131 
右边是否舌尖音 0.028853 

表 4.4  出现频度前 10名的与韵母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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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频度 
右边韵母是无声 0.095672 
本身韵母是 1声 0.056188 
右边韵母是轻声和 2和 3声 0.050873 
本身韵母是 2声 0.050873 
本身韵母是 4声 0.041002 
本身韵母是轻声和 2和 3声 0.035687 
本身韵母是 2和 3声 0.031131 
本身韵母是 3声 0.025816 
本身韵母是轻声和 4声 0.019742 
左边韵母是无声 0.015945 

表 4.5  出现频度前 10名的与声调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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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搜索策略的研究 

概括来讲，语音识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1）知识的获取和表示，
主要包括声学知识和语言知识的的表示和学习，如特征的提取和优化、声学模
型的训练、语法和语义知识的表示和学习等；2）利用已经学习的知识对语音进
行解码，即在由语句构成的空间中寻找最优（在一定的优化准则下）句子的过
程。在前面两章我们重点研究了声学模型知识的获取，利用基于决策树的建模
技术解决了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中高精度声学模型的训练问题。在本章
中，我们将介绍并分析几种典型的搜索算法以及搜索的组织。 

搜索的实质是问题求解，广泛应用在人工智能、模式识别等许多领域。有
些问题的求解空间很小，可以采用简单的方法直接求解；而更多的问题求解则
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因为求解空间很大，而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找到最优
的问题解就非常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面向问题的求解算法就成为重
要的研究课题。N.J. Nillson 在[59]中详细研究了利用搜索算法解决人工智能中
的求解问题，并分析了各种不同的搜索策略。在语音识别中，搜索需要解决的
就是：利用已掌握的知识（声学知识、语音学知识、词典知识、语言模型知识
以及语法语义知识等）4，从状态5空间中找到最优的状态序列。不同的搜索策
略在解决问题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同一个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策略去解决，
而要客观地评估不同策略的优劣，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我们仍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算法的优劣[27]： 

• 有效性 

有效性是指识别系统对资源的消耗（计算量和存储量）应该是可接受的，
而且解决问题所耗费的时间也是允许的。在语音识别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品的
时候，减少计算量和存储量，提高系统的有效性尤其迫切。在大词汇量连续语
音识别系统中，为了在速度上达到实时和在较小的资源配置时也能运行，必须
寻求高效的算法以减少计算量、压缩声学模型和语言模型，使用高效的数据表
示和查询算法[16,29,41,43,44,75]。 

• 准确性 

理想的识别系统应该总能从语音中解码出最优的句子。但是由于资源的限
制，我们不可能在整个状态空间上进行搜索，总要进行空间裁剪，所以并不总
能找到最佳的句子，这就产生了由搜索引起的错误。一个好的识别系统应该有
效的组织搜索，尽可能减少搜索错误。 

• 可移植性 

                                                 
4在不同的应用领域，所包含的知识也是不同的。如本文的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则没有
语法语义知识，因为至今难于形式化表示；而在限定领域（如对话系统中），则可能包含语法
语义知识。在某些小词表应用中，则可能没有语言知识，只有声学知识和语音学知识，如数字
串识别。 
5 状态的含义：可能指词组、词、建模单元或 HMM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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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I1 sil F2 I2 sil Fm Im sil sil Fi Ii sil 

Ii 或 Fi 的 HMM 静音 的 HMM 

搜索框架的可移植性是指搜索架构能够很方便地从一种应用移植到另一
种，而不需要特别大的改动。当修改词典、更改声学模型、语言模型或添加其
它的知识（如语法、语义知识）时，搜索框架修改很少。这就要求在设计数据
结构和组织搜索时，把数据和搜索过程独立开，尽量减少它们之间的关联，所
有的知识都作为数据库外挂在搜索框架上，能方便地装载和卸载。 

下面我们介绍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中搜索空间的描述，基于统计的
搜索理论以及典型的搜索策略。 

5.1 搜索空间 

在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中，一般采用半音节或音素作基本建模单
元。每个基本建模单元都用隐马尔可夫模型来描述，而比基本建模单元更大的
单元（如音节、字或词等）的声学模型则由基本建模单元级联构成。以汉语大
词汇量语音识别系统为例，声韵母是常用的基本建模单元，音节和词的声学模
型由声韵母模型级联而成。假设某个词有 m 个音节，每个音节之间允许有静
音，则它的声学模型可用图 5.1 结构表示，图中上半部分每个节点表示一个
HMM 模型（除了开始和结束节点），下半部分是静音和声韵母 HMM 模型的
拓扑结构。 

图 5.1 词的声学模型表示示例 

其中， sil 表示静音模型，Ii 表示声母 HMM 模型，F i 表示韵母 HMM 模
型。 

由上述的表示可知，对于同一个词而言，因为音节的边界是不确定的，它
的声学模型所对应的 HMM 模型序列也不是唯一的。对于由词序列组成的句子
而言，由于词的边界和音节的边界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句子所对应的声学模型
序列也是不确定的。因此，语音特征序列的切分（即特征序列和 HMM 模型状
态序列的对应）更是不确定的，正是由于这么多的不确定性造成了搜索的困
难。 

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过程中依赖的知识可以分为三层：最低层是声学模
型知识，中间层是语音学知识，最高层是语言模型知识。所以搜索空间也相应
的分为由 HMM 状态构成的空间，空间中的每个点表示一个 HMM 的状态，状
态间的连接受 HMM 拓扑结构的约束；由 HMM 模型串构成的的空间，空间中
的每个点表示一个 HMM 模型，模型间的连接受汉语音节表或汉语发音词典的
约束；由统计语言模型、语法语义知识（目前在大词汇量听写机系统中只有 N-
gram 统计模型知识）构成的最高层空间，空间中的每个点表示一个词，词之间
的连接受语言知识约束。搜索空间的这种层次化表示如图 5.2 所示。每一层都
是一个带权的有限状态网（Finite State Network，简称 FSN），图的连接方式和
弧的权重是由知识提供的。层与层之间相互作用，上层对下层起到语法约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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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知识

语音学知识

HMM状态

用，下层是上层的深层表示。在 HMM 状态网中，从一个模型到另一个模型的
转移受到上层语音学知识网的约束，而在语音学知识网中，从一个词的最后一
个 HMM模型到另一个词的第一个模型之间的转移又受到语言知识网的约束。 

图 5.2搜索空间的分层表示 

我们假设句子所对应的可能词序列构成的空间为 { }NwwwSw L21= ，其中N
表示词序列的长度，词序列的所有可能的 HMM 序列构成的空间记为

{ }
WNMMMShmm L21= ， wN  表示模型序列的长度，所有的 HMM 模型序列对

应的状态序列构成的空间记为 { }TsssSstate L21= ，所以整个的搜索空间就是

SstateShmmSw ××=Ω 。我们定义如下的映射函数表示不同层之间的相互关
系， 

定义 1，词序列和 HMM模型序列之间的映射 

一对多的映射：  ( ) NwMMMWfSw L21=                                    (5.1) 

多对一的映射：  ( ) WMMMfSw Nw =− L21
1                                 (5.2) 

定义 2，HMM序列和 HMM状态序列之间的映射 

一对多的映射：  ( ) TNw sssMMMfShmm LL 2121 =                      (5.3) 

多对一的映射： ( ) NwT MMMsssfShmm LL 2121
1 =−                   (5.4) 

定义 3，语音特征序列和状态序列之间的映射 

一对多的映射：  ( ) TT sssooofSstate LL 2121 =                                (5.5) 

搜索总是从最低层的声学匹配开始，把特征序列和 HMM 状态序列对应起
来，然后根据上面的映射关系，逐渐搜索出 HMM 模型序列、词序列，直到句
子。 

5.2 搜索的理论基础 

搜索的实质就是从上述的加权网络中寻找代价最小（打分最大）的路径。
假设有一个语音特征序列，记为 ToooO L21= 。根据最大后验概率准则，我们

希望找到词序列 NwwwW L21
ˆ= ，它产生该特征序列的概率最大，即 

( )OWPW
W
maxargˆ=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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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 )OWP 表示特征序列O产生词序列W 的后验概率，直接计算这个后

验概率是不可能的。根据贝叶斯公式，并考虑到 ( )OP 不依赖于词序列W ，则式
(5.6)变为 

( )
( ) ( )

( )
( ) ( )WPWOP

OP
WPWOP

OWPW

WW

W

maxargmaxarg

maxargˆ

∝=

=

        (5.7) 

在上式中 ( )WOP 表示词序列W 产生特征序列O 的先验概率，可以由声学模

型计算得到；而 ( )WP 则表示词序列W 的出现概率，可以由语言模型计算得

到。为了计算的方便以及防止计算过程中的数据溢出，我们一般在对数域进行
计算，因此式(5.7)变为 

( )( ) ( )( )[ ]WPLweightWOPAweightW
W

loglogmaxargˆ ⋅+⋅∝        (5.8) 

上式中 Aweight 和 Lweight 分别是声学模型打分和语言模型打分的权重。之

所以要有权重，是因为声学模型和语言模型是从不同的训练语料中统计出来
的，打分的物理意义不同。在连续密度隐马尔可夫模型中，声学模型和语言模
型打分的权重之比一般在 1:15左右。 

式(5.8)又可以重写为 

( ) ( ) ( )











⋅+








⋅∝ ∑

∈

WPLweightWQPQOPAweightW
ShmmQW

loglogmaxargˆ      (5.9) 

因此，如果我们把所有可能的 HMM 状态序列构成的空间表示出来，那么
搜索就是在 HMM状态空间中找出最优的状态序列，并进而映射到词序列。 

• 声学模型打分  

声学模型打分可以采用前后向算法或 Viterbi算法计算得到，详见[35]。 

• 语言模型打分 

词序列 NwwwW L21= 在语言中的出现概率可以用下式计算 

( ) ( )
( ) ( ) ( ) ( )121121121

21

−+−−+−=

=

NnNNinii

N

wwwwPwwwwPwwPwP

wwwPWP

LLLL

L
  (5.10) 

在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中，常常采用 n-gram 统计语言模型，因此上
式可以重写为 

( ) ( ) ( ) ( ) ( )121121121 −+−+−−+−+−= NnNnNNininii wwwwPwwwwPwwPwPWP LLLL    (5.11) 

5.3 搜索算法和搜索的组织 

假设词表中有 N 个词，每个词的声学模型平均有 S 个状态，语音长度为T
帧，那么搜索空间大约为 ( )( )TNSO 。在中小词表语音识别中，由于词典比较小

（最多几千个），搜索空间小，而且没有复杂的语言知识加入，因此搜索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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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织都比较简单。但在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中，情形完全不同。因为词典
一般都在几万词左右（如汉语听写机一般在 5 万词左右），整个搜索空间呈指
数增长，而且连续语音识别中词、音节等边界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决策时困
惑度增加；语境相关的声学模型和更多语言知识的引入，使得搜索的组织更加
复杂。因此，搜索策略和组织方案的研究就成为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的重要
研究课题。 

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宽度搜索（Breadth-First Search）和深度搜索
（Depth-First Search）是问题求解的两种不同方法[59]。同样，也可以用它们来
解决语音识别中的搜索问题。在语音识别中，典型的宽度搜索算法有时间
（帧）同步的 Viterbi 算法（Time-synchronous Viterbi Decoding）；深度搜索算
法如时间（帧）异步的堆栈搜索算法（Time-asynchronous Stack Decoding）和
A*算法，这两种算法又称为启发式搜索，因为它们使用了将来的知识作启发信
息来引导搜索。搜索框架的组织主要有多遍搜索（采用渐进方式把有关的知识
逐步加入搜索过程）和一遍搜索（所有知识源集成在一起，同时引入搜索过
程）。 

CMU 的 Sphinx系统[55]、BBN 公司的识别系统[29]、Dragon公司的识别系
统、Bell 实验室的系统[17]、Microsoft 公司的 Whisper 系统[18]、剑桥大学的
HTK[27,79]等都是基于时间（帧）同步的 Viterbi 搜索，而 MIT 的 Lincoln 实验
室[12]和 IBM的识别系统[60]则是时间异步堆栈搜索框架的典型代表。 

5.3.1 帧同步 Viterbi 搜索 

帧同步 Viterbi 搜索采用动态规划（Dynamical Programming，简称 DP ）算
法解决最优路径的查找问题。1989 年 Chin-Hui Lee 总结前人的工作，在特定的
搜索空间中，按节点间词的连接方式，深入研究了连续语音识别中的搜索问
题，发表了关于帧同步网络搜索算法的详细研究报告[7]。帧同步 Viterbi 搜索算
法的一些理论还来自于 Herman Ney 有关 DP 在语音识别中的应用研究 
[21~24]。基于 Bellman 原理，可以使用 DP 算法从加权网络中求得最优路径。
在语音识别的搜索中，这个动态规划过程就由 Viterbi 算法来代替，并在前面所
述的三层 FSN 中进行搜索。当然，在某些条件下，三层表示并不要求完全具
备，但最低层都是必须的。例如，在汉语数字识别等小词表应用和汉语大词汇
音节测试中，一般没有最上层。根据有关语音信号的声学模型表示，每一帧语
音与最低层 FSN 网的一个 HMM 状态直接联系。因此，搜索总是从最低层开
始，并在到达上层节点边界时向其上层传递结果并应用上层的知识进一步展
开，展开后又由上层回到下层，如此交互进行。整个过程可简述如下： 

1) 路径初始化 

2) 路径在 HMM状态网中的扩展 

3) 路径在语音知识网中的扩展 

4) 路径在语言知识网中的扩展 

5) 如果到达最后一个时间点，则终止搜索并输出搜索结果；否则，取下一
帧语音，进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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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同步搜索的优点在于它是时间同步的，所以在同一时间点，所有路径的

打分都是可比的。缺点是所有路径同时扩展，产生的路径非常多，计算量和搜

索空间非常大；当应用语境相关的高精度模型或长相关的语言模型时，如果组

织不好，效率就会很低；标准的 Viterbi 的算法只产生一个最优的输出结果，而

有时又需要多个候选结果，虽然可以修改算法以产生多个候选结果。 

为了克服帧同步算法计算量和搜索空间大的缺点，研究人员提出了帧同步
的束搜索算法（Beam-Viterbi Search）[25,27,64]。该算法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
种观察：在查找最优路径的过程中，大部分路径的得分非常低，由它们产生的
新路径将来也很大可能不会成为最优路径。显然，完全保留这些得分很低的路
径是没有必要的；而裁掉这些路径不仅节约计算和存贮空间，而且也加快了搜
索速度。那么怎么判断哪些路径该保留，哪些该裁掉呢？为此，研究人员提出
了如下一些裁剪方案： 

• 最多激活路径数 

设置所需保留的最多路径数门限 maxN ，在任意时刻，如果路径数超过这
个门限，则只保留打分最高的 maxN 条路径，其它的都裁掉。根据我们和其他
人的观察，在整个搜索过程中，搜索的开始阶段产生路径较多，到达中间阶段
达到一个峰值，临近搜索结束时路径产生较少[27]。根据这种现象，我们也可
以随时间不同动态设置最多激活路径数，以达到对路径数的精确控制。 

• 单门限裁剪 

假设在 t 时刻，所有路径的集合记为 Spath， hP 表示路径 h 的打分，该时

刻路径的最大得分记为
Spathh

hPP
∈

= maxmax 。我们设定裁剪门限 ∆，如果某条路径的

打分满足 

∆≤− maxPPh                                                       (5.12) 

  则保留该路径；否则，把该路径裁剪掉。 

• 多门限裁剪 

单门限裁剪方法有时显得太粗糙，难于精细地控制路径数量。因此，又提
出了多门限裁剪方案。设有N 个门限 N∆∆∆ ,,, 21 L ，并且 N∆<<∆<∆ L21 ，

它们把整个路径打分的值域分成 1+N 段，根据路径的得分情况把它归到与它
最近的段中，并记录每一段中的路径数目，然后根据所需保留的最多路径数进
行裁剪。 

如果某条路径 hP 满足 

NiPP ihi ≤≤∆<−≤∆ − 1  ,max1                                (5.13) 

则把该路径归到第 i 段（上式中 00 =∆ ），并记落到该段的路径数目为

iNh 。 

如果满足 

NhPP ∆≥−max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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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把该路径归到第 1+N 段，并记落到该段的路径数目为 1+NNh 。 

如果落到前 k 段的路径总数刚刚大于或等于所需保留的最多路径数，则把
落在其余各段的路径裁剪掉。 

因为基于局部打分对路径进行了裁剪，最优路径有可能因为局部打分过低
而在搜索的开始阶段被裁掉，导致找不到最优路径，所以基于帧同步的 Beam-
Viterbi 搜索是一种次最优的搜索策略。由于裁剪导致找不到最优路径，由此而
产生的识别错误，称之为搜索错误（Search Error）；另一类错误则是因为声学
模型和语言模型等知识不足造成的，我们称之为模型错误。在搜索算法的研究
中，我们关心不同的搜索算法或裁剪方案带来的搜索错误，那么怎样区分搜索
错误呢？ 

假设有观察序列 O ，正确的词序列是 cW ，观察序列产生 cW 的打分为

( )OWP c ，而由搜索产生的错误的词序列 eW ，它的打分为 ( )OWP e 。如果满足条

件 ( ) ( )OWPOWP ec ≥ ，则说明错误是由于搜索过程中的路径裁剪引起的；否

则，则是模型造成的。通过分析模型错误中的声学模型和语言模型的打分，进
而可以判断错误是因为声学模型不准确造成的，还是语言模型不准确造成的。 

5.3.2 帧同步 Viterbi 搜索的组织 

在基于帧同步搜索的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中，搜索的组织结构可分
为多遍搜索（Multi-Pass）和一遍搜索（One-Pass）。在多遍搜索中，知识源逐
步加入搜索；而在一遍搜索中，所有的知识源集成在一起，同时加入搜索过
程。下面我们重点讨论多遍搜索的识别框架，一遍搜索将在下一章详细介绍。 

在多遍搜索中，高精度的声学模型、长相关的 N-gram语言模型和语法语义
知识的约束是分阶段加入的。当然，更准确的知识越早引入越好，但是在帧同
步 Viterbi 搜索中，这会造成搜索空间急剧膨胀，组织和实现都很困难；而多遍
搜索则可以比较容易地管理整个搜索过程，有效地限制搜索空间，从而使得大
词表的搜索成为可能。在多遍搜索中，至于需要两遍、三遍或更多遍搜索，一
般由具体的应用和声学模型以及语言知识的情况确定。下面我们以汉语大词汇
量连续语音识别中三遍搜索的一种组织方案为例，介绍在多遍搜索中如何减小
搜索的复杂度。图 5.3给出了一个简要的结构。 

多遍搜索中的问题之一是确定各遍搜索之间的接口，即上一遍搜索要为下
一遍搜索提供什么样的输出，这些输出形成缩小了的搜索空间。在这个示例
中，第一遍搜索产生汉语音节的格阵列（Syllable Lattice）或音节图（Syllable 
Graph），第二遍搜索产生词的格阵列或词图，第三遍输出识别结果。 

第一遍搜索要求快速、计算量小，因此所用的声学模型一般都比较简单，
如语境无关声学模型或者左相关或右相关的双音子模型。为了提高音节后选的
准确性，减小搜索错误，也可以使用简单的语言模型，如字的 Bigram 模型
[26,80,92]。它是时间正向或反向的搜索（与第二遍搜索方向正好相反），为第
二遍搜索产生音节格阵列或图以及所需的启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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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三遍搜索结构示例 

第二遍搜索是在音节格阵列或词图上进行，因此整个的搜索空间比较小。
同时，在音节构成的空间上使用精确的声学模型（如三音子模型）重新对声学
模型打分，计算量比较小；加入 Bigram语言模型，在语言模型的引导下搜索并
产生词的候选，形成词对（Word Pair）、词格阵列（Word Lattice）、词图
（Word Graph）或 N-best的候选，为第三遍准备搜索空间。 

第三遍搜索在缩小的词空间上进行，可以使用长相关的语言模型，如
Trigram 或更高阶的语言模型知识，或者使用语法语义模型，利用这些知识解码
出最后的结果。 

多遍搜索的优点在于：1）便于组织，如果有更多的知识，只需在原有的基
础上再增加几遍搜索就可以；2）便于优化，每一遍的知识都比较单一，结构简
单，可以单独优化并观察对全局的影响；3）方便装载和卸载知识，便于评估每
一种知识引入后对整个系统的影响；4）可以克服帧同步 Viterbi 搜索只能产生
一个最优结果的缺点，可以比较方便地产生 N 个最好的输出结果。 

在多遍搜索中，各遍搜索之间的接口设计是比较重要的，希望它紧凑，以
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可用信息。因此，部分研究工作也集中在此，请参考
[21,25, 80,93]。 

5.3.3 A*搜索 

A*搜索是时间异步的深度优先搜索算法，完全不同于帧同步的 Viterbi 搜
索，在搜索过程中路径的扩展原则是最优的路径优先扩展（Best-First）。假设
在 t时刻某条路径h，当前得分为 ( )tah ；由它扩展到最后时间点产生的一条局部

路径得分为 ( )tbh ，则由路径h产生的完整路径的得分记为 ( )tf h （对数域）， 

( ) ( ) ( )tbtatf hhh +=                                                 (5.15) 

在 A*搜索中，重要的是评估函数 ( )tf h
* 的计算， 

( ) ( ) ( )tbtatf hhh
** +=                                                 (5.16) 

上式中 ( )tah 表示 t时刻当前路径h的得分， ( )tbh
* 是启发得分，是对路径 h 未

来得分的一个最大预测。假设我们可以得到路径 h扩展到最后时间点所产生的
所有可能的路径，则 ( )tbh

* 就是这些路径中的最大得分。 

理论证明[14,59]，只要评估函数满足： ( ) ( )tftf hh
*≤ ，那么该评估函数就是

可以采纳的（Admissible）。 

1-st Pass 2-nd Pass 3-rd Pass 
句子语音 

简单声学模型 精确声学模型 

Bigram模型 更长语言模型

语法语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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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搜索的过程基本如下： 

1. 初始化路径堆栈 

2. 从堆栈中选择得分（路径当前得分和启发得分的和）最大的路径并按照
词树扩展产生新的路径，计算新路径的得分和启发得分，然后把该路径
插入堆栈。为了方便，堆栈可以用堆（Heap）来组织（按照评估函数的
值从大到小排列）。 

3. 如果到达句子的最后一帧，则从堆栈顶部输出最优结果并终止（因为堆
栈用堆组织，所以在搜索结束后，产生的句子根据得分大小顺序排
列）；否则，进入 2。 

在 A*搜索中，最重要的是选择和计算评估函数。为了计算评估函数，就需
要计算某条路径到达最后时间点的所有可能路径的得分，精确计算它，无论在
时间上还是存贮空间上都是不现实的。因此，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解决这个问题。在文献[61]中，应用前向和后向 Viterbi 算法并在词树上进行搜
索，从而计算评估函数；文献[14]提出基于 A*的时间异步的堆栈搜索算法，并
采用一种次最优函数来计算，取得较好结果，详情请参考相关文献。 

时间异步的堆栈搜索在语音识别中也获得了成功的应用，如 MIT 的
Lincohn实验室和 IBM 的识别系统都是基于这种搜索算法，它是 A*搜索的一种
很有效的实现方式。 

同帧同步 Viterbi 搜索算法一样，A*搜索也面临路径裁剪的问题，基本方法
同帧同步算法相似。为了提高裁剪的效率， [60]提出了一种轨迹搜索算法
（Envelope Search Algorithm）。 

A*搜索的主要优点是：当搜索结束时，可以根据路径得分，顺序输出多个
候选句子；同时，它可以比较容易地把高精度的声学模型（如三音子）和长相
关的 N-gram语言模型引入搜索。 

5.3.4 A*搜索算法的组织 

既然时间异步的堆栈搜索是 A*搜索的典型实现方式，我们就以时间异步的
堆栈搜索的组织方法来说明 A*搜索的组织。 

时间异步的堆栈搜索一般都是在由词构成的空间上搜索。路径每次扩展的
单元都是词，所以首先要产生词的搜索空间以及启发得分。从这种分析来看，
时间异步的堆栈搜索一般要有两遍搜索。第一遍是基于简单声学模型的快速搜
索，目的是以较少的计算量和资源消耗来产生启发得分和由候选词构成的空
间，并且保证候选词中包括绝大多数的正确词。当然，快速和正确是不可兼得
的，可以根据需要来折中。L. R. Bahl 在[37]中提出一种只有一个状态和两个跳
转的“伪 HMM 模型”（Pseudomodel）来代替精确的声学模型，并针对这种模
型提出了 “伪 HMM 模型”的训练算法、声学得分的计算和基于树的快速匹配
算法。他们的实验表明：只需搜索树中 10.59%的节点，就可以保证 99.89%的
正确词在快速搜索产生的候选词列表中。第二遍搜索在前一遍所产生的词空间
上进行，并应用时间异步的堆栈搜索算法解码出句子。在这个阶段，精确的声
学模型和各种长相关的语言模型都可以很容易地加进去。词的搜索空间可以表



第 5章 搜索策略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论文 

- 41 - 

示成词阵列、词图或词树。L.R. Bahl 在[60]中把所有可能的词序列表示成词
树，树的每条分支表示一个词，从根节点开始的一条路径表示词序列，从根节
点到叶节点的路径表示一个完整的句子。 

5.4 搜索中的路径管理 

搜索的过程就是路径沿时间不断扩展的过程。因此，在所有的搜索算法
中，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路径的管理问题。归纳起来，路径管理主要完成下面三
个任务： 

• 路径的扩展 

对于当前堆栈中的路径，如果它符合扩展的条件，就根据该路径在有限状
态网中的位置以及声学、语音学和语言知识赋予的约束，对该路径进行扩展，
进入有限状态网中的下一个节点，产生新的路径。 

• 路径的查找、插入和合并 

当新路径产生以后，首先需要根据路径的键值（能唯一标识一条路径的变
量，如路径在 FSN 中的位置）在路径堆栈中查找。如果该路径在堆栈中不存
在，则把新路径插入堆栈的相应位置；如果路径已经存在，就需要合并，比较
新路径和堆栈中已存在的路径的得分，保留得分最大的一个。 

• 路径的删除 

存贮空间总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已经不需要的路径，必须及时从堆栈中
删除，以节省资源。 

5.5 小结 

本章主要讨论了帧同步 Viterbi 搜索算法、A*搜索算法和时间异步的堆栈搜
索算法以及它们的组织结构和搜索中的路径管理。每一种搜索算法都有自己的
优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帧同步 Viterbi 搜索的优点在于同一时间的所有路径的
得分都可以比较，但同一时间扩展产生的路径很多，搜索空间和计算量大，精
确的声学模型和长相关的语言模型难于在搜索开始阶段引入；A*搜索和时间异
步的堆栈搜索采用最优路径优先扩展的策略，因此每次扩展产生的路径很少，
因而计算量相对较少，并且便于引入精确的声学模型和长相关的语言模型，但
对启发函数（评估函数）的依赖比较大，而且启发得分的计算也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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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一遍搜索的汉语语音识别系统 

在上一章我们介绍了搜索的基本理论和典型的搜索策略，这些搜索算法各
有千秋，在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的不同研究阶段，它们受到不同程度的重
视。随着新知识源不断出现并引入识别器，搜索的组织也越来越复杂，因而搜
索算法的复杂度和可扩展性的研究提上日程，它对语音识别系统的产业化至关
重要。在语音识别研究的初级阶段，这些问题并不显得重要，因为我们更关心
识别系统的准确率而不是搜索的效率。如果准确率提高了，搜索效率的降低也
是可以接受的。但当研究进入更高的阶段后，因为更复杂的声学模型（如词内
或词间的三音子或四音子模型）和海量语音库的获得成为可能，使得声学模型
的准确性和鲁棒性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同时，海量语料库的出现和语料的优
化以及更好的统计语言模型算法，使得统计语言模型也达到很高的准确度，二
元语言模型、三元语言模型以及更长相关的语言模型开始进入语音识别系统。
所有这些知识的引入，使得我们不仅关心它们所带来的系统识别率的提高，更
关心如何有效的组织这些知识和选择最好的搜索算法，以便这些知识最大可能
的发挥效用，因为不同的搜索策略会影响知识的使用方法和知识效用的发挥。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针对汉语大词汇量语音识别系统，我们研究并提出了一种
基于一遍搜索的高效组织框架。 

6.1 一遍搜索和多遍搜索 

在多遍搜索（时间同步的 Viterbi 搜索或时间异步的堆栈搜索）的识别框架
中，各种知识源（声学模型知识、语音学知识、词典知识和语言知识）由简单
到复杂逐渐加入搜索过程中，每一遍搜索都只使用部分知识，并为随后的搜索
构建缩小的子空间，后面的搜索在前一级产生的子空间上进行。其目的是实现
对搜索空间的有效控制，保证每一遍的搜索空间都是可接纳的。因此，多遍搜
索是容易控制和实现的。但是，由于精确的声学模型和复杂的语言模型知识不
能在搜索的开始阶段引入，而只能使用简单的模型，因此为随后的搜索提供的
子空间就可能很不准确，导致较多的搜索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后面的声
学模型和语言模型再精确，也无法恢复前一级搜索已经丢掉的正确信息。所以
在多遍搜索中，要精确地控制前一级为下一级提供的搜索子空间，确保正确的
结果在该空间中或在允许的错误范围内[37,60, 93]。随着更多的知识被引入搜
索，多遍搜索的级数也会越来越多，组织变得复杂而效率低下，整个系统的优
化也越来越困难。 

而在一遍搜索中，所有的知识源同时加入到搜索过程并引导整个搜索的进
行。在精确的语言模型和声学模型引导下，搜索空间受到更多的知识限制，使
得搜索目标更加明确，裁剪更加准确。因此，如果一遍搜索能够得到有效的组
织和优化，那么从理论上讲，它应该比多遍搜索结构更加简洁、知识更渊博而
效率也更高。虽然一遍搜索策略很早就提出来了，但也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受到
越来越多的重视[17,27,57,91]。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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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多遍搜索便于组织，并能对每一遍的搜索空间实施有效控制；
而一遍搜索的空间非常庞大，难于有效的组织。此外，在以前的大词汇量连续
语音识别系统中，声学模型和语言模型都比较简单。因此，多遍搜索在过去受
到的重视远比一遍搜索多，许多早期的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都是多遍搜
索的识别框架。但是，随着语音识别技术研究的发展，语境相关的声学模型
（如词内三音子和词间三音子模型）已经成为目前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
的首选，海量语料库和统计语言模型技术的进步使得长相关的语言模型成为可
能。所以，伴随着可获得的知识的增加以及搜索组织技术和计算技术的提高，
一遍搜索的框架开始显示出它的魅力。 

6.2 一遍搜索和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 

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建立了非特定人大
词汇量汉语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中科院自动化所、清华大学、台湾大学、IBM
公司、微软公司、L&H 公司等），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使大词汇量连续汉语
语音识别和英语语音识别的研究基本做到同步。但是，在过去比较成功的汉语
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中，一般采用多遍搜索框架（IBM 的汉语听写机系
统采用时间异步的堆栈搜索，其它系统采用帧同步的 Viterbi 搜索），声学模型
采用双音子模型[26,38,80,93]。虽然汉语三音子模型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在
系统中真正使用并实时实现的并不是很多。原因就在于搜索的组织问题，特别
是汉语三音子模型和声调模型的深入研究和应用，已有的多遍搜索识别框架就
日渐显示出局限性。 

[19,26] 采用声调单独建模和多遍搜索，声调单独建模无形中降低了声学模
型的区分能力，而且声调在音节子空间上才开始起作用，所以这种方案延缓并
减弱了声调对搜索的引导作用；另外的系统虽然采用声调特征集成建模，提高
了模型间的区分度，但是多遍搜索的识别框架限制了这种高精度声学模型在搜
索第一阶段的使用，而只能延迟到下一阶段 [4]。因此，当声调特征引入语音识
别后，特别是高精度统一建模的无调或有调汉语三音子模型的成熟和在语音识
别系统中的应用[68]，多遍搜索的框架已不能充分发挥这种高精度模型的能
力，而一遍搜索的框架则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研究与开发的大词
汇量连续汉语语音识别系统采用汉语双音子声学模型和多遍搜索的结构，已经
达到了比较高的性能，并在国内率先实现了汉语语音识别的产业化，推出了汉
语连续语音识别应用程序接口（API），为语音识别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方便。
随着我们对汉语三音子模型和声调模型研究的深入，提出了统一的有调三音子
模型建模方案。为了充分发挥这种模型的优势，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基于三音子
模型和 Trigram语言模型预测技术的一遍搜索识别框架。它具有如下的特点： 

• 帧同步 Viterbi搜索 

• 搜索空间和知识的分层表示 

• 词树与声学模型无关：方便声学模型的替换和将来的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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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gram 语言模型预测技术：因为组织的困难和搜索速度的要求，目前一
遍搜索中普遍应用 Bigram 语言模型预测；我们使用了 Trigram 语言模型
预测，而且速度上达到了实时。 

• 高效的路径组织方法：主要应用哈希表数据组织技术、动态路径扩展技
术、动态空间管理技术以及动态路径裁剪技术 

• 系统优化方法：主要包括缓冲（Cache）技术和快速高斯计算技术 

6.3 搜索空间和知识的分层表示和优化 

在我们的一遍搜索框架下，目前系统集成的知识主要有：三音子模型、语
境知识、词典知识和统计语言模型（Unigram、Bigram 和 Trigram）。这些知识
构成了一遍搜索的整个空间，指导和约束整个搜索的进行，所以知识表示方法
会影响搜索的组织和效率。Mohri 和 Riley 提出了一种集成的知识表示方法，把
词间的三音子模型、词典和语言模型统一表示成有权的有限状态翻译机
（Weighted Finite-state Transducers），并结合翻译机的合并算法、翻译机的确
定性算法和 ε 去除等加权有限状态机的优化理论进行优化[47~51]；另一种就是
我们在上一章介绍过的分层表示法，不同的知识表示在不同的层次上，各层之
间的基本节点单元有一定的映射关系，从而把不同层次之间的网络联系起来
[34,62]。在分层表示中，知识的装载和卸载比较容易。下面我们就在一遍搜索
框架下重点介绍每一层的知识表示，主要包括： 

• 最低层：声学模型知识 

• 中间层：语境知识和词典知识 

• 最高层：语言模型知识 

6.3.1 声学模型知识 

三音子声学模型知识组成搜索空间的最底层。为了训练的鲁棒性和降低模
型的复杂度（模型数量和参数），三音子模型经过聚类成为类三音子模型。每
一个类三音子模型都是一个有权的有限状态图，每一个节点表示 HMM 的一个
状态，图的结构和权重由 HMM 的拓扑结构和模型参数来决定。帧同步 Viterbi
搜索总是从这儿开始，并随着搜索的进行进入到它的上一层，即中间层。 

6.3.2 语境知识 

在我们的系统中，中间层是有限状态网，节点单元代表声学模型。语境知
识是中间层的两个知识源中的一个（另一个是词典知识），根据这种知识，我
们可以确定某两个三音子模型之间的语境是否匹配。 

在我们的三音子建模方案中，每一个模型都记录了三部分信息，即中间单
元（一般指语境无关的建模单元，如声韵母）的信息、左边和右边的语境信
息。假设中间单元为 1b 的某个三音子记为 111 rbl +− ，其中 1b 记录中间语境无关

单元的身份和它的声调， 1l 记录中间单元左边语境无关单元的身份和左边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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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语境， 1r 记录中间单元右边语境无关单元的身份和右边的声调语境6。为了描

述的方便，今后在说三音子模型的中间单元、左边语境单元和右边语境单元
时，隐含着已经包含了上述所有相关信息，记录了这些信息的单元仍旧表示为

1b ， 1l 和 1r 。假设另一个三音子为 222 rbl +− ，那么在搜索中如果第一个模型可

以扩展到第二个模型，则必须满足如下两个语境约束条件： 

12

21

rb
lb

=
=

                                                                  (6.1) 

在我们的系统中，声学模型都是三音子模型聚类后的类三音子模型，所以
每一个类三音子模型的左边和右边的语境可能对应很多种情况，我们把类三音
子记为 111 RbL +− 。其中 1L 表示左边所有可能的语境， 1R 表示右边所有可能的

语境。假设有另一个类三音子 222 RbL +− ，那么第一个类三音子模型可以扩展

到第二个类三音子模型的语境约束条件表示为： 

12

21

Rb
Lb

∈
∈

                                                         (6.2) 

6.3.3 词典表示 

词典是中间层的另一个知识源，它提供了词的深层描述。根据这种知识，
我们可以知道词典中每个词的发音以及它的深层模型表示。下面是汉语词典中
提供的词的发音的例子： 

1：阿 a1  

2：阿 e1  

3：阿尔巴尼亚 a1 er3 ba1 ni2 ya4 

4：关西 guan1 xi1 

5：关系 guan1 xi4   

根据词的发音和声学模型，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词用它的深层结构表示，下
面是上面几个词的深层表示示例7： 

1：阿 305 1  121  305 

2：阿 305 1  131  305 

3：阿尔巴尼亚  305 1 121 3 138 16 121  112  182  9  199  305 

4：关西 305  26  261  61  181  305 

                                                 
6  声调语境是可选项。对于我们的统一的有调三音子模型，韵母三音子模型必须记录声调语
境，声母则不需要；对于无调三音子模型，声调语境都无需记录。对于其它方案的有调三音子
模型，如果语境无关的建模单元（如有调的韵母作建模单元）本身已经体现了声调，则也无需
记录。 
7我们假设静音只可能出现在词的开始和结束，在词内没有静音。在这个示例中，‘305’表示
静音编码，其他数字表示相应的声母或韵母模型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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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系 305  26  261  61  181  305 

在词典很小时，我们可以采用上面的并行表示法，每一个词都用相应的模
型序列表示，各个词的序列之间没有重叠。它的优点是，无论搜索进行到任何
位置，词的身份都可以唯一确定，所以很容易加入 N-gram统计语言模型。但它
的缺点又是致命的：1）词典的并行表示，增大了词典的存贮开销，增加了搜索
中不必要的计算。这种表示法在中小词表的语音识别中是可以的，但在大词表
中是不允许的；2）由上述的表示可以看出，很多词序列都有很多相同的前缀8

部分，重复表示和计算这些部分显然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把这些相同的部分
合并起来用一种更紧凑的数据结构表示。用树结构来表示发音词典，是语音识
别中一种很典型的词典表示方法，而且获得了成功的应用 [18,26,27,34,39, 
61,73,93]。图 6.1是词树的一个示例。 

图 6.1  词树的示例 

词树表示具有如下特点： 

• 这是一个有权的树结构。每一个节点所表示的意义随研究对象而定，可
以是声学模型、音节或词；每一条弧表示从父节点到子节点的一条路
径，它的权重也由具体的对象来定。在我们的研究中，每一个节点代表
一个声学模型；我们不考虑不同声学模型间的统计连接概率，而仅考虑
语言模型的预测概率，所以它的权重就是语言模型预测概率的增加值。
下面就以我们的具体研究来说明。 

                                                 
8 前缀：如果词的深层表示为 nfff L21 ，那么如下的局部序列 )1(21 nifff i <≤L 就称为词

的前缀。 

305 

305 

1

121 

305 

26 

131 

3 

138 

16 

121 

112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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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181 阿 
阿 

 阿尔巴尼亚  

关西/ 关系 

182 

9 

199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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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个根节点。除了根节点之外，每一个节点都只有唯一的父节点。
除了叶节点之外，每一个节点至少有一个子节点。 

• 从根节点到叶节点的所有节点代表的声学模型组成的序列（称为一条完
整路径）是词的声学模型表示。每一个词都对应唯一的一条完整路径，
而每一条完整路径可能对应很多同音词。例如在图 6.1 中，“关系”和
“关西”对应同一条路径。 

• 从根节点到非叶节点的局部路径表示词的前缀。假设从根节点到节点m
的局部序列记为 i

m
i fffF L21= ，那么通过节点m 具有相同前缀 m

iF 的

词集合记为 mW 。 

• 搜索在词树的约束下进行。为了方便，每个节点除了记录遍历树所需的
必要信息外，还记录了节点所代表的声学模型和 mW 等信息。 

• 词树的根节点和所有的叶节点都是静音模型。在搜索过程中，这些节点
都是可选的，即可以跳过这些节点也可以进入这些节点，这样词的后面
和前面就可能有静音也可能没有。为了处理上的简单起见，我们总假设
词的中间是没有静音的，实际的观察也表明这种假设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相同前缀的词进行了合并，所以直到叶节点词（同音词）的身份才能
确定，而在其它节点则不能。这样在引入语言模型的时候就遇到了问题，如果
不采用其它技术，就只能等到搜索到达叶节点时语言模型才能加入。 

词树的生成过程基本如下： 

1. 把词典中的每个词都用它的声学模型序列表示 

2. 根据词的模型序列大小对词典排序，模型序列的大小可以根据下列准则
确定：假设有两个序列，分别记为 mfff L21 和 ''

2
'

1 nfff L ， )1( mif m
i ≤≤

和 )1( njf n
j ≤≤ 分别是它们的前缀，从序列的第一个模型开始，逐个比

较 模 型 编 码 的 大 小 。 如 果 n
i

m
i ff 11 −− = 且 '

ii ff > ， 那 么 序 列
''

2
'

121 nm ffffff LL > ， ( )nmi ,min1 ≤≤ ；如果 nm < 并且 n
m

m
m ff = ，那么

''
2

'
121 nm ffffff LL < ； 如 果 nm = 并 且 n

n
m

m ff = ， 那 么 序 列
''

2
'

121 nm ffffff LL = 。 

3. 词树的深度等于词序列的最大长度。对排序后的词典，从第一个模型开
始，合并词典中第一个模型相同的词（所有模型序列的第一个模型都相
同），产生根节点和树的第一层；然后合并模型序列的第二个模型相同
的词，产生第二层的所有节点；按照这种方法逐步合并前缀相同的词，
产生每一层的所有节点。如果某个词已经到达最后一个模型，则把合并
产生的节点标记成词树的叶节点，然后标记该词已经处理完毕。如果所
有的词都处理完毕，则词树的所有节点都产生了。在节点产生过程中，
记录相关的信息（如父节点，子节点以及具有相同前缀的词 mW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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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词树优化 

在声学模型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如不考虑词间语境的三音子模型），根据
词典中每个词的发音可以唯一确定它所对应的声学模型序列，进而根据词的声
学模型序列构建词树。但是，当考虑词间语境相关的三音子模型时，这种唯一
性就不再存在。首先，对于词的模型序列中的第一个非静音模型，因为左边的
语境只有在识别过程中才知道，在词树生成时是未知的；同样，词的模型序列
中的最后一个非静音模型，它右边的语境也是未知的。所以，词首的声母和词
尾的韵母三音子身份无法确定。而在我们所提出的统一的汉语有调三音子建模
中，情况就更加复杂。不仅词首的声母不能确定声母三音子的身份，而且词首
的韵母也因左边声调语境未知而不能确定韵母三音子的身份，词尾的韵母右边
的语境也因声调而变得复杂。正因为词左边或右边的语境无法确定，如果把所
有的可能语境都列出来，那么词的三音子模型序列可能有很多，所以无法唯一
确定它的深层模型表示。如果一个词的深层表示有多个，那么词树表示就有困
难，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必须修改前面所讲的词树表示法。常用的解决方法
有： 

• 静态构造所有的可能：把所有可能的语境都在词树中记录下来，这就需
要修改词树的数据结构，把语境信息和相应的三音子模型都记录下来
[34,53]。文献[34]还在词树中引入“虚节点”（Dummy Node）并改造树
的某些结构，构造出一个静态连接图，然后采用优化算法降低图的复杂
度。在识别过程中，使用静态法路径扩展时比较快，但浪费资源，而且
词树的结构复杂。 

• 动态扩展：词的声学模型序列中不能唯一确定三音子身份的模型可以用
身份确定的简单模型代替（如语境无关模型，左相关或右相关的双音子
模型），而词的声学模型序列中三音子身份确定的模型，则用相应的三
音子模型。其中身份不确定的三音子模型，可以在识别过程中根据具体
的语境动态确定[27,91]。这样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可以保持原有词树的
结构，但因为词尾右边的语境可能有很多，会动态产生许多三音子模
型，比较浪费时间，因此会影响搜索速度。而在动态产生的三音子模型
中，只有部分是有用的。所以为了提高扩展的效率，可以先用简单的模
型预测最有可能扩展的语境，然后再扩展最有可能的几种语境，这样就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三音子扩展和计算量，提高速度。 

上述所有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词树与声学模型相关，我们称之为词
树的一致性差。如果声学模型改变了，词树也要随着改变，这在实际的应用中
很不方便。而且对于统一的汉语有调三音子模型，韵母的语境实际上与它前后
的两个音子有关，在动态扩展时需要搜索词树的两层子节点，因此很复杂。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声学模型无关的词树，动态扩展时只需搜索
一层子节点。 

我们认为语境无关的声韵母是汉语语音识别的基本模型单元，而语境相关
的声韵母模型都可以由语境无关的声韵母组合产生。为了解决声调问题，我们
把语境无关的有调的声韵母作为基本单元。在汉语语音中，有五种最基本的声
调，分别是轻声、1 声、2 声、3 声和 4 声。根据声调的不同，我们把每一个无
调的声母和韵母都细分成 5 个有调的声母和韵母。例如声母/p/分成/p0/、/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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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3/和 p4/，韵母/an/也分成/an0/、/an1/、/an2/、/an3/和/an4/。在我们的应
用中，24 个无调的声母细分成 120 个有调的声母，37 个无调的韵母细分成 185
个有调的韵母，总共有 305 个有调的声韵母单元，而静音模型仍只用一个。我
们并不需要真正去训练这些有调的声韵母单元，它们只是用来生成词树和具体
语境下的声学模型。根据这些有调的声韵母单元转换词典并建立词树，词树中
的每一个节点表示一个有调的声母或韵母（根节点和叶节点除外），我们把它
称为基本词树。该词树与声学模型无关，与声学模型有关的知识（如某种特定
语境所对应的类三音子声学模型）由独立的数据库提供，词树中某个节点所对
应的所有（有调或无调）语境相关的声学模型都可以根据父节点和子节点提供
的语境动态产生。虽然这种方法增加了动态扩展的时间，但我们可以采用缓冲
技术（Cache）来弥补。我们的研究发现，这部分所消耗的时间相对于其他部分
（如高斯计算和语言模型预测）来讲是非常少的。 

6.3.5 统计语言模型 

语言模型知识提供了词之间的连接关系和连接概率，它们构成了搜索空间
的最上层。在大词汇量连续语音听写机系统中，词之间的连接没有任何约束，
任意两个词都可以连接在一起。这与对话系统中有所不同，因为在对话系统
中，有语法语义规则知识的约束，所以词之间就不能任意连接。词之间的连接
概率可以从大量的语料库中统计得到，具体的算法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请参
考语言模型的相关文献。在我们的研究中，使用了一元（Unigram）、二元
（Bigram）和三元（Trigram）统计语言模型。因为大词汇量语音识别中词表一
般都在几万词左右，因此所有可能的二元和三元连接多得难以想象，有些在语
料库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有些出现次数很少，不能鲁棒的估计。为了解决语
言模型概率的估算问题，我们采用了退化（Backoff）技术，即如果三元概率不
存在，就退化到二元概率；如果二元概率也不存在，就退化到一元概率，而相
关的退化系数也从语料库中估算得到。 

6.4 语言模型预测 

我们知道词树表示带来的问题是词的身份直到叶节点才能确认，因而在到
达叶节点之前我们是无法确定语言模型概率的，这就延迟了语言模型对搜索的
指导作用并且造成在叶节点处路径的打分不连续。因为在搜索到达叶节点之前
没有语言模型的引导，使得这一阶段路径之间的区分性很差，搜索的发散性很
大，造成裁剪困难，导致搜索错误增加和搜索速度的降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搜索中尽早地引入语言模型，而不是等到搜索
到达词树叶节点时再加入。Herman Ney 等人提出了基于词树的语言模型预测技
术（Language Model Look-ahead），用来解决在词树表示下如何在搜索中尽早
引入语言模型的问题[74]。它的基本思想是把语言模型概率按比例分摊到词树
的每一条弧上，当搜索从根节点向叶节点进行时，语言模型的概率不断累积，
越接近叶节点所累积的语言模型概率越接近准确的概率；当搜索到达叶节点
时，累积的语言模型概率就等于准确的值。下面我们以三元（Trigram）语言模
型预测技术来介绍如何计算预测概率以及这种方法的合理性。 

定义 1：假设当前的节点是n，则节点n的三元语言模型预测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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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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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wwwPnP

nWw
ww

∈
=                                       (6.3) 

定义 2：假设当前节点是 n，m 是它的一个子节点，则由节点n跳转到子节
点m 时三元语言模型概率的增量为 

( ) ( ) ( )nPmPnmP wwwwww 212121
−=∆                              (6.4) 

该增量值就是连接 n和m 两个词树节点的弧的权重，它的值总是小于等于
零。 

因此，如果我们知道当前的历史词，那么就可以根据式(6.3)和(6.4)计算词
树中任意节点的预测概率以及任意一条弧的语言模型的权重，从而可以计算出
当搜索进行到词树中任意节点时语言模型的得分。 

假设搜索已经进行到词树的节点 n ，已经解码出的历史词序列为

kwww L21 ，这时的语言模型得分为 ( )klm wwwnP L21 ，则从节点 n进入到它的子

节点m 后，在节点m 的语言模型得分可如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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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当搜索进行到词树的叶节点或者叶节点的父节点 l时，词的身份（可能是一
组同音词）就已经确定。假设新词为 1+kw 以及它所对应的完整节点序列为

lfff iL21 ，则词序列 121 +kk wwww L 的语言模型得分为 

( ) ( ) ( ) ( )lPwwwPwwwlPwwwwP
kk wwkkkkLMkkLM 11121121 −

−+= −++ LL      (6.6) 

当 kwww L21 刚进入词树中 1+kw 的第一个节点 1f 时语言模型的得分等于词序

列 kwww L21 的概率加上在节点 1f 的语言模型预测概率，即 

( ) ( ) ( )121211 1
fPwwwPwwwfP

kk wwkLMkLM −
+= LL             (6.7) 

根据式(6.5)和(6.7)，我们可以推导出 

( ) ( ) ( )lPwwwPwwwlP
kk wwkLMkLM 12121 −

+= LL                  (6.8) 

把上式代入(6.6)中，可以得出在叶节点时累积的语言模型得分正好等于

121 +kk wwww L 的准确的语言模型概率。 

( ) ( ) ( )kkkkLMkkLM wwwPwwwPwwwwP 1121121 −++ += LL     (6.9) 

从式(6.4)和(6.5)可以看出，在语言模型预测下的搜索，总是向着语言模型
连接概率大的词方向发展。 

应用语言模型预测技术，我们就可以把语言模型概率逐渐加入到路径的语
言模型得分内，而不必延迟到叶节点等到词的身份确定时才使用。这样，在词
内模型间扩展时，就可以应用到语言模型知识，从而增加了裁剪的力度和准确
性。同时，语言模型预测技术可以保证语言模型得分和声学模型得分同步使
用，使得路径得分在整个搜索过程中都是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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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高效的路径组织方法和框架 

在一遍搜索中，所有的知识源都集成在一起，构成一个搜索空间；而且在
搜索过程中，还需要频繁地访问这些知识源。在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中，搜
索空间和知识库都是极其庞大的，因此对搜索框架的组织以及知识库的存贮和
访问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已经讨论过知识的表示问题，下面将重点介绍
我们所提出的基于 Trigram 语言模型预测和（有调或无调）类三音子模型的一
遍搜索的组织框架。 

我们知道，整个搜索过程可以看成路径在搜索空间中沿时间的不断演化过
程，新路径不断产生，旧路径不断死亡。知识在路径扩展中担当了引导者，对
路径扩展提供约束，决定哪些扩展合法；对扩展提供知识，确定不同扩展所付
出的代价。因此，搜索是以路径为中心的，是对路径的操作，路径的组织成为
一遍搜索框架中最重要的部分。 

6.5.1 基于动态路径扩展技术的路径操作 

在任何搜索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路径的操作。当下一个时间到来时，
要对当前堆栈中的路径进行扩展，产生新的路径。当新的路径产生后，要确定
该路径是否已经存在于堆栈中。如果不存在，则把该路径插入到堆栈中保留起
来；否则，还需要判断哪条路径最优，并把最优路径保留起来，丢掉次优的路
径。因此，搜索中路径的操作可概括为：路径的扩展、查找、插入和替换。因
为搜索的最终目标是找到最优的词序列，所以在搜索中另一个重要的操作就是
生成以词为节点的空间并记录回溯信息，以便搜索结束时从词空间回溯出最优
的词序列。在我们的系统中，词空间是用词格阵列表示的。因为内存空间总是
有限的，而路径远远超过我们的内存资源，所以要有相应的路径数量和词空间
大小的控制方法。控制路径数量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裁剪掉那些最不可能成为
全局最优的路径，并把路径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样，为了控制词空间的
大小，在任意时间点我们仅保留 N 个最优的词对。 

• 路径的数据结构 

路径的数据结构记录了路径的相关信息，它告诉我们该路径在搜索空间中
的位置、它的声学模型和语言模型的得分情况以及相关的回溯信息和语境信
息。位置信息是路径的唯一标识，在 Trigram 语言模型预测的系统中，位置信
息主要有：已经确定的最近的两个历史词，记为 21 ,ww ；路径在词树中的节点
位置，记为n；该路径当前到达的声学模型及模型的状态，分别记为 sm, 。 

• 路径扩展 

在每一个时间点都要对路径进行扩展，以产生新的路径，推动搜索沿着时
间方向前进。根据路径所处空间中的位置，路径扩展可以分为声学模型内的扩
展、声学模型间的扩展和词间扩展。 

声学模型内的扩展： 

如果路径不是处于声学模型的最后一个状态，对该路径的扩展就属于声学
模型内的扩展，它只受声学模型拓扑结构的约束。在这种扩展中，消耗一帧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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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需要计算该帧语音对声学模型得分的贡献和所产生的新路径的声学模型得
分，并记录它所处的声学模型的状态，其它的信息则拷贝旧路径的相关表项。 

声学模型间的扩展： 

如果路径处于声学模型的最后一个状态但还没有到达词树的叶节点，对该
路径的扩展就属于声学模型间的扩展，它受到词树和语境的约束。这种扩展不
消耗时间，根据当前所处的语境和词树节点，进入到满足扩展条件的子节点和
相应的类三音子模型的第一个状态。在这种扩展中，需要计算语言模型的预测
得分和语言模型得分的增量，计算新路径的语言模型得分，而声学模型得分则
拷贝旧路径的；根据当前语境、词树节点以及语境和类三音子模型的映射知
识，获取新路径所处的类三音子模型，并记录到新路径的数据结构中；记录新
路径的语境信息；历史词则拷贝旧路径的。 

词间扩展： 

如果路径到达词树的叶节点或者最后一个非叶节点，并且处于声学模型的
最后一个状态，词的身份就可以确定，那么由该路径就可以扩展到所有可能的
词的第一个非静音模型（扩展受语境的约束），即扩展到词树的根节点的所有
可能的子节点，并进入类三音子模型的第一个状态。在这种扩展中，也不消耗
时间，需要计算语言模型的预测得分和语言模型得分的增量，计算新路径的语
言模型得分，声学模型得分拷贝旧路径的；根据语境和词树以及语境和类三音
子的映射知识，获取新路径所处的类三音子模型，并记录到新路径的数据结构
中；记录新路径的语境信息；更新历史词并记录到新路径中。 

因为我们的词树节点表示基本建模单元，所以在后两种扩展时为了获得新
路径的类三音子模型的身份，需要根据具体语境动态查找语境和类三音子模型
的映射数据库。由于我们采用了下标查找算法，查找所消耗的时间基本可以忽
略不计。 

• 词格的数据结构 

词格的数据结构记录了词一级的信息，主要包括当前词和两个历史词的身
份以及相应的回溯信息（如当前词结束的时间点以及它最近的一个历史词结束
的时间点和该历史词在词格阵列中的位置，声学模型和语言模型的得分，语境
信息等）。 

• 词格阵列的构造 

搜索是在词树的约束下进行的，词树的根节点和叶节点都是静音模型，而
词之间的静音是可选的，因此词的身份只有在叶节点或者最后一个非叶节点时
才能确定。为了构造词格阵列，在每一个时间点都搜集那些到达上述节点并且
已经处于声学模型最后一个状态的路径，把这些节点所对应的词的身份、词的
结束时间点、历史词、词的回溯信息（刚搜集到的词的最近一个历史词结束的
时间点和它在词阵列中的位置）和语境信息记录到词格的数据结构中。此外，
因为词的身份已经确定，所以可以加入准确的 Trigram 语言模型概率，计算到
目前为止已经确定的词序列的语言模型得分，而词序列的声学模型概率则拷贝
路径的得分，把这些也都记录到词格的数据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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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加限制，在某些时间点搜集到的词可能有很多，完全保留下来是没
有必要的，因为那些得分很低的词扩展出来的路径将来也都会被裁掉。所以，
在每一个时间点，我们最多保留 N 个得分最高的词对，而把其它的都裁掉。词
间扩展实际上是由这 N 个词对扩展到词树的根节点的所有可能的子节点。 

因为可能有很多路径到达词格阵列的同一个位置，所以在搜集词对的过程
中，需要合并位置相同的词对。两个词对是否位置相同由以下几项唯一确定：
当前词、最近的一个历史词和语境。图 6.2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语音的
识别给出了一个词格阵列的示例。 

图 6.2 词格阵列的示例 

6.5.2 路径组织技术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路径的操作，重点讲了路径的扩展和词格空间的构造；
而路径的查找、插入和替换操作的效率，则和路径的组织方式有密切关系。在
搜索中，所有的路径都存放在堆栈中，路径的操作都在这个堆栈中进行。在一
遍搜索中，每一个时间点都产生很多条路径，而每一条路径都要进行查找操
作，因此有效的路径组织方法必须满足：能快速地查找堆栈并确认路径是否已
经在堆栈中；能够在堆栈中方便快捷地插入或替换路径。 

路径的唯一标识是它的位置信息，包括两个历史词 21 ,ww 、路径在词树中的

节点位置 n；路径当前到达的声学模型 m 及模型的状态 s 。最快速地查找方法
就是用上述的 5 个变量做索引直接查找，但在大词汇量语音识别中，这种做法
是不现实的。因为词表的数量级一般在~104，词树的节点在~105，声学模型的
数目在~104 左右，因此索引的数量级将超过 1017，以目前的计算和存贮能力根
本无法实现，而且即使可以实现，也是没必要的，因为这会带来很大的资源浪
费。 

• 哈希表和链表技术 

为了减少内存消耗，同时又兼顾直接索引的好处，我们采用哈希表
（Hash）和链表来组织路径。它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哈希函数的键值把路径分
类，然后把键值相同的路径用链表组织起来。图 6.3 是路径组织的一个示例。
为了提高路径查找的速度，哈希函数的设计很重要，我们希望路径在不同键值
之间的分布尽可能均匀。在路径的五个标识中，在同一时间点很多路径有相同
的历史词，它们的变化不大；相比而言，词树的节点、声学模型和状态的变化
则比较大。因此，我们只选后面三个设计哈希函数，见下式 

中 

种 

中华 

华 

花 

人民 

人名 

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t1 t2 t3 T 0 



第 6章 一遍搜索的汉语语音识别系统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论文 

- 54 - 

( ) ( ) ModulesmnsmnHash %,, +∗=                          (6.10) 

考虑到模型内扩展时只会改变路径的状态，而模型间扩展和词间扩展时则
会改变词树的节点、模型以及状态。针对这种不同，我们设计了两个模值
（Module），分别对应上述两种情况。根据我们的观察9，每插入一条新路径，
在模型内扩展时平均查找 7 次左右，而模型间和词间扩展时则不超过 9 次；最
大比较次数前者在 40 左右，后者在 50 左右。而且模型内扩展时，大约 30%的
路径已经在堆栈中，而其中约有 50%要发生替换；模型间和词间扩展时大约
90%的路径已经存在，其中只有 8%左右发生替换。所以，模型内扩展和模型间
及词间扩展显著不同。链表的组织方式使得路径的插入和替换很简单，新插入
的路径放到链表的尾部。 

图 6.3  路径组织的一个示例 

• 动态空间管理技术 

因为链表的长度是可变的，如果根据最大的链表分配空间，那么就会有很
多资源被浪费。为了节约资源，我们使用了动态空间管理方法。在这种方法
中，我们只为每一个链表保留一个头指针，而并不直接为每一个链表分配所有
的空间，所需要的空间从一个公共的堆栈中动态分配。如果路径被裁掉或没有
被激活，那么就把它所占用的空间释放出来。如果公共空间已经被分配完，那
么当新的路径到来时，如果新路径的得分比堆栈中得分最小的路径的打分大，
就释放掉堆栈中得分最小的路径的空间，然后分配给新路径。在动态空间管理
技术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可用空间的管理、分配和空间的回收（释
放）。我们用一个后进先出的（LIFO）堆栈来管理可用空间，所有的可用空间
都放在这个堆栈里。当需要分配空间的时候，就从 LIFO 的栈顶弹出（POP）一
块空间分配出去，同时向栈底移动指针。当某块空间已经不需要，就把该块空
间压入栈顶（PUSH），同时向栈顶移动指针。如果指针已经到达栈底，就说明
可用空间已经被分配完。 

利用动态空间管理技术和哈希表、链表组织路径的整个过程如下： 

根据哈希函数计算新路径所对应的键值，在该键值所对应的链表中查找是
否有与新路径的位置标识相同的路径。如果有，就比较它们的得分，在链表中
只保留得分最大的路径；否则，先为新路径分配空间，然后插入到它的键值所
对应的链表的尾部。如果没有空间可分配，则比较新路径和堆栈中得分最小的

                                                 
9 根据某几次实验中路径查找、插入和替换操作的统计 

键值 

0 路径 1 路径 2 

1 路径 3 路径 4 路径 5 

M

M
 

N 路径 6 路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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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如果新路径的得分高，就先把堆栈中得分最小的路径从它的链表中删除
并释放空间，然后把该空间分配给新路径，并插入到新路径对应的链表中。 

这种路径组织方式不仅节约了内存空间，而且哈希表和链表的组织方式还
提高了路径查找、插入和替换的速度。 

6.5.3 动态路径裁剪技术 

有效的裁剪不仅节约了空间，减少了计算量，而且也可以提高不同路径之
间的区分能力，加快搜索的速度。为了提高路径裁剪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减少
因路径裁剪带来的搜索错误，在我们的搜索框架中，根据路径扩展的类型分两
个阶段进行裁剪：1）模型内路径扩展后，进行第一次裁剪；2）模型间和词间
路径扩展后，进行第二次裁剪。当然，也可分三阶段裁剪，即模型间和词间路
径扩展完后，各自分别进行裁剪，而不像我们合成一遍裁剪。但根据我们的实
验分析，合成一次裁剪和分成两次裁剪没有多大差别，所以我们把模型间和词
间两次裁剪合成一次。 

我们采用了多门限和最多激活路径数的裁剪方案。根据实验，分别为两次
裁剪精心设计了不同的裁剪梯度和最多激活路径数。裁剪一般都是在路径扩展
完后，获得路径的最大得分，然后再根据预定方案进行裁剪。根据我们的观
察，很多路径因为得分很低，本来就没必要放到堆栈中；即使放进去，将来也
会被裁掉。如果能够根据这种知识减少路径的操作，不仅可以降低内存空间的
要求，而且也减少了不必要的路径查找、插入或替换操作，从而提高搜索速
度。我们所提出的动态路径裁剪技术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路径裁剪没必要等到所有路径扩展完毕并算出最大得分后再进行，完全可
以在路径扩展的过程中，根据已扩展的路径动态地计算当前的最大得分，并用
当前的最大得分对未来扩展的路径做预裁剪。它的基本过程如下： 

1. 初始化：在路径扩展之前，路径最大得分初始化为最小值。 

2. 预裁剪：当扩展产生一条新路径时，首先根据裁剪梯度和当前的最大得
分计算出当前的最低门限，把路径得分和这个最低门限进行比较，看它
是否能大于这个最低门限。如果大于，则把该路径插入堆栈中，并把它
的得分和当前最大得分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更新最大得分；否则，
丢掉该路径。 

3. 当所有的路径扩展完毕，路径的最大得分就是当前最大得分，然后再根
据裁剪方案作进一步的裁剪。 

在我们的两阶段裁剪中，如果想进一步增加裁剪力度，也可以根据相邻两
个阶段之间路径得分的变化情况，设计路径最大得分的初始化值，而不是总给
定一个最小值。在搜索中，模型内扩展一般先进行，它只改变声学模型得分；
而随后的模型间扩展和词间扩展，只改变语言模型得分，并且语言模型得分的
增量不大于零。因此，第二阶段的最大值一定会小于第一阶段的最大值。根据
实验，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合适的偏移量，并根据第一阶段的最大值为第二阶段
的最大值初始化赋值。同样，当下一个时间点到来时，我们也可以根据前一个
时间点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最大值为下一个时间点第一阶段的最大值赋初始化
值。偏移量值要根据实验精心设计，设计不当会导致裁剪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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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路径裁剪技术会把很多路径预先裁剪掉，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计算和
路径操作，降低了对路径堆栈的峰值要求。 

6.5.4 缓冲技术 

在一遍搜索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消耗在混合高斯概率密度函数和语言模
型预测概率的计算上，而且其中很多又是重复的。为了减少重复计算，我们使
用了缓冲计算。 

在识别系统中，声学模型得分是由混合高斯概率密度函数计算得到，概率
密度函数的数量一般都不是很大（类三音子模型中，大约在 3,000）。如果声学
模型得分用 4 个字节表示，以 3000 个混合高斯函数为例， 12K 个字节就足够
了。因此，对于声学模型得分，我们把计算过的概率密度函数都保存在一个表
中。当下一次再计算它时，就直接从表中获得，无需重新计算。 

Trigram 语言模型预测概率同最近的两个历史词和词树的节点等因素有关。
因为词典和词树节点都很多，所以如果象声学得分那样把计算过的预测概率都
保存在一个表中，以目前的存储能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为了节约存贮量并
尽可能提高缓冲能力，我们利用哈希函数和链表技术设计了缓冲器，总共只需
几百 K 字节的空间，但却能保证大约 70%左右的语言模型预测概率都可以从缓
冲器中获取。 

6.5.5 快速高斯计算 

声学模型得分是由混合高斯概率密度函数得到的，尽管使用了缓冲技术，
高斯计算仍然占据了搜索中的大部分时间（大约占 40%）。所以，研究快速高
斯计算方法就成为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走向实用化的重要课题
[29,42,43,44,76]。 

在目前的系统中，为了获得较高的识别率，概率密度函数是由多个（一般
在 8~64）高斯函数混合表示。对于一个语音特征来讲，它可能处于高斯函数的
均值附近，这时得分就比较高；也可能离均值很远，处于函数的边缘，这时得
分就很低。高斯选择技术（Gaussian Selection）就利用了这种特点，只计算几
个事先选择好的高斯函数，称之为“小列表”（Shortlist），而在混合高斯函数
中没有被选中的高斯则不计算，从而减少了高斯计算量。利用这种技术计算出
的声学模型得分和准确的得分之间肯定会有误差，但只要保证计算误差、特别
是系统误识率的增加在容许的范围之内就可以接受。那么如何选择“小列表”
呢？基本的思想就是利用已有的知识划分声学特征空间，根据标准特征矢量和
划分的空间获得高斯“小列表”。空间划分可以利用矢量量化技术、二叉树技
术或动态搜索技术。为了提高空间划分的准确性，一般都与声学模型的训练过
程结合起来[29,42,44]，但这样会使训练过程变得复杂。声学模型的高斯函数集
合也反映了对声学空间的一种划分，所以，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就利用高斯函
数集提供的知识和矢量量化技术对高斯函数集划分的空间重新划分，并为每一
个混合高斯函数选择一个“小列表”。 

假设我们的声学模型总共有 N 个混合高斯概率密度函数，混合系数为 M ，
则共有NM 个高斯函数。“小列表”的选择过程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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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NM 个高斯函数的均值为样本，应用 K-均值或二分法把NM 个样本分
成 K 类 ， 从 而 获 得 有 K 个 码 字 的 码 本 ， 并 记 每 类 的 形 心 为

)1( KiCi ≤≤ 。这个码本就是对空间的重新划分。 

2. 利用码本和 NM 个高斯函数计算每一个混合高斯密度函数的“小列
表”。我们任意选择一个概率密度函数为例，并把它的 M 个高斯函数记
为 )1( Mig i ≤≤ ，相应的均值记为 iEg 。 

a. 根据 M 个高斯函数的均值，分别把它们分配到与之距离最近的码
字中去，并记该码字为 ( )MiCg i ≤≤1 ，相应的距离为 iLg 。假设

样本与形心之间的距离记为 ( )CXL , ，一般采用欧氏距离测度。那

么 iLg 和 iCg 分别可由下式获得 

( )ji
Kj

i CEgLLg ,min
1 ≤≤

=                                           (6.11) 

( )ji
Kj

i CEgLCg ,minarg
1 ≤≤

=                                       (6.12) 

b. 给定一个距离门限Θ，如果 Θ≤iLg ，那么就把高斯函数 ig 放到

“小列表中”。由此可以求得该概率密度函数“小列表”中的所
有高斯函数，通过调节Θ 可以控制“小列表”中高斯函数的数
目。 

c. 如果不加其它限制，以上所求得的“小列表”可能为空，从而造
成计算误差有时可能比较大。为避免这种情况，我们规定“小列
表”中至少必须包括 2个高斯函数。 

当所有概率密度函数的“小列表”都产生后，在识别阶段计算声学模型得
分时，就只需要计算那些在“小列表”中的高斯函数。我们的实验发现，应用
快速高斯计算后，计算声学模型得分的时间下降了 50%左右，从占总时间的
40%左右降到 20%，而对识别率几乎不产生影响。 

6.6 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我们所提出的基于（有调或无调）类三音子模型和 Trigram
预测技术的一遍搜索的组织框架。重点介绍了在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
统中搜索空间和知识源（词典知识、语境约束知识和统计语言模型知识）的分
层表示方法，提出了用声学模型无关的词树来表示词典。在搜索的组织结构
中，详细介绍了一遍搜索中的路径扩展，提出了一种基于哈希函数、链表技术
和动态空间管理技术的高效的路径组织方法，并采用动态路径裁剪技术提高路
径裁剪的效率，降低识别系统对堆栈空间的峰值要求。为了降低计算量，加快
搜索速度，我们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使用缓冲技术减少重复的计算，使用快速
高斯计算使得高斯计算量减少了大约 50%。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高系统的可扩
展性和系统的性能，降低系统对内存空间的要求，减少计算量，提高搜索速
度，使系统能实时运行，而且所有上述操作都可以保证系统误识率基本不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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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粤语语音识别 

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系统介绍了基于决策树的汉语类三音子建模技术。
在本章，我们通过对粤语语音识别的研究来讨论这种建模技术的可扩展性，并
从声学层次上研究普通话和粤语两种方言的异同以及和建模技术的关系。 

7.1 研究背景 

粤语是我国的一种方言，流行于广东、香港以及海外的华人社区，并成为
人们日常交际的常用语言。同普通话一样，它也是单音节结构的有调语言，具
有与普通话相似的音节结构。但在语音学规则和组成上有很大不同。例如：在
粤语中，塞音（/p/、/t/和/k/）和双唇鼻音（/m/）可以出现在音节的韵尾，但在
普通话中绝对不可以；普通话中有卷舌音的声母和三元音，而粤语则没有；普
通话中只有 400 个左右的无调音节，而粤语则有 600 多个；更重要的是粤语有
9 种声调，而普通话只有 4 种（外加一个轻声）。所有这些都使得粤语语音识
别和普通话语音识别，既有相似和相互借鉴的方面，又会遇到同普通话语音识
别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现象。同时，因为这些地区经济活跃，发展水平较高，
基于粤语语音识别技术的产品有很大的市场，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粤语语音
识别。 

粤语语音识别是我于 1999 年 7 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开展的为期半年的研究工
作，我们的目的是想从语音识别的角度研究和分析两种方言在声学层面上的异
同，研究普通话语音识别技术的可移植性。普通话语音识别已经研究了十多
年，并且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性能；与之相比，粤语语音
识别还没有得到很深入的研究，而粤语的使用地区又是经济最发达和活跃的地
区之一，粤语语音识别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如果能对两种方言在语音识别中
的异同有很好的研究，我们就可以了解哪些技术可以在两种方言间共享，哪些
技术是同方言密切相关的，从而加快新领域的研究速度。 

7.2 实验条件 

 普通话 粤语 
 训练库 测试库 训练库 测试库 

训练者数目 53 6 51 6 
音节总数 161481 2905 161302 5847 
句子总数 15211 240 15300 600 
每句平均音节数 10.62 12.10 10.54 9.74 

表 7.1  普通话和粤语的训练库和测试库的统计分析 

为了使实验结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我们分别为普通话和粤语设计了语音
库，并使得两个数据库在音节总数、说话人数目和每个句子的平均音节数上都
尽量相同或相近，具体统计数据见表 7.1。我们以女性为例进行实验分析，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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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上所列数据库都是女性语音库。普通话语音库来自“863”非特定人女性语音
库，而粤语语音库则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开发的 CUSENT语音库。 

语音特征参数共有 39 维，包括 12 维的 MFCC 参数、1 维归一化的能量以
及它们的一阶和二阶差分特征。为了减少生成决策树的时间耗费，我们一般先
用混合系数是 2 的混合高斯函数做评估函数生成决策树，然后保持决策树的结
构不变，改变高斯混合系数，重估决策树的节点参数。 

7.3 粤语类三音子模型 

根据粤语语音学知识，我们首先建立粤语基本建模单元集，包括 20 个声
母、53个韵母和一个静音，见表 7.2。表 7.3分别列出了粤语和普通话中可能的
三音子数目。从该表可以看出，粤语的无调音节数比普通话多了 60%，这主要
是由于粤语中韵母的变化比普通话的丰富；在三音子数目上，粤语也比普通话
多出不少，尤其是声母三音子数量相差更多。当然，我们的三音子只考虑了音
节表对声韵母的约束，而没有考虑词典和语法的约束，由此产生的三音子可能
比实际存在的要多。即使这样，也不会改变两种方言的这种对比关系。这些都
暗示着粤语语音识别可能要比普通话语音识别困难，要考虑这些差别所带来的
影响。为了训练类三音子模型，还需要根据粤语语音学知识设计粤语问题集。
粤语问题集的设计采用同普通话问题集设计相同的方法，为了初步探讨问题集
的大小和系统性能的关系，我们设计了 5 个粤语问题集，问题集中的问题数目
从 60 个增加到 301 个，如表 7.4 所示。在基本建模单元和问题集都设计好之
后，我们就可以利用第三章介绍的基于决策树的建模技术，训练粤语类三音子
模型。 

声母 韵母 静音 
b, d, g, gw, p, 
t, k, kw, l, w, 
j, m, n, ng, s, 
f, c, z, h, null 

aa, aai, aau, aam, aan, aang, aap, aat, aak, ai, au, am, 
an, ang, ap, at, ak, e, eng, ek, ei, i, iu, im, in, ing, ip, 
it, ik, o, on, ong, ot, ok, oi, ou, oe, oeng, oek, eoi, 
eon, eot, u, ui, un, ut, ung, uk, yu, yun, yut, ng, m 

sil 

表 7.2   粤语基本建模单元表 

 普通话 粤语 
音节数 408 665 
声母三音子数 15,504 35,910 
韵母三音子数 10,200 13,965 
三音子总数 25,704 49,875 

表 7.3  粤语和普通话三音子数目的比较分析 

问题集 问题数目(右边，左边) 
Set1 60(20,40) 
Set2 73(31,42) 
Set3 165(73,92) 
Set4 211(105,106) 
Set5 301(162,139) 

表 7.4  有关粤语的 5个问题集中问题的数目表 



第 7章 粤语语音识别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论文 

- 60 - 

7.4 粤语和普通话语音识别的实验比较 

实验1： 音节误识率的比较 

在我们所设计的粤语和普通话语音库上分别为两种方言训练各自的类三音
子声学模型，普通话的问题集同第 3 章中所介绍的一样，粤语问题集选用
Set4。解码过程仅利用声学模型，而没有语言模型的参与。表 7.5列出了粤语和
普通话音节误识率的比较。 

类三音子模型复杂度  
模型数 分布数. 混合度 

音节误识率 
（%） 

2 24.71 普通话 4,542 2,646 
8 18.35 
2 27.68 粤语 2,648 1,617 
8 24.51 

表 7.5  粤语和普通话音节误识率的比较 

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两个语音库在统计上已经比较接近，但是训练出的
声学模型的复杂度却相差很大（尽管在粤语决策树生成时我们放宽了决策树的
停止门限），普通话类三音子数目和输出分布比粤语类三音子都多；其次，在
音节误识率上粤语比普通话高了 6%（混合度为 8）。如果考虑到两种方言在基
本建模单元、音节数、声母和韵母三音子模型总数上的巨大差异，也就可以理
解它们在声学模型的复杂度和音节误识率上的差别了。如果要使粤语类三音子
达到普通话类三音子模型同样的复杂度、准确度和鲁棒性，所需要的粤语语音
库要比普通话语音库大很多。为了更深入的理解两种方言在声学上的异同，更
合理地解释表 7.5 中的差异，我们将从混淆度矩阵、三音子和双音子在语音库
中的统计分布以及问题集的分析入手。 

 普通话 粤语 
 声母 韵母 声母 韵母 

完全混淆 无 无 {n,l}{ng, null} {on,ong}{ot,ok}{ng,m} 
 
 

严重混淆 

{r,y } 
{b,d} 
{p,t } 
{k,p } 
{n,m} 
{w,m} 

{o,uo} 
{e,en } 
{an,ai } 
{eng,en} 
{ie,ian} 
{in,ing} 
{ing,in} 
{uai,ai } 
{uei,ei} 

{uan,an } 
{uen,en} 

{uang,ang} 
{ve,van} 
{van,vn} 
{vn,v} 

{iong,ou} 

{gw,g} 
{p,t} 
{b,d} 
{n,m} 

{aau,au} 
{aak,aat} 
{ang,an} 
{ok,o} 
{ak,at} 

{eng,ing } 
{im,in} 
{it,ip} 

{oek,eoi} 
{eon,oeng} 
{eot,eoi} 

{ut,u} 
{yut,yu} 
{m,yun} 

表 7.6  粤语和普通话的声韵母混淆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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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2： 粤语和普通话声韵母的混淆度 

表 7.6 给出了粤语和普通话中最容易混淆的一些声韵母。从该表可以看
出，在粤语中存在着完全混淆的音，经过对粤语语音库的分析，我们发现部分
识别错误是因为语音库的标注不全引起的，没有根据发音者真实的的发音情况
来标注。很多粤语说话者，特别是十几岁的年轻人，习惯于把一种音念成另外
一种，这样并不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而我们的标注则没有体现这一点。严重
混淆的音主要包括长音和短音（如/aa/和/a/）、以塞音结尾的韵母（如 /aak/和
/aat/）等等。在普通话中则没有完全混淆的音，严重的混淆发生在韵头为/u/的
韵母或那些韵尾是/ng/和/n/的韵母之间。 

实验3： 三音子和双音子在语音库中的分布 

我们在设计两个语音库时尽量使得它们平衡（在音节总数相近的意义
上）。但是，如果考虑到粤语的基本建模单元比普通话增加了 20%，而三音子
的数目比普通话增加了 94%，那么在音节总数等一些表面统计数据上保持相似
的标准就需要重新审视，也许这就是它们在音节识别率上巨大差别的主要原
因。从模型参数估算的鲁棒性上来讲，应该保证它们的每个三音子都有相近的
样本，这样粤语语音库应该是普通话语音库的两倍左右。此外，两个语音库设
计时主要考虑了双音子的分布平衡，同时兼顾三音子，因此在三音子上的分布
是否平衡就值得研究。表 7.7 列出了粤语和普通话三音子在语音库中的分布情
况。 

三音子出现次数和频率 (%) 出现次数 
普通话 粤语 

>=10 8,705   (33.86%) 8,507 (17.05%) 
>=5 13,126 (51.06%) 13,289 (26.64%) 
>=1 13,126 (51.06%) 20,860 (41.82%) 

0 12,578 (48.93%) 29,015 (58.17%) 

表 7.7  粤语和普通话三音子在语音库中的分布对比 

从三音子的分布对比可以看出粤语和普通话三音子在语音库中的出现频度
有明显差别。在粤语语音库中，只有 17.05%的三音子出现次数在 10 次以上， 
58.17%的三音子根本没有出现过；相比而言，普通话语音库中出现次数在 10次
以上的三音子则达到 33.86%，一次也没有出现过的有 48.93%。所以，从三音
子的覆盖上来说我们的粤语语音库比普通话语音库要差一些，这种分布上的差
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两种方言类三音子模型复杂度的差异。数据的不足也
影响到类三音子模型的准确性，特别是当高斯混合系数增加时，数据不足导致
模型参数估算的准确性和鲁棒性降低。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混合系数从 2 增大到
8时，普通话的音节误识率降低了 6.36%，而粤语仅降低了 3.17%。 

两种方言的三音子在数据库中的分布差别比较大，那么双音子情况如何
呢？ 表 7.8 列出了音节内和音节间的双音子在两种语音库中的分布对比，尽管
仍有差别，但与三音子分布情况相比，明显看出双音子的分布差别情况要小很
多。 

对语音库中双音子和三音子分布情况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设计更好的语音
库，使得语音库尽可能覆盖所有的三音子和双音子，而且要有一定的出现频
度，以保证模型训练的鲁棒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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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音子出现频率(% ) 

普通话 粤语 

 
出现次数 

音节内 
(总数=408) 

音节间 
(总数=888) 

音节内 
(总数=665) 

音节间 
(总数=1060) 

>=1000 8.8% 0.8% 4.2% 0.0% 
>=100 70.6% 51.2% 50.2% 45.9% 
>=10 94.9% 97.2% 77.3% 88.4% 
>=1 98.0% 99.0% 91.6% 97.2% 

表 7.8  粤语和普通话双音子在语音库中的分布对比 

实验4： 问题集的分析 

决策树的分裂是在问题集和数据的驱动下进行的，不同的问题在决策树的
生成过程中出现的次序和频度不同。如果某个问题被问到的次数明显高于其它
的问题，那么可以说这个问题比其它问题重要，而问题又同语音学和声学的先
验分类知识有关。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哪些问题比较重要，哪些问题
根本就不需要，进而分析不同语境对音素的影响。表 7.9 列出了在决策树过程
中没有被使用的问题数，表 7.10和表 7.11给出了在两种方言中不同问题使用频
度的分析结果。虽然这种分析结果可能受到语音库的影响，但当语音库确定之
后或者语音库对三音子的覆盖面已经很全面，这种分析提供的知识就比较可
靠，它可以指引我们优化问题集和声学模型的性能。我们可以先设计一个问题
集，然后把没有问到的问题剔除，再添加进新问题，产生新的模型并测试、分
析，根据分析结果重新选择问题，如此循环往复，实现对问题集的优化。 

 普通话 粤语 
问题总数 37 136 声母 
没有问到的问题数 3 76 
问题总数 35 75 韵母 
没有问到的问题数 1 29 

表 7.9  在决策树过程中没有被使用的问题数 

普通话 粤语 
左边语境问题 55.4 % 左边语境问题 38.3 % 
右边语境问题 44.6 % 右边语境问题 61.7 % 
L_sil 11.4 % L_sil 9.7 % 
L_F-c_nasal 9.5 % L_F-c_nasal 9.1 % 
L_F-v_i 6.4 % R_F-v_front 9.1 % 
R_F-v_*a* 6.4 % R_F-v_high 7.8 % 
R_F-v_back-close 5.9 % R_F-v_back 7.4 % 
R_F-v_I 5.7 % R_F_v_midFB 6.9 % 
L_F-v_u 5.3 % L_F-c_stop 6.7 % 
R_F-v_a 5.0 % L_F-v_I 5.0 % 
R_F-v_front-close 4.8 % R_F-v_midHL 5.0 % 
R_F-v-*e* 3.8 % L_F-v_u 3.4 % 

表 7.10在决策树中问题出现频度的统计分析（前 10名，基本建模单元是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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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 粤语 
左边语境问题 33.1 % 左边语境问题 30.4 % 
右边语境问题 66.8 % 右边语境问题 69.6 % 
R_sil 11.9 % R_sil 18.8 % 
R_I-plosive 7.5 % R_I-alveolar 11.3 % 
R_I-affricate 6.9 % R_I-approximant 6.8 % 
R_I-fricative 6.8 % R_I-pan_fricative 6.7 % 
R_I-alveolar 6.7 % R_I-plosive 6.4 % 
R_I-tongue-rolled 6.6 % R_I-labial 6.1 % 
L_I-alveolar 4.5 % L_I-unaspirated 4.6 % 
R_I-null 4.2 % R_I-fricative 3.5 % 
R_I-post-alveolar 4.1 % L_I-alveolar 3.5 % 
R_I-velar 4.0 % L_I-aspirated 3.0 % 

表 7.11在决策树中问题出现频度的统计分析（前 10名，基本建模单元是韵母） 

表 7.10和表 7.11中符号的含义如下：L_*：左边语境问题，R_*：右边语境
问题，L_F-*： 左边语境是韵母，R_F-*：右边语境是韵母，L_I-*：左边语境是
声母，R_I-*：右边语境是声母。 

通过对问题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在两种方言中，“声母的左边是否静音？”和“韵母的右边是否静
音？”被问到的次数最多。静音一般出现在相邻的音节之间，如果相邻
音节之间有较长的静音则表明这两个音节之间的协同发音作用比较弱。 

2) 对于普通话的声母三音子而言，大约 55%被问到的问题是关于声母左边
语境的，45%有关声母右边的语境；对粤语来说，声母右边语境相关的
问题被问到的次数明显高于左边语境有关的问题。原因可能是粤语的韵
母比普通话多，因而声母右边的语境有更多的变化。 

3) 在两种方言中，以鼻音结尾的韵母对随后的声母发音有显著的影响。 

4) 对韵母三音子来说，在两种方言中有关韵母右边语境问题的使用频度都
是左边语境问题的两倍，这说明相邻音节之间下一音节的声母对前一音
节的韵母有较大的影响。 

实验5： 问题集对音节识别率的影响 

问题集 模型数 输出分布数 音节误识率(%) 
Set1 1590 1597 28.77 
Set2 2263 1619 28.50 
Set3 2620 1645 28.14 
Set4 2648 1617 27.68 
Set5 2647 1637 27.63 

表 7.12  问题集对音节误识率的影响（粤语） 

问题集是对声学和语音学等先验知识的分类和总结，用于指导决策树的分
类。然而问题集的设计没有理论指导，无法从理论上证明什么样的问题集最
优。因此，我们为粤语设计了 5个问题集（见表 7.4），从实验上初步了解不同
问题集对音节识别率的影响，实验结果见表 7.12。实验结果表明最小的音节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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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率出现在最大的问题集时。当用不同的问题集生成决策树时，问题越多提供
的分类可能也越多，分类也就越精细。所以，如果不考虑问题集的增加所带来
的计算量的增加，向问题集中不断添加不同的问题总是有益的。 

实验6： 语境对音节识别率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语境对语音识别率的影响，我们研究了基于决策树的
粤语双音子模型，每次实验中的问题集都是 Set4 的子集。例如，当训练右边语
境相关的声母模型时，在决策树分裂时只对 Set4 中与声母有关的右边问题进行
提问。实验结果列在表 7.13 中，其中的符号含义为：RD-I：右语境相关的声母
双音子模型，RD-F：右语境相关的韵母双音子模型，LD-I：左语境相关的声母
双音子模型，LD-F：左语境相关的韵母双音子模型，CI-F：语境无关的韵母模
型。 

双音子 音节误识率(%) 
  模型数 输出分布数  

CI-F 179 647 35.39 
LD-F 316 1037 33.58 

RD-I 

RD-F 342 1160 31.51 
CI-F 198 733 43.41 
LD-F 335 1123 40.68 

LD-I 

RD-F 361 1246 39.36 

表 7.13  不同语境对音节误识率的影响（粤语） 

实验结果表明：声母和韵母都是右语境相关的双音子模型时，音节误识率
最低。其它结果也说明右语境相关的双音子模型比左语境相关的双音子模型或
语境无关的模型都要好。所以，声母或韵母更多地受到右边语境的影响，这个
结论同我们对问题集的分析结果一致。 

7.5 小结 

本章我们研究了粤语语音识别的问题，并从声学层次上对比研究了普通话
和粤语两种方言的异同，其目的是研究基于决策树建模技术的可扩展性。根据
语音数据库的数据分布情况和音节识别结果，我们分析了粤语和普通话音节识
别率显著差异的原因，并进而比较了普通话和粤语声韵母的混淆度矩阵、它们
的三音子和双音子在语音库的分布；然后，我们又分析了问题集在决策树中的
统计分布以及它们对上下文的不同影响，并研究了不同大小的问题集与音节识
别率的关系。所有这些分析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粤语和普通话语音识别异同的理
解，而且也有助于将语音识别技术从一种方言移植到另一种方言，解决了如何
实现语音库的设计、问题集的设计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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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基于一遍搜索框架的识别系统的性能分析 

我们已经系统介绍了基于决策树的（有调或无调）汉语类三音子建模技术
和一遍搜索的基本理论，本章将通过大量而翔实的实验结果来分析我们所提出
的基于一遍搜索框架的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的性能。通过这些实验
分析我们将说明： 

• 基于类三音子模型和 Trigram 语言模型预测技术的一遍搜索的识别系统
取得了很好的性能，所提出的组织框架是成功的。 

• 声调是汉语语音识别中的重要区分特征，它对语音识别系统性能的改善
贡献很大。 

• 海量口音数据库的处理技术和它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 快速高斯计算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在下面的所有实验中，语音特征参数包括：12 维的 MFCC 参数、1 维归一
化的能量以及它们的一阶和二阶差分特征，共 39 维。当研究有调的声学模型
时，再加上 1 维归一化的基频特征以及它的一阶和二阶差分特征，总共 42 维。
为了减少生成决策树的时间耗费，如无特别声明，一般用混合系数是 2 的混合
高斯函数做评估函数。 

8.1 一遍搜索的原型系统 

为了验证我们所提出的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一遍搜索的识别框
架，我们以男性为例进行了实验分析，利用前面所介绍的基于决策树的（有调
或无调）类三音子建模技术训练（有调或无调）类三音子模型。 

声学模型的训练基于如下的男性语音库：116 人的“863”语音库；4 个带
口音的语音库，分别录自北京（100人）、上海（100人）、武汉（50人）和成
都（50 人），并分别标记为 TR-863、TR-BJ、TR-SH、TR-WH 和 TR-CD。每
个训练语音库的具体情况见表 8.1。测试语音库有 4 个，基本情况见表 8.2，其
中 T4 的 8个说话人分别带有北京、上海、武汉和成都口音（每个地区 2人）。 

汉语词典有 40,000 个左右的词条，语言模型采用退化的 Trigram，从大约
10 亿字节的语料库中（包括新闻和书籍）训练得到，共有 80Mb 左右（Trigram
有 45Mb，Bigram有 35Mb）。 

实验1： 原型系统的实验结果 

我们首先用 TR-863 语音库训练汉语无调类三音子模型，产生 5342 个类三
音子模型，3063 个输出分布（高斯混合系数 16，模型由决策树直接产生，没有
经过进一步的迭代训练），实验结果见表 8.3（倒谱未做归一化）。从该表可以
看出，对于“863”测试库 T1 而言，汉字识别率达到了 86.96%。我们把这个实
验结果作为参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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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库 TR-863 TR-BJ,SH,WH,CD 
录音人数 116 300 
句子数 500 s/p, 100h 350 s/p, 300h 
录音条件 16k,16bits,CDK613,Karaok 

麦克风 
22.05k,16bits,HMD 410-6头戴

式麦克风 
其它 标准普通话，录制的很好 带口音的普通话，有气流声 

表 8.1训练语音库基本情况描述（s/p 表示每人录制的句子数） 

测试库 T1 T2 T3 T4 
测试人数 6 10 5 8 
句子数(s/p) 40  60 120 60 
语料来源 93 年人民

日报 
网络新闻 网络新闻，4

个领域 
根据语音学知
识设计的句子 

录音条件 标 准 普 通
话，录音时
控制很好 

有 一 些 口
音，录音时
有一定控制 

有 一 些 口
音，录音时
没有控制 

带口音，录音
时适当控制 

表 8.2 测试语音库基本情况描述 

 T1 T2 T3 T4 
TR-863（%） 13.04 30.77 37.21 65.36 

表 8.3无调类三音子模型的汉字误识率（TR-863训练） 

8.2 海量口音库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目前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误识率的降低部分原因归功于海量语音库
的获得，提高了模型的鲁棒性和准确性。但是，训练语音库并不是越大越好，
特别是当语音库的来源不同时。为此，我们将研究海量语音库的处理技术和不
同来源的语音库混在一起使用时对系统误识率的影响。 

实验2： 口音语音库对误识率的改善 

为了观察口音语音库对系统误识率的影响，我们逐步向“863”库中加入口
音库并训练出新的类三音子模型。在实验 7 的基础上，我们首先加入 100 人的
北京口音数据并用语境无关的声学模型分割和标记，重新构建决策树，产生第
二套类三音子模型；然后，再加入 200 人的上海、武汉和成都口音数据并用语
境无关的模型分割和标记，采用第二套声学模型的决策树，仅用新数据重估决
策树的参数。以上类三音子模型（高斯混合系数是 16）都直接由决策树产生，
没有经过进一步的迭代训练，实验结果见表 8.4（倒谱未做归一化）。 

从表中看出，当把口音库逐步加入“863”库后，测试库 T1 的汉字误识率
从 13.04%增加到 15.46%，误识率升高了大约 18.5%。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在口
音库加入之前 T1 测试库和训练语音库的匹配很好，而口音库加入后，T1 测试
库和训练库的匹配变差。测试库 T2 和 T4 的误识率则分别降低了 13.2%和
30.6%，而测试库 T3 几乎不受影响，这说明“863”语音库的抗鲁棒性比较
差，而加入口音库则可以弥补这个缺点，大大提高声学模型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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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 

TR-863+TR-BJ10 
(%) 

TR-863+TR-
BJ,SH,WH,CD)10 (%) 

T1 13.04 13.36 15.46 
T2 30.77 28.92 26.71 
T3 37.21 37.51 37.44 
T4 65.36 50.77 45.34 

表 8.4  口音库的加入对汉字误识率的影响 

实验3： 倒谱归一化处理 

 “863”库和口音语音库的录音条件相差较大，为了减少录音信道对语音
信号的影响，我们使用了倒谱归一化技术，从倒谱中减去句子的平均倒谱。表 
8.5 给出了倒谱归一化后的实验结果，声学模型的复杂度分别和表 8.4 中第二列
与第三列相同，不同的是倒谱做了归一化。实验表明，同表 8.4 中第二、三列
的结果比较，倒谱归一化后，4 个测试库的误识率都降低了。所以，倒谱归一
化方法可以减少不同录音信道对系统的影响，提高系统的鲁棒性。 

 TR-863+TR-BJ ( %) TR-863+TR-BJ,SH,WH,CD) (%) 
T1 12.63 14.66 
T2 24.95 24.31 
T3 32.39 32.13 
T4 48.96 44.62 

表 8.5  倒谱归一化对汉字误识率的影响 

实验4： 评估函数混合系数提高和类三音子模型迭代训练对误识率的影响 

为了观察决策树评估函数混合系数的提高以及类三音子模型重新迭代训练
对误识率的影响，我们用 TR-863和 4组口音库以及混合系数是 4的高斯混合函
数重新生成决策树，产生第一套类三音子模型；然后再用这套类三音子模型重
新分割训练数据，在保持决策树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下重新估算决策树的节点参
数，并产生第二套类三音子模型（迭代一遍）。由于决策树结构不变，所以以
上两套类三音子模型都有 4901 个模型，2684 个输出分布函数（混合系数
16），实验结果列于表 8.6（倒谱归一化）。实验结果表明：混合系数是 4的评
估函数产生的决策树要比混合系数是 2 的评估函数生成的树更优（与表 8.5 中
第二列的结果比较），训练出的类三音子模型也更准确；经过迭代后，类三音
子模型的精度进一步提高，每个测试库的绝对误识率都降低了 1%。根据我们的
经验，每迭代一遍绝对误识率大约降低 1%，三遍之后趋于饱和。 

 参考（%） 第一套模型 ( %) 第二套模型 (%) 
T1 14.66 13.23 12.21 
T2 24.31 22.77 21.35 
T3 32.13 31.22 30.55 
T4 44.62 42.60 41.26 

表 8.6  重作决策树和迭代训练对汉字误识率的影响 

                                                 
10类三音子模型复杂度：4734 个模型，2581 个输出分布，高斯混合系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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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声调的贡献 

在汉语语音辨识时，声调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它提高了汉语语音的区分能
力。我们在第 4 章已经讨论了声调的建模问题，提出了基于决策树的统一的声
调建模技术。本节我们应用所提出的建模技术训练出汉语有调类三音子模型，
并在我们所提出的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一遍搜索的框架上做测试，
研究声调对汉语语音识别的贡献。 

实验5： “863”语音库训练有调类三音子模型 

只用 TR-863 语音库训练有调类三音子模型，产生 10801 个有调类三音子模
型，2591 个输出分布（高斯混合系数 16），试验结果见表 8.7（倒谱未做归一
化，基频归一化）。 

 参考 (%) 有调模型 (%) 误识率相对降低(%) 
T1 13.04 10.31 20.93 
T2 30.77 27.69 10.01 
T3 37.21 37.14 0.18 
T4 65.36 65.91 -0.84 

表 8.7  有调类三音子模型和无调类三音子模型汉字误识率比较（TR-863） 

实验6： “863”语音库和口音库训练有调类三音子模型 

用“863”语音库和 4 组口音库（TR-863、TR-BJ,SH,WH,CD）训练，产生
13307 个模型，2733 个输出分布（高斯混合系数 16），试验结果见表 8.8（倒
谱归一化，基频归一化），参考的无调类三音子实验结果来自表 8.5 中的第二
列。 

 参考 (%) 有调模型 (%) 误识率相对降低(%) 
T1 14.66 13.45 8.25 
T2 24.31 22.39 7.89 
T3 32.13 32.56 -1.33 
T4 44.62 42.74 4.21 

表 8.8  有调类三音子模型和无调类三音子模型汉字误识率比较（863和口音库） 

从以上两个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声调的引入使得汉字误识率最大降低了
20.93%，汉字识别率达到 89.69%（测试库 T1），仅对某些测试库误识率有一
点增加（表 8.7 中的 T4 和表 8.8 的 T3），可能是由于声调的提取不准确造成
的。当口音库加入后，测试库 T2、T3 和 T4 的误识率都大大降低了，只有 T1
的误识率略有增加，这同无调类三音子的实验结果相似。总之，口音库的加入
提高了有调类三音子模型的鲁棒性和准确性。 

8.4 快速高斯计算 

为了验证快速高斯计算对系统速度和识别率的影响，我们针对测试库 T1 做
了实验对比，参考结果来自表 8.8 中第二列。经过快速高斯算法压缩后平均每
个输出分布函数的混合系数从 16 降到 4，实验结果见表 8.9。结果表明：快速
高斯计算可以把高斯计算时间从 40.20%降到 20.0%，计算量降低了 50%，而识
别速度则从 2.0倍实时提高到 1.5倍实时，速度提高了 25%，而汉字误识率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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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变化。所以，尽管我们所使用的快速高斯计算方法比较简单，但实验表明
它是很有效的。 

 参考  快速高斯 相对变化 
误识率（%） 13.45 13.49 +0.3 
高斯计算占总时间的比例（%） 40.20 20.0 ↓50 
识别速度 2.0 1.5 ↑25% 

表 8.9  快速高斯计算对误识率和识别速度的影响 

8.5 基于一遍搜索框架的汉语语音识别系统的性能 

前面提到的语音识别系统采用了性别相关的声学模型，系统性能分析都是
以男性为例进行的。为了进一步验证我们所提出的基于汉语（有调或无调）类
三音子建模技术和一遍搜索框架的识别系统的整体性能，我们用“863”女性语
音库（108人）训练出一套女性有调类三音子模型（13453个模型，2788个输出
分布函数，高斯混合系数 16）。在产生有调类三音子模型的过程中，生成决策
树时评估函数的高斯混合系数是 2，然后再用第 3 章所提出的方法产生混合系
数 16的类三音子模型，类三音子模型没有经过进一步的迭代训练。 

测试语音库也来自“863”，共 240句（6人，每人 40句，记为 TF1），训
练语音库和测试库的基本情况分别同表 8.1和表 8.2中有关项相同。此外，倒谱
和基频都做了归一化。实验结果见表 8.10（2000年 6月）。 

  
模型数 输出分布数 混合数 

误识率（%） 

女性模型 13453 2788 16 8.03 
男性模型 10801 2591 16 10.31  
平均    9.17 

表 8.10  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的误识率 

从该表可以看出，经过优化的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的汉字平均
识别率达到了 90.83%，误识率比原型系统降低了大约 21%。 

8.6 小结 

本章主要从实验的角度来验证我们所提出的基于决策树的建模技术和一遍
搜索的识别框架系统的性能。我们在所提出的基于一遍搜索框架的汉语大词汇
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上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无调类三音子模型的识别率达到
86.96%。然后，我们分析了海量口音库的处理方法以及它们对系统误识率的影
响，实验表明口音库的加入大大提高了声学模型的鲁棒性。接着，利用我们所
提出的统一的有调类三音子建模技术和一遍搜索的识别框架，研究了声调对汉
语语音识别的贡献。我们的实验表明：声调是汉语语音识别中的重要信息，它
的引入使得汉字平均识别率达到了 90.83%；同无调类三音子模型相比，汉字误
识率降低了 21%左右（以男性为例）。最后，我们研究了快速高斯计算对系统
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快速高斯计算可以把高斯计算量降低 50%，搜索速度
提高 25%，而汉字误识率几乎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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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下，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的研究已经进行
了近十年，取得的巨大成绩有目共睹。但是，仍然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去解
决。本文主要研究并解决了汉语语音识别中的三个关键问题，即语境相关的汉
语声学层次建模（主要是三音子建模）、声调的建模、以及（有调或无调）三
音子模型和长相关语言模型应用到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后所面临的搜索
问题。 

决策树方法把声学、语音学和语言学的先验知识和数据驱动的分类方法有
机的集成在一起，我们应用这种方法解决了汉语三音子模型的建模、聚类和训
练问题；并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声调的集成建模中，提出了一种统一的有调汉语
三音子建模方案，充分发挥了声调在语音识别中的辨识能力。我们在汉语大词
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中的实验也表明声调对汉字误识率的降低作出了重要贡
献。为了充分利用汉语无调或有调三音子模型所提供的高区分能力和对搜索的
约束能力，充分发挥语言模型知识对搜索的引导作用，我们提出了基于类三音
子模型和 Trigram 语言模型预测技术的一遍搜索的识别框架。它具有以下显著
特点：搜索空间和知识的分层表示、声学模型无关的词树和高效的路径组织方
法（基于动态路径扩展技术、哈希和链表技术、动态空间管理技术以及动态路
径裁剪技术）。 

此外，我们还进行了系统优化。为了减少计算量，提高搜索速度，采用了
快速高斯算法。我们的实验表明：我们提出的基于一遍搜索的汉语大词汇量连
续语音识别系统汉字平均识别率达到了 90.83%，声调的引入使得汉字误识率降
低了 21%左右，快速高斯计算降低了 50%的高斯计算量，使系统速度提高了
25%。这些结果说明我们所提出的基于决策树的建模技术、统一的有调类三音
子建模技术和一遍搜索的识别框架是成功的。同时，我们还初步研究了粤语语
音识别，并在声学层次上对两种方言作了对比，使得我们对两种方言的异同以
及建模技术和搜索架构的可移植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外，我们还研究了带
有口音的语音识别问题，以及口音语音库在降低误识率和提高声学模型鲁棒性
方面的作用。 

本文虽然解决了汉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中的几个关键的技术问题，但
随着语音识别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和深入，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我们将就
如下的几个问题做些讨论。 

• 说话人口音和个性特征 

我们知道说话人的口音、发音习惯和说话速度等个性特征严重影响语音识
别系统的性能。实验表明用口音库测试标准普通话训练出的识别系统，系统的
识别率急剧降低。如果语音识别技术要走向实用化，就必须提高识别系统的鲁
棒性。目前的解决方法是在各个典型地区采集大量的口音库，训练带有口音的
声学模型；或者建立发音词典，描述不同地区口音的变化；或者采用自适应技
术。然而，有关说话人口音和发音个性的数学描述还不清楚，如何建立一个统
一的数学模型以及如何在识别过程中方便有效地集成这些知识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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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声的处理 

语音信号的传输信道和环境噪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也必须重视，我们可以
把这些影响统一称为噪声的影响。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电话成为最普遍使用
的通信设备，所以电话语音识别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因为电话信道的差别
（如带宽、语音编码方式等）比较大，特别是有线信道和无线信道的差别，因
此在电话语音识别中，研究的重点在噪声环境下的语音信号处理技术，特别是
稳定和清晰的语音信号获取技术、鲁棒性的特征提取技术和噪声环境下的声学
建模。 

• 口语语音识别 

过去语音识别的研究主要放在书面语语音识别，随着语音识别技术研究的
深入，正逐步转向口语语音识别。口语语音更接近我们日常的说话方式，因而
口语语音识别更自然、应用面也更广。然而口语语音识别也会遇到书面语语音
识别中所意想不到的困难，在口语语音中，说话人的口音等个性特征更严重，
会出现吞音、掉音、重复、停顿等语言现象，而且在有意义的语音中夹杂着无
意义的“哼哈”等语音。因此，必须研究在口语语音识别中语音信号的声学建
模和训练以及语言模型的处理技术。 

• 知识表示和搜索的组织 

随着更多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进入语音识别，我们就必须研究知识的表
示和搜索的组织问题。有些语言知识是量化的（如统计语言模型），而有些知
识还没有做到量化或完全量化（如语法、语义知识），它们只是以规则的形式
出现，因此就需要研究如何在搜索中表示和组织这些知识，尽可能发挥它们对
语音识别的指导作用。 

• 与自然语言理解技术的融合 

语音识别的最终目的不仅要识别出说话人所说的是什么，更要理解说话人
所要表达的意义。因此，就需要把语音识别技术和自然语言理解技术融合在一
起。它们的结合拓展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口语对
话系统、基于语音识别的信息提取技术、语音翻译技术等。 

总之，语音识别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但未来的道路还很崎岖漫长，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
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而且也要在语音识别的应用上做更多的努
力，让我们的成果更多地服务于社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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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有关基本建模单元的问题集 

1. 左边是否 SILENCE,  /silence/ 

2. 左边是否齐齿呼, /ia ie iao iou ian in iang ing/ 

3. 左边是否合口呼, /u ua uo uai uei uan uen uang ong/ 

4. 左边是否撮口呼, /v ve van vn iong/ 

5. 左边是否 a, /a ia ua/ 

6. 左边是否 o, /o uo / 

7. 左边是否 e, /e ie ve/ 

8. 左边是否 e1, /e/ 

9. 左边是否 e2, /ie ve/ 

10. 左边是否 u, /u ao ou iao iou/ 

11. 左边是否是 i,i1,i2, /i ai ei uai uei i1 i2/ 

12. 左边是否是 i1,i2, {i1 i2} 

13. 左边是否是 i, {i ai ei uai uei} 

14. 左边是否鼻尾音, {an ian uan van en in uen vn ang iang uang eng ing ong 
iong} 

15. 左边是否 n, {an ian uan van en in uen vn} 

16. 左边是否 ng, {ang iang uang eng ing ong iong} 

17. 左边是否 er, {er} 

18. 左边是否爆破音, {b d g p t k} 

19. 左边是否不送气的爆破音, {b d g} 

20. 左边是否送气的爆破音, {p t k} 

21. 左边是否鼻音, {m n} 

22. 左边是否摩擦音, {f s sh x h} 

23. 左边是否塞擦音, {z zh j c ch q} 

24. 左边是否不送气的塞擦音, {z zh j} 

25. 左边是否送气的塞擦音, {c ch q} 

26. 左边是否双唇音, {b  p m} 

27. 左边是否唇齿音, {f} 

28. 左边是否舌尖音, {d t z c s 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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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左边是否卷舌音, {zh ch sh r} 

30. 左边是否舌面音, {j q x} 

31. 左边是否舌根音, {g k h} 

32. 左边是否零声母 1, {s1} 

33. 左边是否零声母 2, {y} 

34. 左边是否零声母 3, {w} 

35. 左边韵腹是否开口呼, {ai ei ao ou iao iou uai uei} 

36. 右边是否齐齿呼, {i ia ie iao iou ian in iang ing} 

37. 右边是否合口呼, {u ua uo uai uei uan uen uang ong} 

38. 右边是否合口呼 2, {u ua uo uai uei uan uen uang ong iong} 

39. 右边是否撮口呼, {v ve van vn iong} 

40. 右边是否撮口呼 2, {v ve van vn} 

41. 右边是否 a, {a ai ao an ang} 

42. 右边是否 a1, {a ao an ang} 

43. 右边是否 a2, {ai} 

44. 右边是否 o, {o ou} 

45. 右边是否 e, {e er ei en eng} 

46. 右边是否 e1, {e} 

47. 右边是否 e2, {ei} 

48. 右边是否 e3, {en eng er} 

49. 右边是否 Silence, {silence} 

50. 右边是否爆破音, {b d g p t k} 

51. 右边是否不送气爆破音, {b d g} 

52. 右边是否送气爆破音, {p t k} 

53. 右边是否鼻音, {m n} 

54. 右边是否摩擦音, {f s sh x h} 

55. 右边是否塞擦音, {z zh j c ch q} 

56. 右边是否不送气的塞擦音, {z zh j} 

57. 右边是否送气的塞擦音, {c ch q} 

58. 右边是否双唇音, {b  p m} 

59. 右边是否唇齿音, {f} 

60. 右边是否舌尖音, {d t z c s 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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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右边是否卷舌音, {zh ch sh r} 

62. 右边是否舌面音, {j q x} 

63. 右边是否舌根音, {g k h} 

64. 右边是否零声母 1, {s1} 

65. 右边是否零声母 2, {y} 

66. 右边是否零声母 3, {w} 

67. 右边韵腹或韵尾是否 a, {a ai ao an ang ia iao ian iang ua uai uan uang van} 

68. 右边韵头韵腹或韵尾是否 e, {e er ei en eng ie uei uen ve vn} 

69. 右边韵头韵腹或韵尾是否 o, {o ou iou uo } 

70. 右边是否开口呼, {a o e i1 i2 er ai ei ao ou an en ang eng} 

71. 右边是否 i,i1,i2, {i i1 i2} 

72. 右边是否 i1,i2, {i1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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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有关声调的问题集 

1. 本身韵母是轻声, {0} 

2. 本身韵母是 1声 , {1} 

3. 本身韵母是 2声 , {2} 

4. 本身韵母是 3声 , {3} 

5. 本身韵母是 4声 , {4} 

6. 本身韵母是所有声调,{0 1 2 3 4} 

7. 本身韵母是 2和 3声 , {2 3} 

8. 本身韵母是轻声和 1声 ,{0 1} 

9. 本身韵母是轻声和 2声 ,{0 2} 

10. 本身韵母是轻声和 3声 ,{0 3} 

11. 本身韵母是轻声和 4声 ,{0 4} 

12. 本身韵母是轻声和 2和 3声 ,{0 2 3} 

13. 左边韵母是轻声 ,{0} 

14. 左边韵母是 1声 ,{1} 

15. 左边韵母是 2声 ,{2} 

16. 左边韵母是 3声 ,{3 } 

17. 左边韵母是 4声 ,{4} 

18. 左边韵母是轻声和 1声 ,{0 1} 

19. 左边韵母是轻声和 2声 ,{0 2} 

20. 左边韵母是轻声和 3声 ,{0 3} 

21. 左边韵母是轻声和 4声 ,{0 4} 

22. 左边韵母是轻声和 2和 3声 ,{0 2 3} 

23. 左边韵母是无声 ,{10} 

24. 左边韵母是所有声调和无声,{0 1 2 3 4 10} 

25. 左边韵母是所有声调,{0 1 2 3 4} 

26. 右边韵母是轻声 ,{0} 

27. 右边韵母是 1声 ,{1} 

28. 右边韵母是 2声 ,{2} 

29. 右边韵母是 3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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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右边韵母是 4声 ,{4} 

31. 右边韵母是轻声和 1声 ,{0 1 } 

32. 右边韵母是轻声和 2声 ,{0 2} 

33. 右边韵母是轻声和 3声 ,{0 3} 

34. 右边韵母是轻声和 4声 ,{0 4 } 

35. 右边韵母是轻声和 2和 3声 ,{0 2 3} 

36. 右边韵母是无声 ,{10} 

37. 右边韵母是所有声调和无声, {0 1 2 3 4 10} 

38. 右边韵母是所有声调,{0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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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汉语标准普通话音节表 

a wo du pie kou nen lo jue zhuang chai sao fei 
ai ba duan pin kong nei lou jun zhui chan se feng 
an bai dui ping ku neng long za zhun chang sen fou 
ang ban dun pou kua ni lu zai zhuo chao seng fo 
ao bang duo po kuan nian luan zan ca che si fu 
e bao ga pu kuai niang lun zang cai chen sou ha 
en ben gai ta kuang niao luo zao can cheng song hai 
ei bei gan tai kui nie lv ze cang chi su han 
er beng gang tan kun nin lue zen cao chou suan hang 
eng bi gao tang kuo ning ran zei ce chong sui hao 
yi bian ge tao ma niu rang zeng cen chu sun he 
ya biao   gen te mai nong rao zi ceng chuan suo hen 
yan bie   gei tei man nou re zou ci chuai sha hei 
yang bin  geng teng mang nu ren zong cou chuang shai heng 
yao bing gou ti mao nuan reng zu cong chui shan hou 
ye bo gong tian me nuo ri zuan cu chun shang hong 
yin  bu    gu tiao men nv rou zui cuan chuo shao hu 
ying da    gua tie mei nue rong zun cui xi she hua 
yong dai guan ting meng la ru zuo cun xia shei huan 
yo dan guai tou mi lan ruan zha cuo xian shen huai 
you dang guang tong mian lang rui zhai qi xiang sheng huang 
yu dao gui tu miao lai run zhan qia xiao shi hui 
yuan de gun tuan mie lao ruo zhang qian xie shou hun 
yue dei guo tui min le ji zhao qiang xin shu huo 
yun den pa tun ming lei jia zhe qiao xing shua  
ou deng pai tuo miu leng jian zhei qie xiong shuan  
weng di pan ka mou li jiang zhen qin xiu shuai  
o dia pang kai mo lia jiao zheng qing xu shuang  
wu dian pao kan mu lian jie zhi qiong xuan shui  
wa diao pen kang na liang jin zhou qiu xue shun  
wan die pei kao nai liao jing zhong qu xun shuo  
wai ding peng ke nan lie jiong zhu quan sa fa  
wang diu pi kei nang lin jiu zhua que sai fan  
wei dou pian ken nao ling ju zhuan qun san fang  
wen dong piao keng ne liu juan zhuai cha sang 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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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粤语音节表 

aa aai aak aam aan aang aap aat aau ai ak am an ang 
at au m ng o oi ok on ong ou uk baa baai baak 
baan baap baat baau bai bak bam ban bang bat be bei beng bik 
bin bing bit biu bo bok bong bou bu bui buk bun bung but 
caa caai caak caam caan caang caap caat caau cai cak cam can cang 
cap cat cau ce cek ceng ceoi ceon ceot ci cik cim cin cing 
cip cit ciu co coe coek coeng coi con cong cou cuk cung cyu 
cyun cyut daa daai daak daam daan daang daap data dai dak dam dan 
dang dap dat dau de dei dek deng deoi deon di dik dim din 
ding dip dit diu do doe doek doing doi dok don dong dou duk 
dum dung dyun dyut  faa faai faak faan faat faau fai fan fang fat 
fau fe fei fo fok fon fong fu fui fuk fun fung fut gaa 
gaai gaak gaam gaan gaang gaap gaat gaau gai gak gam gan gang gap 
gat gau ge gei gek geng geoi gik gim gin ging gip git giu 
go goe goek goeng goi gok gon gong got gou gu guk gun gung 
gyun gwaa gwaai gwaak gwaam gwaan gwaat gwai gwan gwang gwat gwing gwo gwok 
gwon gwong haa haai haak haam haan haang haap haat haau hai hak ham 
han hang hap hat hau hei hek heng heoi him hin hing hip hit 
hiu ho hoe hoek hoeng hoi hok hon hong hot hou huk hum hung 
hyun hyut  jaa jaau jai jak jam jan jap jat jau je jeng jeoi 
jeon ji jik jim jin jing jip jit jiu joe joek joeng juk jung 
jyu jyun jyut kaa kaak kaan kaat kaau kai kam kan kang kap kat 
kau ke kei kek keoi kik kim kin king kit kiu ko koe koek 
koeng koi kok kon kong kou ku kui kuk kung kut kyun kyut  kwaa 
kwaak kwaan kwaang kwai kwan kwik kwok kwong laa laai laak laam laan laang 
laap laat laau lai lak lam lan lang lap lat lau le lei lek 
leng leoi leon leot li lik lim lin ling lip lit liu lo loe 
loek loeng loi lok lon long lou lu luk lung lyun lyut maa maai 
maak maan maang maat maau mai mak man mang mat mau me mei meng 
mi mik min ming mit miu mo mok mon mong mou mu mui muk 
mun mung mut naa naai naak naam naan naap naau nai nam nan nang 
nap nau ne nei neng neoi neon ngaa ngaai ngaak ngaam ngaan ngaang ngaap 
ngaat ngaau ngai ngak ngam ngan ngang ngat ngau ngo ngoi ngok ngon ngong 
ngou nguk ni nik nim nin ning nip nit niu no noe noek noeng 
noi nok nong nou nuk nung nyun nyut  paa paai paak paan paang paat 
paau pai pan pang pat  pe pei pek peng pik pin ping pit  piu 
po pok pon pong pou pui puk pun pung put  saa saai saak saam 
saan saang saap saat saau sai sak sam san sang sap sat sau se 
sei sek seng seoi seon seot si sik sim sin sing sip sit siu 
so soe soek soeng soi sok son song sou suk sung syu syun syut  
taa taai taam taan taap taat taau tai tam tan tang tap tau te 
tei tek teng teoi teon ti tik tim tin ting tip tit  tiu to 
toe toi tok ton tong tou tuk tung tut  tyun tyut  waa waai waak 
waan waang waat wai wan wang wat wei wik wing wo wok won wong 
wu wui wun wut zaa zaai zaak zaam zaan zaang zaap zaat zaau zai 
zak zam zan zang zap zat zau ze zek zeng zeoi zeon zeot zi 
zik zim zin zing zip zit ziu zo zoe zoek zoeng zoi zok zon 
zong zou zuk zung zyu zyun zy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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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有关粤语基本建模单元的问题集 

1) "R_I-P_labial"    I_b, I_p, I_m, I_w 

2) "R_I-P_alveolar"  I_d, I_t, I_n, I_c, I_z, I_s, I_j 

3) "R_I-P_velar"  I_g, I_k, I_ng, I_gw, I_kw 

4) "R_I-P_lip_round" I_w, I_gw, I_kw 

5) "R_I-P_lateral" I_l 

6) "R_I-P_vocal" I_h 

7) "R_I-P_dental_labial" I_f 

8) "R_I-M_plosive"  I_b, I_d, I_g, I_gw, I_p, I_t, I_k, I_kw 

9) "R_I-M_nasal"  I_m, I_n, I_ng 

10) "R_I-M_fricative" I_s, I_f, I_h 

11) "R_I-M_affricate" I_z, I_c 

12) "R_I-M_pan_fricative" I_s, I_f, I_h, I_z, I_c 

13) "R_I-M_approximant" I_l, I_w, I_j 

14) "R_I-M_glide"  I_w, I_j 

15) "R_I-M_aspirated" I_p, I_t, I_k, I_kw, I_c 

16) "R_I-M_unaspirated" I_b, I_d, I_g, I_gw, I_z 

17) "R_F-V_front"  F_i, F_iu, F_im, F_in, F_ing, F_ip, F_it, F_ik, F_ei, 
F_eng, F_e, F_ek 

18) "R_F-V_midFB" F_aa, F_aai, F_aau, F_aam, F_aan, F_aang, F_aap,   

F_aat, F_aak, F_ai, F_au, F_am, F_an, F_ang, F_ap, F_at, F_ak 

19) "R_F-V_back" F_oi, F_ou, F_on, F_ong, F_o, F_ot, F_ok, F_u, F_ui,  

F_un, F_ut, F_ung, F_uk 

20) "R_F-V_round" F_u, F_ui, F_un, F_ut, F_ung, F_uk, F_o, F_on, F_ong, F_ot, 
F_ok, F_oi, F_ou, F_oe, F_oek, F_oeng, F_eoi, F_eon, F_eot, F_yu,F_yun, F_yut 

21) "R_F-V_unround" F_aa, F_aai, F_aau, F_aam, F_aan, F_aang, F_aap, 
F_aat, F_aak, F_ai, F_au, F_am, F_an, F_ang, F_ap, F_at, F_ak, F_i, F_iu, F_im, 
F_in, F_ing, F_ip, F_it, F_ik, F_ei, F_eng, F_e, F_ek 

22) "R_F-V_high" F_i, F_iu, F_im, F_in, F_ing, F_ip, F_it, F_ik, F_u, F_ui, F_un, 
F_ut, F_ung, F_uk, F_yu, F_yun, F_yut  

23) "R_F-V_midHL" F_ai, F_au, F_am, F_an, F_ang, F_ap, F_at, F_ak, F_ei, 
F_eng, F_e, F_ek, F_oe, F_oek, F_oeng 

24) "R_F-V_low"  F_aa, F_aai, F_aau, F_aam, F_aan, F_aang, F_aap, F_aat, 
F_aak, F_oi, F_ou, F_on, F_ong, F_o, F_ot, F_ok  

25) "R_F-aaX"   F_aa, F_aai, F_aau, F_aam, F_aan, F_aang, F_aap, F_aat, F_a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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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R_F-aX" F_ai, F_au, F_am, F_an, F_ang, F_ap, F_at, F_ak 

27) "R_F-iX" F_i, F_iu, F_im, F_in, F_ing, F_ip, F_it, F_ik 

28) "R_F-yuX" F_yu, F_yun, F_yut 

29) "R_F-uX" F_u, F_ui, F_un, F_ut, F_ung, F_uk 

30) "R_F-eX" F_ei, F_eng, F_e, F_ek 

31) "R_F-oeX" F_oe, F_oek, F_oeng, F_eoi, F_eon, F_eot  

32) "R_F-oX" F_oi, F_ou, F_on, F_ong, F_o, F_ot, F_ok 

33) "R_sil"  sil 

34) "R_F_ai" F_ai 

35) "R_F_au" F_au 

36) "R_F_am" F_am 

37) "R_F_an" F_an 

38) "R_F_ang" F_ang 

39) "R_F_aai" F_aai 

40) "R_F_aau" F_aau 

41) "R_F_aam" F_aam 

42) "R_F_aan" F_aan 

43) "R_F_aang" F_aang 

44) "R_F_oi" F_oi 

45) "R_F_ou" F_ou 

46) "R_F_on" F_on 

47) "R_F_ong" F_ong 

48) "R_F_ei"  F_ei 

49) "R_F_eng" F_eng 

50) "R_F_eoi" F_eoi 

51) "R_F_eon" F_eon 

52) "R_F_ing" F_ing 

53) "R_F_iu" F_iu 

54) "R_F_im" F_im 

55) "R_F_in" F_in 

56) "R_F_ung" F_ung 

57) "R_F_ui" F_ui 

58) "R_F_un" F_un 

59) "R_F_oeng" F_oeng 

60) "R_F_yun" F_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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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R_I_b"  I_b 

62) "R_I_c"  I_c 

63) "R_I_d"  I_d 

64) "R_I_f"  I_f 

65) "R_I_g"  I_g 

66) "R_I_gw"  I_gw 

67) "R_I_h"  I_h 

68) "R_I_j"  I_j 

69) "R_I_k"  I_k 

70) "R_I_kw"  I_kw 

71) "R_I_l"  I_l 

72) "R_I_m"  I_m 

73) "R_I_n"  I_n 

74) "R_I_ng" I_ng 

75) "R_I_p"  I_p 

76) "R_I_s"  I_s 

77) "R_I_t"  I_t 

78) "R_I_w"  I_w 

79) "R_I_z"  I_z 

80) "R_F_ap" F_ap 

81) "R_F_at" F_at 

82) "R_F_ak" F_ak 

83) "R_F_aa" F_aa 

84) "R_F_aap" F_aap 

85) "R_F_aat" F_aat 

86) "R_F_aak" F_aak 

87) "R_F_o"  F_o 

88) "R_F_ot" F_ot 

89) "R_F_ok" F_ok 

90) "R_F_e"  F_e 

91) "R_F_ek" F_ek 

92) "R_F_eot" F_eot 

93) "R_F_ik" F_ik 

94) "R_F_i"  F_i 

95) "R_F_ip" F_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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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R_F_it"  F_it 

97) "R_F_uk" F_uk 

98) "R_F_u"  F_u 

99) "R_F_ut" F_ut 

100) "R_F_oe" F_oe 

101) "R_F_oek" F_oek 

102) "R_F_yu" F_yu 

103) "R_F_yut" F_yut 

104) "R_F_m" F_m 

105) "R_F_ng" F_ng 

106) "L_I-P_labial" I_b, I_p, I_m, I_w 

107) "L_I-P_alveolar" I_d, I_t, I_n , I_c, I_z, I_s, I_j 

108) "L_I-P_velar" I_g, I_k, I_ng, I_gw, I_kw 

109) "L_I-P_lip_round" I_w, I_gw, I_kw 

110) "L_I-P_lateral" I_l 

111) "L_I-P_vocal" I_h 

112) "L_I-P_dental_labial"  I_f 

113) "L_I-M_plosive" I_b, I_d , I_g, I_gw, I_p, I_t, I_k, I_kw 

114) "L_I-M_nasal" I_m, I_n, I_ng  

115) "L_I-M_fricative" I_s, I_f, I_h 

116) "L_I-M_affricate" I_z, I_c 

117) "L_I-M_pan_fricative" I_s, I_f, I_h, I_z, I_c 

118) "L_I-M_approximant" I_l, I_w, I_j 

119) "L_I-M_glide"  I_w, I_j 

120) "L_I-M_aspirated"  I_p, I_t, I_k, I_kw, I_c 

121) "L_I-M_unaspirated" I_b, I_d, I_g, I_gw, I_z 

122) "L_F-V_i"  F_aai, F_ai, F_ei, F_i, F_oi, F_eoi, F_ui 

123) "L_F-V_u"  F_u, F_aau, F_au, F_iu, F_ou 

124) "L_F-C_nasal" F_aam, F_am, F_im, F_m, F_aan, F_an, F_in, F_on, 
F_eon, F_un, F_yun, F_aang, F_ang, F_eng, F_ing, F_ong, F_oeng, F_ung 

125) "L_F-C_stop" F_aap, F_ap, F_ip , F_aat, F_at, F_it, F_ot, F_eot, F_ut, 
F_yut, F_aak, F_ak, F_ek, F_ik, F_ok, F_oek, F_uk 

126) "L_F-C_labial" F_aam, F_am, F_im, F_m, F_aap, F_ap, F_ip 

127) "L_F-C_alveolar" F_aan, F_an, F_in, F_on, F_eon, F_un, F_yun, F_aat, 
F_at, F_it, F_ot, F_eot, F_ut, F_y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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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L_F-C_velar" F_aang, F_ang, F_eng, F_ing, F_ong, F_oeng, F_ung, 
F_aak, F_ak, F_ek, F_ik, F_ok, F_oek, F_uk 

129) "L_F-C_m"  F_aam, F_am, F_im, F_m 

130) "L_F-C_n"  F_aan, F_an, F_in, F_on, F_eon, F_un, F_yun 

131) "L_F-C-ng"  F_aang, F_ang, F_eng, F_ing, F_ong, F_oeng, F_ung 

132) "L_F-C-p"  F_aap, F_ap, F_ip 

133) "L_F-C-t"  F_aat, F_at, F_it, F_ot, F_eot, F_ut, F_yut  

134) "L_F-C-k"  F_aak, F_ak, F_ek, F_ik, F_ok, F_oek, F_uk 

135) "L_A_labial"  I_b, I_p, I_m, I_w  

136) "L_A_alveolar" I_d, I_t, I_n, I_c, I_z, I_s, I_j  

137) "L_A_velar"  I_g, I_k, I_ng, I_gw, I_kw  

138) "L_A_nasal"  I_m, I_n, I_ng  

139) "L_sil"  sil 

140) "L_F_ai"  F_ai 

141) "L_F_au"  F_au 

142) "L_F_am"  F_am 

143) "L_F_an"  F_an 

144) "L_F_ang"  F_ang 

145) "L_F_aai"  F_aai 

146) "L_F_aau"  F_aau 

147) "L_F_aam"  F_aam 

148) "L_F_aan"  F_aan 

149) "L_F_aang"  F_aang 

150) "L_F_oi"  F_oi 

151) "L_F_ou"  F_ou 

152) "L_F_on"  F_on 

153) "L_F_ong"  F_ong 

154) "L_F_ei"  F_ei 

155) "L_F_eng"  F_eng 

156) "L_F_eoi"  F_eoi 

157) "L_F_eon"  F_eon 

158) "L_F_ing"  F_ing 

159) "L_F_iu"  F_iu 

160) "L_F_im"  F_im 

161) "L_F_in"  F_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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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L_F_ung"  F_ung 

163) "L_F_ui"  F_ui 

164) "L_F_un"  F_un 

165) "L_F_oeng"  F_oeng 

166) "L_F_yun"  F_yun 

167) "L_I_b"  I_b  

168) "L_I_c"  I_c  

169) "L_I_d"  I_d  

170) "L_I_f"  I_f  

171) "L_I_g"  I_g  

172) "L_I_gw"  I_gw 

173) "L_I_h"  I_h 

174) "L_I_j"  I_j 

175) "L_I_k"  I_k 

176) "L_I_kw"  I_kw 

177) "L_I_l"  I_l 

178) "L_I_m"  I_m 

179) "L_I_n"  I_n 

180) "L_I_ng"  I_ng 

181) "L_I_p"  I_p 

182) "L_I_s"  I_s 

183) "L_I_t"  I_t 

184) "L_I_w"  I_w 

185) "L_I_z"  I_z 

186) "L_F_ap"  F_ap 

187) "L_F_at"  F_at 

188) "L_F_ak"  F_ak 

189) "L_F_aa"  F_aa 

190) "L_F_aap"  F_aap 

191) "L_F_aat"  F_aat 

192) "L_F_aak"  F_aak 

193) "L_F_o"  F_o  

194) "L_F_ot"  F_ot 

195) "L_F_ok"  F_ok 

196) "L_F_e"  F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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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L_F_ek"  F_ek 

198) "L_F_eot"  F_eot 

199) "L_F_ik"  F_ik 

200) "L_F_i"  F_i  

201) "L_F_ip"  F_ip 

202) "L_F_it"  F_it 

203) "L_F_uk"  F_uk 

204) "L_F_u"  F_u  

205) "L_F_ut"  F_ut 

206) "L_F_oe"  F_oe 

207) "L_F_oek"  F_oek 

208) "L_F_yu"  F_yu 

209) "L_F_yut"  F_yut 

210) "L_F_m"  F_m  

211) "L_F_ng"  F_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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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1. Sheng Gao, BoXu, Hong Zhang, Bing Zhao, Chengrong Li and Taiyi Huang, 
“Update of Progress of Sinohear: Advanced Mandarin LVCSR System At 
NLPR”, ICSLP2000, Beijing. 

2. Sheng Gao, Bo Xu and Taiyi Huang, “ A New Framework for Mandairn 
LVCSR Based on One-pass Decoder”, ISCSLP2000, Beijing. 

3. Sheng Gao, Bo Xu, Tan Lee and Taiyi Huang,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A View From Speech Recognition Engine 
Portability”, Multi- lingual Speech Communication Workshop, ATR, Oct 11-
Oct 13m 2000, Japan. 

4. Sheng Gao, Tan Lee, Y.W. Wong, Bo Xu, P.C. Ching and Taiyi Huang, 
“Acoustic Modeling For Chinese Speech Recogni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ndarin And Cantonese”, ICASSP’2000, pp.967-970, Istanbul. 

5. 高升，徐波，黄泰翼 , “基于决策树的汉语三音子模型”, 声学学报，
Vol.25, No.6, pp.504-509, Nov. 2000. 

6. Sheng Gao, Bo Xu and Taiyi Huang, “Class-triphone acoustic modeling based 
on decision tree for Mandarin continuous speech recognition”, Proc. 
ISCSLP’98, pp.44 – 48, Dec.1998. 

7. Bo Xu, Sheng Gao, Yang Cao, Hua Wu and Taiyi Huang, “Integrating tone 
information in continuous Mandarin recognition”, In Proc. ISSPIS’99, 
Guangzhou, P.R.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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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博士期间参加的主要项目 

1. 汉语非特定人连续听写机系统的研究，国家“863”项目支持（1997 年
12月-1998年 12月） 

2. 连续语音识别中的声学模型和搜索算法的研究，国家“863”项目支持
（1997年 12月-1999年 12月） 

3. 汉语连续听写机系统的应用研究，中国科学院项目支持（1998 年 5 月-
1999 年 5 月） 

4. 汉语和粤语连续听写机系统的产品开发和相关的研究，国家“863”项
目支持（1998 年 12 月-2000 年 12 月） 

5. 汉语和粤语的比较研究，香港研究基金委员会支持（Hong Kong 
Research Grants Council，1999 年 7 月-2000 年 1 月于香港中文大学电子
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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