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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浏览器的概念 、框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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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语音浏览器的概念和框架 , 以及语音输入 、对话管理和响应生成整个口语对话过程的标记规范 ,重点说明了语音

浏览器的核心标准 Vo iceXM L的原理和工作特性 ,并描述了应用语音浏览器创建口语对话系统的整体方案。以此为基础 , 本

文给出了语音浏览器在股票交易系统中的具体应用实例。通过语音浏览器平台 , 可以创建灵活性很强的混合主导对话模式

的口语对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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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The ar ticle ana ly sis the vo ice brow se r's concep ts and fram e, and m arkup standa rds of speech input, dia log m anagem ent and

re sponse ou tpu t, illum ina te the co re standard of vo ice brow se r - Vo iceXM L's principles and cha rac te ristics, de scribe the w ho le so lu-

tion of build ing spoken dia log sy stem using vo ice b row ser. A t last, the a rtic le describe its applica tion in the stock exchange sy stem. W e

should build the m ixed - interactive spoken d ia log system based on vo ice brow 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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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用户主要通过阅读屏幕 、操作键盘和鼠标来完成对网站的访问 。下一代互联网的访问方式和网

站内容的组织方式则有很大的不同。万维网各种技术标准的国际组织W 3C不仅开发了用以表达W eb页面

语义的可扩展标记语言 XML,还定义了能够生成语音输出并理解语音输入的语音浏览器的技术规范。

语音浏览器支持人们以语音对话的方式与 Web页面进行交互 ,将扩展网站的访问人群 ,增加人们对网

站内容的访问途径。语音浏览器的最终目标是要让人们不仅通过计算机屏幕 ,还能通过语音方式和互联网

进行交互 ,将来甚至还能支持书写等其他交互方式 。

语音浏览器核心的语音标记语言是建立在 XML语言基础上 ,实现了数据和表现的分离 ,计算机可以很

容易地理解用户语音输入 ,并生成语音响应。W3C定义了一套标记语言 ,这些标记语言涵盖了语音识别 、对

话管理 、语音合成 、呼叫控制等语音交互应用程序的各个方面 。W 3C还制定了诸如语音合成标记语言 、语音

识别语法规范和呼叫控制 XML等规范 ,这些规范分别是为描述语音合成 、语音识别和呼叫控制等的语法而

构建的 。其中 , V oiceXML是对话标记语言 ,以它为核心 ,并结合语音浏览器的其他规范 ,就可以方便地创建

系统主导或混合主导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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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音接口框架

口语对话系统可以采用上述各种规范定义的标记语言来实现各个系统组件的功能 ,这些技术规范组成

了W 3C语音接口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不同的对话系统采用的技术不一样 ,组件结构也不一样 ,W3C

语音接口框架并非直接定义口语对话系统中的各个系统组件 ,仅定义了口语对话系统中需要使用的标记语

言 。也就是说 ,语音接口框架定义的是对话系统的表示方法 。

(1)Vo iceXML 2. 0
[ 1]
:标记语言主要用以创建语音对话 ,它支持口语 、电话按键等输入模式和合成语音 、

音频文件等输出模式 ,也可录制数字音频 ,并具有对话过程控制功能。 Vo iceXML支持具有混合主导特征的

人机对话 ,是开发对话管理器的有力工具。对话管理器的功能是提示用户输入 ,并根据用户表达的意向决

定系统下一步的行为 。由于对话管理器是口语对话系统中最重要的组件 , V oiceXML在整个语音接口框架中

也居于核心地位 ,后一节将对它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

(2)SRGS
[ 2]
:语音识别的过程需要一个语言模型 ,识别器在语言模型给定的输入期待内寻找最可能匹

配输入语音的文字序列 ,有效完成识别任务。采用 SRGS的语音识别器除了语音流输入外 ,还必须能接受用

SRGS语法形式表达的输入期待。语音识别器使用输入期待来指导语音识别过程。 SRGS就针对语言模型

的表达 ,定义了一系列的标记。这些标记可以构成特定的语法形式来表示输入期待。另外 ,文献 [ 3]中定义

了 n - g ram语言模型的标记语言 ,也可用于概念和语义的表达 。

SRGS定义的标记语言称为 SGML。 SGML允许使用 ABNF和 XML两种语法表达形式 ,这两种表达形式

能够互相映射 ,也能自动转换。 SRGS允许把 ABNF或 XML形式表达的语法嵌入到其他文档中。例如 ,

V oiceXML2. 0中的标签 <g rammar>支持嵌入式语法 ,把 ABNF形式和 XML形式的语法包含在 Vo iceXML文

档中。

(3)自然语言语义标记语言 [ 4] :目前正在开发的语音识别语义解释规范定义了一种语言 ,可以嵌入到

SRGS语法的标签中 ,执行语义解释过程。语义解释处理器的输出可以使用自然语言语义标记语言表示 。

语义解释标签提供了一种方法 ,将计算语义结果的方法加入语音识别的语法中。语义解释标签处理器和

V oiceXML处理器一起使用时 ,能将 SRGS处理器生成的结果转换成 ECMAScrip t对象 ,然后作为 Vo iceXML

处理器的输入处理。

(4)SSML[ 5] :是语音合成标记语言 ,不仅用来标记生成的语音内容 ,还可以标记语音质量 ,比如音量 、音

速等。 SSML可以和 VoiceXML配合工作 , Vo iceXML中 <prompt>元素就是建立在以 SSML为基础的模型

上 , SSML中的很多元素也都可以直接用于 Vo iceXML。 SSML一般在口语对话系统的语言生成和语音合成

组件中应用 。

2　VoiceXML

Vo iceXML设计目的是简化语音交互应用程序的构建过程 ,是一个电话语音用户接口和语音交互的技术

标准。 VoiceXML定义了对话结构 、对话流 、用户输入和系统输出等各个对话组件所需要的标记 ,这不仅使得

V oiceXML具备了创建语音对话的能力 ,而且也使得 VoiceXML在构成语音浏览器技术基础的各个标记语言

中处于核心的地位。目前的 VoiceXML正式规范是 2. 0版 。

2. 1　Vo iceXML的体系结构

图 1是 Vo iceXML体系结构模型图。其中 V oiceXML解释器和文档服务器之间是客户与服务器的交互

关系。解释器向服务器发出请求 ,服务器根据请求产生需要的 VoiceXML文档作为应答发送给解释器 ,然后

解释器负责处理收到的 VoiceXML文档。和解释器一起工作的还有解释器上下文环境组件 ,它的工作是监

测用户的输入。

执行平台由 Vo iceXML解释器环境和 V oiceXML解释器分别进行控制。语音交互应用程序中 , Vo ice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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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Vo iceXML体系结构模型图

解释器环境负责检测呼叫输入 ,获取初始的 VoiceXML文档 ,并产生应答 ,

V oiceXML解释器则负责管理应答后的对话。执行平台生成用户行为的响应

事件(例如接收口语或字符输入 、断开连接等)和系统事件 (例如时间终止

等 )。

2. 2　基本原理

Vo iceXML应用程序由一组 VoiceXML文档组成 ,这组 Vo iceXML文档中

有一个根文档 ,在应用程序执行过程中 ,根文档都会一直保持 ,直到通话结束

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应用程序执行。当用户开始启动与 Vo iceXML解释器交互

的时候 ,就开始了一个完整的对话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程序不断地装载和卸

载 V oiceXML文档 。在用户 、VoiceXML文档或者解释器环境发出结束请求时 ,一个完整的对话过程才能

结束。

同一个 V oiceXML应用程序中的所有文档都可以利用根文档中的信息 ,在执行应用程序的任何文档时 ,

都会自动与根文档联系。一个 Vo iceXML文档相当于一个对话的有限状态机 ,描述一系列的对话交互过程 。

任何时候用户总是处于某个对话状态中 。每个对话通过 UR I
2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来指定下一个对

话 。如果 UR I没有指定一个文档 ,就将在当前文档进行下一个对话;如果没有具体指定下一个对话 ,就将指

定文档的第一个对话作为下一个对话 。

Vo iceXML对话包括表单和菜单两类。菜单把多个可选内容提供给用户 ,并根据用户选择转移到另外一

个对话状态 。每个对话状态有一个语法相关联 ,语法用以描述期望的用户输入 ,用户输入或者是口语输入 ,

或者是双音多频键输入。最简单的情况下 ,只有当前对话的语法才是激活的 。在更复杂的情况下 ,其他语

法也可以是激活的。表单定义了一个交互 ,这个交互收集表单中每个域的值 ,并提交给服务器。每个域可

以指定一个提示 、输入期望或评价规则。

Vo iceXML还允许类似函数调用的子对话 ,在调用过程中保持对话的本地状态信息。子对话可被用于处

理确认 ,也可以用于创建通用任务的可重用对话库 。Vo iceXML通过定义变量来保持数据 。变量可以在任何

一个级别上定义 ,按照继承型模型来确定有效范围 。通过测试变量值可以决定要转移到的下一个对话状

态 。变量表达式也可以用在条件提示和语法中 。

当提示后用户响应失败 ,或者当输入不能被理解时 ,系统将抛出事件 。 VoiceXML允许制定捕获事件后

的处理方法 。事件捕获和处理也按照一个继承模型 ,如果在对话级没有相应的处理方法 ,事件就会在更高

的级别上被捕获 。

Vo iceXML允许你使用 ECMAScrip t对应用程序进行特殊控制。 VoiceXML使用了类似表单填充的方法 ,

可以在一个单一的响应中为收集多个域中的值定义一个复杂的语法 ,任何未填充的域都可以由每个对话内

定义的特殊子对话处理。

2. 3　混合主导

Vo iceXML不仅能够创建系统指导的对话 ,还能创建混合主导对话。混合主导对话是指用户和系统都可

以主导对话进程 ,而系统指导的对话流程是由系统预先设定好的 。与系统指导的对话相比 ,混合主导的对

话界面更友好。由于混合主导的对话每个对话回合都可以表达更多的信息 ,设计得好的混合主导对话能够

用较少的回合完成同样的对话任务。 Vo iceXML混合主导的特点是表单驱动的 。

4　股票交易系统的语音浏览器解决方案

语音浏览器作为新一代浏览器 ,尽量将复杂的人机对话系统构建过程实现简单化和模块化 。本节描述

了一个基于语音浏览器开发平台的股票交易系统。其基本框图如图 2所示 。

作为一种电话语音系统 ,其最常见的应用领域是信息的查询与获取 、操作指令的理解与执行等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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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混合主导口语对话系统

语音股票交易系统基于语音浏览器的一般原理 ,系统基本构

成包括语音识别组件 、语言理解组件 、对话管理组件 、语言生

成组件和语音合成组件。

语音识别组件:通过使用 SGML标记的语言模型对用户

的口语输入进行语音识别 。

语言理解组件:使用预先指定的语法从文本字符串中抽

取语义信息 。文本字符串可由语音识别器产生 ,也可以是用

户通过键盘输入 。理解过程也使用了 SGML标记信息 ,并对

语言理解的结果进行标记 。通过自然语言标记 ,可以得到用户查询或者买卖股票等意图信息和股票名称等

语义概念。

对话管理组件:主要任务是提示用户输入 ,并根据用户表达的意向决定系统的响应行为 ,使用 Vo iceXML

标记对话脚本 ,可以设计混合主导对话。根据用户的查询指令或者买卖指令完成相应的操作。

语言生成组件:产生响应用户的文本 。文本可以包含使用语音合成标记语言标签 。这些标签说明文本

如何发音。

语音合成组件:将语言生成组件产生的响应文本转化为声音。基于语音浏览器平台构建的系统是由口

语对话系统中领域无关模块构成的 ,这部分对于各具体任务领域来讲是通用的 ,具备可移植性。因此只要

基于语音浏览器平台定义好领域相关模块 ,在该平台上就可开发出针对具体任务领域的各种口语对话系

统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口语对话系统的开发效率和可移植性。

5　结束语

语音浏览器定义了理解语音输入 、响应语音生成等整个口语对话过程的标记规范 ,其最终目标使人们

能够能通过语音和万维网进行直接交互。本文分析了语音浏览器概念和框架 ,并仔细描述了其核心

V oiceXML对话标记语言部分 。以此为基础 ,给出了语音浏览器在股票交易系统中的具体应用实例 ,通过它

可以创建股票交易中的混合主导对话模式 。语音浏览器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 ,随着研究的发展 ,它将给越

来越多的领域带来深刻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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