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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口语对话系统中 ,集外词的存在会引起很多识别错

误 ,为了有效地发现并拒绝集外词 ,提高系统性能 ,研究利用

置信度打分进行语音确认的方法 ,发现并拒绝识别错误。 提

出上下文相关的置信度特征 ,充分考虑当前待确认词与其前

序词和后序词之间的相关性。实验结果表明: 上下文相关的

置信度特征能够很好地提高拒识性能 ,对符合识别文法的句

子 ,错误拒绝率为 2. 5%或 5%时 ,对比没有使用上下文相关

的置信度特征时 ,错误接受率分别下降了 29%和 36% ; 基

于置信度打分的语音确认策略在拒识性能上优于系统已有

的在线垃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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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 scoring using context dependent

features for word verification

SUNHui , ZHENG Fang , WUWenhu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 igent Technology and Sys tem,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s inghua Universi 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 tract: In a spoken dialogue s ystem , out-of-vocabu lary w ords

wi ll lead to recognit ion errors. A conf idence scoring s t rategy for

w ord veri fication w as dev elop ed to detect and reject such recogni tion

erro rs. Con text-dependent conf idence features w ere used based on

th e information in the p revious and fol lowing wo rds. Th e result s

show th at th e contex t d ependen t confidence features great ly improve

th e wo rd v erif ication performance. For in-g rammar sentences, th e

fals e accep tance rate is reduced by 29% at a fal se rejection rate of

2. 5% and by 36% at a reject ion rate of 5% , compared wi th a

sys tem not using th e con text-dependent confid ence features. Th e

v erif ication s t rateg y based on conf idence s coring also h as bet ter

performance th an the veri fi cation m ethod using the on line f ill er

model.

Key words: information proces sing; speech recogni tion; confidence

measu res; w ord v erifi cation; s poken dialogu e sys tem

对于这些特定领域的对话系统来说 ,识别词表

总是有限的 ,在实际应用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词表

外的词 ,集外词的存在引起了很多识别错误 ,因此如

何拒绝集外词就成为设计系统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很多对话系统的识别前端是基于关键词识别技

术的。在关键词识别中 ,采用补白模型来吸收集外词

是比较流行的方法 [1 3]。一般说来 ,主要有 3种补白

模型: 一是集外补白模型 ,用训练数据中除关键词

之外的其他部分训练补白模型 ,当关键词发生变化

时 ,这种补白模型需要重新训练 ; 另一种补白模型

由子词模型直接构成或拼接组合而成 ,当关键词发

生变化时 ,无须重新训练补白模型 ,具有较好的灵活

性 ,但需要的训练数据较大 ; 还有一种方法用在线

补白模型来吸收集外词 ,不建立特定的补白模型 ,而

是在搜索过程中动态地形成一个补白 ,同关键词进

行竞争 ,此方法计算简单 ,且有一定的抗噪性。口语

对话系统得意自动总机 ( d-Ear At tendant )
[ 4]原先正

是采用了这种拒识方法。

与补白模型在识别同时吸收集外词的方法不

同 ,基于置信度打分的语音确认方法需要在识别结

束后对结果进行二次确认: 评价所有候选结果的可

靠性 ,拒绝那些置信度得分比较低的识别候选。基于

置信度打分的语音确认中可以利用多种置信度特

征 ,本文在研究常用置信度特征的基础上 ,提出上下

文相关的置信度特征 ,考虑上下文对当前待确认词

的影响情况 ,提高了语音确认的性能。

1　置信度特征

本文用到了两类置信度特征: 第一类特征仅仅

描述了当前待确认词的置信程度 ,称为局部置信度

特征 ; 第二类特征是在局部置信度特征基础上提出

的上下文相关的置信度特征 ,主要考虑了当前待确

认词与其相邻词之间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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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局部置信度特征

选取那些具有区分度的置信度特征用于语音确

认这一问题已有大量的研究 [5, 6 ]。根据使用的知识源

的不同 ,置信度确认特征大致可分为 3类: 声学层

面特征、语言模型特征、词图特征。

声学层面的置信度特征主要是基于最大后验概

率 ( maximum a posterio r probabi li ty , M AP)的。理

论上 ,给定的语音特征序列 X , 词模型 W对应的后

验概率 p (W|X )本身就是 W的置信特征 CM AP (W|

X )。根据 Bayes公式 ,有

CM AP (W|X ) = p (W|X ) =
p (W )p ( X|W )

p ( X )
.

　　在实际的语音识别系统中 ,一般都忽略不计

p (X ) , 因为对给定的 X 来说 , p (X )是一个常量。

但是 ,在计算代表置信程度的后验概率时 ,必须考虑

p (X )。可以通过一个全词网络来计算 p (X ) , 即

p (X ) = ∑
W

p (W )p ( X|W ) .

这种方法的计算量非常大。大多数系统中都采用不同

的近似方法来算 p (X ) , 如用前 N个候选来近似。

本文中用到的局部置信度确认特征主要是基于

最大后验概率的。此外 ,还从识别结束后得到的词图

中提取了特征。 d-Ear At tendant系统的识别算法

中并没有使用语言模型 ,所以语言模型特征不在局

部确认特征之中。具体说来 ,待确认词的局部置信度

特征如下:

1)词一级的对数后验概率得分 ,也称为正规化

对数似然得分 ( normalized log-likelihood, N LL)。

词的 N LL得分定义为该词内所有音素的 NLL分

的平均值 ,而音素的 N LL得分是音素中所有帧的

帧一级 N LL得分的算术平均值。 给定一帧语音信

号 X , 帧一级 NLL得分计算公式为

CNLL (W|X ) = lg
p ( X|W )
p (X )

.

它反映了模型与整个待确认候选匹配的平均情况。

2) 词中最小的音素级 N LL得分 ,该特征反映

待确认序列中置信度水平最低的部分。

3)词结束时搜索空间中活动的路径条数。

4)识别结束后得到的词网格中 ,与当前待确认

词处于并列位置的其他候选词的个数。竞争词的数

目越多 ,候选词的可靠性就越低。

5)识别结束后得到的词网格中 ,在并列位置包

含当前待确认词的路径的条数。 候选词在不同路径

的并列位置中出现的次数越多 ,说明它越可靠。

1. 2　上下文相关置信度特征

N-g ram语言模型刻画的是某个词与其相邻词

之间的关系 ,文 [7 ]中的研究表明: 在口语对话系统

中 ,来自于语言模型层面的置信度特征其性能要优

于声学层面的特征。这个实验结论是可以理解的 ,

因为语言模型特征不同于声学特征 ,它反映的是语

言层面的知识 ,在置信度打分中使用语言模型特征

相当于在语音确认时引入了一种新的知识源 ,其效

果理应优于置信度打分中单纯使用声学模型特征。

另外 ,在语音识别中 ,往往会出现识别结果互相干扰

的现象: 如果某一个词的识别发生替代和插入错

误 ,很可能会发生识别结果的前后时间边界与正确

的边界不一致的情况 ; 某个词识别结果的边界定位

不准确时 ,必然会导致识别结果中与其相邻的前后

词的边界定位也不准确 ,从而影响前后相邻词的识

别准确度。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来自

于语言层面的置信度特征的性能要优于声学层面的

特征。

考虑到来自语言模型的置信特征在语音确认中

的积极作用 ,希望能够引入一些新的特征 ,起到与语

言模型特征类似的作用 ,即能够描述当前待确认词

的上下文对其置信程度的影响。于是 ,把与当前词相

邻的前后两词的特点和可信程度作为一种置信度特

征 ,用于评价当前待确认词的可靠程度 ,并把这种特

征称之为上下文相关的置信度特征。

待确认词的上下文相关特征具体包括:

1) 前序词的局部置信度特征 ,

2) 后序词的局部置信度特征 ,

3) 前序词是否补白模型 ,

4) 前序词是否静音模型 ,

5) 后序词是否补白模型 ,

6) 后序词是否静音模型。

除此以外 ,还加入了一维特征 ,用于描述整个句

子的可靠程度 ,即整个句子中补白的数目。 一般说

来 ,补白越多 ,整个句子的识别结果就越不可靠。

2　实验说明

2. 1　实验背景

本文所有的试验都是以口语对话系统 d-Ea r

At tendant为背景的。该系统的任务是将呼入的电

话正确地转接到相应人员或者部门。由于该任务的

特殊性 , d-Ear Attendant只关心句子中的某些关

键词 ,如人名、部门名称 ,因此本文中所指的识别正

确率就是关键词检出的正确率。 dEa r-Attendant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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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采用语境知识指导下的关键词识别 ,结合了文法

网络识别率高和关键词识别鲁棒性强的优点 ,有很

好的性能表现 [4 ]。

2. 2　实验数据

d-Ea r At tendant系统的关键词表包括 110个

被拨叫人名。 实验中用到的所有数据均通过 8 kHz

采样率的电话信道采集得到。全部数据分成 4个子

集。

1) IG- IV ( in-g rammar and in-vocabulary )集:

完全符合识别文法 ,被呼叫人名在词表内。

2 ) IG- OOV ( in-g rammar and out-of-

vocabula ry )集: 完全符合识别文法 ,被呼叫人名不

在词表内。

3 ) OOG- IV ( out-o f-g rammar and in-

vocabula ry )集: 不完全符合识别文法 ,被呼叫人名

在词表内。

4) OOG- OOV ( out-o f-g rammar and out-of

v ocabula ry )集: 不完全符合识别文法 ,被呼叫人名

也不在词表内。

其中 IG- IV和 IG- OOV子集的句子都是符合

识别文法的 ,统称为 IG( in-g rammar)集 ,而 OG- IV

和 OG- OOV子集的句子都是不完全符合识别文法

的 ,统称为 OOG( out-o f-g rammar )集。

语音确认训练集总共包括 2 000句 ,来自

IG- IV子集和 IG- OOV子集的各 1 000句 ; 测试集

是 1 800句 ,包括 IG- IV、 IG- OV集各 500句 ,

O G- IV、 OG- OOV集各 400句 ; 另有 OG- IV、

OG- OOV各 100句作为开发集 ,训练集、测试集、

开发集完全独立。

2. 3　评价指标

评价语音确认性能的指标通常有以下 2种:

错误拒绝率 ,定义为

RFR= 识别正确但被标记错误的词数
待确认词中正确识别的词数

,

错误接受率 ,定义为

RFA=
识别错误但被标记正确的词数
待确认词中错误识别的词数

.

错误拒绝率和错误接受率两者之间是有关联

的 ,错误拒绝率越高错误接受率越低 ,反之亦然。

ROC( receiv 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曲线 [ 5]可以

很好地描述两者之间的关系。等错误率 ( equal erro r

ra te, REE )是 ROC曲线与坐标系左下角到右上角的

对角线的交点 ,可以认为是错误拒绝率和错误接受

率的最佳折中方案 ,也是评价语音确认效果的指标。

2. 4　确认模型

提取出多种置信度特征后 ,必须联合多种特征 ,

给出最后的确认结果。语音确认要解决的实际上是

一个分类问题: 即将待确认的识别结果分成“对”或

“错”两类。

实验中 ,用最简单的 Fisher线性分类器作为确

认模型。 Fisher线性判决方法的原理是把高维空间

的样本投影到一条最优分类直线上 ,即

g (x ) = w
T
x.

式中: x= [x 1 ,x 2 ,… , xd ]
T
是 d维特征向量 ,即样本

向量 , w= [w1 ,w 2 ,… , wd ]为权向量。经过投影变换 ,

即可在一维空间上对高维空间中的样本进行分类。

把待确认词的所有置信度特征结合并为一个大

的向量 ,输入 Fisher分类器 ,根据分类器的输出可

判断待确认词正确与否。

3　实验结果

实验 1　上下文相关置信度特征的性能

对符合识别文法的 IG集的测试数据进行实

验 ,结果见图 1所示。从图 1看出 ,加入上下文相关

的置信度特征后 , ROC曲线更加接近坐标轴 ,表示

语音确认的性能越好。 在 RFR为 2. 5%时 , RFA从

45%下降到 32% (错误率下降 29% ); R FR为 5%时 ,

RFA从 39%下降到 25% (错误率下降 36% ); 等错误

率也从原来的 15. 6%下降到 9. 2% 。

　　虚线为使用局部置信度特征 ,实线为使用局部置信

度特征和上下文相关置信度特征。

图 1　不同置信度特征在 IG集上的确认性能

d-Ear Attendant在实际使用时必然会遇到很

多不符合识别文法的句子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测试

上下文相关的置信度特征在所有数据上 (包括 IG

集和 OOG集 )的语音确认性能 ,实验结果见图 2。

从图 2中看出 ,在全体测试集上 ,上下文相关的

置信度特征对确认性能的提高不像在 IG集上那么

明显 , REE略有下降 ,从 15. 6%下降到 14. 2% 。分析

其中的原因: 第一 ,对于 OOG的数据来说 ,每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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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线为只用局部置信度特征 ,实线为用到局部置信

度特征和上下文相关置信度特征。

图 2　不同置信度特征的确认性能

的待确认关键词的前后相邻词通常都是补白或者静

音。相对于关键词 ,补白和静音来的局部置信度特征

的物理意义并不是那么明确 ,亦即用前文所说的局

部置信度特征对补白和静音的打分与这些特征对关

键词的打分不具可比性。将补白或者静音的局部置

信程度作为待确认关键词上下文相关的置信度特征

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第二 ,测试数据与训练数据的

差异也是导致结果不理想的原因。训练确认模型的

数据全部来自于 IG集 ,这部分数据与 OOG的测试

数据非常不一致 ,影响了测试结果。针对第二个原

因 ,将开发集的 200句话也加入确认模型的训练中 ,

模型重新训练后的实验结果如图 3所示。

　　虚线为只用局部置信度特征 ,实线为用到局部置信

度特征和上下文相关置信度特征。

图 3　增加训练数据后不同置信度特征的性能

从图 3中看出 ,对训练数据稍做调整后 ,上下文

相关的置信度特征对确认性能有明显的改进 ,以错

误拒绝率 2. 5%和 5%为例 ,具体结果见表 1。

实验 2　加入语音确认后系统的性能

本实验考察基于置信度打分和基于在线补白模

型的两种语音确认方法对系统识别性能的影响。为

了避免过多的口语现象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仅对符

合识别文法的 IG集测试数据进行测试。不进行语

音确认时 ,系统的识别正确率为 97% , 加入语音确

认后正确率略有下降。在保证错误接受率相同的情

况下 ,使用在线补白模型进行语音确认最后的识别

正确率为 92. 6% ,而用置信度打分的方法进行语音

确认 ,识别正确率为 94. 3%。这一结果说明在错误

接受率相同的前提下 ,相比在线补白模型方法 ,基于

置信度打分的语音确认方法保证系统有更高的识别

正确率。

表 1　不同置信度特征确认性能比较

RFR

RFA× 100

局部置信

度特征

局部特征+ 上下文

相关的置信度特征

RFA下降率

× 100

2. 5 43 37 14

5 35 27 23

4　结　论

本文研究基于置信度打分的语音确认策略 ,提

出上下文相关的置信度特征法 ,这一方法充分考虑

当前待确认词与其前序词和后序词之间的相关性。

实验结果表明: 新方法大大提高了语音确认的性

能 ; 基于置信度打分的语音确认策略在整体性能上

优于基于在线补白模型的语音确认方法。

参考文献　 ( Ref erences)
[1 ] Renals S, Morgan N, Bourlard H M , et al. Connectionis t

p robabili ty estimato rs in HMM sp eech recognition [ J] .

I EEE Trans on Sp eech and Audio Processing , 1994, 2( 1):

161 174.

[2 ] Rose R, Paul D. A hidden Markov model bas ed k eyw ord

recogni tion sys tem [A ]. Proc ICASSP [ C ]. Albuquerqu e,

USA: IEEE Press , 1990. 129 132.

[3 ] 刘俊 , 朱小燕 . 基于动态垃圾评价的语音确认方法 [ J] .计算

机学报 , 2001, 24( 5): 480 486.

LIU Ju n, ZHU Xiaoyan. U tterance v erif ication bas ed on

dynamic garbage evaluation approach [ J]. Chinese J

Com puters, 2001, 24( 5): 480 486. ( in Chin ese)

[4 ] ZHANG Guoliang, SUN Hui, ZHENG Fang, et al. Robus t

speech recognition di rected by ex tended template matching in

dialogue sys tem [A ]. Proc W CICA '2004 [C ]. Hang zhou:

IEEE Pres s, 2004. 4207 4210.

[5 ] Hazen T J, Seneff S, Poli f roni J, Recognition confid ence

scoring and i ts us e in speech und ers tanding sys tems [ J] .

Com puter S peech and Languag e, 2002, 16: 49 67.

[6 ] Wes sel F, Schlu ter R, Macherey K, et al. Confid ence

measures for large vocabulary continuous speech recognit ion

[ J ]. IE EE Trans on Speech and Audio Processin g , 2001,

9( 3): 288 298.

[7 ] San-Segund o R, Pellom B, Hacioglu K, et al. Confid ence

measures for spoken dialog ue sys tems [A ]. Proc

ICASSP2001 [C ]. Salt Lake Ci ty, USA: IEEE Pres s, 2001.

393 396.

97孙　辉 , 等: 　基于上下文相关置信度打分的语音确认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