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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码袋”算法的话者自动辨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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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话者自动辨认系统中，话者数量是决定辨认时间的最主要因素。因而在大数量注册话者的辨认中如何减少
辨认所需要的运算时间是一个关键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码袋”的话者模型设计算法，它通
过统计“码袋”中每个码字在话者语音中的概率分布来实现话者模型的设计。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在保证较高辨认
率的同时，有效地降低了话者自动辨认系统的计算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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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st dominating factor of the identification time is the number of speakers. Thus, how to reduce the
computational cost of evaluating large speaker database is the key problem. Due to this, a “bag of codes” algorithm is
proposed. This novel algorithm can generate speaker models by estimating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codes in speech
data. Experiments prove that the new algorithm can reduce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in the speaker identification
system with high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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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话者自动辨认始于 19 世纪 50 年代。它通过将
未知话者模型与已知的注册话者模型进行比较，从
而确认话者身份。话者自动辨认系统在通讯、国防
[1]
及安全检查等领域均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前在
话者自动辨认系统中应用比较多的数学模型有隐马
尔可夫模型、高斯混合模型、动态时间归整模型、
矢量量化模型等。其中矢量量化模型，由于其较高
的辨认正确率以及简单的原理，成为话者自动辨认
系统中应用比较多的模型之一。话者自动辨认本质
上是“一对多”的分类问题，因此辨认所需要花费
的时间必然会随着注册话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矢
量量化是一种计算复杂度很高的算法，这必然会导
致传统基于矢量量化的话者自动辨认系统在进行大
数量话者的自动辨认时，辨认所需的时间过长。因
此如何能够快速实现大数量话者的自动辨认是该领
[2]
域的研究重点和难点 。针对这一问题，借鉴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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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中经常使用的“词袋”算法思想，将矢量量化
算法与之相结合，设计出基于“码袋”的快速话者
建模算法。实验结果表明，当话者数量增加时，新
系统在保证高辨认率的前提下较传统适量量化系
统而言，辨认速度明显提高。从而使得话者自动辨
认系统更具有实用价值。
“词袋”模型是一种典型的统计模型。该模型
用一串具有代表性的单词描述一类文本，统计这组
单词在未知文本中的概率分布得到该文本属于这
[3]
一类别的概率 。在该算法中“词袋”的选择是算
法的核心，它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 清晰地
描述文本的类别特征。(2) 尽量避免冗余信息对模
型的影响。基于这些条件，在“码袋”的设计中，
本文借用矢量量化的码本作为“码袋”，并依据“码
袋”对注册话者和未知话者建模。新模型具有“词
袋”模型的特点，较适宜于话者模型的快速设计。

2 基于“码袋”算法的话者模型设计
及系统实现
2.1

“码袋”话者模型的设计
“码袋”话者模型设计借用矢量量化算法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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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首先对全体注册话者的语音特征矢量进行量
化，设计出统一码本，然后依据码本对每个注册话
者的语音特征进行量化，使话者特征空间压缩成一
维的码字序列。最后统计每个码字的出现概率，以
此生成辨认所需要的话者模型。

端分类器，如图 1 所示。

2.1.1 “码袋”的设计
在“词袋”模型中，
“词”的选择通常是在专家
知识的指导下完成的，使得所选择的“词”有极好
的类代表性和可区分性。然而，通常在语音处理中
所使用的语音特征并没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很难得
到专家经验的指导，因此本文借鉴矢量量化的思想
来实现“码袋”的设计。矢量量化是一种数据压缩
方法。在话者语音处理中，它将话者的语音特征按
照设计需要进行最优的聚类，在特征空间中形成不
同的胞腔，求出每个胞腔的中心矢量，将其作为该
特征集合的码本。它可以大致描绘出数据空间的几
何分布状态。但是由于干扰信息如噪音段、静音段
等的影响，矢量量化码本中的码字并不能完全地满
足类代表性的要求。为了减少这些冗余信息对模型
影响，本文对矢量量化后的码字进行加权，最终形
成我们所需要的“码袋”
。
2.1.2 权重矢量的设计
在话者特征提取的实验中，我们发现很多冗余
信息如静音段以及噪声点等会对话者特征产生不同
程度的干扰。鉴于此，本文设计了一套“码袋”的
加权方法，其中每一码字权重的大小与相应胞腔中
所含的冗余信息量成反比。该权重矢量的计算方法
如下：
(1) 对静音段和噪声段等冗余信息进行采样，
得到 N 个样本。
(2) 提取这些采样的声学特征，得到冗余信息
采样的特征矩阵 F ( fn ∈F n =1,", N )。
(3) 根据矢量量化码本( yl ∈YR )，对冗余信息采
样的特征矩阵进行矢量量化。
CNn = argmin(d ( fn , yl )), n =1,⋅⋅⋅, N , l =1,⋅⋅⋅, R (1)

图 1 系统框图
Fig.1 System diagram

2.2.1 语音信号的预处理及话者特征的提取
语音信号的预处理过程包括语音的加窗、采
样、预加重、去噪。这些工作一方面保证了语音数
据能够被计算机合理地加以应用，另一方面补偿了
语音在传输过程中的损失以及减少噪声、静音等干
扰信息对后期处理的影响。
在话者自动辨认中，基于 Mel 频率的倒谱系数
[4]
(MFCC)是一种常用的语音特征 。它反应了人类的
听觉感知特性。本文将其运用到话者模型的设计中。

2.2.2 模型间的匹配度量及分类器设计
最近邻法是线性分类器设计中一种较为常用
的方法。该方法最早由 Cover 和 Hart 于 1968 年提
出，至今最近邻法仍是非参数模式识别中最重要的
[5]
方法之一 。在最近邻法中，模式间的差异度量是
该方法的核心。为了减少静音段以及噪声点对话者
模型的影响，本文采用加权的欧式距离作为模型间
差异度的度量函数：
设有 K 个注册话者模型 mk , k =1,2,⋅⋅⋅, K ，未知话
者模型为 mx 、权重矢量为 W、欧氏距离度量为 D，
则 mk 类的判别函数为：
gk (mx ) = D(W ⋅mk , W ⋅mx ), k =1,2,⋅⋅⋅, K
(3)
若 g j (mx ) = min gk (mx ),
k=1,2,···,K
k

则决策 x = j

3 “码袋”模型与矢量量化模型的比较

l∈R

(4) 建立 CN 序列的概率统计直方图，
得到冗余
信息的统计序列 B (bl ∈B, l =1,⋅⋅⋅, R) 。并据此设计出
与码本相对应的权重矢量 W，其元素 wl∈W, l=1,···,R
为：
⎧wl =1/ bl bl ≠ 0
(2)
⎨
bl = 0
⎩wl =1

模型设计与分类系统框图如图 2 所示。

2.2 基于“码袋”模型的话者自动辨认系统
话者自动辨认系统由四部分组成：语音信号预
处理、话者特征提取、话者模型设计与匹配以及后

Fig.2

图 2 模型设计与分类系统框图
Diagram of model design and classifier

从图 2 可以看到：基于“码袋”的话者自动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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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系统与传统基于矢量量化的系统相比，最大的特
点是话者模型训练和分类时所使用的是统一的“码
袋”，而不是针对不同话者所设计的码本。因此在基
于“码袋”的话者自动辨认系统中，对未知语音的
建模只需要一次矢量量化。假设 O( XC ) 为每个话者
的语音特征序列 X 在码本 C 中寻找最近邻所需要的
时间损耗，N 为话者数量，那么在基于矢量量化的
辨认系统中，一次话者自动辨认所需要的时间损耗
为 O( NXC ) 。而基于“码袋”算法的话者自动辨认
系统的时间复杂度为 O( XC ) + O(M ) ，其中 O(M ) 为
统计每个码字出现概率的时间损耗，因为 O(M ) <<
O( XC ) ，所以系统的时间损耗大约为 O( XC ) 。新系
统减少了时间复杂度很高的矢量量化的工作，从而
使整个系统的时间复杂度显著降低。这些优点在实
验中会更加直观地体现出来。同时，实验结果表明，
该话者模型可以较好地体现出话者特性，即由相同
话者不同语音设计得到的模型间保持较好的相似
性，不同话者的模型间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
这一结果表明新系统可以较好地满足与文本无关的
话者自动辨认的需要，如图 3 所示。
图 3 中测试模型是由时长为 3s 的与文本无关的
话者语音建立而成；训练模型则是由时长为 90s 的
与文本无关的话者语音建立而成。从图中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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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相同话者的模型间保持了较好的相似性，而
不同话者的模型间保持了较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
异性和相似性，可以用类内差异度和类间差异度的
比值 F 来描述。
F = 同话者类内差异度 =
异话者类间差异度
(4)
D(训练话者模型 _ i，测试话者模型 _ i)
(i ≠ j )
D(训练话者模型 _ i，测试话者模型 _ j)

同时，实验结果表明话者模型以及测试模型的
精度与训练及测试语音的长度有关：
F ∝1/ 训练语音长度
(5)
F ∝1/ 测试语音长度
(6)

4 实验设计及结果分析
为保证对新系统的性能检测科学公正，实验所
用语音是在实验室环境下录制而成，选择 30 个
19~23 岁之间的话者作为语音采集对象，性别比例
为 1：1。语料的采集时间间隔为三个月，共分三次
录制，每次共录制语音 150min(每人 15min)。提取
的语音特征为 12 维的美尔倒谱特征。
实验结果表明，新系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
高质量的辨认。如图 4 所示，当注册话者为 5 人、

图 3 话者模型设计（测试集:3s, 训练集:90s）
Fig.3 Speaker model design(test:3s, train:9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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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语音长度为 4s 时，新系统的辨认率可以达到
95%，而系统平均时间消耗仅为 0.0844s，大约是矢
量量化系统的 21.7%。当训练语音长度继续增加时，
新系统的速度优势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这点与式
(6)的分析相互吻合，如表 1 所示(注册话者数量为 5
人)。同时实验结果也表明随着注册话者数量的增
加，系统的时间损耗较传统系统而言也明显减小，
如表 2 所示(测试语音长度为 3.2s)。此外，对表 2
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可知：(1) 新系统的时间损耗约
为矢量量化系统的 1/ K ，其中 K 为话者数量。(2) 在
不同的注册话者数量情况下，新系统的时间复杂度
较为稳定。
表1

不同长度的测试语音下系统响应速度比较(“码袋”：BOC：矢
量量化：VQ)
Table 1 Comparision of system response speed with different test
speech duration(“Bag of codes”: BOC; Vector
quantization: VQ)

模型
BOC
VQ

语音长度=1.6s
0.0312
0.1586

响应速度/s
2.4s
3.2s
0.0509 0.0659
0.2391 0.3079

4s
0.0844
0.3891

4.8s
0.1000
0.4743

表2

不同数量的注册话者条件下系统响应速度比较(“码袋”：BOC;
矢量量化：VQ)
Table 2 Comparision of system response speed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enrolled speakers(“Bag of codes”: BOC;
Vector quantization: VQ)

模型
BOC
VQ

话者数量=5
0.0659
0.3079

响应速度/s
10
15
0.0656 0.0660
0.6583 0.9911

20
0.0660
1.3100

25
0.0662
1.6511

最后，通过实验对新系统的辨认率进行了对比
分析，从实验结果中我们发现，在测试语音较短或
且注册话者数量较多的情况下，
“码袋”系统的辨认
率略低于矢量量化系统，但随着测试语音长度的增
加，两者的差异逐渐减小。当测试语音达到 5s 以上
时，两者的性能基本相当，如图 4 所示。说明在测
试数据量足够的情况下，新系统在降低计算复杂度
的同时可以实现较高正确率的话者辨识。

Fig.4

热点，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辨认速度过慢严
重制约了话者自动辨认系统的发展，本文将“词袋”
算法同矢量量化算法相结合，设计出基于“码袋”
算法的话者自动辨认系统。实验结果表明，新系统
是一种更加适应大数量话者及高实时性要求的话
者自动辨认系统。但是当新注册话者加入时，与传
统的话者辨识系统相比，新系统要重新对所有注册
话者进行“码袋”模型的设计，从而需要更多的训
练时间。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进一步研究如
何改进“码袋”的设计策略，以提高系统的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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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 结
话者自动辨认是话者自动辨识研究领域中的

图 4 正确率比较
Comparision of correctness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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