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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升连续语音识别系统性能，将深度自编码器神经网络应用于语音信号特征提取。通过堆叠稀疏自编码
器组成深度自编码器(Deep Auto-Encoding, DAE)，经过预训练和微调两个步骤提取语音信号的本质特征，使用与上下
文相关的三音素模型，以音素错误率大小为系统性能的评判标准。仿真结果表明相对于传统梅尔频率倒谱系数
(Mel-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 MFCC)特征以及优化后的 MFCC 特征，基于深度自编码器提取的深度特征更具优
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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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deep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 for deep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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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continuous speech recognition system, this paper applies the deep
auto-encoder neural network to the speech signal feature extraction process. The deep auto-encoder is formed by
stacking sparsely the auto-encoder. The neural network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introduce the greedy layer-wise learning
algorithm by pre-training and fine-tuning. The context-dependent three-phoneme model is used in the continuous speech
recognition system, and the phoneme error rate is taken as the criterion of system performanc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ep auto-encoder based deep feature is more advantageous than the traditional MFCC features and optimized MFCC features.
Key words: speech recognition; Deep Auto-Encoding (DAE); Mel-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 (MFCC)

为例，每帧只包含 20～30 ms 语音，不但容
易受到噪声干扰，而且还会忽略语音信号的动态特
性和语音信号中所含有的类别信息，这些不足都会
影响语音识别的准确率 。
2006 年 Hinton 等 提出基于深度信念网络
(Deep Believe Network, DBN)的非监督贪心逐层训
练算法，将深度学习算法应用于训练多层神经网
络，它特殊的训练方式可以给神经网络提供较优的
初始权值与偏置，使得网络能够快速地收敛于合理
的极值点，有效避免了传统多层感知器(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在增加隐含层的同时易陷入局部
最优解和需要大量有标记数据的问题。同时 DBN
的深度结构被证明相对于原有的浅层建模方法能
够更好地对语音、图像信号进行建模。利用可以有
效提升传统语音识别系统性能的深度神经网络
DBN 来进行语音识别 ，学习到了更能表征原始数
据本质的特征。随后 Hinton 等 提出了自编码器
(Auto Encoder, AE)的深层结构：深度自编码器(Deep
Auto Encoder, DAE)。自编码神经网络是一种网络
误差函数定义与 DBN 不同的典型深度神经网络。
MFCC

0 引 言

语音识别是人类与机器进行语音交流，机器理
解、识别人类的语音信号后将其转换成对应的文本
或者命令的过程 。语音识别过程主要包括 3 个部
分：语音特征的提取、建立声学模型与解码 。语
音信号的特征提取在整个语音识别系统中至关重
要，对这些特征进行降维、去噪，准确地提取出表
示该语音本质的特征参数将使得后面的分类识别
更有效，识别率更高。目前表示语音信息主要用的
是短时频谱特征，比如梅尔频率倒谱系数
(Mel-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 MFCC)、差分
倒谱特征(Shifted Delta Cepstra, SDC)、感知线性预
测特征(Perceptual Linear Predictive, PLP)等。但这些
短时频谱特征在实际的使用中都存在一些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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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隐含层节点的输入、输出呈线性关系，且训练网 入数据的稀疏编码，经证明稀疏编码能够有效降低
络采用最小均方误差 (Least Mean Square Error, 模型的识别错误率 。损失函数为
LMSE) 准则时，整个编码过程与主成分分析
L( X , H ) = ∑ KL(x ||h )+υ∑ KL( p|| p )
(5)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等效。当隐含层
映射呈非线性映射时，即为自动编码器。本文采用 其中： KL( p || p ) = p log p + (1− p) log 1− p , p 为第
这种自编码神经网络结构进行语音信号特征的提取。
p
1− p
j 个隐含层神经元被激活的概率， p = ∑ Y / n ，p
1 深度自编码器的工作原理
为初始值，该值是随机设定的，通常取值较小用以
深度自编码器是一种期望网络得到的输出为 表示小概率事件；式(5)中第一项是对 N 个样本求和
其原始输入的特殊深度神经网络。由于令该网络的 处理，第二项是对 b 个隐层神经元求和处理；υ 表
输出趋近与它的原始输入，所以该网络中间层的编 示稀疏值惩罚的权重。
码完整地包含了原始数据的全部信息。但是是以一
深度自编码器网络是由训练好的自编码器自
种不同的形式来对原始输入数据进行分解和重构， 底向上堆叠而成的，通过逐层贪婪训练算法得到自
逐层学习了原始数据的多种表达。因此整个编码过 编码神经网络的参数，首先利用深度自编码器的原
程可看作是对信号的分解重构。将该网络结构用于 始输入训练该网络的第一层，得到该层参数 E 、
特征压缩时，隐含层的神经元个数少于输入层神经 E 、 b 、 b ，以及该层网络的隐含层神经元
元个数；把特征映射到高维空间时，则隐含层神经 激活值组成的向量 M，接着把 M 作为深度自编码
元个数多于输入层神经元个数。
器第二层的输入，得到第二层参数 E 、E 、b 、
自编码器是使用了无监督学习与反向传播算 b ；而后继续对余下的各层网络使用同样
法，并令目标值趋近于输入值的前向传播神经网
的方法：上层的输出参数作为下层的原始输入
络。可对高维数据进行降维，进而得到低维的特征 参数依次训练整个网络；微调阶段利用反向传播算
向量。设 x 向量为输入样本，则隐含层、输出层神 法调整所有层的参数。
经元的激活情况计算公式为
常见的自编码器含有一个隐含层，如图 1 所
y = f ( Ex + b )
(1)
示。文献[10]将深度神经网络定义为隐含层层数超
(2)
h = f ( E y + b' )
过一层的神经网络。在本文中构建一个含有两层隐
其中， f (x)=1/[1−exp(−x)] 。E 与 E 均为权重矩阵且 含层的深度神经网络来提取语音信号的深度特征。
两者互为转置，b 为隐含层偏置量， b' 为输出层偏 网络结构如图 2 所示。
置量。与传统神经网络有监督学习算法的区别在
于：它是要使输出值尽量接近于输入值，即 h 趋近
于 x；损失函数 L 与 KL 之间的关系式为
L
（X , H）= ∑ KL(x ||h )
(3)
其中：X 为 n 个输入样本向量所组成的矩阵；H 为
n 个输出样本向量所组成的矩阵； KL(x ||h ) 表示 h
和 x 之间的 KL 散度，其目的是度量它们之间的差
图 单隐含层神经网络
异 。预训练使用随机梯度下降法，可推导出其权
值的更新公式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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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Single hidden layer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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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E −τ

∂ L( X , H )
∂E

(4)

其中，τ 表示更新步长，参数 b 和 b' 的更新方法与
E 相同。
在训练自动编码器时，为了确保在处理数据过
程中隐层神经元只有少部分被激活，故而限制隐含
层的神经元被激活的数量，在损失函数中引入对激
活隐层神经元数目的约束项，也就是实现对原始输

图 深度神经网络

2
Fig.2 Deep neural network

(2,2)

(2,1)

第4期

李涛等：深度神经网络的语音深度特征提取方法

369

大限度地包含输入向量信息的一个低维编码，这使
得输出的深度特征具有比传统底层声学语音特征
2 基于 DAE 模型的深度特征提取
参数相近或更好的特性区分性，还带有类别信息，
因说话人、说话方式不同及噪声等影响，可能 加强了特征表示声学单元的能力，得到更有效的特
使在实验环境下表现优异的语音识别系统在实际 征表达，进而提高后期语音识别系统的性能。使用
应用中的识别性能不稳定。因此，使用改善系统的 DAE 提取深度特征的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鲁棒性和自适应能力的方法来优化声学特征参数，
增强识别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使其性能更加稳定，
能够应对多种环境。目前常用解决方法是：为增强
特征参数的适应能力而对其进行特征变换处理；或
为提高特征参数的鲁棒性而对语音信号进行增强、
图 深度特征提取流程
滤波、去噪等处理。
提取深度特征之前，先对提取的 MFCC 特征进
本文使用的原始输入特征是进行前后 5 帧拼接
行特征变换，再作为深度自编码器的原始输入，进 的 40 维 LDA+MLLT+fMLLR 特征，形成 40×11=440
而得到识别率更高的语音深度特征，对原始 MFCC 维 的 输 入 特 征 向 量 ， 这 11 帧 拼 接 的
特征依次进行线性判别分析、最大似然线性变换和 LDA+MLLT+fMLLR 特征相对于传统的单帧特征
最大似然线性回归变换处理。
更具优势 ：一个音素持续的时间大约在 9 帧左
考虑到协同发音的影响，将已提取的 39 维 右，所以大约 9 帧的信息量就能够包含一个完整的
MFCC 特征向量(静态、一阶、二阶差分)进行前后
音素，同时也含有其他音素的部分信息，它可以提
供单帧特征所体现不出的更细致更丰富的音素变
5 帧的拼接，得到 39 ×11=429 维的特征向量。对这
化信息。
429 维特征向量进行线性判别分析(Liner Discrimi利用深度自编码器神经网络进行深度特征参
nant Analysis, LDA)抽取分类信息，同时降低维度至
数提取的步骤如下:
40 维从而得到 LDA 特征。然后对这 40 维 LDA 特
(1) 以 11 帧拼接 LDA+MLLT+fMLLR 特征作
征向量进行最大似然线性变换 (Maximum Likeli为输入，经训练得出第一层隐含层的网络参数，并
hood Linear Transformation, MLLT)来去除相关性得
到 LDA+MLLT 特征，最后对经过去除相关性的 40 以此计算第一层隐含层输出；
(2) 把第一层隐含层的输出作为第二层的输
维 LDA+MLLT 特征在特征空间上进行最大似然线
性回归 (Feature-space Maximum Likelihood Linear 入，再用同样的训练方法得出第二层隐含层的网络
参数以及该层的输出；
Regression, fMLLR)说话人自适应训练，实现特征参
(3) 继续把上一层的输出作为第三层的输入，
数自适应，减小测试声学特征与声学模型参数之间
的不匹配，得到了 40 维的 LDA+MLLT+fMLLR 特 再用同样的方法训练该层网络的参数，而后利用反
征。仿真结果表明，以上特征变换均能有效降低音 向传播算法微调所有层的参数。最后将输出层输出
的深度特征参数作为最终音素识别系统的输入。
素识别的错误率。
深度自编码器能够更好地对语音信号中与音
素相关的信息进行逐层表征，基于深度自编码器提 3 仿真结果与分析
取的语音深度特征过程，实质上是一种非线性的特
征变换和降维过程。利用神经网络的层次化提取信 3.1 数据库与仿真环境
息过程来作为对原始输入特征的非线性特征提取
仿真使用标准 TIMIT 语音库 (The DARPA
与转换，使得特征维度与神经网络训练目标尺度分 TIMIT Acoustic-Phonetic Continuous Speech Corpus)
离。相对网络首层输入层而言，隐层的神经元个数 证明本文深度特征的有效性，TIMIT 语音数据库采
要少得多，所以隐层在通过学习到原始输入样本的 集 630 人(其中男性 438 人，女性 192 人)的美式语
低维表示的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包含与高维表 音数据，每人只录 10 句，共 6 300 个语音。语音库
示相同的信息。并且可以通过更精细的子音素类别 中包含测试集和训练集，两集之间无相同说话人，
来表示音素目标，最终由原始输入向量经过逐层映 其中训练集由 462 个人所讲的 3 696 个句子组成，
射得出对应隐含层的输出向量。由此就得到能够最 测试集包括由 168 个人所讲的 1 344 个句子组成，
3
Fig.3 Deep feature extraction proces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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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集之间无相同说话人。输入语音采样使用汉明
窗，设定：窗长为 25 ms、窗移为 10 ms。利用开源
工具包 kaldi 在 LINUX 系统上使用图形处理器进
行此次实验仿真。建立含有两个隐含层的深度自编
码器，隐含层偏执为 1.0 ，神经元激活函数为
f ( x) =1/(1− exp(− x)) 。
以 11 帧拼接的 LDA+MLLT+fMLLR 特征作为
原始输入，经过归一化之后，所有输入数据大小都
在 0～１之间。为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和客观性，音
素识别的基线系统选择常用的混合隐马尔科夫模
型(Hidden Markov Model, HMM)+深度神经网络模
型(Deep Neural Network, DNN)音素识别系统。
3.2 分析
本文设计 2 个实验来验证深度特征的优越性，
用音素错误率(Phoneme Error Rate, PER)作为评价
特征有效性的标准。
3.2.1 最优神经网络配置
隐层单元数与隐层数的选择将影响后期识别
的音素错误率。若神经元过少，学习的容量有限,
网络所获取的解决问题的信息不足，难以存储训练
样本中蕴含的所有规律。若神经元过多就会增加网
络训练时间，还可能把样本中非规律性的内容存储
进去，反而会降低泛化能力。通过改变隐层层数与
每层神经元个数来确定网络最佳配置，设置隐层层
数从 1 到 3 层变化，每个隐层所含神经元个数以 50
的偶数倍增加，最多为 400 个。为降低计算量，减
少训练时间，将每层隐含层的神经元设置成相同个
数。对比不同网络结构配置下音素识别率的变化，
进而选定最优参数配置。图 4 显示了改变隐含层的
层数与神经元个数对最终音素识别错误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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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为两层且隐含层神经元为 100 时与隐含层为三层隐
含神经元为 200 时错误率最小，并不是隐含层数与
神经元个数越多越好。当隐层层数与隐层神经元个
数增加至一定数量时，音素错误率不会降低反而上
升，同时由于计算参数的增加使得训练时间增长，
为减少计算参数及训练时间，同时确保音素识别正
确率，本文选择建立含有两个隐含层的深度神经网
络。深度自编码器的输入神经元个数即为输入特征
的维数 440，每一隐含层神经元个数为 100，输出
层神经元个数设置为 40，则该深度自编码器结构可
表示为 440-[100-100]-40，“[ ]”中数字为隐层神经
元的个数。
3.2.2 特征有效性对比
将本文特征解码的结果与以下四种特征解码
得出的音素错误率进行对比，结果如表 1 所示。作
为对比的四种特征分别为：(1) 原始 MFCC 特征参
数；(2) LDA+MLLT 特征：MFCC 在三音素模型的
基础上进行 LDA+MLLT 变换； (3) LDA+MLLT
+fMLLR 特征：在(2)的基础上进行基于特征空间的
最大似然线性回归(fMLLR)的说话人自适应训练；
(4) bottleneck 特征：以 11 帧拼接的 MFCC 特征作
为原始输入，建立含有五个隐含层的 DBN 网络，
输入输出层神经元个数为 440，第四隐含层为瓶颈
层且其神经元个数为 40，其余隐含层神经元个数为
1 024，提取出 bottleneck 特征。
由表 1 可知，与传统特征以及特征变换后的优
化特征作为 HMM+DNN 系统的输入相比，将深度
特征作为系统原始输入时，系统的音素错误率明显
下降，同时相对于使用 DBN 网络提取 bottleneck 特
征，其网络参数的计算量和训练时长较少。表 1 中
的结果也证明了本文提取的深度特征的有效性。
表 传统特征与深度特征的音素错误率对比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phoneme error rat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deep features

各类语音特征

音素错误率/%

MFCC
LDA+MLLT
LDA+MLLT+fMLLR
MFCC+bottleneck

25.6
23.8
21.6
20.1
19.2

深度特征

图 不同隐层层数与神经元个数对音素识别错误率的影响

4
Fig.4 Effects of the number of hidden layers and the number of
neurons on phoneme recognition error rate

4 结 语

针对传统语音特征的不足，本文对原始 MFCC
从图 4 可以看出，改变隐层层数和隐层神经元 特征参数优化之后，建立含有两个隐层的深度自编
个数对降低音素识别错误率有一定影响，当隐含层 码器，将优化后的 MFCC 参数作为其输入，实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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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输入的特征变换与降维，提取了可以更好地反应
语音本质特征的深度特征参数，作为 HMM+DNN
系统的输入。实验证明了本文特征的有效性。下一
步研究将在本研究基础上与 DBN 结合，提取更优
异的声学特征，进一步提高语音识别系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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