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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了一种文本无关说话人识别的全特征矢量集模型及互信息评估方法，该模型通过对一组说话人语音数据在特征空 

间进行聚类而形成，全面地反映了说话人语音的个性特征。对于说话人语音的似然度计算与判决，则提出了一种互信息评估 

方法，该算法综合分析距离空间和信息空间的似然度，并运用最大互信息判决准则进行识别判决。实验分析了线性预测倒谱 

系数 (LPCC)和 Mel频率倒谱系数 (MFCC)两种情况下应用全特征矢量集模型和互信息评估算法的说话人识别性能，并与 

高斯混合模型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全特征矢量集模型和互信息评估算法能够充分反映说话人语音特征，并能够有效评估 

说话人语音特征相似程度，具有很好的识别性能，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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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mplete feature corpus as speaker model and a evaluation algorithm of mutual information for text· 

independent speaker identification are proposed． The speaker model is trained by a clustering algorithm in feature 

vector space using speech samples with various representative pronunc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aker．The ev
．

aluation 

algorithm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likelihood between input speech and the models in distan ce and informatmn space， 

maximum mutual information decision rule is used to decide the identity of speaker．Experiments on performance analysis 

with comparison to GMM (Gaussian Mixture Mode1)method according to linear predictive cepstrum and Mel-fequency 

cepstrum parameters show the proposed model and evaluation algorithm is quite effective． 

引言 

作为一种基于生物特征的身份识别方法，说话人 

识别通过语音来识别说话人的身份，在电子银行、远 

程网络系统和数据库系统等的用户身份确认、电子侦 

听对话语音说话人身份的自动检测及其它各类安全 

系统的身份认证中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并具有其它 

生物特征身份识别方法所不具备的特点，即数据采 

集设备的非接触性和简易性。 

说话人识别研究在国际[ ，0J和国内[3'4J都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其核心内容包括说话人特征提取、说 

话人模型的建立以及似然度评估计算方法。目前，在 

文本无关说话人识别中常用的模型有 GMM 和 VQ 

等 [5-7】。 GMM 高斯混合模型以多个正态分布逼近 

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0172016)和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 (04KJA510133)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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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信号的实际统计分布，并运用 Bayes分类器进 

行识别，这一模型通过E M算法较好地解决了语音 

信号统计分布特征的估计问题，但对时频动态变化 

的瞬时特征缺乏充分的建模能力，并且本身不能表 

达语音的时变特征，需要通过差分特征参数的引入 

来解决，因此，当说话人语音包含较快的动态瞬时变 

化特征时，识别性能会明显下降。VQ模型采用矢量 

量化的方法形成每个说话人的语音码书，并运用矢 

量距离累加计算进行匹配，由于没有利用语音信号 

的统计特征，因此识别性能一般，鲁棒性不够好。 

本文提出了一种说话人的全特征矢量集模型 

CFC(Complete Feature vector Corpus)和互信息评 

估算法 MIE(Mutual Information Evaluation)，通过 

MIE算法在特征距离空间和信息空间计算输入语音 

与 CFC之间的似然度，并运用最大互信息判决准 

则MMI(Maximum Mutual Information)判别说话人 

的身份。实验对 CFC模型和 MIE算法在特征参数 

LPCC和 MFCC两种情况下的识别性能进行了全面 

的分析，并与GMM模型在同样的测试环境与条件下 

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CFC—MIE的识别性能较好， 

MFCC特征参数比 LPCC更能反映说话人特征。以 

下第 l节将介绍全特征矢量集模型 CFC的建立，第 

2节介绍互信息评估算法 MIE，第 3节给出实验分析 

结果。 

1 说话人的全特征矢量集模型 

在文本无关的说话人识别中，说话人的语音模 

型应该能够充分反映说话人语音发音的个体特征， 

并实行语义特征的归一化。 

全特征矢量集模型 CFC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对一 

组包含说话人各种语音发音个体特征的数据进行分 

析处理，提取相应的代表性特征矢量表示说话人语音 

模型，其训练过程如下。 

训练语音信号由 Ⅳ 段语音 1(n)， (n)，⋯， 

SN(n)组成，其包含了说话人不同语音发音以及语 

音韵律的特点。预处理部分对这一组信号进行去噪 

处理，去除背景噪声，保留纯语音成份，并合并成一 

个完全由语音数据构成的训练语音信号S(n)。进一 

步对S(n)进行短时分析处理，提取特征参数，形成 
一 原始特征矢量序列 { ，vi}。聚类分析部分运用 

聚类分析算法对原始特征矢量进行聚类计算分析， 

提取代表性的特征矢量：{F ，Fv2，⋯ ，F )作为 

说话人的全特征矢量集模型 CFC。聚类分析计算可 

以采用 K—Means和 LBG等多种算法来实现，本文 

采用的算法如下： 

(1)设置全特征矢量集CFC的大小 并以等间 

隔方式选取原始特征矢量序列{ ，vi}中的M个特征 

矢量作为CFC的初始值：{F ，F ，⋯ ，F％ )。 

(2)计算各原始特征矢量与 CFC中各特征矢量 

之间的距离，并将原始特征矢量赋予与其距离最小 

的CFC特征矢量所在子集，即： 

FVSq，q=Arg mind( ，F )；Vi． 

(3)对每个 CFC特征矢量子集中的原始特征矢 

量在特征空间计算其均值，并将其作为新的 CFC特 

征矢量，即： 

1三  

F =手 ： ， ∈FVSk；Vk 石 

(4)如果计算得出的新 CFC特征矢量 F ，V 

与原 CFC特征矢量 F ，V 完全一致，则结束， 

并将该 CFC作为说话人的全特征矢量集模型，否则 

继续。 

(5)将F ，V 替代原 CFC特征矢量F ，V ， 

转 (2)。 

由于用于训练的语音数据 (n)， (n)，⋯， 

SN(n)包含了说话人不同语音发音的声学与韵律特 

征，因而聚类训练所形成的特征矢量集 CFC反映了 

说话人的全语音特征，并且，这样的特征矢量集并不 

包含语义与时序信息，实现了模型的语义归一化。 

2 互信息评估算法与判决准则 

目前，互信息理论在语音识别中的应用主要在 
一 些参数的训练和距离尺度的理论描述 [8--i0 J。作 

者曾提出语音信号之间互信息的估计算法 _11_，其特 

点是用信息量来表示不同语音信号之间的似然度， 

计算中同时考虑了信号的时变特性与统计特性，在语 

音识别和基于文本的说话人识别中得到了很好的应 

用[11,13J。但是，在文本无关的说话人识别中，需要 

计算的是输入语音与说话人模型之间的互信息，与 

语音识别和基于文本的说话人识别应用有很大的区 

别。第一，互信息反映的是说话人的特征信息，而不 

是语义信息，第二，互信息的计算应该考虑语音信号 

的语义归一化，尽可能地消除语义的影响，第三，互 

信息的计算不是针对两个语音信号，而是语音信号 

和说话人的语音模型 

2．1 基于互信息评估的说话人识别原理 

设有 Ⅳ 个说话人 SPK1，SPK2，⋯，SPKN，其 

对应的说话人语音模型采用全特征矢量集模型，分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538 声 学 学 报 2005笠 

别为 CFC1，CFC2，⋯，CFCN 。其中，每一个模型 

CFCk，Vk包含 M 个代表性特征矢量，即： 

CFCk：{F ，F ，⋯，FvS} 

当某一说话人的测试语音输入时，经过预处理和 

特征提取，得到一特征矢量序列XFV：{X ，XFV2， 
⋯

，XFVL}。 XFV和各说话人模型之间的互信息 

I(XFV；CFCk)反映了两者之间相互携带的信息量。 

根据互信息原理，信息量越大说明两者的相似程度越 

大。因此，可以根据最大互信息准则 MMI来判决输 

入语音属于哪个说话人，即识别的说话人 d应该满 

足下式： 

d=Arg max ( F ；CFCk)． 

如前所述，全特征矢量集模型CFCk， 已经实 

行了语义的归一化，因此，在进行互信息计算中，只 

要通过适当的处理就可以实现语义的归一化。 

2．2 互信息评估算法 MIE 

依据互信息理论，输入语音信号XFV与说话人 

模型 cF 之间的互信息可以由下式计算，其中， 

日 F )表示输入语音信号的熵，H(XFVICFCk) 

表示条件熵。 

I(XFV；CFck)=日( F )一H(XFVICFck)． 

上式中第 1项与模型无关，在匹配判决中可以不加 

以考虑。第 2项条件熵的计算需要运用条件概率来 

计算，但这样的条件概率无法从理论上推导得到，也 

无法通过大量样本的统计分析得出，必须通过一定 

的方法估计获得。本文提出了MIE算法来估计这一 

条件概率和互信息。 

对输入语音信号XFV的每一个特征矢量 XF 

，在距离空间求与说话人模型 CFCk的最佳匹配代 

表性特征矢量BFVj ，从而得到一个 XF V与说话人 

模型CFCk的最佳匹配代表性特征矢量序列，如下： 

BFV ：{BF ，BF ，⋯ ，BF ) 

BEE =F ， 

。----arg min II F —F lI． 

对于特定的输入语音 F ，由以上获取得的最 

佳匹配代表性特征矢量序列 BF 代表说话人模型 

CFCk。求相互之间的互信息，计算公式如下： 

I(XFV；CFCk) ( F ；BFVk)= 

日( F )一日( F IBF )． 

求XFV与最佳匹配代表性特征矢量序列BFVk 

的差，形成一个特征差矢量序列 DFVk，如下： 

DF ：X FV —BF = 

{DF ，DF ，⋯，DF )= 

{xFVl—BF ，XF — 

BF ，⋯ ，XFvL—BFv 、． 

特征差矢量序列 DF 中的每个特征差矢量与 

输入信号特征矢量和最佳匹配代表性特征矢量之间 

存在关系： DF = F —BF ，或 F = 
BFvk+ D Fvk 

根据概率统计理论，当 F 和 BF 采用 

相同的特征参数，并且具有高斯正态分布统计特征 

时，特征差矢量 DF 也是一个具有高斯正态分 

布统计特征的随机特征矢量，并且与BF 独立， 

其均值和方差可以根据 F 和 BF 的均值与 

方差计算得到，也可以直接根据其样本数据通过最 

大似然估计方法估计得到。线性预测系数 LPC以及 

LPCC、 MFCC等参数具有近似的高斯正态分布统 

计特征，因此，当采用这些参数作为特征参数时，特 

征差矢量 DF 的统计分布特征可以由概率密度函 

数 Ⅳ(m ， )表示，输入语音信号 XFV与说话 

人模型 CFCk之间的互信息可以计算如下： 

FV = DFV +BFV ， 

p(XFVIBFV )=p(DFV +BFV IBFV )=p(DFV )， 

H(XFV[BFVk)==一l l p(BFVk、p(XFVIBFVk、logp(XFVIBFVk、dXFVdBFVk=： 
一 p(DFV )logp(DFV )dDFV =H(DFyk)， 

H(DFVk)=笔log(27re)+l l。g l瞄 l，H(XFV)=笔log(27re)+l l。g l ， l， 
，(XFV；BFVk)= 1 丽Lwxs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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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P是特征矢量的维数， W=f 和 

分别是输入语音信号特征矢量和特征差矢量的协方 

差矩阵，前者由于是与模型无关的，因此在实际的识 

别判决中并不需要计算。 可以依据无偏估值理 

论由实际的特征差矢量分布数据估计获得，其估值计 

算公式如下： 
L 

=了1∑(DFVjk-m毋 )(DFyk—m毋 )T= 
— 。

j=1 

L 

了1∑(XFV~一BF 一m ， +m ) 
‘  

j=l 

( F 一BF 一m ， +m )T 

各特征矢量的均值m5 m ， ，m} 同样根据 
实际数据估计得到，但由于涉及统计估计的有效性，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作一定的变化。当 

输入信号的长度 较短时，各参数采用相同的均值 

效果好些，而当 较大时，采用不同的均值效果更 

好，并且，最佳匹配代表性特征矢量的均值m}h由 

相应的模型 CFCk直接估计效果更好。 

2．3 最大互信息判决 MMI 

输入语音与说话人模型之间的互信息 ( F ； 

CFCk)反映了两者的似然度，其值越大表示越相似。 

根据互信息评估算法MIE，互信息 ( F ；CFCk)可 

以由输入信号与最佳匹配代表性特征矢量序列之间 

的互信息 ( F ；BF )来替代，并且，最终由特 

征差矢量序列的协方差矩阵 ，与输入语音信号 

特征矢量序列的协方差矩阵 W=f 来决定。这样，最 

大互信息判决准则 MMI如下： 

d=Argmax ( F ；BFVk)= 
k 

． 1 I I m 

k

弧  g ‘ 
In ； ．I 

在对所有的说话人模型进行匹配判决过程中，输 

入语音信号特征矢量序列的协方差矩阵是不变的， 

所以对判决并没影响，可以在具体计算中不加考虑。 

另外，考虑到对数函数的单调递增特点，可以免除对 

数计算，最终 MMI准则简化为如下： 

d=Argmin1 1． 
k 

即识别说话人所对应的模型具有最小的特征差 

矢量序列协方差矩阵值。 

3 实验分析与比较 

基于全特征矢量集模型 CFC与互信息评估算法 

MIE的文本无关说话人识别，需要研究分析的问题 

包括：(1)汉语说话人全特征矢量集模型 CFC的大 

小，或 CFC中需要多少代表性特征矢量才能充分表 

示说话人的语音特征，(2)训练一个说话人的全特征 

矢量集模型 CFC一般需要多少语音数据， (3)互信 

息评估算法 MIE的有效性或识别性能， (4)不同特 

征参数，例如 LPCC、MFCC情况下，CFC—MIE的 

说话人识别性能， (5)不同长度测试语音输入时， 

说话人识别性能的变化趋势，(6)在相同训练语音数 

据、实验环境和条件下，CFC—MIE与 GMM 的识别 

性能比较分析。 

3．1 实验数据、环境与条件 

语音数据选择 SD2002一D2数据库，该数据库中 

包含了在普通实验室环境下通过计算机声音系统采 

集得到的40个说话人的280条语音片段，其中，男声 

26人，女声 14人，每人分别输入 7段语音，每段语音 

包括停顿间隙长度为 12 S。语音采样率为 11025 Hz， 

16位量化，单声道输入。实验中，每说话人的前 4段 

语音用于模型训练，后 3段用于测试。 

在模型训练和识别测试中，预处理部分首先消 

除输入语音信号的背景噪声，保留纯语音数据。短时 

分析采用 20 IilS矩形窗。特征参数 LPCC和 MFCC 

的计算采用 12阶模型，其中，LPCC由12阶LPC线 

性预测系数推导得到，MFCC是基于Mel频率尺度的 

倒谱系数，通过计算Mel频率域均匀分布的19个三 

角滤波器组的 DFT输出，并经 DCT变换得到 _l2j， 

实验中选取第 1 12个系数作为特征参数。 

在本文的实验中，说话人模型 CFC均采用每说 

话人的前 4段语音信号进行训练，其纯语音成分的 

长度平均为32 S。测试实验采用每个说话人的后 3 

段语音。互信息评估中，如果没有特别声明，则特征 

差矢量序列的协方差矩阵计算一般采用相同的均值 

处理，以便消除当测试语音长度较短时 (小于 3 S)均 

值估计误差带来的影响。 

3．2 全特征矢量集大小分析 

说话人的全特征矢量集模型CFC表达了说话人 

的语音特征，这种语音特征是语义和时序归一化的， 

因此体现了文本无关的特点。但是，对于汉语说话 

人来说，CFC的大小应该如何规定呢?如果 CFC太 

小，其代表性特征矢量就不能完备地反映说话人的所 

有语音特征，反之，如果很大，不仅计算量增大，而 

且，各说话人模型出现相似代表l生特征矢量的概率就 

增加，模型之间的耦合度将变大。因此，选择合适的 

CFC大小对模型的准确性和识别性能有较大影响。 

实验中分别对代表性特征矢量数为 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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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00，500的五种不同大小的 CFC 的识别性能 

进行了分析，输入测试语音的长度分别为 1 S和 2 S， 

其具体测试中的误识率如图 1所示。 

一  

精 

图 1 CFC 大小与识别性 能的关系 

从图 1可以看到，如果采用相同均值时，当测试 

语音长度为 1 S时，随着模型中特征矢量数从 100增 

加到 200，误识率从 8．8％下降到 6．63％，之后不断缓 

慢下降，但总体上较大；当测试语音长度为 2 S时， 

误识率随模型大小的变化幅度不超过 1％，基本上是 

稳定的。如果采用非统一均值，两种测试语音长度下 

都在特征矢量数为 200时得到最小误识率。因此，说 

话人全特征矢量集模型 CFC选择 200个代表性特征 

矢量较合适。 

3．3 CFC-MIE的识别性能分析 

根据以往的说话人识别研究表明，线性预测倒 

谱系数 LPCC以及 Mel频率倒谱系数 MFCC是说 

话人识别中比较有效的两种特征参数，实验分析了 

当采用以上两种参数作为特征参数时 CFC．MIE的 

说话人识别性能，具体结果如图2和图 3所示，其 

中 CFC的大小为 200，特征矢量维数为 12。 

图2是在 12阶LPCC特征参数情况下，采用统 
一

均值 (CFC_MIE_LPCC)和非统一均值 (CFC_MIE— 

LPCCAVI)得到的识别结果。可以看到，当测试语音时 

长分布为 1̂一3 S时，由于无法从较短的语音信号中 

估计精确可靠的均值，采用统一均值的互信息计算 

方法识别性能更加优越。但当输入语音信号时长达 

到 4 S以上时，此时采用非统一均值的互信息计算方 

法其识别性能比采用统一均值的方法要好，并在 5 S 

时达到了 100％，这是因为当时长达到一定长度时， 

均值估计就比较精确可靠。从这一实验可以得到结 

论，在语音信号小于 4 S时，互信息计算应该采用统 
一 均值方法计算，而当超过4 S时，则应该采用非统 
一 均值计算。同时，这一实验结果也说明了语音信号 

特征矢量的均值估计只有通过大于 4 S的语音信号 

数据获得才是可靠、有意义的。 

一  

件 
晶 

10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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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96 

95 

9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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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90 

测试语音长度(S) 

图 2 采用 LPCC参数的识别性能 

1 2 3 4 5 

测试语音长度 (S) 

图 3 不同特征参数下识别性能比较 

图 3是采用统一均值情况下，分别采用 12阶 

MFCC和 LPCC特征参数时的识别性能比较。可以 

看出，总体上 CFC—MIE具有很好的识别性能，并且， 

MFCC作为特征参数比LPCC的性能更加优越。当 

输入测试语音为 1 S时，尽管长度较短，但两种特 

征参数下识别率分别达到了 94．29％和 93．37％。当 

输入测试语音长度增加到 2 S时，识别率分别提高 

到 99．07％和 97．35％，并且，当输入测试语音长度增 

加到 3 S时， MFCC特征参数情况下的识别率达到 

了 100％，LPCC特征参数隋况下的识别率也达到了 

98．58％ 。 

MFCC参数无论在说话人识别应用中，还是在 

语音识别中都表现出比 LPCC优越的识别性能，说 

明它在描述语音信号的语义和说话人个性特征两个 

方面都比 LPCC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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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CFC-MIE与 GMM 的识别性能比较 

高斯混合模型 GMM是 目前文本无关说话人识 

别中应用较广、性能较好的一种模型，该模型用若干 

高斯正态分布概率密度函数的混合加权来拟合实际 

说话人语音信号频谱的统计分布，并利用 Bayes最 

大似然准则进行判决。 

比较分析中， GMM 所采用的训练和测试语音 

数据、特征矢量的计算方法与维数、实验条件与环 

境都与 CFC—MIE一致，其混合分量数为 l6。图 4 

表示了不同测试语音长度情况下 GMM与 CFC．MIE 

采用统一均值进行互信息匹配计算时的识别性能比 

较，其中，特征参数为MFCC，CFC的大小为 200。 

图4显示，在各种测试语音长度下，基于全特征 

矢量集模型 CFC与互信息评估算法MIE的识别性 

能要优于 GMM 模型的识别性能，并在测试语音长 

度到达 5 S时趋向一致。 

一  

静 

4 结论 

测试语音 长度 (S) 

图 4 CFC-MIE与 GMM 的识别性能比较 

本文描述了说话人的全特征矢量集模型 CFC以 

及用于输入语音与说话人模型似然度计算的互信息 

评估算法 MIE，并通过实验分析了基于 CFC—MIE的 

说话人识别性能。实验表明： (1)CFC．MIE对文本 

无关的说话人识别是有效的，并具有很高的说话人 

识别性能，当特征参数为MFCC，输入语音长度为 3 

秒时，识别率达到了 100％。 (2)相对 GMM模型， 

CFC—MIE的识别性能更加优越，识别率平均高 l％， 

并在输入语音长度达到 5秒时趋于一致。 (3)对于 

CFC—MIE，当特征参数采用 MFCC时，其识别性能 

优于LPCC，这与应用 GMM等其它模型情况下得出 

的结论一致。(4)对于汉语说话人，全特征矢量集模 

型 CFC的大小取 200较合适。 

CFC 的训练速度很快，同样训练数据下，比 

GMM的EM训练算法快许多，并且，对于语音信号 

来说，代表性特征矢量初始值的选取既可以按等间隔 

方式从原始特征矢量中选取，也可以以随机的方式选 

取，不同的选取方式对识别性能的影响很小。实验中 

互信息评估都采用了相同均值的方式，其好处是可 

以避免输入测试语音较短时均值估计误差引起识别 

性能的下降，例如在输入测试语音长度为 l S，特征 

参数采用 LPCC时，采用相同均值和分别估计均值 

两种情况下的识别率分别为93．37％和 79．66％，说明 

这一处理是有效的。但是，当输入测试语音较长时， 

采用分别估计均值的方式或许更好些，例如，在输入 

语音长度为 5 S的情况下，相同均值和分别估计均值 

两种情况下的识别率分别为99．24％和 i00％ 。 

今后将考虑如何进一步提高短测试语音条件下 

的识别性能，并研究电信网络环境下基于 CFC—MIE 

的文本无关说话人识别问题以及特征参数非线性变 

换与组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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