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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提出了应用声学似然分作为置信度来生成可
靠口音相关单元的方法!基于可靠口音相关单元构造声学
模型"并通过声学模型重构的方法将它们融合到标准普通话
模型中"以改善普通话语音识别器对带多方言口音语音的识
别效果!另外"还提出了使用增量式决策树融合及根据支配
度选择G43..混合*种方法来减少冗余的G43..混合"从而
提高了重构后的声学模型的效率!实验表明#该方法在不
降低对标准普通话的识别率的前提下"对粤$吴口音的绝对
音节错误率分别下降了:>*’H和:>*$H!
关键词!语音识别%多方言口音%可靠口音相关单元%声学

模型重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I
文章编号!$%%%&%%’("*%$$#%:&$$?$&%?
!"#$%&’"!(#)*+!,*"#-%&,$"&’#-!.#,!($+&’&/""*-&

01’-*%*!%2**"1!,*"#3-’&’#-

!"#$%!&’()$$*$*+,!-.!$$!"/$%!0’)1(2!3(45$"450*-&*,!.#,!62**"1!/-)!7/-3$/3*!8*"1-#+#3’*%$
9’:’%’#-!#.!8*"1-#+#3;!<--#:/&’#-!/-)!9*:*+#2(*-&$
8%’-31$/!=/&’#-/+!7/>#,/&#,;!.#,!<-.#,(/&’#-!6"’*-"*

/-)!8*"1-#+#3;$?*’@’-3!4AAABC$01’-/%
D59*2/,&(*-&!#.!0#(2$&*,!6"’*-"*!/-)!8*"1-#+#3;$
8%’-31$/!E-’:*,%’&;$?*’@’-3!4AAABC$01’-/#

!>%&,/"&&-29!47<3.E/7!=/J9=/2<<F!.7<K9!/.!3.9F!4.!4!7<0L/F9079!C94.3K9
E<!1909K4E9!K9=/4M=9!47790E&.N97/L/7!30/E.!40F!E<!C9K19!.372!K9=/4M=9
47790E&.N97/L/7!30/E.!E2K<312!47<3.E/7!C<F9=!K97<0.EK37E/<0>-29
F97/./<0!EK99!C9K19!40F!47<3.E/7!C<F9=!K97<0.EK37E/<0!9LL/7/907/9.!4K9
/CNK<69F!MD!K9F37/01!K9F30F40E!G43../40!7<CN<090E.!E2K<312!40
/07K9C90E4=!F97/./<0!EK99!C9K19!NK<79F3K9!40F!.9=97E/<0!<L!G43../40
7<CN<090E.!477<KF/01!E<!E29/K!F<C/04079>-9.E.!<0!)40E<09.9!40F!O3
47790E.!.2<P!E24E!E2/.!4NNK<472!D/9=F.!./10/L/740E!:>*’H40F!:>*$H
4M.<=3E9!.D==4M=9!9KK<K!K4E9""BQ#K9F37E/<0.!P/E2<3E!F91K4F/01!E29
N9KL<KC4079!<0!.E40F4KF!R3E<01234>

F*;!G#,)%&.N9972! K97<10/E/<0% C3=E/N=9! 47790E.% K9=/4M=9
47790E&.N97/L/7!30/E%47<3.E/7!C<F9=!K97<0.EK37E

汉语中共有八大方言$即&官话)吴语)湘语)赣
语)客家语)闽南语)闽北语以及粤语*$+(其中$官话

是与标准普通话最为接近的一种方言$其他各种方
言在声学发音以及语言学表现上都与标准普通话有

着显著的差异(由于多数普通话使用者把普通话作
为第二语言来掌握$他们的普通话发音不可避免地
受到其方言母语发音的强烈影响**+(相关文献指
出$@%H左右的普通话使用者带有不同程度的方言
口音*++(由前所述$方言口音在汉语语音中是一个
严重的问题(实践表明&当说话人带有某种方言口
音时$针对标准普通话构造的语音识别器的性能往
往会大幅下降(

口音相关单元"47790E!.N97/L/7!30/E#常用来表
征口音中的发音变异$并有多种使用方法(其中$用
口音相关单元来扩展发音基元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

办法*(&’+(然而$引入的扩展发音基元以及带有多种
候选发音的多发音字典往往会增加语音识别器的词

汇混淆度(S2和T/C利用发音变异基元在最大后
验概率"C4U/C3C!4!N<.E9K/<K/$VIR#和最大似然
线性回归"C4U/C3C!=/J9=/2<<F!=/094K!K91K9../<0#自
适应方法中生成额外的回归分类$从而改善了对带
口音语音的自适应效果*$$?&@+(这类自适应方法的$
个主要缺点是会不可逆地改变声学模型的参数$从
而导致自适应后的模型不再适用于标准语音或其他

口音(针对以上方法的缺点$W/3和X301提出了
使用口音相关单元构造声学模型$并将这些模型通
过声学模型重构及状态级发音模型等方式用作隐式

模型**$:+(这种方法不但同时对多种口音有效$而
且不降低系统对标准语音的识别效果(不过$这种
方法在如何选择恰当的口音相关单元$以及如何减
少冗余的G43..混合以保持恰当的模型复杂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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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仍然存在着难点$

本文提出了使用声学似然分作为置信度来筛选

可靠的口音相关单元的方法$基于筛选出的可靠口
音相关单元来构造独立的口音相关声学模型#再利
用决策树融合和声学模型重构的方法把这些模型融

合到它们对应的标准普通话声学模型中$这样#可
以在一个语音识别系统中既同时处理多种方言口

音#又不降低系统对标准普通话的识别率$另外#为
避免从口音相关模型中引入冗余的G43..混合#与
传统方法不同的是#本文提出了增量式决策树融合
的方法#并根据发音变异的混淆度从对应的口音相
关模型中引入不同数目的G43..混合#从而对不同
重要性的发音变异进行合理的区别处理$综合使用
上面提出的方法#在不牺牲语音识别系统对标准普
通话识别率的前提下#大幅改善了系统对多种方言
口音语音的识别率#同时有效地控制了声学模型复
杂度$与前期对某种口音发音变异进行分层#并使
用自适应或上下文无关的状态级发音模型来优化声

学模型的方法相比%$#(&#本文构建了上下文相关的
发音模型#使得重构后的声学模型既保持对普通话
的识别率#又能同时改善对多种方言口音语音的识
别率$
4!汉语方言口音

各种汉语方言中的发音往往与普通话中的标准

发音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语言学研究表明’粤
语和吴语中分别只有?%H和A%H的发音与普通话
的接近%*&$而且粤语和吴语之间的发音差异也非常
显著#语言学家甚至把这*种方言在音系(词汇以及
句法结构上视作*种不同的语言$不同汉语方言口
音间存在着区别和联系#本文使用粤语和吴语为例
来说明这点$

在汉语语音识别系统中#通常使用声韵母作为
子词单元!.3M&P<KF!30/E"来构造声学模型$一个声
母通常对应于一个音素#而一个韵母则可能是单元
音(二合元音或三合元音$标准普通话中共有**个
声母和+?个韵母#粤语中共有*%个声母和’+个韵
母#吴语中则包含了+’个声母和($个韵母%$%&$这
样#不同方言间的声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例如#与
普通话相比#粤语包含一个额外的后鼻音)01*#并
且粤语中)L*和)U*这*个声母的发音相同$吴语中
的声母分成了清和浊*类#而普通话中只有清声母#
比如普通话中的清声母)L*在吴语中则是浊声母$
对于韵母来说#吴语的韵尾)0*与)01*在发音上没

有区别$另外吴语比普通话具有更多的单元音韵
母#例如普通话中的韵母)40*对应了吴语中的+49+(+<9+(+/9+这+个单元音韵母$粤语的韵母也要比
普通话的韵母结构更为复杂#相比于普通话仅有*
种韵尾)0*和)01*#粤语包含了)C*()0*()01*()N*()E*和)J*这?种韵尾$

从上面的发音差异可以看出#母语是粤语或吴
语的人在拼读某些普通话的声韵母时会遇到困难#
从而导致发音变异的出现$本文把母语是某种方言
的说话人在拼读普通话时带有的发音变异的共性称

为方言口音$带有方言口音的普通话在不同程度上
具有它们对应方言的发音的特点$比如#当母语是
吴语的说话人发普通话韵母)Y2*的音时#他的发音
很可能既像)Y2*又像)Z*$因此#仅使用标准普通话
的声韵母无法完全表示带方言口音语音中可能遇到

的所有发音$
虽然不同方言口音之间存在着差异#但也存在

着相似性$比如#粤语和吴语都没有卷舌音).2*#
却都有).*$这样#带粤(吴*种方言口音的普通话
中都存在着).2*到).*的发音变异$于是#由于发音
变异本身的复杂性#需要一种自动化的方法来找出
*种不同方言口音间重叠的发音变异#以避免对相
似变异的重复建模$同时#一个先后在粤语和吴语
地区生活过的说话人可能带有这*种方言的混合口
音$在极端情况下#混合口音发音变异的复杂性会
导致)Y2*的发音变异遍及从)Y2*到)Y*的整个分
布%*&$因此#对多方言口音需要进行更加灵活的声
学模型建模$
D!可靠口音相关单元的建立

口音相关单元通常被用来表征由口音产生的发

音变异$设!是变异前的基准发音#"是变异后的
表象发音#一个典型的口音相关单元可以写作)!"
"*%*&$使用规则或者数据驱动的方法#可以从$种
口音中提取$套口音相关单元$因此#通过对多套
口音相关单元进行联合建模#可以表征出多口音中
发音变异的多样性$
D54!生成可靠口音相关单元

为了获得口音相关单元#本文使用声韵母级别的
人工标注作为基准发音序列,同时使用自由基元识
别%$*&进行声韵母循环的识别#识别结果作为表象发
音序列$使用基于动态规划的对齐工具!FD04C/7
NK<1K4CC/01!4=/10C90E!E<<="来获得基准发音和表
象发音间的对齐序列%$$&#进而得到口音相关单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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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可能候选#通常来说!这些候选的数目很多!而
其中许多候选可能仅有很少的样本出现在对齐序列

中!因此并不适合用来训练口音相关模型#本文丢
弃所有出现次数少于+%次的候选!并把剩余的候选
称作初始口音相关单元#初始口音相关单元中包含
有真实的发音变异$数据和识别器错误!以及普通话
中的固有混淆%$$&#本文通过参考普通话的混淆矩
阵及语音学知识!从初始口音相关单元中筛选出真
正的口音相关单元#部分被筛除的初始相关单元如
表$所示#

表4!筛除的部分初始口音相关单元

基准发音 Y2! .! [! N! 7! M! M ＿/!4<! 4
表象发音 .2! Y! E! E! E! N! F ＿6! 9! 40

D5D!可靠口音相关单元

并非所有口音相关单元都适合用于声学模型重

构#本文用图$来说明口音相关单元可靠性的重
要!其中"#% 是某一维的均值!$’#%(是相应的输
出概率#假设!和"是不同的发音基元!它们各自
的声学模型都只包含一个 G43..混合!分别记做
%!’!!!"!(和%"’!"!""(!其中!和"* 是G43..混
合的均值和方差#&! 指代! 的声学样本#易知当
$’&!#!(小于$’&"#"(时就发生了误识别!&! 被
错分类为"!所有这些被错分的口音相关单元
!""的样本都位于图$中决策面’图$中虚线(的
左边#当这些样本都聚集在图$中&$ 附近时!由
于$’&$#!(与$’&$#"(大小相近!通过对!的模
型分布进行重构来使$’&$#!($$’&$#"(是合理
的#否则!当!""的样本集中在&* 附近时!由于
$’&*#"(显著大于$’&*#!(!说明"的许多样本
也在&* 附近!因此对 ! 的分布进行变形来使
$’&*#!($$’&*#"(!将会导致"的这些样本被错
分为!!从而不可行#

图4!口音相关单元的可靠性的例子

假设’$’*)’( 是样本& 的语音帧序列!则&
属于基元! 时的平均声学似然分定义为

.7<K9’&!!()*$(%(+=0$’’+,!(- ’$(
!!于是!用于选择可靠口音相关单元的置信度可
以写为

$
.%

.

/

’.7<K9’&/!!(*.7<K9’&&

/ !"((- ’*(
其中". 是!""的样本的数目*.7<K9’&!!(和
.7<K9’&!"(分别是基准发音!和表象发音" 的声
学似然分!这些声学似然分通过对基准发音序列和
表象发音序列分别作强制对齐来获得%$*&#

表*列出了筛选出的部分粤口音的可靠口音相
关单元#

表D!部分粤口音可靠口音相关单元

基准发音 Y2!Y2!Y2!.2!.2! 0! F! F! 7! 9/
表象发音 Y! .! Z! .! K! =! N! N! Y! 3/

表+列出了实验中得到的部分吴口音的可靠口
音相关单元#

表H!部分吴口音可靠口音相关单元

基准发音 Y2!Y2! Y! U! .2!.2!.2! K! 72! 72
表象发音 Y! Z! Z! [! U! .! L! =! [! 7

比较表*和+可以发现!*种口音具有一些共
同的可靠口音相关单元#但是!由于不同口音中对
应于相同发音变异的口音相关单元往往具有不同的

变异趋势和声学参数!并不能直接将这样的可靠口
音相关单元进行合并处理%*&#
H!声学模型重构

为了对不同口音各自建模!本文针对每种口音
对应的口音相关单元分别构造三音子模型#通过声
学模型重构可以调整基准发音模型的输出分布的形

状!以使基准发音模型的分布边界具有更大的灵活
性$鲁棒性!从而覆盖相应的发音变异#
H54!辅助决策树和声学模型重构

本文使用基于决策树聚类进行状态共享的三音

子声学模型#可靠口音相关单元对应的三音子模型
的结构与标准的三音子模型类似!只是决策树的中
心基元并非普通话声韵母!而是相应的可靠口音相
关单元#本文将可靠口音相关单元对应的决策树称
作辅助决策树!而将标准普通话模型的决策树称作
标准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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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决策树融合的方法对基准发音的模型进行

重构$在使用决策树聚类进行状态共享的三音子声
学模型中#对三音子模型的重构等价于对标准决策
树和辅助决策树的叶节点进行融合$辅助决策树上
的每个叶节点都融合到其基准发音对应状态的标准

决策树上距离它%最近&的某个叶节点中’$$(#如图*
所示$即基准模型从有关的可靠口音相关模型中%借&G43..混合来调整它的输出分布的结构#以达
到能够覆盖相应发音变异的目的$传统决策树融合
算法详见文’$$($

图D!决策树融合示意图

H5D!增量式决策树融合

传统决策树融合算法中#在所有辅助决策树叶
节点与标准决策树叶节点之间的对应关系都被确定

下来之前#不将任何一个辅助决策树叶节点真正融
合到对应的标准决策树叶节点中$即在计算辅助决
策树的每个叶节点与对应的标准决策树的哪个叶节

点距离最近的过程中#标准决策树的所有叶节点的
输出分布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实际上每融合$个
辅助决策树叶节点#都会改变标准决策树叶节点的
概率密度函数中 G43..混合的数目和输出分布的
形状$当某个标准决策树叶节点融合了若干辅助决
策树叶节点后#这个标准决策树叶节点的输出分布
可能已经被变形到足以覆盖某些尚未融合的辅助决

策树叶节点对应的发音变异$为减小融合后声学模
型的大小#本文提出增量式的决策树融合方法$

在增量式决策树融合算法中#每当一个辅助决
策树叶节点与标准决策树叶节点之间的对应关系被

确定下来#就马上进行相应的融合以改变标准决策
树叶节点的输出分布$也就是说#标准决策树叶节
点中概率密度函数在整个融合过程中被%实时&更
新$假设辅助决策树的. 个叶节点被最终融合到
标准决策树的某个叶节点中#在前+!$’+’."次融
合后#该节点的输出概率密度函数$+!0#1"可以
写为

#+$+*$!0,1"2!$*#+"$!0,3+"$!3+,1"-!!+"
其中

#+ )
##2$!3$,1"# +)$)

#2%+*$
/)$
$!3/,1"

#2%+
/)$
$!3/,1"#+$$

(

)

*

-
!("

!!式!("中*$%!0#1"为已有的基准发音的模型的
输出分布)#是线性插值系数的初始值#设置为基准
发音被误识别为对应表象发音的概率)$!3+#1"是
口音相关模型3+ 及其对应基准模型1之间的混淆
度$通过迭代很容易证明*通过式!("最终得到的
输出分布等价于通过原始决策树融合方法得到的输

出分布$也就是说#增量式决策树融合算法在不改
变原有决策树融合算法融合原理的前提下#给原算
法增加了%实时性&$

对决策树融合时辅助决策树叶节点与其最近的

标准决策树的叶节点的距离设置一个阈值#当最近
距离小于该阈值时#可以认为辅助决策树叶节点的
输出分布与对应标准决策树叶节点的输出分布相

近#这时的标准决策树叶节点已能够覆盖该辅助决
策树叶节点对应的发音变异$于是这样的辅助决策
树叶节点不再被融合到任何叶节点中#从而减小了
融合后的模型的大小$
H5H!I/$%%混合的支配度

为避免重构后声学模型大小的膨胀#传统的声
学模型重构方法丢弃掉了混淆度较低的口音相关单

元#即使它们具有足够多的训练样本$然而#根据长
尾理论!=<01!E4/=!E29<KD"’$+(#所有这些被丢弃的低
混淆度的口音相关单元的混淆度之和仍然可能占据

总混淆度的很大比例$例如#在本文的实验中#韵母%9&共有*(个可靠口音相关单元#其中$A个的混淆
度均小于*H#但这$A个单元共占据了%9&总混淆
度中的($-@(H$因此#通过保留这些低混淆度的
可靠口音相关单元#可以显著增加重构后模型的对
发音变异的覆盖能力#从而带来识别率的提升$

然而#保留所有低混淆度的口音相关单元会造
成辅助决策树数目的显著增加$为了使融合后的声
学模型仍然具有适当的大小#可以不%借用&辅助决
策树叶节点的概率密度函数中的所有G43..混合#
而选取具有最大支配度的G43..混合’$$(#并融合进
对应的基准发音模型中$如果状态"的概率密度
函数仅包含一个G43..混合%"!!"#"""时#那么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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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3..混合%(#!(!"($对该状态的支配度定义为
F<C#%(!" %$%4

+)$

#!(+ *!"+$*"(+"" &
+

$
*
- #’$

其中4是概率密度函数的维度’
当"的概率密度函数包含多个G43..混合时!

使用文%$$&中的 G43..混合缩减公式将其概率密
度函数缩减为单G43..混合的形式’
C!实!验

实验使用国家(八六三)高技术项目四大方言普
通话语音语料库%$(&以及"S#\普通话数据库%(&’
国家(八六三)高技术项目四大方言普通话语音语料
库是目前规模最大*应用最为广泛的中文带口音语
音数据库’

所有语音数据均为$?J]Y采样率和$?M精度’
数据库及数据集划分如表(所示’-K4/0"9ER 以及
-9.E"9ER是从"S#\普通话数据库中划分的训练集
和测试集’ 9̂6"9E)和-9.E"9E)分别是从国家(八六
三)高技术项目四大方言普通话语音语料库中划分的
粤语口音开发集和测试集+̂ 96"9EO和-9.E"9EO 分
别是从国家(八六三)高技术项目四大方言普通话语
音语料库中划分的吴语口音开发集和测试集’

表C!数据集和数据集划分

数据集名称 语音总时长,2 音节总数 说话人数 语句总数

-K4/0"9ER! ’$>’! +(%!’’?! $%%! *’!:*%
-9.E"9ER! A>*! +?!??A! +*! (!$%%
9̂6"9E)! ?! ’%!@(A! *%! *!:((
-9.E"9E)! ?! ’?!(@%! *%! +!%A’
9̂6"9EO! ?>*! ’$!’’:! *%! +!$’?
-9.E"9EO! ?>A! ’’!+A@! *%! +!(*%

基线系统的声学模型使用 -K4/0"9ER训练!
]VV模型的拓扑结构为+状态!从左到右无跨越
式’使用的声学特征为$+VX))#V9=!LK9[3907D
79N.EK3C!7<9LL/7/90E$*$+"VX))*$+""VX))’
使用包括?个零声母在内的标准普通话的*@个声
母和+?个韵母!作为构建上下文无关 ]VV 模型
的子词单元’使用 ]VV 工具包#2/FF90!V4KJ<6
C<F9=!E<<=J/E!]-T$基于决策树聚类的状态共享
方法构造了+!%%%状态*每状态$*G43..混合的三
音子声学模型%$*&’在所有实验中使用含有($*个
标准音节的音节字典’

从 9̂6"9E)和 9̂6"9EO 中分别提取了**$和
*%:个可靠口音相关单元’在此基础上!使用决策
树状态共享方法为粤语口音构建了?++个辅助决策
树和@$$个叶节点+为吴语口音构建了?*A个辅助
决策树和?(’个叶节点’通过增量式决策树融合算
法!每个口音的所有辅助决策树都被融合到$:*个
标准决策树共+!%%%共享状态的标准普通话模型
中’当可靠口音相关单元的混淆度大于%>$’时!从
其辅助决策树的每个叶节点中选择*个支配度最大
的G43..混合融合到标准普通话模型中+否则!只
选择一个支配度最大的 G43..混合’重构后的声
学模型包含+A!+%A个G43..混合!平均每个状态包
含$*>(+个G43..混合’为了更公平地比较方法的
有效性!混合 -K4/0"9ER* 9̂6"9E)和 9̂6"9EO 训
练了一个具有+!$%:个共享状态以及总计+A!+%@个
G43..混合的增强型基线系统’所有比较实验的实
验结果如表’所示’表’括号中的数据为相对于基
线系统的绝对音节错误率#"BQ$下降’

表J!含重构的声学模型的系统的6KL

系统名称
"BQ,H

-9.E"9E)! -9.E"9EO! -9.E"9ER
基线系统 ’A>*:! ’?>’*! *(>’(

增强型基线系统#-K4/0R!̂ 96"9E)!̂ 96"9EO$ (:>%:#&@>*%$ (@>?’#&A>@A$ *’>+*#_%>A@$
基线系统_VIR自适应#̂96"9E)!̂ 96"9EO$ (@>?%#&@>?:$ (’>?*#&$%>:%$ +%>:%#_?>+?$

重构的声学模型系统 (@>%(#&:>*’$ (A>+$#&:>*$$ *(>%’#&%>(:$
!!从表’可以看到!只用标准普通话语音构造的
语音识别器的识别率明显受到了口音带来的负面

影响’与基线系统相比可以发现!重构的声学模
型在-9.E"9E)和-9.E"9EO 上分别带来了:>*’H
和:>*$H 的绝对"BQ下降’这说明声学模型重构
提高了模型输出分布的边界结构鲁棒性!使其能够
同时覆盖多种口音的发音变异%*&’另外!在所有测

试集上!重构的声学模型的性能均比通过重训练得
到的增强型基线系统的好’这个结果说明"利用可
靠口音相关单元对发音变异进行准确的显式建模!
其性能比混合所有数据直接训练模型的更好’这一
方面是因为对发音变异进行显式建模使得在同样

G43..混合数的条件下!重构的声学模型的 G43..
混合数目针对不同发音变异分布得更加合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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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因为在生成可靠口音相关单元构建模型时#
使用基于声学似然分的置信度准则对可能增加模型

混淆度的候选单元进行了筛除#使得重构的模型的
不同输出分布之间的区分度更好$对发音变异的长
尾效应的重视也使得重构的模型对多样的口音变异

具有更强的覆盖能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声学模
型重构的方法比重新训练新的声学模型的方法的时

间开销更小$
从表’还可以发现#混合 9̂6"9E)和 9̂6"9EO

这*种口音的数据进行 VIR自适应#可以使模型
同时兼具对这*种口音的鲁棒性$表’中 VIR自
适应系统对粤%吴*种口音的绝对"BQ分别下降了
@>?:H和$%>:%H$然而#这种对多口音的鲁棒性
是以牺牲系统对标准普通话的适应性为代价的#自
适应后的系统对标准普通话的绝对"BQ上升了
?>+?H$与此不同的是#重构的声学模型中同时包
含有原有的对应标准普通话的G43..混合#以及从
可靠口音相关模型中&借’来的对应发音变异的
G43..混合$这些&借’来的G43..混合增加了原模
型输出分布结构的灵活性#使之能够覆盖多口音的
发音变异$表’中重构的声学模型在粤语口音上的
"BQ下降大于自适应模型的#同时在吴语口音上的
"BQ下降小于自适应模型的#但没有损伤原有对标
准普通话的覆盖能力$

综上可见#利用可靠口音相关单元%增量式决策
树融合以及选择高支配度的 G43..混合进行声学
模型重构的方法#具有在所有测试集上高于混合数
据重训练声学模型的系统的性能#并在不降低对普
通话识别性能前提下#与自适应后的模型在*种口
音上的"BQ具有可比性$而实现这些性能提升的
代价仅是增加了+>?H的G43..混合数量#合理地
保持了重构后声学模型的大小$
J!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多口音语音识别的声学模

型重构方法$使用声学似然分作为置信度为每种口
音分别生成一套可靠口音相关单元#并把这些单元
对应的口音相关模型通过声学模型重构的方法融合

到已有的标准普通话模型中$这种方法通过调整标
准普通话模型的输出分布的结构#使得输出分布具
有足够高的鲁棒性#以覆盖多种口音的发音变异#同
时不降低声学模型对普通话的识别性能$为了避免
声学模型重构引入冗余的G43..混合#使用增量式
决策树融合以及根据支配度选择 G43..混合的方

法改进了原有的声学模型重构方法$实验结果表
明(该方法在对标准普通话识别率不下降的前提
下#使得系统对带粤%吴*种口音的绝对"BQ分别
显著下降了:>*’H和:>*$H#而代价仅是增加了
+>?H的G43..混合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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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R)&*%%(&%%’+/0EK<>2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