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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各种音频、视频文件日益增多，如何高效地定位关键敏感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目前研究人员对针对英语和汉语的语音检索技术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而针对维吾尔语的语音检索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针对
这一背景本文对维吾尔语语音关键词检索技术进行了研究并采用了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利用聚类算法将多候选词图转换
为混淆网络、倒排索引、置信度以及相关度的计算等技术和方法，对维吾尔语语音检索系统进行了研究与搭建。最后在测试
集上对该系统进行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在语音识别正确率为 82.1%的情况下，当检索系统的召回率分别达到 97.0%和 79.1%
时，虚警率分别为 13.5%和 8.5%。
关键词

维吾尔语；语音检索；语音识别；词图；混淆网络；倒排索引；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Uyghur Speech Retrieval Technology
Zhang Li-wen1, Nurmemet Yolwas1 ,Wushour Silamu1
(1.Colleg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age of big data, the number all kinds of audio and video files are increasing, how to efficiently

locate key sensitive information is very important . At present，researchers have deeply studied English and Chinese speech retrieval
technology ， but Uyghur speech retrieval technolog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by using the
technologies of large vocabulary continuous speech recognition, lattice into confusion network, inverted index, Confidence level
and similarity calculation to research and set up the Uyghur speech retrieval system.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ase of
recognition accuracy rate is 82.1%，when recall rate reaches 79.1% and 97.0%，false alarm rate is 8.5% and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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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音检索[1]运用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Large
Vocabulary Continuous Speech Recognition）的技术
将语音数据转换为文本[2]，并根据识别结果建立索
引，检索系统根据用户输入的包含关键词的查询请
求（Query），在文本中搜索与之对应的文件，最后
返回相关的语音段。
目前大多数语音检索系统都是基于语音识别
技术 的， 其中 有剑 桥大 学的 Video Mail Retrieval
Using Voice[3]，随着语音识别解码技术的不断发展，
基于音素或音节网格的语音检索技术也成为语音
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具有代表性的系统有
Google 推出的 Google Voice Local Search[4]。90 年代
初我国也开始对语音检索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其中
中科院进行了查询词为语音的汉语语音文件检索
任务[5]，哈尔滨工业大学基于关键词检出技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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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音节网格的语音检索技术[6]。
维吾尔语语音识别研究工作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1994 年，吾守尔·斯拉木采用独特的音
节训练词识别方法和词汇扩充方法等技术，研制出
联想式特定人维吾尔语音识别系统，其识别率达到
95%[7]。2012 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所对维吾尔语
广播新闻连续语音信号进行敏感词检索[8]，该文献
的工作是对语音文件中的敏感词汇进行检索，与该
文献有所不同的是，本文所研究的维吾尔语语音检
索系统目标是快速针对用户的输入信息对语音文
件进行检索与定位。
本文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
（1）采用大词汇量
连续语音识别技术将维吾尔语语音数据转换为文
本数据；（2）将多候选的识别结果词图（lattice）
转换为对应的混淆网络（CN）；（3）根据混淆网络
建立索引，完成对维吾尔语语音检索系统的搭建；
最后在实验部分对该系统进行评测并对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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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

2 系统框架设计
本文所介绍的维吾尔语语音检索系统以大词
汇量维吾尔语语音识别作为前端处理，以词作为识
别单元，其识别结果是词或音节的词图（Lattice）
多候选结构，识别结果词图再通过聚类算法转换为
混淆网络(CN)[9-10],为了提高检索的速率，根据混
淆网络建立倒排索引并将索引存储在文本文件中。
检索时对用户输入的维吾尔语查询短语用空格进
行分词和预处理，将其转换成可以被检索系统接受
的形式，之后利用索引实现检索。最后采用置信度
[11-12]评测的方法对结果进行确认和验证，输出所要
查询的词语，整个语音检索的设计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1

维吾尔语语音检索系统设计框架

2 维吾尔语语音检索系统关键问题
2.1 维吾尔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
维吾尔语 LVCSR 系统[13]与其他语言 LVCSR 系
统一样，实质上都属于同一种模式识别，一般情况
下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给定的一段语音序列在
HMM 状态空间中找到最优的状态序列，从而找出
使这段语音所代表的最有可能的词序列即首选
(1-Best)识别结果。而在在语音检索任务中检索系
统一般需要识别结果对正确文本的有较高的覆盖
率以减小检索结果的漏报率，因此在解码过程中本
文利用 HTK[14]工具集中的 HDecode 模块生成多候
选（N-Best）的词图（Lattice）识别结果。

2.1.1 声学模型
维语与汉语相似发音都是以音节为单位，但是
维语的音节数量非常大常用的就有 3000 多个，同
时每个音节之间相互独立没有共享的内容，因此使
用音节作为声学建模单元是不理想的。而维吾尔语
中音素仅有 34 个（包括 sil 和 sp）非常适合作为声
学模型的建模单元，同时考虑到上下文的因素因此
采用上下文相关的三音素作为建模单元。那么在理
论上就会有 38355 个三音素模型，然而实际在训练
集中只出现了 12395 个模型，不同的三音素模型平
均有 391 个训练样本，这会导致有些模型不能得到
充分训练或某些模型根本没有被训练，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本文采用基于最大似然决策树的状态共享
策略，并且根据维吾尔语语音特征（如元音、辅音、
塞音、擦音、塞擦音等）设计了 156 个问题集给决
策树在决策分类过程中提供依据[13,15]。
在建立声学模型之前，本文对训练语音数据提
取 39 维 MFCC 特征(帧长 25 ms，帧移 10 ms)，其
中包括每一帧数据的 12 维倒谱系数和能量及其一
阶和二阶差分倒谱，并使用倒谱均值方差归一化方
法进行降噪处理。得到 MFCC 特征之后便可采用上
面所描述的基于上下文的三音素 HMM 模型进行声
学建模，模型训练过程中先利用 HTK[14]工具对其进
行 MLE 训练，最后再利用 MLLR 和 MAP 自适应
方法对模型进行自适应优化。
2.1.2 语言模型
本文采用基于统计方法的语言模型，在语言模
型生成之前先做训练数据的准备，每个文本文件中
的每一句是以<s>开始，以</s>结尾，每个词用空格
分开。一般由于训练语料中很难包含所有的可能的
词序列组合，因此本文采用正向生成的二元模型和
逆向生成的三元模型来解决模型的稀疏问题，其中
正向模型依赖于它左侧的上下文，而逆向模型依赖
于它的右侧的上下文。语言模型利用 SRILM[16]
工具训练。
2.2 词图（lattice）转换为混淆网络
由于在面向大型的语音音频文件时，词图是一
种非线性的图形结构，因此语音检索的过程中用词
图作为索引就使得索引所占的存储空间较大；同时
由于词图包含的每一个候选结果都是基于其后验
概率尽可能大而得来的，这就不能保证识别结果中
每个词的错误率最小。而由 Mangu[9]提出的混淆网
络存储格式从词错误率最小的角度出发对词图进
行了优化，这就使得识别结果词图从原来的对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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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选句子的决策变成了对多个候选词的决策，从而
使得识别结果的存储空间也相对减小了许多。因此
本文将识别结果的存储格式由词图转换为混淆网
络，混淆网络形式的识别结果如下图所示：

其中 DocID，TS，TE，SCORE 分别表示索引项所在
文档编号、起始时间、终止时间和相应得分，在维
吾尔语语音关键词检索中，当用户输入所要查询短
语之后，系统会根据空格进行分词并删除停用词之
后再查找查询词所在的文本文件和其对应的语音
段。
2.4 置信度的计算

图 2 混淆网络形式的识别结果

本文使用 Mangu、Brill 等人提出的聚类算法
（Clustering Algorithm）将词图转化为混淆网络，
算法大致有如下几个步骤[9-10]：
（1）lattice 中的弧上都包含了一些得分，采用前后向算法计算每条弧的后验概率；
（2）对后验概率小于事先设定阈值的弧进行裁减；
（3）对相同词的弧进行合并，并将合并前每条弧
上的后验概率进行求和，得到合并弧的后验概率；
（4）对在同一时间间隔内相互竞争且拥有相同语
音性质的互不相同的词进行聚类，最终形成混淆网
络。
对后验概率较低的弧进行裁剪是为了更好地
将相互竞争的词进行对齐，同时可以提高系统的检
索速率。然而如果裁剪阈值设定的过高，就很有可
能会裁剪掉正确的词，从而降低召回率，这一点将
会在后面的实验中得到验证。
2.3 倒排索引

目前的研究中基本是以弧的后验概率作为
置信度 [11-12] 的衡量标准。假设我们的查询词 Query
的音节串为 l1l2...lk，后验概率记为 P(Q|O),计算公式
如下：
P (Q | O )  P ((l 1l 2...lk ) | O )  P ( A(l 1l 2...lk ) | O )
其中 A(l1l2...lk)代表包含音节串 l1l2...lk 所
有的路径的集合，公式具体推导过程见文献[11-12] 。
2.5 相关度的计算
在计算相关度之前先将语音文档 D 分成若
干 个 语 音 片 段 （ Segment） S 1 ,S 2,S 3... S I ， 当 用 户
输入查 询短语 Query(简写为 Q)时,查询 短语通
过分词并删除停用词等处理以后，被分成若干
个 Word,分别记做 W 1,W 2...W J ，经过 2.3 节中对
置信度的计算，能够计算出查询词在各个语音
段发生的后验概率 P(W j |S i )（1≤j≤J,1≤i≤I）,之后
便可得到查询短语 Q 和语音文档 D 的相关度计
算公式如下：
J

要达到快速检索语音文件的目的，需要对多候
选识别结果建立索引。文本检索的相关研究表明，
使用倒排索引结构可以有效地提升检索速度，在文
本检索中倒排索引的索引项是词（汉语中还有可能
是字，本文针对维吾尔语自身特点采用词作为索引
项），每个词对应一系列的包含文档 ID 以及该词在
文档中的位置信息的索引记录。但是由于语音识别
结果与文本不同，识别结果中的每个词还包含时间
信息和相应的得分，因此语音索引记录中除了包括
索引项所在的所有文档编号以外还包含了起始时
间、终止时间以及一些相应的得分信息。基于以上
描述本文所采用的倒排索引结构如图 3 所示：

图 3 维吾尔语语音检索倒排索引结构图

图 2 表示了三个维吾尔语词“语音”、
“检索”、
“系统”
（图中从上到下的顺序）的倒排索引结构，

I

SIM ( D, Q )   P (Wj | Si )
j 1 i 1

上述公式计算出查询词所发生的频率，索引时
是依据计算得到的 SIM(D,Q)值来排序文档，因此可
以看出查询词出现的频率越高，查询词与语音文档
间的相关度就越大。
2.6 维吾尔语语音检索中的特殊问题
早期的语音检索研究主要针对英语而进行。随
着语音检索技术的发展，针对一些其它语言（如汉
语、阿拉伯语等）的语音检索技术也被越来越多的
人所重视。与英文和汉语相比，维吾尔语有其自身
特点，而这些特点也影响到了维吾尔语语音检索系
统的设计与实现。
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是黏着性
语言，同一词干利用丰富的词缀可产生超大词汇
量。就说明要建立覆盖维吾尔语中所有单词的发音
词典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单词作为语音识别单元
时， 识别 系统 中会 产生 较多 的未 登录 词(Out Of
Vocabulary，OOV)，这会影响识别性能。那么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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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系统无法识别的词时，检索结果就会出现较多的
错误。目前 OOV 问题的主要解决方法就是对查询
短语中的未登录词进行词干和词缀的切分[17],然而
维语词缀包含较多信息，该方法就会造成信息缺
失，对于维吾尔语 OOV 问题还需更进一步的探索
和研究。

3 实验及结果分析
3.1 实验配置
3.1.1 训练数据描述
实验中声学模型训练集采用的是 16khz 采样频
率，16bit 量化精度，单声道，用 PC 在办公室环境
下录制。训练语料包含 356 个人（189 女，167 男）
发声的 128 小时的 2465 条语句。频谱特征观察矢
量为每帧 39 维向量，包扩 12 阶 MFCC，归一化
对数能量，及其一阶、二阶差分。
实验中语言模型训练集采用共有 1,335,000 个
句子和 590,000 个不重复单词的维吾尔语文本语料
库，内容包含新闻、杂志、政府公文、各种理工科
书籍等同时对语料库中的句子以单词为单位进行
反向处理，选取 60,000 个高频单词作为识别发音
词典和语言模型建模基础单词列表，采用 SRILM[15]
语言模型训练工具分别建立了基于单词的正向
2-gram 和反向 3-gram 语言模型。
3.1.2 测试数据描述
识别阶段的测试语音库包含 10 个说话人（5 男，
5 女）发声的 2 小时的约 1000 个语句的 wav 文件，
测试集对语言模型的平均 OOV 率为 14.8%。在检
索阶段，本文分别对 20 个维吾尔语关键词进行检
索，其中 20 个关键词中有两个为集外词。

的转换即不参与建立索引。
3.2.2 实验结果及分析
如表 1 所示为 20 个关键词在不同裁剪阈值θ下
的召回率和虚警率并根据表中结果给出召回率和
虚警率的 ROC 曲线如图 3 所示：
表1

不同阈值下系统的虚警率和召回率

阈值θ

虚警率

召回率

-0.5

13.5%

97.0%

-0.05

12.5%

95.5%

-0.005

10.0%

92.5%

-0.0005

9.5%

89.6%

-0.0001

9.0%

86.6%

0

8.5%

79.1%

从表 1 中的结果和图 4 的 ROC 关系曲线可
以看出当阈值θ增大时，相应的召回率和虚警率
就会随之降低，这是由于当阈值增大时识别结
果词图的弧的相应裁减量就会增多，那么识别
结果对正确文本的覆盖率就会降低，自然检索
出来的结果就会减少，最终就有可能会导致召
回率和虚警率的降低。而在现实的应用当中，
检索系统的召回率越高越好而相应的虚警率越
低越好，因此如何根据不同的需求来选择阈值
的大小使二者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是一个值
得考虑的问题。

3.2 实验结果分析
3.2.1 系统性能评价
语音检索系统的性能评价分为语音识别模块
性能的评价和语音检索模块性能的评价：语音识别
模块的评价性能采用单词正确率进行评价，在
3.1.2 小节所介绍的测试集上该模块的单词正确率
为 82.1%；语音检索的性能评价准则采用接收机工
作 特 性 （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曲线。ROC 曲线以虚警率为横轴，召回率为
纵轴，绘制在改变阈值θ时检索系统的工作特性。
在 2.2 节中词图转换为混淆网络过程中，阈值θ用
于控制词图弧的裁减，当词图弧的置信度低于阈值
θ时，就对该弧进行裁减则该弧将不参与混淆网络

图4

虚警率与召回率关系曲线（ROC）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研究并搭建了基于大词汇量维吾尔语连
续语音识别技术的语音检索系统，该系统以维吾尔
语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作为识别模块将识别结果以
词图格式输出并转化为混淆网络，最后根据混淆网
络生成索引，用户在使用时输入查询串，系统先对
查询串进行分词然后根据分词结果定位所要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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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音文件。经过评测，发现该系统在识别正确率
为 82.1%的情况下，当虚警率为 13.5%和 8.5%时，
召回率分别为 97.0%和 79.1%，但是由于测试数据
和查询关键词数量较少该评测数据仅仅只能提供
一个参考，在具体应用过程中还需要另外讨论。除
此之外，目前建立的维吾尔语语音和文本语料库规
模还是比较小,而且没有统一、共享的评测数据，
无法对研究结果进行客观的评价也无法与其他系
统进行对比实验，因此需要加强评测数据的建立和
共享。
该维吾尔语语音检索系统是新疆多语种信息
处理重点实验室研发的第一个语音检索系统，为实
验室后期的研发奠定一个基础但仍有许多可以改
进的地方如：
（1）训练语料库的扩展，可以收集各种各样
的语料，覆盖更广的语音现象和更广的领域；
（2）对维吾尔语连续语音识别模块的声学模
型和语言模型进一步优化以提高识别正确率（例如
利用目前深度神经网络的方法进行优化）；
（3）将维吾尔语音的韵律特征与词图进行融
合，充分的运用维吾尔语语言的特点，提高维吾尔
语语音检索的性能；
（4）对集外词的问题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5）优化维吾尔语语音检索系统，界面更加
友好，在视觉效果上尽可能适应用户需求，尽可能
满足用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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