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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从语音中获取包括字面含义和说话人情绪状态在内的全面意图信息，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模态信息

融合的语音意图理解方法，并对其中的关键词抽取、命令解析、基于文本/韵律特征的情绪状态检测以及多
模态信息融合等关键算法进行了设计。该方法从识别文本和语音信号中抽取不同模态的信息并进行融合，能
够有效地从语音中获取丰富的意图信息，有助于建立自然的人机交互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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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eech Intention Understanding Method Based on Multimoda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Zheng Binbin, Jia Jia, Cai Lian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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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comprehensive speech intention information containing both the literal meaning and
speaker’s affective state, a speech understanding method based on multimoda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is proposed.
Key algorithms including keywords extraction, command analyzing, text/prosody-based affective state determination
and multimoda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re designed. The method is able to effectively obtain rich intention information by extracting information of different modality from recognition text and speech signal and merging them together, which is helpful to establish a natural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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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人机交互技术的迅速发展，如何使计算机具有理解话语的能力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意图理解
系统旨在对说话人的意图进行准确地分析和理解。目前针对语音意图理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话语理解
（spoken language understanding）[1]，通过分析特定领域的语音文本来获取其中的语义信息，大致可
分为基于规则/文法的理解方法 [2]、基于统计的理解方法[3]、基于例句的理解方法[4]。虽然上述方法能
够有效地理解话语的字面意思，但普遍存在以下2个问题。
1）话语理解的研究对象是对语音进行人工转写得到的文本，而在实际应用中只能使用语音识别引
擎来获取文本信息。由于自然语言中存在多种复杂的口语现象，在现有语音识别技术条件的限制下得
到的识别文本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错误，这将导致理解性能大幅下降。
2）只考虑了话语的字面意思，即语言学信息。然而，语音可以传达丰富的信息，除语言学信息
外，说话人的态度、情绪或者说话风格等副语言学信息也对意图的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忽视这部分
信息可能导致对说话人意图的理解产生很大偏差。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模态信息融合的语音理解方法，该方法利用关键词检测等
技术对识别文本进行分析以减少识别错误带来的影响；除关键词信息外，也从语音信号中抽取声学特
征，获得多模态信息并进行融合，以获取说话人状态，最终对说话人的意图进行准确而全面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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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图结构与理解框架
1.1 意图结构设计
本文考虑语音意图理解在智能家居场景下的应用。在智能家居控制场景中，说话人的意图主要是
对家居设备进行命令控制。为有效表示用户意图，设计了表 1 所示的意图结构，包括命令内容、用户
状态以及命令状态 3 部分。
表 1 智能家居控制场景意图结构
Table 1 Intention Structure of Home Automation
意图结构项
意图结构子项

命令内容

用户状态

命令状态

设备名称；设备属性；

高兴；愤怒；

有效性

设备位置；操作类别

悲伤；惊奇

优先级

命令内容指用户语音中包含的具体指令。智能家居控制场景中常用的设备控制命令具有统一的模
式，命令内容包括设备名称、设备属性、设备位置及操作类别 4 个子项。例如命令“把卧室空调的温
度升高”中，设备名称、属性、位置和操作类别分别为“空调”、“风力”、“卧室”和“升高”。
用户状态反应说话人讲话时的情绪状态，包括高兴、悲伤、愤怒和惊奇 4 种基本情感类型，意图
理解结果给出用户情绪状态属于每种情感类型的置信度得分，其取值范围为 0～1。
命令状态包括命令的有效性和优先级，有效性指明该命令是否符合当前场景的设定。有效性取值
为 1 表明命令有效，取值为 0 表明命令无效。优先级分为 3 个等级(0-low,1-normal,2-high)，反映了
用户对该条命令响应时间的要求，优先级越高的命令用户要求的响应时间越短。
1.2 基于多模态信息融合的语音意图理解系统框架
为充分理解用户语音中包含的意图信息，设计了如图 1 所示的意图理解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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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语音意图理解系统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Speech Intention Understanding System

语音意图理解的多模态信息融合方法系统框架中的输入为用户语句，意图输出结果的形式是如前
所述的意图结构。这种方法一方面从语音识别文本中抽取命令内容相关的关键信息和说话人状态判断
的辅助信息；另一方面对用户语音进行声学特征分析，得到说话人状态的判别结果。最终将这两部分
信息进行融合，获取到最终的用户意图。其中文本信息的获取包括关键词抽取、命令解析和基于文本

信息的情绪状态判别等主要模块；声学信息由基于韵律特征的情绪状态判别得到。将这两部分信息经
过多模态信息融合模块的融合处理，得到最终的用户意图。

2 基于 N-Best 音节格的命令关键词抽取
近年来，语音识别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自然口语的语音识别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是
由于自然口语中存在大量的重复、遗漏和倒序等现象[5]，使得识别准确率难以提升。另一方面，要对
句子进行准确的理解，并不需要考虑句子中的每个词，只需对几个蕴含关键概念的关键词汇进行理解
就能把握句子的意义。关键词识别技术从语句中抽取用户关心的关键信息，能够降低对识别系统和环
境噪声的要求。
2.1 关键概念及关键词集设计
由于说话人可以用不同词汇来表达同一概念，所以可选择关键概念而非关键词本身作为后续理解
算法的输入。根据 1.1 节中对命令模式的分析和意图结构的设计，针对智能家居控制场景定义五类关
键 概 念 (KC ， key concept) ， 包 括 设 备 类 型 （ cc_device ） 、 设 备 属 性 （ cc_attri ） 、 设 备 位 置
（cc_pos）、操作类别（cc_oper）和用户状态（user_state）。其中 “user_state”描述说话人的情绪状
态。
每个概念项可能对应多个关键词，根据关键概念种类，定义了 6 类关键词：“Devices”，
“Attributes”，“Positions”，“Operations”，“UserStates”和“Combinations”。其中前五类关键
词依次对应前述的关键概念类别，“Combinations”类的关键词可以转化为一个设备属性和一个操作
类别概念。为便于后续理解，算法并不输出关键词本身，而输出对应的关键概念。表 2 和表 3 所示为
关键概念及关键词集的总结。
表 2 关键概念
Table 2 Key Concepts
关键概念类别

概念项举例

概念项数量

cc_device

Door, Light, Sound

7

cc_attribute

Power, Wind, Volume

7

cc_pos

Bedroom, Kitchen

5

cc_oper

Open, Close, Up, Down

4

user_state

Happy, Sad, Angry

3

表 3 关键词集
Table 3 Keywords Set
关键词类别

举例 [关键词(概念项)]

关键词数量

Devices

电灯(Light);音响(Sound)

7

Attributes

开关(Power);音量(Volume)

15

Positions

洗手间，厕所(Washingroom)

11

Operations

开,打开(Open)

23

Userstates

高兴，开心(Happy)

60

Combinations

大点声(VolumeUp)

15

2.2 基于N-Best音节格的关键抽取算法
在命令检测和对话系统的应用中，最通用的关键词抽取方法是基于垃圾模型的方法 [6]。这类方法
在对限定关键词建立声学模型的同时，构建垃圾模型吸收所有其他发音，其优点是实时性好，但关键
词库难以扩展。在音频内容检索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利用语音识别引擎产生基于音节或音素的搜索
网格[7]进行关键词抽取，这类方法更换词库方便，但搜索开销较大。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设计了基于 N-Best 音节格的命令关键词抽取算法。为保证关键词库的可扩展
性，并使语音识别结果有较高的稳定性，采用基于微软 SAPI5.1 的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引擎作为前
端。为进行细粒度词汇匹配，将语音识别结果转换为拼音和声调的组合串，构建基于音节的 N-Best 搜
索网格作为关键词抽取的输入。N-Best 音节格即 N 个识别得分最高的经过时间对齐的识别结果语句
（实现中取 N=5），其形式见图 2。采用 N-Best 音节格代替 1-Best 的识别结果能够为关键词匹配提供
更多的信息，并且这种音节格的形式简单，搜索时花销小，适合命令检测。

Fig. 2

图 2 5-Best 音节格举例（“把卧室电灯打开”）
Example of 5-Best Syllable-level Lattice(“Turn on the light in bedroom”)

关键词抽取算法的输出是一个关键概念序列，各关键概念按出现位置排列，并且每个概念项标注
其匹配位置和匹配得分。
搜索算法为从 N-Best 音节格的第 1 列开始以音节为单位进行扫描，计算每个预设关键词与从当前
列开始的 5 个对应音节串之间的相似度得分，对这 5 个相似度得分以识别得分加权求和作为匹配得
分；记录匹配得分超过预设阈值（根据实验取 0.9）的关键词所对应的关键概念、匹配得分和匹配位
置，构成关键概念序列；对得到的关键概念序列进行后处理，保证关键概念按匹配位置排列，并且前
后关键词之间没有位置重叠。
为计算匹配得分，建立基于最小编辑距离（MED，minimum edit distance）[8]的词汇相似度度量。最小
编辑距离是指把一个字符串转换为另一个字符串在编辑操作上所付出的最小代价，MED 越小代表 2 个
字符串越接近。其中允许的编辑操作包括替换、插入和删除。采用最小编辑距离作为词汇相似度度量
能细致地描述不同音节串之间的差距，并可以用成熟的动态规划算法进行求解。
在音节级的匹配中，令插入、删除和替换代价均为 1。音节级的 MED 将作为词汇级匹配中的替换
代价，因此可用两音节长度的最大值进行归一化。定义拼音 PYi 和 PYj 间的归一化最小编辑距离为
MED( PY , PY )
i
j
NMED( PY , PY ) 
i
j
max{Length( PY ),Length( PY )}
i
j

在词汇级的匹配中，计算 MED 时令删除代价为无穷大，插入代价为 1，替换代价为对应音节之间
的归一化编辑距离。当计算得到词汇间的最小编辑距离后，将其转化为取值在 0～1 的相似度度量，定
义词汇 Wi 和 Wj 间的相似度为

MED(W ,W )
i j
WordSimilarity(W ,W )  1 
i j
Length(W )
i

3 基于概念关系图的命令解析
目前通用的命令控制系统往往只能理解符合预设格式的语音命令，限制了说话人的表达方式。为
使说话人能够更自然地进行表达，本文在分析命令结构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基于关键概念限制关系
的解析算法，不仅可以适应不同的命令表达方式，还允许用户在一句话中包含多条命令。
由 1.1 节的分析可知，智能家居控制场景中的命令包含设备位置、类别、属性及操作 4 个要素，
设备的位置及类别、类别与属性、属性与操作之间存在直接的限制关系，据此构造并维护一个无向图
（概念关系图）来表征不同命令要素即关键类别概念之间的关系（不考虑 user_state 类概念），图 3 给

出了关键概念图的一部分。图中的节点表示关键概念项。概念关系图中的节点分为四层，只有相邻层
之间存在边，代表直接的限制关系。当 2 个节点之间存在边连接时，表明这 2 个节点表示的关键概念
可以在同一条命令中出现。若 1 个节点和相邻层只存在 1 条边，说明如果该节点代表的关键概念存
在，可以直接推理出相邻层对应的关键概念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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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概念关系图
Concept Relations Graph

命令解析算法以关键概念序列为输入，根据命令模式输出 0、1 个或多个关键词组合。利用概念关
系图进行命令解析的过程如下：首先将语音中未出现但可由输入 KC 唯一确定的 KC 加入待解析序
列，并令新加入的 KC 与对应的原始 KC 匹配位置相同；统计每类 KC 的个数并取其最大值 M，构造
M 条候选命令；从 KC 个数最多的一类开始，对其中的每个 KC 按照概念关系图规定的邻接关系（左/
右）在输入序列中查找与其相关的 KC，直至查找到概念关系图中的第 1（4）层；若在相邻层查找关
键概念时只找到 1 个，将其加入包含当前 KC 的候选命令；若找到多于一个 KC，计算这些 KC 与当前
KC 的匹配位置之间距离，则选取距离最小或未被加入候选命令的一个；最后对抽取得到的候选路径
进行筛选，去除重复路径和不完整路径，输出合法路径对应的关键词组合结果。
为提高命令检出率，在进行二次识别时考虑历史信息：历史信息为用户上一次语音输入中的关键
概念，在查找时若找不到相关的概念项，则用合适的历史信息概念代替。

4 说话人情绪状态判定及多模态信息的线性加权融合
说话人的情绪状态是比命令内容更高层次的语义信息，对意图理解有重要的影响。为对说话人状
态进行判定，利用情绪相关的关键词和语音声学特征的多模态信息进行融合，提出了一种线性加权的
多模态信息融合方法。
4.1 基于文本的情绪状态判定
命令解析模块只处理命令内容相关的关键概念，基于文本信息的情绪状态判定以关键词抽取模块
得到的属于“user_state”类的关键概念为输入，输出语句属于 4 种基本情感类别的置信度得分，其值
域为 0～1。当 user_state 类的关键概念被检测到，令文本属于情感类别 k 的置信度得分为
 Nk
  CW(k , i)
 i 1
， Nk  0
CT ( k )  
Nk


k
0 ， N  0
k

k  {angry,happy,sad,surprise}

其中，Nk 表示检测到的第 k 类情感的关键词数，CW(k,i)表示属于 k 类情感的第 i 个词的置信度得分
（关键词匹配得分）。

4.2 基于语音韵律特征的情绪状态判定
近年来，国内外已有大量语音情感识别的研究成果，其基本的研究思路是通过对语音声学特征进
行分析和抽取，利用不同的模式分类方法将语音判别为某一类情感类型。本文借鉴语音情感识别的一
般方法，构建了如图 4 所示的模式分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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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情感分类一般框架
General Framework of Emotion Classification

情绪状态相关的声学特征对识别结果有重要影响。目前在语音情感识别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声学特
征包括韵律特征、音质特征和频谱特征。情感语音相关的大量分析结果表明，在这几类声学特征中，
语音情感信息主要体现在韵律特征的变化上[9]。语音的韵律特征包括基频、能量和语速的相关统计或
时序特征。因此选用音节平均时长、平均短时能量、平均基频、最大基频和基频范围作为用于识别的
声学特征。声学特征的抽取利用 praat 软件完成[10]。
有关语音情感识别的大量研究证明了支持向量机（SVM）分类方法的有效性，因此，获得特征向
量后，利用 SVM 的开源工具包 libsvm[11]进行模型训练和识别。其中分类器类型选定为 C-SVM，核函数
采用 3 阶的径向基函数 (RBF)，分类器的输出为 Cp(k)，为语句与第 k 类基本情感相对应的匹配得
分。
4.3 多模态信息的线性加权融合
多模态信息融合进行说话人情绪状态和命令状态的最终判定，可以在特征层或决策层进行融合。
由于声学特征和文本特征在形式上存在很大差异，选择在决策层进行融合。
文献[12]提出了一种求均值的方法来进行决策级的多模态信息融合，该方法简单易行，相当于对
各模态信息赋予相同权重，但是忽略了不同模态本身的置信度。为描述不同模态信息的置信度，提出
了一种加权求和的多模态信息融合方法。
融合算法的输入为基于文本和韵律特征的情绪状态判定模块的输出结果，二者均为输入语句属于
4 类基本情感的置信度得分，可以看作为四维的置信度得分向量，其各分量均为 0～1 之间的实数。计
算语句最终属于第 k 类情感置信度得分的线性加权公式为
C(k )   CT (k )  (1   )CP (k ), k {angry,happy,sad,surprise}

其中μ 为加权系数，取值范围是 0～1。采用实验方法确定加权系数，对语料库中的每个训练语句进行
2 种模态置信度得分向量的抽取，选取令分类正确的语句数最多的系数值μ ，最终选定μ 为 0.45。μ
的取值也说明了情绪信息主要蕴含在语音的声学特征中，所以语音模态的置信度应当高于文本模态。
多模态信息融合模块还对命令状态进行基于规则的判定：如果命令解析模块没有输出完整命令，
则将命令视为无效；否则命令有效。对于命令优先级，若最终用户状态融合结果属于愤怒情感的置信
度最高，置优先级为最高级 level-2；若属于悲伤情感的置信度最高，置优先级为最低级 level-0；对其
他有效命令置优先级为普通级 level-1。

5 测试与实验
5.1 命令内容检测性能测试

在命令集中选择 15 条命令进行测试，其中包含 2 个关键概念的命令有 2 条，包含 3 个关键概念的
有 10 条，包含 4 个关键概念的有 3 条。对每条命令进行 60 次语音输入，不限制测试者对命令的表达
方式，如“开门”也可以说成“把门打开”。
测试指标为命令的 1 次检出率和 2 次检出率。
一次检出率 P1 定义为进行一次命令输入时的检出率，有

P1 

第1次输入检出正确命令数
 100%
测试命令总数

当第 1 次输入未得到合法命令时，系统提示用户进行第 2 次输入，在进行命令解析时利用历史信
息。二次检出率 P2 定义为

P2 

2次输入至少1次检出正确命令数
 100%
测试命令总数

测试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5

15 条测试命令的一次与二次识别准确率
Fig. 5 P1 and P2 of 15 test commands

15 条测试命令的平均 1 次识别准确率为 91.3%，平均 2 次识别率达到 99.3%，说明系统能有效地
从用户语音中抽取命令内容。
5.2 情绪状态判定实验
为进行说话人情绪状态的判定，用一个包含 4 种情感语句的语料库进行训练和测试，这 4 种基本
情感分别为愤怒、高兴、难过和惊奇。每种情感含有 220 个语句。句子文本并不限于命令内容。对文
本中情感相关的关键词进行人工筛选构造关键词库。每种情感选用 200 句作为训练数据，其他句子用
于测试。
定义情绪状态判别准确率为

Pe 

情绪状态判别正确的语句数
 100%
测试语句总数

只采用语音声学特征时，对情感状态包含在训练数据中的 80 个测试语句，情绪状态判别准确率达
到 88.8%。加入文本情绪状态信息时，情绪状态判别准确率达到 93.8%。证明了融合多模态信息能提高
情绪状态判别的准确率。

6 结束语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多模态信息融合的语音意图理解方法，通过从识别文本和语音信号中抽取多模
态信息进行融合进行说话人意图理解。该系统能获得包括说话人命令内容、情绪状态和命令状态在内
的更加全面的用户意图信息，有利于人机交互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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