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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基于子词声学建模的关键词检出系统具有实时性好、词表可灵活配置的优点。在解码过程中，展开的词内
搜索网络在词的首尾未能充分利用上下文相关的子词模型，而跨词的搜索网络具有难展开、展开规模大、复杂性高的
缺点。本文在词内搜索网络上进行跨词搜索，通过反向搜索网络，逆向输入语音，与正向搜索交汇的双向搜索方法来
降低剪枝风险。实验结果表明，跨词搜索算法相较于词内搜索有显著的性能提升，在两个测试集上分别相对提高
27.8%、18.4%, 双向搜索策略对有剪枝的跨词搜索有一定的性能提升，分别相对提高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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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检出是语音识别的一个分支，其目标是
在一段连续语音中检测出预先设定好的关键词表
中的词，在命令控制、语音监控、意图理解、音频
信息检索等领域均有重要应用。
目前，关键词检出的主流方法可分为两大类[1]：
1.基于声学建模的关键词检出：该方法对关键词和
非 关键 词分 别建模 ，通过 并联 非关 键词的 模型
(Filler)和关键词模型形成搜索网络，在搜索网络中
搜索解码从而检出关键词[2][3][4][5][6][7]；2.基于大词表
连续语音识别（LVCSR）的关键词检出（常被称作
Spoken Term Detection ）： 该 方 法 先 进 行 一 遍
LVCSR，从得到的 N-Best 或 Lattice 结果中寻找待
查关键词[8][9]。这种方法需要语言模型，搜索空间
庞大，检出速度慢，无法处理词表外词(OOV),一般
用于对语音数据进行离线预处理以便将来检索，不
适用于在线识别系统。
基于声学建模的关键词检出的建模单元可以
选取整词或子词。整词建模对每个关键词建立其
HMM 声学模型，对非关键词语音，建立补白模型
(Filler)。整词建模在词表更换后需要重新训练模型，
灵活性差，不能适应实际应用对快速更换词表的需
求。子词建模对声学基元（如音素、三音素）进行
建模，构建识别网络时，串联关键词各音素对应的
声学基元模型得到关键词模型，并联所有拼音作为
词的模型得到补白模型。这种方法的补白模型和关
键词模型之间存在重叠，一般用惩罚分作为操作点
控制检出率和误警。
在建立搜索网络时，针对词首和词尾处的子词
选择，若不考虑词间的音素搭配，即选择的子词单
元为双音素(biphone)，这样得到的是词内搜索网络，

系统性能不易保证；若考虑跨词的音素搭配（如
triphone），则可以得到更为精确但也更加庞大的搜
索网络[10]，大大增加了网络构造的复杂性。针对上
述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词内搜索网络的跨词
搜索解码算法，大幅度提高了系统性能。
经典的帧同步解码不能完整遍历假设空间，路
径合并时只保留最优路径，常用的 Beam 剪枝会随
着语音流增长损失更多可能的假设。为此，本文提
出了双向搜索解码算法，降低了解码的剪枝风险，
从而提高了系统性能。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介绍关键词检
出的系统架构和搜索网络的组织；第二部分介绍解
码算法，详细介绍了本文提出的跨词搜索算法和双
向搜索策略，第三部分给出了实验结果和分析，最
后是结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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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检出系统

基于 HMM 的关键词检出系统如图 1 所示，
首先对于语音输入提取特征，然后根据关键词列
表、发音词典和 HMM/GMM 构建搜索网络，最
后将语音特征在搜索网络上根据 HMM/GMM 的
打分进行解码，最终获得检出的关键词。

图1

关键词检出系统

在子词建模中，为了和关键词区分，一般将
所有音节和静音都作为补白模型，搜索网络是由
关键词、音节和静音等模型并联构成的。关键词
和音节的模型是子词 HMM 模型的串联，它们的
末尾均设置词尾节点。此外，搜索网络的结束点
还有一条反向边连接至起始点。图 2 展示的是搜
索网络的拓扑结构。

2.2 跨词搜索
词内搜索在词边界处使用的是 biphone 模型，
不是更精细的 triphone 模型，使得声学模型的性
能没有被充分利用。虽然生成完整的跨词搜索网
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会增大搜索网络的规模
和构造复杂性。本文考虑在不改变词内搜索网络
的条件下，在其上使用跨词搜索的策略，即在搜
索进行过程中，根据跨词 biphone 所能搭配的不
同音素，在词尾和词首产生多条分支来利用相应
的 triphone 模型。这是一种无损的跨词搜索策略，
具体算法如下。
对于搜索网络上的节点 s，搜索推进过程中
根据 s 所处的位置（词首、词中或词尾）产生不
同的分支，每条分支代表一个完整的 triphone。
在基于词内搜索的搜索网络中，词首和词尾均是
biphone，补上不同音素后形成不同的 triphone，
将经过词首和词尾的所有搜索路径经过所有可能
的 triphone 模型，则会产生多条路径分支。图 3
给出了基于跨词搜索策略的分支传递流程的示意
图。

图3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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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网络

解码算法

2.1 词内搜索
基于 Viterbi 的解码算法是一种基于动态规划
原理逐帧推进的帧同步算法。设语音的特征向量序
列为{O1,O2,…,OT}，搜索网络的输出节点为 s，则节
点 s 上的推进的方程为：





Vt s  max Vt s'1  w(s ', s)  log P(Ot | s)
( s ', s )E

(2)

其中 t 为当前时间帧，E 为搜索网络的转移边的集
合，这些转移边里既有 HMM 的转移边，也有网络
串并联的骨架边。w(s’,s)为转移边的对数似然分，
其后一项为当前特征在该状态 GMM 上的对数似然
分。用该方程得到的是搜索路径停留在状态 s 上处
理完第 t 帧时的最大似然分。

跨词搜索传递流程

在词首子词节点处产生的新分支，通过补齐
节点 biphone 缺失的左音素(即韵母)得到，该音素
与搜索路径中前驱词的词尾音素是对应的。类似
的，在词尾子词节点处产生的分支，通过补齐节
点缺失的右音素(即声母)得到，该音素与搜索路
径中的后继词的词首音素相对应。词中的节点都
具有完整的 triphone，只产生一条分支。
子词内部各状态中的分支（搜索路径）代表
的 triphone 是相同的，故搜索过程中的状态传递
与分支是一一对应的。对于相邻子词间的分支传
递（路径扩展）
，先从前驱子词传出的分支中选出
一个最优（似然分最大），然后将该分支（搜索路
径）传递（扩展）给后继子词的各个分支。
以上分支传递（路径扩展）在搜索网络中从
起始节点开始向后推进，所有分支到搜索网络的
结束点处收束到一起，然后再传递回搜索网络的
开头，进行下一轮推进。为了在收束分支时无损
地保留跨词信息，在词边界（即搜索网络的结束

点）处建立一个以音素为下标的跨词矩阵 M，其
行下标为到达词尾的跨词分支的词尾音素 pe ，
列下标为跨词分支对应 triphone 所搭配的下一词
首音素 ps，元素 M（pe，ps）指向路径似然分最
大的分支。当一帧推进传递到词尾时，所有分支
根据词尾音素 pe 和假设的后继词首音素 ps 把路径
信息保存到矩阵 M 的相应元素处，然后在搜索网
络的起点处，将 M 中相应元素所指路径扩展给词
首分支，为下一帧推进作好准备。
跨词搜索的收束和分发过程如下式所示：



M t 1  pe , ps   max Vt b | s(b) We ( pe ), next (b)  ps
Vt b  max{M t ( pe , ps ) | s(b) Ws ( ps ), prev(b)  pe }

 (3)

其中，M(pe,ps)表示跨词矩阵的第 pe 行第 ps 列元
素，b 为一条分支，s(b) 表示分支 b 所在的搜索
网络状态，We(pe)表示以音素 pe 结尾的词尾状态
集， Ws (ps)表示以 ps 开头的词首状态集，next(b)
表示分支所搭配的后继词首音素， prev(b) 表示
分支所搭配的前驱词尾音素。
2.3 双向搜索
在经典的搜索算法中路径分支是从前往后推
进扩展的，根据动态规划原理只保存每个状态上的
最优路径。当路径到达词尾时，为结束旧词开始下
一个词，通过终点回到起点的路径会和之前的路径
相互竞争，剪去了局部较弱的一支路径，带来剪枝
风险。而且，在跨词搜索中，由于分支路径数量较
大，常需要进行 beam 剪枝，也会带来较大的剪枝
风险。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搜索过程中，除了从前
往后的正向解码外，还将搜索网络整体反向，逆向
输入语音特征解码，最终在正向路径和反向路径的
交汇处求最优路径。这种双向搜索的策略使路径扩
展长度减少了一半，从而降低了解码的剪枝风险；
此外，当在跨词搜索中使用 beam 剪枝时，一些错
误保留的正向路径和错误保留的反向路径也会因
最终无法交汇而被剪枝，从而排除了一部分错误搜
索路径（结果），进一步降低了剪枝风险。
逆向搜索的 Viterbi 方程类似公式(2),但方向相
反：
s





s'

V t  max V t 1  w(s ', s)  log P(Ot | s)
( s ', s )E

(4)

若语音共 T 帧，双向搜索将在 T/2 帧处交汇，
求得最佳路径交汇状态 s*如公式(5)：



s

s*  arg max VTs/2  V T /21
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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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与分析

声学特征采用 MFCC 及其一阶、二阶差分共
42 维。训练语音来自 863 数据库，测试语音随机
采自 SITEC 数据库，均为朗读语音 16KHz 采样。
使用不同关键词表（规模均为 50 个词）
，共随机
选取两组测试集，句子数分别为 544、486。使用
上下文相关的 triphone 作为声学基元，每个声学
基元含三个输出状态。
通过在搜索网络的词尾加惩罚分方法，可以
控制关键词和补白模型的优势差距，从而调整检
出率和误警率。图 4 为词内搜索和跨词搜索的
ROC 曲线比较，虚线为跨词搜索的 ROC，实线
为词内搜索的 ROC，红色为测试集 1，蓝色为测
试集 2。可以看出，在两组测试集上，跨词搜索
曲线均远高于词内搜索，更充分利用模型使性能
得到很大的提升。

图4

跨词搜索与词内搜索

图 5 为词内搜索的正向搜索和双向搜索的比
较，实线为正向搜索的 ROC，虚线为双向搜索，
测试集 1 的曲线为红色，测试集 2 为蓝色。可以
看出，在不剪枝的情况下，双向搜索并没有十分
明显优势。

测试集

词内搜索(正向/双向)

跨词搜索(正向/双向)

1

69.47% / 69.99%

87.78% / 89.45%

2

77.23% / 77.89%

90.67% / 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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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词内搜索的正向和双向

图 6 为跨词搜索的正向和双向的比较，实线
为正向搜索，虚线为双向搜索，红色为测试集 1，
蓝色为测试集 2。可以看出，在有剪枝的跨词搜
索中，双向搜索相对于正向搜索有明显的性能提
升，整体 ROC 曲线位于正向搜索之上，操作点
也更靠左上，即拥有更低误警率，更高检出率。

结论与展望

本文针对词内搜索网络未能充分利用
tri-phone 模型，以及跨词搜索网络过于复杂等问
题，提出了一种在词内搜索网络上进行跨词搜索
的算法。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双向搜索的办法
降低剪枝的风险。
测试集上的对比实验表明，跨词搜索算法相
较于词内搜索性能提升明显，说明这种搜索方法
充分利用了 tri-phone 模型。双向搜索策略应用于
有剪枝的跨词搜索时性能有一定的提升，而对于
无剪枝的词内搜索则性能提升有限，可见双向搜
索策略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剪枝的风险，从而提
升系统的性能。
本文在解码的搜索算法和策略上进行研究，
今后将尝试在搜索网络的结构以及惩罚分，后端
的置信度确认进行一些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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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irectional Cross-Word Decoder for Keyword Spo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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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real-time and the flexibility of word list are the advantages of the keyword spotting based on sub-word
acoustic model. In decoding process, the use of

context dependency sub-word acoustic model is not enough on the expanded

word-internal search network, and the cross-word search network is hard to expand and will produce tremendous scale and large
complexities after expanding. This article perform a cross-word decoding on the word-internal search-net, and try to decrease the
beam-pruning risk by a bidirectional search, which search forward and backward simultaneously to meet in center. We do some
experiments on a reading speech test set. 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cross-word decoding algorithm has large advantages than
word-internal decoder that get 27.8% and 18.4% relative improvement on two sets of test data respectively. The bidirectional search
makes some improvements on the cross-word decoder with beam-pruning that get 1.9% and 1.7% relative improvement respectively.
Key words: Keyword Spotting; Decoder Algorithm; Cross-Word Search; Bidirectional Search; Speech Recogn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