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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应用于说话人识别的噪声

消除方法，包括：利用加噪后语音的声学谱特征

时域上相邻的多帧特征来消除特征中噪声的影

响。本发明的方法实现了在特征层消除噪声影

响；不需要增加额外的训练数据；在系统速度不

会大幅降低的情况下可以明显提高系统在在噪

声环境下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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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于说话人识别的噪声消除方法，利用加噪后语音的声学谱特征时域上相邻

的多帧特征来消除特征中噪声的影响；

所述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判断测试集中的语音数据所包含的噪声类型，对所含噪声类型中的任意一种

噪声类型，在较宽的信噪比范围内取若干个有代表性的信噪比，作为与该噪声类型相对应

的信噪比；其中，所述测试集包括了用于做说话人识别的语音数据；

步骤2)、采用多个不含噪声的训练集语音数据作为噪声消除训练数据，为噪声消除训

练数据按照步骤1)取定的若干个信噪比分别进行加噪，得到加噪后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

组；其中，所述训练集包括来自说话人识别系统中的通用背景模型的语音数据；

步骤3)、对未加噪前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和步骤2)所得到的加噪后的噪声消除训练数

据分别提取声学谱特征，得到对应的声学谱特征组；

步骤4)、根据步骤3)所得到的未加噪前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的声学谱特征组，以及按

照某一信噪比加噪后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的声学谱特征组，利用梯度下降算法训练该信噪

比对应的特征邻近帧补偿的模型参数；重复本步骤，直至得到步骤1)中所选择的所有信噪

比所对应的特征邻近帧补偿的模型参数；

步骤5)、为测试集中的语音提取声学谱特征；

步骤6)、为测试集中的每句语音分别做噪声类型判断和信噪比估计；

步骤7)、根据步骤6)所得到的噪声类型与信噪比估计结果，从步骤1)中所确定的若干

个有代表性的信噪比中寻找最为接近的信噪比，然后从步骤4)所得到的结果中选取与该最

为接近的信噪比相关的特征邻近帧补偿的模型参数；利用该特征邻近帧补偿的模型参数为

步骤5)得到的测试集语音的声学谱特征进行邻近帧补偿，得到恢复后的特征向量；

步骤8)、利用步骤7)所得到的特征向量做说话人识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于说话人识别的噪声消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取声

学谱特征包括：首先提取通用的美尔倒谱特征，然后求取差分倒谱特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于说话人识别的噪声消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特征邻

近帧补偿的模型参数为Γ矩阵，所述Γ矩阵的表达式为：

其中，

D表示声学谱特征的特征维数，T表示矩

阵或向量的转置；RD*((2*k+1)*D+1)表示D行(2*k+1)*D+1列的实数矩阵的集合；χj是一个待估计

系数；其中，

所述步骤4)进一步包括：

步骤4-1)、初始化矩阵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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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2)、对所有训练用的特征，计算

其中，·表示向量内积；M表示语音声学谱特征的帧数；

步骤4-3)、更新Γ： η为更新系数；

步骤4-4)、重复步骤4-2)和步骤4-3)直到ε收敛。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于说话人识别的噪声消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7)

中，所述特征临近帧补偿包括：

其中 ， 为加噪 后的噪声消除 训练数据的经过邻近帧 补偿之后的特征 ，

D表示声学谱特征的

特征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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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说话人识别的噪声消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语音处理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应用于说话人识别的噪声消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社会信息的全球化，说话人识别成为语音识别技术研究热点之一。随着

互联网的普及，网上用户登录、网上支付等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声纹密码可以在原有密码

基础上增加账户的安全性。声纹识别即说话人识别系统，目前在实验环境下达到了很高的

识别效果，但在实际应用中却表现不佳。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实际应用中噪声

对语音的影响，这里的噪声主要包括环境噪声和信道噪声。当前，如何提高噪声条件下的声

纹识别效果，已经成为了该领域的研究重点。

[0003] 在参考文献[1](Sadjadi  S  O,Hasan  T,Hansen  J  H  L.Mean  Hilbert  Envelope 

Coefficients(MHEC)for  Robust  Speaker  Recognition[C]//INTERSPEECH.2012)、参考文

献[2](Shao  Y,Wang  D  L.Robust  speaker  identification  using  auditory  features 

and  computational  auditory  scene  analysis[C]//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2008.ICASSP  2008.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IEEE,2008:1589-

1592)和参考文献[3](Li  Q ,Huang  Y .Robust  speaker  identification  using  an 

auditory-based  feature[C]//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ICASSP) ,

2010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IEEE,2010:4514-4517)中，作者尝试使用对噪

声不敏感的特征来提高系统对噪声环境的鲁棒性。但这些特征主要试图提高特征的整体鲁

棒性，没有对特定噪声进行针对性优化。

[0004] 在参考文献[4](J.Pelecanos  and  S.Sridharan,“Feature  warping  for  robust 

speaker  verification ,”in  Proc.Odyssey:The  Speaker  and  Language  Recognition 

Workshop,Crete,Greece,Jun.2001,pp.213–218)中，作者通过一定的特征变换来提高特征

对噪声的鲁棒性，但是该方法的实时计算量太大。在参考文献[5](Man-Wai  M  A  K .SNR-

Dependent  Mixture  of  PLDA  for  Noise  Robust  Speaker  Verification[J] .in 

Interspeech.2014,pp.1855-1899)中，作者通过在训练数据中添加噪声来提高系统对噪声

的鲁棒性。该方法对于已经在线应用的系统需要更换系统背景模型，且对于不同的应用场

景需要重新训练背景模型，对于系统在实际应用中的部署带来很大不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已有的噪声消除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从而提供一种在特征

层消除噪声的方法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应用于说话人识别的噪声消除方法，包括：

利用加噪后语音的声学谱特征时域上相邻的多帧特征来消除特征中噪声的影响。

[0007] 上述技术方案中，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1)、判断测试集中的语音数据所包含的噪声类型，对所含噪声类型中的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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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噪声类型，在较宽的信噪比范围内取若干个有代表性的信噪比，作为与该噪声类型相

对应的信噪比；其中，所述测试集包括了用于做说话人识别的语音数据；

[0009] 步骤2)、采用多个不含噪声的训练集语音数据作为噪声消除训练数据，为噪声消

除训练数据按照步骤1)取定的若干个信噪比分别进行加噪，得到加噪后的噪声消除训练数

据组；其中，所述训练集包括来自说话人识别系统中的通用背景模型的语音数据；

[0010] 步骤3)、对未加噪前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和步骤2)所得到的加噪后的噪声消除训

练数据分别提取声学谱特征，得到对应的声学谱特征组；

[0011] 步骤4)、根据步骤3)所得到的未加噪前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的声学谱特征组，以

及按照某一信噪比加噪后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的声学谱特征组，利用梯度下降算法训练该

信噪比对应的特征邻近帧补偿的模型参数；重复本步骤，直至得到步骤1)中所选择的所有

信噪比所对应的特征邻近帧补偿的模型参数；

[0012] 步骤5)、为测试集中的语音提取声学谱特征；

[0013] 步骤6)、为测试集中的每句语音分别做噪声类型判断和信噪比估计；

[0014] 步骤7)、根据步骤6)所得到的噪声类型与信噪比估计结果，从步骤1)中所确定的

若干个有代表性的信噪比中寻找最为接近的信噪比，然后从步骤4)所得到的结果中选取与

该最为接近的信噪比相关的特征邻近帧补偿的模型参数；利用该特征邻近帧补偿的模型参

数为步骤5)得到的测试集语音的声学谱特征进行邻近帧补偿，得到恢复后的特征向量；

[0015] 步骤8)、利用步骤7)所得到的特征向量做说话人识别。

[0016]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提取声学谱特征包括：首先提取通用的美尔倒谱特征，然后

求取差分倒谱特征。

[0017]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特征邻近帧补偿的模型参数为Γ矩阵，所述Γ矩阵的表达

式为： 其中，

[0018] D表示声学谱特征的特征维数，T表

示矩阵或向量的转置；RD*((2*k+1)*D+1)表示D行(2*k+1)*D+1列的实数矩阵的集合；χj是一个待

估计系数；其中，

[0019]

[0020]

[0021]

[0022] 所述步骤4)进一步包括：

[0023] 步骤4-1)、初始化矩阵Γ；

[0024] 步骤4-2)、对所有训练用的特征，计算

[0025]

[0026] 其中，·表示向量内积；M表示语音声学谱特征的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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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i＝1,2,...,M；

[0028] 步骤4-3)、更新Γ： η为更新系数；

[0029] 步骤4-4)、重复步骤4-2)和步骤4-3)直到ε收敛。

[0030] 上述技术方案中，在步骤7)中，所述临近帧补偿包括：

[0031]

[0032] 其中， 为加噪后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的经过邻近帧补偿之后的特征，

D表示声学谱特征的

特征维数。

[0033]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34] 1、本发明的方法实现了在特征层消除噪声影响；

[0035] 2、本发明的方法不需要增加额外的训练数据；

[0036] 3、本发明的方法在系统速度不会大幅降低的情况下可以明显提高系统在在噪声

环境下的性能。

附图说明

[0037] 图1是本发明的噪声消除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现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39] 本发明提供一种在特征层消除噪声的方法，该方法利用加噪后语音的声学谱特征

时域上相邻的多帧特征来消除特征中噪声的影响，从而达到提高噪声条件下说话人识别系

统的性能。

[0040] 本发明的噪声消除方法涉及到两种类型的语音数据集：测试集、训练集。所述的测

试集包括了所有用于做说话人识别的语音数据，这些语音数据需要在本申请中先行消除噪

声；所述的训练集包括了来自说话人识别系统中的通用背景模型的语音数据，这些语音数

据是信噪比在25db以上的语音，可以认为不含有噪声。

[0041] 参考图1，本发明的噪声消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步骤1)、判断测试集中的语音数据所包含的噪声类型，对所含噪声类型中的任意

一种噪声类型，在较宽的信噪比范围(如-20dB～25dB)内取若干个有代表性的信噪比，作为

与该噪声类型相对应的信噪比；

[0043] 在图1中，所选取的若干个有代表性的信噪比用SNR_1、SNR_2、…、SNR_N表示。

[0044] 步骤2)、采用m个不含噪声的训练集语音数据作为噪声消除训练数据，为噪声消除

训练数据按照步骤1)取定的若干个信噪比分别进行加噪，得到加噪后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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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0045] 在图1中，加噪后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组用W_1、W_2、…、W_N表示，其中W_i(i＝1,

2，…，N)表示对m个不含噪声的训练集语音数据按照信噪比SNR_i(i＝1,2，…，N)加噪后的m

个含噪声的语音。

[0046] 步骤3)、对未加噪前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也称为原始干净语音)和步骤2)所得到

的加噪后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分别提取声学谱特征，得到对应的声学谱特征组；其中，

[0047] 所述提取声学谱特征包括：首先提取通用的美尔倒谱特征(MFCC)，然后求取差分

倒谱特征(MFCC-Delta)。声学谱特征提取后，训练数据的每一帧得到36维特征向量，在图1

中将训练语音数据的声学谱特征组记为“F_0”、“F_1”、…、“F_N”。其中，F_0表示未加噪的m

个原始干净语音的声学谱特征，F_i(i＝1,2，…，N)是W_i(i＝1,2，…，N)的声学谱特征组。

[0048] 步骤4)、根据步骤3)所得到的原始干净语音的声学谱特征组F_0和按照信噪比

SNR_i(i＝1,2，…，N)加噪后语音的声学谱特征组F_i(i＝1,2，…，N)，利用梯度下降算法训

练该信噪比SNR_i对应的特征邻近帧补偿的模型参数Γ矩阵；重复本步骤，直至得到步骤1)

中所选择的所有信噪比所对应的特征邻近帧补偿的模型参数；

[0049] 在本步骤中，将原始干净语音数据的声学谱特征组F_0记为

采 用信噪比 S N R _ i 加噪 后的 噪 声 消除 训练 数 据的 声 学 谱 特 征 组 F _ i 记 为

其中 ， j＝ 1 ,

2,...,M，D表示声学谱特征的特征维数，M表示语音声学谱特征的帧数。

[0050] 对于采用某一信噪比加噪后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的第i帧特征，在本申请中采用

与它相邻的左右各n帧来进行补偿，补偿过程如公式(1)所示：

[0051]

[0052] 其中， 表示 补偿后的结果，i＝1,2,...,M，j＝1,2,...,D；χj是一个待估计系

数，模型矩阵T中的一部分。令

[0053]

[0054]

[0055]

[0056] 则(1)可以写成为：

[0057]

[0058] 其中，·表示向量内积，i＝1,2,...,M，j＝1,2,...,D。令

[0059]

[0060]

[0061] 则式(2)可进一步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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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其中，i＝1,2,...,M，j＝1,2,...,D；

[0064] 用T表示矩阵或向量的转置，令 其中，RD

*((2*k+1)*D+1)表示D行(2*k+1)*D+1列的实数矩阵的集合；

[0065] 则加噪后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的经过邻近帧补偿之后的特征 表示为：

[0066]

[0067] 其中，

[0068] 在步骤4)中，D表示特征的维数。需要学习的参数就是Γ矩阵的元素，邻近帧补偿

的目标是使加噪后的噪声消除训练数据的特征经过(4)式恢复后得到的 与干净语音的特

征 最接近。所以，选取待优化函数

[0069]

[0070] ε越小，表示恢复后的特征越接近干净语音的特征。所以，模型学习的过程就是选

择最优的Γ矩阵使ε达到最小。学习过程采用如式(6)所示的梯度下降算法：

[0071]

[0072]

[0073] 具体训练过程如下：

[0074] 步骤4-1)、初始化矩阵Γ；

[0075] 步骤4-2)、对所有训练用的特征，计算

[0076]

[0077] 步骤4-3)、更新Γ： η为更新系数(一般固定取一个较小的正实

数)；

[0078] 步骤4-4)、重复步骤4-2)和步骤4-3)直到ε收敛。

[0079] 步骤5)、为测试集中的语音提取声学谱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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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其中，所述提取声学谱特征包括：首先提取通用的美尔倒谱特征(MFCC)，然后求取

差分倒谱特征(MFCC-Delta)。特征提取后，测试数据的每一帧得到36维特征向量。

[0081] 步骤6)、为测试集中的每句语音分别做噪声类型判断和信噪比估计；

[0082] 步骤7)、根据步骤6)所得到的噪声类型与信噪比估计结果，从步骤1)中所确定的

若干个有代表性的信噪比中寻找最为接近的信噪比，然后从步骤4)所得到的结果中选取与

该最为接近的信噪比相关的特征邻近帧补偿的模型参数；利用该特征邻近帧补偿的模型参

数为步骤5)得到的测试集语音的声学谱特征进行邻近帧补偿，得到恢复后的特征向量。

[0083] 在本步骤中，测试集中的语音所提取的声学谱特征序列为

对于第i帧特征，在确定邻近帧补偿模型Γ后，可根据前述的公式(4)计算 从而得到新

的特征序列

[0084] 步骤8)、利用步骤7)所得到的特征向量做说话人识别。

[0085] 以上是对本发明的噪声消除方法的步骤的描述。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本发明的

方法在为训练集中的语音数据训练模型参数时，依赖于由测试集中的语音数据所确定的噪

声类型与信噪比。在一定的应用场景下，测试集中的语音数据所包含的噪声类型与所选取

的信噪比可以认为是固定的，此时可重复使用之前训练得到的模型参数。但一旦应用场景

发生变化，则测试集中的语音数据所含噪声类型与所选取的信噪比会发生变化，此时需要

重新训练模型参数。

[0086] 本申请人采用本发明的方法进行了大量实网数据的测试，在传统的说话人识别系

统基础上，采用基于邻近帧补偿的噪声消除方法后系统在加噪的测试集上识别性能有相对

10％-15％的提升。

[0087] 最后所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

照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都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

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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