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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说话人识别是根据语音信号中的说话人个性信息来识别说话人身份的一项生
物特征识别技术。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更迭，说话人识别技术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与
突破。尽管如此，仍有诸多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亟待进一步探索。本研究工作将
从数据、模型、应用三个视角出发，先后开展了开源、鲁棒、可信的说话人识别技
术研究。本研究工作的主要贡献如下：
一、开源了大规模多复杂场景中文明星声纹数据库。多场景是当前说话人识
别技术所面临最具挑战性的情形。如何在多场景条件下突破性能瓶颈是说话人识
别技术走向实际应用的充要条件。然而，当前说话人识别技术在多场景下的真实
性能仍未有明确结论。其根本原因在于现有说话人识别数据集大都是在限定条件
下采集的，难以描述多场景下的复杂变动性。考虑到多场景的重要性以及未知的
性能下界，本研究工作开源了一套大规模多复杂场景说话人识别数据库，解决了
研究界所面临的的多场景数据空白，并开展了相关研究分析，提出了可行方法。
二、研究了说话人识别中的场景鲁棒性问题。基于开源的多场景数据库，开展
了说话人识别中的场景鲁棒性方法研究。首先，根据场景任务不同，将场景鲁棒
性问题细分为跨场景、泛化场景和复杂场景三类子任务。然而，通过分析不同子
任务的特有属性，针对性地设计了不同的鲁棒性方法。首先，针对跨场景鲁棒问
题，提出了基于统计量解耦的打分方法；其次，针对泛化场景鲁棒问题，提出了基
于鲁棒性元学习的场景无关训练方法；最后，针对复杂场景鲁棒问题，提出了基于
真正最大边界的训练目标函数。
三、提出了模型可视化与可信性能评测方法。从模型和评测两个视角出发，探
究了可解释的说话人识别理论与方法，提出了可信说话人识别技术方向。首先，设
计了插入、删除测试方法和说话人定位识别新任务，探索了可信的模型可视化方
法，解释了深度说话人识别模型的学习机制。其次，定义了测试偏差概念，设计了
配置性能图评测工具，实现了对说话人识别系统的综合性评测，理解和解决了说
话人识别系统中的基准评测与实际应用之间的性能鸿沟。
关键词：说话人识别；开源；可信；鲁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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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Speaker recognition aims to verify the claimed identity of a person using her/his
spoken utterance as input modality. With several decades of research, the performance
of modern speaker recognition systems has been remarkably improved.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till man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model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opensource, robust and
explainable speaker recognition technologies has been successively carried out in this
work.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work are as follows:
1. Opensourcing a largescale multigenre speaker recognition database. Multi
genre scenario is perhaps the most challenging scenario for speaker recognition. Good
performance on multigenre scenarios is a 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practical
success of speaker recognition research. However, the lack of multigenre training data
severely precludes further study on this important subject. Therefore, this work starts by
building a largescale multigenre training set, and then study some simple techniques to
address the multigenre challenge.
2. Research on genrerobustness issues in speaker recognition. Based on the open
source multigenre database, this work focuses on several genrerobustness issues in
speaker recognition.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genre scenarios, three genre
robustness issues are investigated, including cross genre, generalized genre and complex
genre. Then by analyzing the individual properties of each issue, methods a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3. Research on explainable visualization and trustworthy evaluation. From the per
spectives of model and evaluation, this work explores the theory and method on explain
able speaker recognition, and proposes a novel research direction on trustworthy speaker
recognition. Firstly, explore reliable visualization approach to understand to the internal
functions of deep speaker models. Secondly, define the concept of trial bias, and propose
a configurationperformance map to interpret the performance gap between benchmark
test and reallife deployment.
Keywords: speaker recognition; opensource; robust; expl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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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延神经网络 (Timedelay neural network)

TSP

时序统计池化 (Temporal statistics pooling)

tSNE

t分布邻域嵌入算法 (tdistributed stochastic neighbor embedding)

UBM

通用背景模型 (Universal background model)

VAD

语音活动检测 (Voice activity detection)

WCCN

类内协方差归一化 (Withinclass covariance normalization)

WVA

类内方差自适应 (Within varianc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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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人识别概述

1.1
1.1.1

基本概念

“闻其声而知其人”，人们通过听觉系统来感知辨别声音中的话者身份，古已
有之。而对机器而言，这种能力被称为说话人识别 (Speaker Recognition) ，又称声
纹识别 (Voiceprint Recognition) 。
与前文所述的语音识别不同，说话人识别并不考虑语音信号中的字词大意，它
更关注于说话人信息，强调个性；而语音识别则更关注于语音信号中的言语内容，
并不考虑说话人是谁，强调共性。通常将语音信号中所蕴含的、能表征说话人个
性信息的语音特征称为声纹 (Voiceprint) 。声纹是一种行为特征，由于每个人在讲
话时所使用的 (如舌头、口腔、鼻腔、声带、肺等) 在尺寸和形态等方面均有所不
同，再考虑到年龄、性格、语言习惯等因素上的差异，可以说每个说话人的声纹都
是独一无二的 [12] 。说话人识别技术就是根据声纹的个体唯一性，自动识别话者身
份的技术，属于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一种。
说话人识别以语音信号为载体，与其他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如指纹识别、人脸
识别、虹膜识别等) 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 语音信号是唯一可双向传递信息的生物特征，既可接收信息，也可发出信息，
使得说话人识别易于实现人机交互、体验自然。
• 语音信号是一种非接触式信息载体，采集方便，使得说话人识别适用于非接
触式的身份认证。
• 语音信号是高可变性与唯一性的完美统一，同一说话人在不同时间、情绪下
所说的语音是完全不同的，但其所蕴含的声纹信息却又是唯一确定的。声纹
这种“蕴不变于万变中”的特性，使之难以伪造，具有“失声 (音) 不失身 (份)”
的能力。
正因如此，说话人识别受到了世人瞩目，有着广泛的应用场景。一个典型的
场景是网络身份认证。随着网上支付、手机支付等成为现代人购物付款的主流方
式，网络支付的身份认证变得愈发重要。通过将说话人识别技术加入到网络支付
中，借助其非接触式的优势可有效提高远程身份认证的安全性。微信和支付宝也
已上线基于说话人识别技术的登录方式。另一个应用场景是个性化语音服务。说
话人识别技术可支持智能音箱、智能语音助手等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预先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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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家庭中的不同成员，可按照不同成员的兴趣推荐不同的歌曲、新闻，以及开
放特定的功能权限等；
说话人识别根据识别任务的不同，可分为三类，如下图 1.1 所示：
(1) 说话人辨认 (Speaker Identification) 是判定待识别语音属于目标集中哪一
个说话人，是一个“多选一”的选择问题。从符号化的角度来说，给定一个语音片
段 𝑋，说话人辨认的目标是在 𝑆 个说话人中，找到使之似然概率最大的某一个说
话人 𝑠，即为：

𝑠∗ = arg max 𝑃 (𝑠|𝑋)
𝑠∈𝑆

(2) 说话人确认 (Speaker Verification) 是确定待识别语音是否来自其所声称的
目标说话人，是一个“一对一”的判决问题。从数学角度来说，说话人确认任务
是一个二分类的假设检验。𝐻0 假设语音片段 𝑋 来自说话人 𝑠，𝐻1 则假设语音片
段 𝑋 不来自说话人 𝑠。因此，说话人确认的目标是比较两个假设的似然概率大小，
即为：

𝛬(𝑋) =

𝑃 (𝐻0 |𝑋)
𝑃 (𝐻1 |𝑋)

𝛬(𝑋) 通常称为假设似然比 (Likelihood ratio, LLR)。这一比值越大，意味
着 𝐻0 的可能性越大，𝑋 属于 𝑠 的可能性也越高。通过在 𝛬(𝑋) 上设置一个合理的
阈值，即可实现对 𝑋 来自说话人 𝑠 的判决。
(3) 说话人追踪 (Speaker Diarization) 是以时间为索引，检测出每段语音所对
应的说话人身份，其通常由说话人分割和聚类两步组成。
此外，根据对发音文本的不同要求，说话人识别又可分为文本无关 (Text
independent) 和文本相关 (Textdependent) 两类。所谓文本无关是指说话人识别系
统对于语音文本内容无要求，即无论训练还是识别，用户均可随意说出一段有效
语音足够长的话。对应地，文本相关是指说话人识别系统要求用户在训练和识别
时，必须按照事先指定的文本内容进行发音。

1.1.2

技术难点

尽管说话人识别技术有着独特的先天优势与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是其仍存在
诸多的技术难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1) 信息干扰语音信号是一个形式简单的一维信号，而其中却蕴含着丰富的信
息，包括了语言信息 (如语音内容)、副语言信息 (如音高、音量、语调等) 以及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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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人辨认

说话人确认

?
Whose voice is this?

Is this Bob’s voice?

?

?

?
?

说话人追踪

Where are speaker
changes?

Speaker A

Which segments are from
the same speaker?

Speaker B

图 1.1

说话人识别任务分类 [3]

语言信息 (如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环境背景) 等。而对于语音信号中的说话人
信息，其并不是语音信号中的主要信息，在特征提取时极易受到其它信息的干扰。
因此，从信息交织的语音信号中分离出简单、可靠的说话人特征极为困难。
(2) 信号漂移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流动的，每一件事物
都在不断的变化，为此他阐述：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无论是这条河
还是这个人都已经不同”。语音信号很好地验证了这一观点。即便对于同一说话
人和同一文本，语音信号也有很大的差异性。换言之，语音信号中的说话人特征 (
“声纹”) 虽具有稳定性和唯一性，但其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说话人的声纹与说话
人所处的环境、情绪、生理健康等有密切关系，而且会随着时间 (年龄) 的推移而
发生改变 (“漂移”)，增加了说话人识别的不确定性。此外，语音信号在传输的过
程中，受传输信道、编码格式的影响使之发生变异 (“漂移”)，这种变异也增加了
说话人识别的不确定性。
总体来看，对说话人识别技术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上述两个难点展开的。

1.1.3

发展历史

以语音作为身份认证的手段，最早可追溯到 17 世纪 60 年代英国查尔斯一世
之死的案件审判中。1945 年，Bell 实验室的 L. G. Kersta 等人借助肉眼观察，完成
语谱图匹配，并首次提出了“声纹”的概念；并随后在 1962 年第一次介绍了采用
此方法进行说话人识别的可能性。随着研究手段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说话
人识别逐步由单纯的人耳听辨转向基于计算机的自动识别 [4] 。说话人识别本质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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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类模式识别任务，总体上可分为特征提取和建模识别两个部分。为此，说话
人识别技术围绕在特征域和模型域上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图 1.2 分别从特征域和
模型域两个视角总结了说话人识别技术的发展历史。总体而言，说话人识别的技
术发展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基于知识驱动的特征设计、基于线性高斯的统
计建模、基于深度学习的识别方法。

图 1.2

1.1.3.1

说话人识别发展历史 [5]

基于知识驱动的特征设计

从模式识别的视角，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简单有效的声纹特征，那么便可大大
简化识别模型的复杂度，提高说话人识别系统的鲁棒性和通用性。从科学认知的
视角，探索声纹特征的提取与选择将有助于人类理解声纹信息在语音信号中的编
码规律。为此，研究者们最早从语音产生和语音感知等角度，参照人类“听音辨
人”的方式，关注于不同的尺度单元，利用不同的信号分析手段，寻找用于描述说
话人身份的声纹特征。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研究者们先后提出了一系列
声纹特征，包括短时频谱特征、声源特征、时序动态特征、韵律特征、语言学特征
等。常用的代表性特征如下图 1.3 所示，包括线性预测编码、线谱对、线性预测倒
谱系数、感知线性预测、梅尔频率倒谱系数等。
1.1.3.2

基于线性高斯的统计建模

尽管基于“知识驱动的特征设计”在特定领域、特定数据库的说话人识别任
务中取得了不俗的效果，但其通用性仍十分有限。例如，高层语言学特征极易受
发音人的情绪和场景的变动而发生改变；短时频谱特征中通常还包含了信道、噪
音、发音内容等非说话人信息，引入了各种不确定性。为此，研究者们转战到模型
域上开展相关探索，尝试通过设计合理的统计模型来描述这些特征中的不确定性，
从而得到说话人的统计特性，并基于这些统计特性完成识别判决。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D. Reynolds 提出了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说话人建模
方法，并将说话人识别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7] 。2000 年，D. Reynolds 进一步
提出了高斯混合模型通用背景模型 (GMMUBM)，为说话人识别技术从实验室走
向实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8] 。进入 21 世纪，在 GMMUBM 基础上，P. Kenny、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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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基于知识驱动的特征设计 [6]

Dehak 等人先后提出了联合因子分析 (JFA) [9] 和 ivector 模型 [10] ，将说话人模型
映射到低维子空间中，得到了一个低维的说话人向量表示。通过结合概率线性判
别分析 [11] 等后端打分方法，进一步去除与说话人无关的会话信息，提高说话人向
量的表征能力。上述这类模型大都基于因子分析方法，针对语音信号特性和说话
人识别任务，预先定义了语音信号中各个信息因子变量之间的概率依附关系，进
而推理得到用于描述声纹特性的因子。为了简化训练和推理的复杂度，这类统计
模型大都服从线性、高斯的先验假设。为此，这一阶段的说话人模型统称为线性
高斯模型。
1.1.3.3

基于深度学习的特征学习和区分建模

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在语音识别等语音信号处理领域的快速发展和成功应
用，深度学习方法也逐渐应用到声纹识别中，并取得了不俗的效果。这些方法所
用的模型结构各不相同 (时延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残
差网络等)、学习目标 (说话人分类、逻辑回归、最大化边界等) 也略有差异，但总
体上主要分为两大类：基于数据驱动的特征学习和基于端到端的识别建模。
对基于数据驱动的特征学习而言，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强大的特征学习能力，给
定原始语音特征，基于声纹识别目标任务，自动地学习出声纹特征的具体形式。
这种特征学习方法可以避免人为设计的偏颇和疏漏，同时得到的特征具有更强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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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相关性 [12] 。例如，Li 等人 [13] 通过卷积时延神经网络，学习到帧级别的短时
声纹特征；并通过后端平均池化得到句子级别的说话人向量 (dvector)。Snyder 等
人 [14] 通过在模型结构中增加统计量提取层和池化层，将帧级别的声纹特征映射成
段级别的说话人向量 (xvector)，而后实现对不同说话人的区分性训练；该模型通
过利用声纹特征中的高阶统计信息，得到了更为稳定的说话人表征。下图 1.4 给出
了 xvector 和 dvector 模型结构示意图。

图 1.4 xvector 和 dvector 模型

对基于端到端的识别建模而言，通过将特征学习和打分判决整合在一起 (可视
为一个“黑盒子”)，针对声纹识别任务设计合理的模型结构和学习目标，完成整
个模型的联合优化。Heigold 等人针对说话人识别任务，设计了逻辑回归 (Logistic
regression) 或者三元组损失 (Triplet loss) 等目标函数，实现了端到端的识别建模与
打分 [15] 。下图 1.5 和图 1.6 给出了基于逻辑回归和三元组损失“端到端”模型示
意图。
Accept / Reject

Logistic regression

Triplet loss

Score function

Score function

Cosine similarity

Cosine similarity

Speaker
representation

Speaker
representation

DNN / CNN / LSTM

Enroll utt(s)

图 1.5

DNN / CNN / LSTM

Test utt

positive

基于逻辑回归的“端到端”模型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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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概述

1.2
1.2.1

研究背景

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更迭，说话人识别技术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与突破。即便如
此，仍有诸多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亟待进一步探索。本研究工作所聚焦的研究问
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在说话人识别的研究发展中，一个长期存在的议题是如何解决语音信号中
与说话人相关的变动性。这些变动性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所谓外在
变动性，包括录音设备、声学环境、背景噪声、传输信道、信号失真等。所谓内在
变动性，通常指的是发音器官在发声过程中的随机变动性以及复杂多变的说话方
式 (语速、情感) 以及身体状态等。多场景大概是说话人识别所面临最具挑战性的
情形，其几乎涵盖了上述所有的变动性。然而，当前说话人识别技术在多场景下的
真实性能仍未有明确结论。其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说话人识别数据集大都是在限
定条件下采集得到的，难以描述多场景下的复杂变动性。另一方面，单纯靠人工
来采集并标注一个大规模多场景的说话人数据集是极其费时费力的大工程。因此，
本研究工作将设计一套高效的多场景说话人识别数据采集流程，实现可自动化的
采集、标注、清洗工具，开源一套大规模多场景说话人数据集，成为多场景说话人
识别评测的金标准。
2. 历经数十余载的研究，说话人识别技术现已逐渐从实验研究走向实际应用。
尽管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但当前说话人识别性能在实际应用中仍难言可靠。这在
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说话人识别技术在多场景、复杂场景下的鲁棒性问题。为此，本
研究工作从应用问题出发，梳理了三类场景鲁棒性问题，包括跨场景、泛化场景和
复杂场景。其中，跨场景问题指的是当训练数据与测试数据发生场景失配时，所产
生的系统性能下降问题；泛化场景问题指的是说话人识别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会遇
到各种场景类型，而场景类型的变动将制约识别系统的性能。复杂场景问题指的
是当前说话人识别系统在面临极端困难场景时，识别性能近乎失效。因此，本研
究工作将聚焦在说话人识别中的场景鲁棒性方法研究，并根据场景任务，细分为
跨场景、泛化场景和复杂场景三类。进一步地，通过分析不同子任务的属性特点，
针对性地设计有效合理的鲁棒性方法。
3. 当前，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说话人识别技术已成为主流。然而，受限于深
度神经网络的黑盒学习，人们难以理解深度说话人识别系统的内在学习机制，从
而使系统判决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尤其是当识别系统产生错误判决时，系统无法
给出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当前说话人识别技术在主流基准评测中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然而从业者发现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性能表现大失所望。这种基准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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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与实际应用的性能不一致性，极大地困扰了说话人识别技术的研究者和从业者。
因此，本研究工作将建立可解释的说话人识别理论与方法，从模型和评测两个方
面，探索可信的说话人识别技术。

1.2.2

研究内容

本工作围绕前述的三个研究问题，从数据、模型、应用三个视角出发，先后开
展了开源、鲁棒、可信的说话人识别技术研究。整体研究内容如下图 1.7 所示：
开源、鲁棒、可信的说话人识别

开源

多场景
采集流程

鲁棒

多场景
挑战问题

多场景中文明星
数据库

跨场景

复杂场景

跨、泛化、复杂场景
说话人识别

图 1.7

1.2.2.1

泛化场景

可信

模型

评测

模型可视化与
性能评测

研究内容框架图

开源：多场景中文明星数据库

本研究工作是一项关于多场景说话人识别的系统性研究。为了确保研究工作
的可行性，我们首先设计了一套自动化多场景说话人数据采集工具，采集并开源
了一套大规模多场景说话人识别数据集，CNCeleb。该数据库包含了互联网公开
可下载的 3,000 位中国明星的声音数据，覆盖访谈、演讲、歌唱、影视、文娱等 11
种复杂场景类型。基于该数据集，我们首先评测了当前主流说话人识别系统在多
场景条件下的识别性能。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我们鉴别出哪些场景类型更困难，哪
些场景类型相对简单；我们还证明了多场景说话人识别的挑战性在于场景类型的
复杂性和场景类型之间的失配性。进一步地，我们采用多场景训练的方案来解决
多场景说话人识别的挑战性。实验表明，多场景训练将有效提升多场景说话人识
别的性能表现，并且验证了多场景说话人数据的重要性。CNCeleb 数据集是目前
已知最为复杂的说话人数据库，是验证说话人识别系统实际性能的金标准。

8

第 1 章 绪论

1.2.2.2

鲁棒：跨、泛化、复杂场景说话人识别

本研究工作聚焦在说话人识别中的场景鲁棒性方法研究。首先，将说话人识
别中的场景鲁棒问题根据场景任务不同，细分为跨场景、泛化场景和复杂场景三
类子任务。进一步地，通过分析不同子任务的属性特点，设计有效合理的鲁棒性
方法。具体地：
1) 跨场景说话人识别
本研究工作聚焦在说话人识别中的跨场景鲁棒性问题，特别是注册测试场景
失配问题。为了解决该失配问题，本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种统计量解耦的方法，实
现了一种基于线性映射的统计量解耦方法，称其为 (SD/LT)。实验结果表明与其他
竞争方法相比，SD/LT 取得了最优的性能表现，是一个解决注册测试场景失配问
题的原理性方案。
2) 泛化场景说话人识别
本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种场景无关映射来提高说话人表征向量的场景泛化性。
具体地，我们设计了一个鲁棒性元学习算法 (robust MAML) 用来训练映射网络。
该训练算法通过单人多场景数据和鲁棒性训练机制来促进表征向量的场景不变性。
在 CNCeleb 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与其他竞争方法相比，本研究工作所提出
的训练算法所生成的说话人向量具有更强的场景不变性。
3) 复杂场景说话人识别
本研究工作分析了备受欢迎的 AMSoftmax 损失函数，并证明了它无法满足
真正的最大边界训练。基于这一分析，我们参照最大边界的规范定义，设计了一
个具有真正最大边界属性的 AMSoftmax 损失函数，称其为 Real AMSoftmax。基
于这个新损失函数，困难的负样例将被给予更多的关注，有助于提升模型在复杂
困难场景上的鲁棒性。实验首先在 VoxCeleb1 和 SITW 测试集上进行评测，证明了
该方法的理论优势；然后在 CNCeleb 上验证了该方法在复杂场景下的可靠性和鲁
棒性。
1.2.2.3

可信：模型可视化与性能评测

本研究工作旨在建立可解释的说话人识别理论与方法，研究可信的说话人识
别技术。首先，研究可信的模型可视化方法，用于解释深度说话人识别模型的学
习机制。其次，研究说话人识别中的可信评测方法，用于理解和解决评测与实用
之间的性能鸿沟。具体地：
1) 模型可视化
本研究工作的目标是确定一个可靠的可视化工具来解释深度说话人模型的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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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制。为此，本研究工作专注于三种基于 CAM 的可视化算法：GradCAM、Score
CAM 和 LayerCAM，并在当前最先进的 ResNet34SE 模型上进行实验验证。实验
结果表明在三种 CAM 算法中，LayerCAM 是唯一可靠的深度说话人模型可视化
工具。
2) 可信性能评测
本研究工作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基准测试与应用部署不一致现象，提出了测
试列表偏差的猜想。为了形式化评测列表对性能评测的影响，本研究工作提出了
配置性能图的概念。它是一个说话人识别系统在各种测试配置下的 2 维性能分布
图。实验结果表明配置性能图是一种用于说话人识别系统分析和对比的性能评测
工具包，可用于确认技术的有效性和创新性。

1.2.3

组织结构

本文一共包括六章内容，其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说话人识别的基本概念、技术难点和发展历
史；然后，阐述了本研究工作的背景、内容和组织结构。
第二章开源：多场景中文明星数据库。首先，从挑战、技术与数据的视角，综
述了说话人识别的发展历程；其次，介绍了多场景中文明星数据库的数据信息和
采集流程；最后，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验证了多场景说话人识别的挑战性。
第三章鲁棒：跨、泛化、复杂场景说话人识别。从三类场景鲁棒问题出发，针
对性地设计了不同的技术方法。首先，针对跨场景鲁棒问题，提出了基于统计量
解耦的打分方法；其次，针对泛化场景鲁棒问题，提出了基于鲁棒性元学习的场景
无关训练方法；最后，针对复杂场景鲁棒问题，提出了基于真正最大边界的训练目
标函数。
第四章可信：模型可视化与性能评测。从模型和评测两个视角出发，研究了说
话人识别中的可解释性理论和方法。首先，设计了插入、删除实验和说话人定位
识别任务，确定了一个可靠的模型可视化工具；其次，定义了测试偏差概念，设计
了配置性能图评测工具，实现了对说话人识别系统的综合性评测。
第五章总结与展望。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同时对未来研
究工作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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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2.1

开源：多场景中文明星数据库

引言
说话人识别是一种基于声音来判断说话人身份的生物认证技术。经过若干年

的研究发展，说话人识别性能取得了显著提升，并已在金融、安防、司法等领域落
地应用 [2,1617] 。
在说话人识别的研究发展中，一个长期存在的议题是如何解决语音信号中与
说话人相关的变动性。这些变动性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其中，最为常
见的外在变动性包括录音设备、声学环境、背景噪声、传输信道、信号失真等。对
于内在变动性，通常指的是发音器官在发声过程中的随机变动性以及复杂多变的
说话方式 (朗读状态还是自然状态)、语速、情感以及身体状态等。总而言之，上述
这些变动性成为说话人识别技术的主要挑战。
整个说话人识别技术的发展历程可视为一个追寻解决这些变动性的过程。例
如，早期的研究限制在文本相关的任务上，聚焦在解决说话人的发声随机性；其中，
隐马尔科夫模型 (Hidden Markov Model, HMM) 是最为主流的方法 [18] 。随后的研究
则着手于文本无关的任务，重点解决语音内容的随机性，创造出了著名的高斯混合
模型通用背景模型 (Gaussian Mixture Model  Universal Background Model, GMM
UBM) [19] 。进一步的研究则尝试解决信道、说话人方式等产生的会话扰动；在此阶
段，前端 ivector 模型配合后端概率线性区分性分析 (Probabilistic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PLDA) 打分最为成功 [10] 。最新的研究目标旨在解决实际应用场景中的复
杂变动性，强大的深度学习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时代主流 [1314,2021] 。
多场景大概是说话人识别所面临最具挑战性的情形。在多场景情形中，其涵
盖了几乎所有的复杂变动性。例如，一个说话人在 20 岁时，在安静环境下，使用
远场固定麦克风，用正常语速的朗读声，完成了说话人识别的系统注册。而在测
试时，测试语音可能是该说话人在 40 岁时，在音乐背景下，使用近场手持麦克风，
用唱歌声，完成了说话人识别的系统认证。从另一个方面，多场景并不是一个人
为设计的挑战，而是在实际应用中所面临的真实挑战。例如，一个优秀的说话人
识别系统必须具备对抗时间变动、背景环境、说话人方式的鲁棒性。总而言之，在
多场景下取得优秀的识别性能是说话人识别技术走向实际应用的充要条件。
不幸的是，当前说话人识别技术在多场景下的真实性能仍未有明确结论。其
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说话人识别数据集大都是在限定条件下采集得到的，难以描
述多场景下的复杂变动性。考虑到多场景的重要性以及未知的性能下界，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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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旨在开源一套大规模多复杂场景的说话人识别数据库，解决研究界所面临的
的多场景数据空白问题，并开展面向多场景说话人识别的研究分析与可行方法。
本研究工作，先后开源了两套多场景中文明星数据库 CNCeleb1 和 CNCeleb2，
统称为 CNCeleb。该数据库包含了互联网公开可下载的 3,000 位中国明星的声音
数据，覆盖访谈、演讲、歌唱、影视、文娱等 11 种复杂场景类型。CNCeleb 是目
前已知最为复杂的说话人数据库，是验证说话人识别系统实际性能的金标准。该
数据库相关的项目计划 ① 、学术成果 [2223] 、下载地址 ② 、基线系统 ③ ④ 均已开源，
供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研究者免费下载。

挑战、技术与数据

2.2

本节首先回顾了说话人识别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先前的一些综述工作不同，其
大都关注于说话人识别的技术细节 [2,1617] ，本节综述则聚焦在科学挑战、技术发
展和数据积累三者在说话人识别发展过程中的交互关系。通过这个回顾，本工作
将说话人识别研究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

说话人识别研究的发展历程

阶段

周期

变动因子

代表技术

典型数据库

1

19702000

发音方式

DTW, HMM

Private data

2

19952010

语音内容

GMMUBM

Switchboard, NIST SRE (03)

3

20052016

会话扰动

JFA, ivector/PLDA

Mixer, NIST SRE (0416)

4

2017

复杂场景

DNN

VoxCeleb, NIST SRE (1819)

2.2.1

阶段一: 发音方式的变动性

起初，说话人识别关注于发音方式的随机性，即：一个说话人不可能用完全相
同的方式发声相同的词或者句子。早期说话人识别研究聚焦在解决此类变动性问
题。通过非参数化方法，如动态时间规整 (Dynamic Time Warping, DTW) [24] 或参
数化方法，如隐马尔科夫模型 (Hidden Markov Model, HMM) [18,25] .
在这个阶段，
研究者们大都使用小规模自行采集的数据集。例如，
Doddington 采
用动态麦克风录制了来自 123 名男性的语音数据；其中，63 名男性数据用于构建目
标测试列表，剩下 60 名男性数据用于构建闯入测试列表 [24] 。类似地，Parthasarathy
①
②
③
④

http://cslt.riit.tsinghua.edu.cn/mediawiki/index.php/CNCeleb
http://www.openslr.org/82/
https://github.com/kaldiasr/kaldi/tree/master/egs/cnceleb
https://gitlab.com/csltstu/su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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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通过长途电话信道录制了 51 名男性和 49 名女性的语音数据；其中，每个说
话人完成 26 通电话录音，并且每次录音的文本内容相同 [18] 。

2.2.2

阶段二: 语音内容的变动性

进一步研究试图解决语音内容的变动性：文本无关说话人识别的关键阻碍。高
斯混合模型 (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 [26] 和它的衍生版本 GMMUBM [19] 已
被证明是最为有效的解决办法。一个大规模的数据集是训练高斯混合的必要条件。
因此，
本阶段对数据的需求相比于阶段 1 更为苛刻。此外，
归功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
研究所 (NIST) 举办的说话人识别评测 (SRE) [27] ，研究者们所使用的数据变得越来
越标准化。本阶段最为受众的数据集是来自 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 (LDC) ① 的
Switchboard 数据集。这个数据集包含了许多子集，采集自数百人的数千次对话，主
要应用于 NIST SRE 19962003 系列，并成为后续 NIST SRE 训练集的重要组成部
分。

2.2.3

阶段三: 会话扰动的变动性

会话变动性是指同一说话人在不同会话时的说话人方式和声学场景的系统性
变动。Kenny 等人提出的联合因子分析 (Joint Factor Analysis, JFA) [2830] 为解决会
话变动性问题铺平了道路。作为 JFA 模型的继承者，ivector 作为前端模型 [10] 进一
步地生成了会话相关的表征向量，其涵盖了全部可能的长时变动性；然后将区分
不同类型长时变动性的任务下放给后端模型。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ivector 前端模型
配合 PLDA 后端模型可以取得不俗的识别性能 [11,31] 。
相较于前两个阶段，本阶段的数据要求变得更加苛刻。特别地，区分不同会话
变动需要来自一个说话人的多次会话数据。显然，这类数据的采集变得更加困难，
需要同一个说话人提供在不同会话条件下的数据。幸运地是，NIST SRE 经过年复
一年的积累，提供了大量的单人多会话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是由 LDC 按照 Mixer
协议 [32] 采集而来。

2.2.4

阶段四: 复杂场景的变动性

对于会话变动性，其通常体现在信道、背景噪声和语言语种等因素中。然而，
这些变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例如，在 Mixer 语音采集项目中，一方面限
定于电话信道和对话访谈两种采集场景类型，另一方面采集者在整个数据采集过
程中都是完全配合的。
近年来，研究者们正在尝试解决一个新的挑战：在自由不受限的条件下完成
① https://www.ldc.upen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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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人识别。这一挑战的主要特点在于说话人在整个语音采集过程中是无需配合
的，并且录音场景类型是完全不受限制的，进而引入了更加复杂的变动性。例如，
在 YouTube 上的音视频通常是由用户自发录制上传的，并且录制设备多种多样。
如何解决如此复杂的变动性成为一个极大的挑战。幸运地是，基于深度神经
网络 (Deep neural network, DNN) 的方法对于解决复杂变动性挑战展现出巨大的潜
力 [1314,2021] 。目前为止，最为流行的深度学习框架是一类称为“深度说话人表征”
的方法，其将不定时长的语音片段转换成固定长度的连续向量。进一步结合后端
打分模型 (例如，PLDA)，深度说话人表征方法取得了当下最先进的性能表现。
当前，最为成功的深度说话人表征模型是由 Snyder 等人提出的 xvector 模
型 [14] 。基于深度说话人表征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更强大的模型结构 [3334] 、更改
良的池化方法 [21,3537] 、更合理的训练准则 [3843] 、更优秀的训练方案 [4446] 。另一
类深度学习方法则是基于端到端的建模思想，直接区分判决一对语音片段是否来
自同一个说话人 [15,4748] 。对于端到端的建模方法，其主要优势在于训练和测试基
于相同的准则。因此，若训练数据足够充分，模型训练足够好，那么可以得到理论
最优的测试结果。然而，许多研究表明，端到端的训练过程是极为繁琐的 [49] .
应归于数据驱动的本性，训练这些深度学习方法需要大量数据。在理想情况
下，这些训练数据必须包括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潜在的变动性以及这些
变动性的组合。为了满足这个需求，来自 SRI 的研究者们发布了第一个自由不受
限的数据集 SITW [50] 。这个数据集共有 299 个说话人，平均每个说话人有 8 个不
同会话。尽管 SITW 价值连城，但它有限的数据体量使其难以成为一个训练集。为
此，来自 Oxford 的研究者们先后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发布了大规模自由不受限的
说话人识别数据集，VoxCeleb1 [51] 和 VoxCeleb2 [33] 。整个数据集达到了 7,000+ 人，
其数据体量相对可以支撑说话人识别研究。更重要的是，SITW 和 VoxCeleb 都是
免费开源的，这为复杂不受限场景下的说话人识别技术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
动作用。

2.2.5

多复杂场景数据空白

基于 SITW 和 VoxCeleb 数据集，经过数年的研究，复杂场景的变动性得到了一
定的解决。然而，当前的研究并不是解决真正意义上的复杂变动性。事实上，SITW
和 VoxCeleb 中的绝大部分数据都是来自采访场景类型，因此说话方式的变动性在
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限制。更重要的是，每个说话人的录音场景和说话方式并没有
太大的改变，这意味着说话人和场景之间可能是强关联的 [52] 。
正如前文所述，多场景情形中涵盖了真正复杂的变动性，可以视为是说话人
识别研究中最为困难的情况。然而，不幸的是，当前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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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说话人识别数据集，这将无法开展面向多场景说话人识别的研究。为了解决
多复杂场景数据空白的问题，本工作首先构建了一个大规模多场景说话人识别数
据集 CNCeleb，可用于多场景说话人识别训练和评测。在此基础上，本工作开展
了面向多复杂场景说话人识别的相关研究。

中文明星数据库

2.3

本节将介绍多复杂场景中文明星数据库 CNCeleb 的数据描述和采集流程。该
数据库已经开源在 OpenSLR① 上，供研究者们免费下载。

2.3.1

数据描述

CNCeleb 由 CNCeleb1 和 CNCeleb2 两个子集组成，其数据均来自中文开源
媒体源，全部说话人来自中国明星。整个数据集的统计信息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CNCeleb1 和 CNCeleb2 的基本信息
CNCeleb1

CNCeleb2

语言

中文

中文

场景类型

11

11

媒体源数

1

5

说话人数

1,000

2,000

语音条数

130,109

529,485

语音时长 (小时)

274

1,090

多场景说话人数

745

658

• CNCeleb1 有 130,109 条语音，来自 1,000 位中国明星，总共 274 小时；CN
Celeb2 有 529,485 条语音，来自 2,000 位中国明星，总共 1,090 小时。显然，
CNCeleb2 的数据量远大于 CNCeleb1。
• CNCeleb1 的全部数据均来自 Bilibili② 媒体源。CNCeleb2 的数据来自多个
媒体源，包括 NetEase Cloud③ 、Changba④ 、Himalaya⑤ 和 Tik Tok⑥ 。图 2.1 展
示了两个数据集的媒体源分布。显然，CNCeleb2 比 CNCeleb1 有着更丰富
的媒体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https://openslr.org/82/
https://bilibili.com
https://music.163.com/
https://changba.com/
https://www.ximalaya.com/
https://www.douy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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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a) CNCeleb1 和 (b) CNCeleb2 的媒体源分布

• CNCeleb1 和 CNCeleb2 的音频时长分布如表 2.3 所示。由表可见，短时语
音在 CNCeleb1 和 CNCeleb2 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这反映了真实应用中的
情形，也体现了该数据集的复杂性。
表 2.3

CNCeleb1 和 CNCeleb2 的音频时长分布

时长 (s)

CNCeleb1

CNCeleb2

语音条数

占比

语音条数

占比

<2

41,658

32.02%

36,505

6.89%

25

38,629

29.69%

57,215

10.81%

510

23,497

18.06%

266,799

50.39%

1015

10,687

8.21%

154,120

29.11%

>15

15,638

12.02%

14,846

2.80%

• 对于视频博客 (Vlog)、直播 (Live broadcast) 等场景类型，与 CNCeleb1 相
比，CNCeleb2 中包含了更多的数据。CNCeleb1 和 CNCeleb2 的场景分布
如表 2.4 所示。
• 图 2.2 展示了两个数据集的多场景说话人数分布。CNCeleb2 的多场景说话
人数少于 CNCeleb1。在 CNCeleb1 中，75% 的说话人是多场景的；而在 CN
Celeb2 中，仅有 33% 的多场景说话人。这个原因在于，CNCeleb2 中的明星
知名度相较于 CNCeleb1 更低，因此活跃的场景类型偏少，采集难度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 CNCeleb2，尽管单场景说话人占了大多数比例，但是
其语音数据仍来自各种情形下的多个会话。这种多会话数据对复杂条件下的
说话人识别研究仍具有很大的价值。
• 对于 CNCeleb1，平均每个说话人有 130 条语音；而 CNCeleb2，平均每个
说话人有 265 条语音。图 2.3 展示了两个数据集在不同语音条数区间内的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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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CNCeleb1 和 CNCeleb2 的场景分布
CNCeleb1

场景类型

CNCeleb2

说话人数

语音条数

语音时长 (h)

说话人数

语音条数

语音时长 (h)

广告 Advertisement

17

120

0.18

66

1,542

3.86

电视剧 Drama

160

7,247

6.43

268

13,116

16.32

娱乐 Entertainment

483

22,064

33.67

616

31,982

60.84

采访 Interview

780

59,317

135.77

519

34,024

81.28

直播 Live Broadcast

129

8,747

16.35

388

167,019

439.95

电影 Movie

62

2,749

2.20

133

4,449

5.77

戏剧 Play

69

4,245

4.95

127

14,992

22.04

朗诵 Recitation

41

2,747

4.98

218

58,231

129.18

唱歌 Singing

318

12,551

28.83

394

42,157

75.19

演讲 Speech

122

8,401

36.22

394

36,680

82.58

博客 Vlog

41

1,894

4.15

488

125,293

177.00

总计

1,000

130,109

273.73

2,000

529,485

1090.01

图 2.2

CNCeleb1 和 CNCeleb2 的多场景说话人分布

话人数分布。此外，在统计时，首先对语音时长进行划分，其最短语音时长
分别设为 0s、2s、5s、10s。换言之，仅对语音时长超过最短语音时长的语音
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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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CNCeleb1 和 CNCeleb2 在不同时长、不同语音条数下的说话人数

• 对于 CNCeleb1，平均每个说话人有 6 次会话；而 CNCeleb2，平均每个说话
人有 17 次会话。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便于统计，我们将一个音视频视为一次
会话 (尽管在某些场景类型中，一个音视频对应了多个会话，例如戏剧 (Play)
和电影 (Movie))。图 2.4 展示了两个数据集在不同会话次数区间内的说话人
数分布。此外，在统计时，依然是先对语音时长进行划分，其最短语音时长
分别设为 0s、2s、5s、10s。
此外，本工作还对比了 CNCeleb1、CNCeleb2 与其他一些现有的数据集，如
表 2.5 所示。注：NIST SRE 数据集并没有明确的说话人数和语音条数，其原因在
于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数据集，而会随着每个版本的发布而变化。

2.3.2

采集流程

CNCeleb1 和 CNCeleb2 的采集流程基本一致。整套采集流程的工程代码已开
源① ，用来方便研究界复现本研究工作，并可使用该工具构建属于自己的数据集。
大体上，整个采集流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利用自动化工具获取大
量的明星音视频片段；在第二个阶段，通过人工质检，删除标签错误的片段。整个
采集流程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切分标注方式，效率提高了 4 倍。需要强调的是，第二
①
②
③
①

http://www.openslr.org/38/
https://catalog.ldc.upenn.edu/LDC2006S26
Here presents RedDots_r2015q4_v1 released up to August 17th 2015.
https://github.com/celebrityaudiocollection/video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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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CNCeleb1 和 CNCeleb2 在不同时长、不同会话次数下的说话人数

表 2.5
名称

采集环境
[53]

对比现有的说话人识别数据集
语言

数据源

说话人数

语音条数

是否开源

clean

Australian English

mobile

552

1, 264

Yes

Free ST Chinese Mandarin①

clean

Chinese

mobile

855

102, 600

Yes

TIMIT [5455]

clean

English

telephone

630

6, 300

No

SWB [56]

clean

English

telephone

3, 114

33, 039

No

mostly clean

English

telephone

500

6, 000

No

clean, noisy

Multilingual

telephone, microphone

−

−

No

[59]

clean

Chinese

mobile

400

140, 000

Yes

Aishell2 [60]

clean

Chinese

mobile

1, 991

1, 000, 000

Yes

[61]

clean

English

mobile, tablet

300

190, 000

No

clean

Multilingual

mobile

62

13, 500

Yes

[63]

near/farfield

Chinese, English

microphone, mobile

340

3, 940, 000

Yes

BookTubeSpeech [64]

multimedia

English

BookTube

8, 450

38, 707

Yes

SITW [50]

interview

English

opensource media

299

2, 800

Yes

[51]

mostly interview

Mostly English

YouTube

1, 251

153, 516

Yes

VoxCeleb2 [33]

mostly interview

Multilingual

YouTube

6, 112

1, 128, 246

Yes

[22]

multigenre

Chinese

Bilibili

1, 000

130, 109

Yes

CNCeleb2 [23]

multigenre

Chinese

multimedia sources

2,000

529,485

Yes

Forensic Comparison

CSLU

②
[5758]

NIST SRE
Aishell1

RSR2015

RedDots [62] ③
HIMIA

VoxCeleb1

CNCel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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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人工质检是不可或缺的。原因在于多场景音视频数据十分复杂，单纯使用
自动化工具难以准确地完成数据切分与标注。尽管人工质检的过程耗时费力，但
这也进一步提升了该数据集的价值。
整个自动化采集流程很大程度上借鉴于 VoxCeleb1 [51] 和 VoxCeleb2 [33] 的采集
模式。为了进一步提高处理效率和识别精度，本工作又进行了一些修改。特别是
我们新增了一个额外的松弛恢复步骤，利用图片和语音信息来验证提取片段的说
话人标签。整个采集流程如下图 2.5所示。

图 2.5

CNCeleb1 和 CNCeleb2 的采集流程示意图

具体步骤如下：
• 第一步，设计明星人名列表。我们人工地选择了 3, 000 位中国明星作为目标
说话人，包括歌手、演员、主持人、采访者等。这些明星来自不同地区，具
有不同的口音和方言。
• 第二步，下载图片和视频。通过搜索明星姓名，从不同媒体源中下载 3, 000
位中国明星的图片和视频数据。对于图片，我们开发了一个爬虫工具，通过
百度图片搜索引擎 ① 下载每位明星的图片。对于每位明星，首先下载 120 张
图片，然后人工地从中选择出 10 张最清晰的图片。由于这些明星是较为熟
知的公众人物，因此人工选择的过程是相对简单且极为准确的。为了避免不
必要的错误，我们对选择出的 10 张图片又进行了二次质检。对于视频，第一
步是在不同媒体源中搜索明星姓名。为了进一步提高搜索准确率，降低无关
干扰，在搜索关键词中还增加了“人”、
“明星”等后缀。第二步，对于每位
明星，在每种场景类型下，选择不超过 10 个视频，并下载。注：每种场景类
① https://image.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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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所选择的视频数取决于搜索到这种场景类型的视频有多少。每位明星的视
频采集由一位采集者负责，并由另一位质检员进行二次质检。
• 第三步，人脸检测与追踪。对于每位明星的每个视频文件，通过人脸检测与追
踪技术，提取目标明星的视频片段。具体包括三个步骤：(1) 对于每一帧视频，
通过 RetinaFace [65] 检测其中出现的全部人脸；(2) 使用 ArcFace 人脸识别系
统 [66] 比对目标明星人脸图片与从每一帧中检测出的全部人脸图片，判断该
帧视频中是否出现了目标明星；(3) 利用 OpenCV Tracker① 所开源的 MOSSE
人脸追踪系统 [67] 生成目标人脸流。
• 第四步，口唇一致性检测。我们借鉴了 [51] 的方式，使用 SyncNet 模型② 进行口
唇一致性检测，测试目标说话人的口唇移动与语音信号是否同步，从而确认
目标说话人是否在说话。这一步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用来应对电影 (Movie)、
电视剧 (Drama) 和娱乐 (Entertainment) 等场景类型中所出现的旁白情形。
• 第五步，基于说话人分割的松弛恢复。尽管 SyncNet 在大多数情况下效果良
好，但是在广告 (Advertisement)、电影 (Movie)、博客 (Vlog) 等复杂场景类型
下会出现失效现象。在这些场景类型中，拍摄镜头可能会突然改变，导致出
现大量的短视频片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松弛恢复的处理
过程：第一，对于 SyncNet 所生成的明星视频片段，将相邻距离在 10 帧以
内的视频片段进行合并，实现对 SyncNet 检测结果的松弛；第二，利用说话
人分割系统，从合并后的视频片段中恢复出属于目标明星的视频片段。关于
恢复，我们首先使用了一个离线说话人分割系统③ 将视频所对应的音频片段
切分成多个说话人同质的堆。其中，说话人分割系统基于 UISRNN 模型 [68] 。
该模型首先通过滑窗将整个语音切分成小的语音块 (在实验中，我们设置窗
长 1s，窗移 0.6s)；然后使用预训练好的 VGG 说话人识别模型 [37] 来提取每
个小块所对应的说话人表征向量；最后调用 UISRNN 模型将这些说话人表
征向量聚成若干堆，每一堆对应于一个说话人。为了利用分割聚类的结果，
首先选择出与 SyncNet 输出重合度最大的堆，认为其是来自目标明星的语音
堆。然后计算目标明星的语音堆 (分割聚类的输出结果) 与 SyncNet 合并后的
目标明星片段 (松弛后的输出结果) 之间的交集，并将其作为最终的目标明星
语音片段，对应得到相应的视频片段。
• 第六步，人工质检。最后，通过人工对上述自动化流程所得到的明星语音片
段进行质检。为了确保人工质检的质量，我们设计了一种迭代质检的方案：
① https://learnopencv.com/objecttrackingusingopencvcpppython/
② https://github.com/joonson/syncnet_python
③ https://github.com/taylorlu/SpeakerDi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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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位明星，所提取出的视频片段首先由第一位质检员进行第一轮全面质
检；然后，随机选取 20 个视频片段，并分配给第二位质检员进行抽检。如果
抽检正确率低于 90%，则返回给第一位质检员，重新进行第二轮全面质检。
整个过程不断迭代，直到抽检正确率大于 90% 为止。根据我们经验，这种人
工质检是非常高效的：一位质检员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对一个小时视频数
据的质检。相比而言，如果我们没有实施自动化预处理，那么一位质检员需
要花费四个小时才能完成对一个小时视频数据的质检。

多场景挑战

2.4

本节将研究当前主流的说话人识别系统在多场景条件下的基础性能表现。

2.4.1

基础实验

我们首先搭建了两套说话人识别系统：一套基于 ivector 模型，一套基于 x
vector 模型。这两套系统作为基线系统，分别在 SITW 和 CNCeleb.E 上，进行单
场景类型测试和多场景类型测试。
2.4.1.1

数据

VoxCeleb① ：作为训练集用于 ivector 和 xvector 模型训练。该数据集由 VoxCeleb1
和 VoxCeleb2 组成，共计 2,000 小时，7,000+ 说话人。通过采用数据增强方法来
进一步提升模型鲁棒性。具体地，使用 MUSAN 数据集 [69] 来生成带噪语音；使用
RIRS 数据集 [70] 来生成混响语音。
SITW：作为测试集用于单场景类型测试。准确地，选择该数据集中的 Eval.Core 评
测集进行测试，其共有 6,445 条语音，299 个说话人。值得注意的是，该数据集的
数据特性与 VoxCeleb 相似，可以认为测试数据和训练数据属于同一类场景。
CNCeleb.E：该数据集是 CNCeleb1 的一个子集，共有 18,224 条语音，200 个说
话人。所有说话人都具有来自多个场景类型的语音。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该数据
集中的采访 (Interview) 场景类型与 VoxCeleb 和 SITW 的场景类型相似，但由于它
们来自不同的媒体源，使得训练集合测试集之间仍然会存在领域失配的情形。在
测试阶段，说话人完成一次注册，然后与多条语音进行测试。其中，每个说话人的
注册语音的平均时长为 28 秒，每条测试语音的平均时长为 8 秒。通过对注册语音
和测试语音进行交叉组合，最终得到了 3,604,800 个与性别无关的测试列表。关于
该数据集的详细信息，请见下表 2.6。
① http://www.robots.ox.ac.uk/∼vgg/data/voxcel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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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注册数据

测试数据

性别信息

测试列表

CNCeleb.E 的数据描述

平均每条语音的时长

28s

平均每个说话人的语音数

5

平均每条语音的时长

8s

平均每个说话人的语音数

90

女性人数

84

男性人数

116

目标测试列表数

18,024

闯入测试列表数

3,586,776

SITW(S): 这是一个辅助数据集用于性能对比分析。由于 SITW 的平均语音时长远
大于 CNCeleb.E，使得两个数据集的识别结果不具有可比性。为了更合理地对比，
我们对 SITW 的语音进行截取，使截取后的平均语音时长与 CNCeleb.E 保持一致，
即 28 秒的平均注册时长和 8 秒的平均测试时长。我们称该数据集为 SITWShort，
简称为 SITW(S)。值得一提的是，SITW(S) 继承了 SITW 的评测协议。
2.4.1.2

基线系统

本研究中，我们首先使用 Kaldi 工具 [71] 中的 SITW 示例来搭建 ivector 和 x
vector 基线系统。这些基线系统虽然不能取得最优的性能表现，但是已被许多研究
者证明其具有极高的竞争力和泛化性。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基线系统代表了当前
较为公知的主流技术。此外，使用这些基线系统能够便于研究者们复现我们的实
验结果。
ivector 系统① ：借助 Kaldi SITW/v1 示例搭建 ivector 系统。声学特征采用 24 维
MFCC 特征外加一维对数能量，通过增广其一阶和二阶统计量，最终得到了 75 维
的特征向量。此外，使用倒谱均值归一化 (Cepstral mean normalization, CMN) 来规
避信道干扰；使用基于能量的有效音检测 (Voice active detection, VAD) 来移除静音
片段。通用背景模型 (Universal background model, UBM) 由 2,048 个高斯混合组成，
ivector 维度设为 400。对于后端模型，首先使用线性区分性分析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 对原始 ivector 进行降维 (400>150)，然后使用概率线性区分性分
析 (Probabilistic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PLDA) 对测试列表进行打分。
xvector system② ：借助 Kaldi SITW/v2 示例搭建 xvector 系统。声学特征采用 30
① https://github.com/kaldiasr/kaldi/egs/sitw/v1
② https://github.com/kaldiasr/kaldi/egs/sitw/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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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MFCC 特征。神经网络拓扑结构共由三部分组成：(1) 5 个时延层，用于训练得
到帧级别的深度说话人特征；(2) 1 个统计池化层，通过累计帧级别特征，得到句
子级的统计量，包括均值和标准差。(3) 2 个全连接层，作为模型的分类器，其输
出对应于训练集中的说话人。当模型训练完成，倒数第二层的激活函数输出即为
xvector，其维度为 512。后端模型与 ivector 保持一致，包括 LDA 降维和 PLDA
打分。
2.4.1.3

基线结果

整个测试结果依据等错误率 (Equal error rate, EER) 评价指标，如表 2.7 所示。
从实验结果可见，ivector 和 xvector 基线系统在 SITW 上取得了不错的性能表现，
其结果与 Kaldi 官方提供的结果基本一致。在 SITW(S) 上的实验结果略差于 SITW。
考虑到 SITW(S) 中更短的注册和测试语音时长，这个实验结果是符合预期的。两套
基线系统在 CNCeleb.E 上的表现则惨不忍睹。以 xvector 为例，其在 CNCeleb.E
上的 EER 是在 SITW(S) 上的 3 倍之多。毫无疑问，这些结果表明当前主流的说话
人识别系统无法解决多场景中的复杂性。
表 2.7

ivector 和 xvector 基线系统的 EER(%) 结果
训练集

系统

2.4.1.4

测试集

前端

后端

SITW

SITW(S)

CNCeleb.E

ivector

VoxCeleb

VoxCeleb

5.66

7.41

18.37

xvector

VoxCeleb

VoxCeleb

3.48

4.62

16.59

更强大的 xvector 系统

进一步地，通过使用更先进的技术，我们实现了若干更强大的 xvector 系统。
本工作中，我们使用开源工具① 验证了一系列主流网络结构和技术方法在 SITW 和
CNCeleb.E 上的识别结果。这些结构和方法包括 ResNet [33,72] 、selfattentive pool
ing [73] 和 additive angular margin loss [66] 等。实验结果如表 2.8所示。表中，‘TSP’ 代
表时序统计池化 (Temporal statistic pooling)；‘SAP’ 代表自注意力池化 (Selfattentive
pooling)；‘AAM’ 代表加性角度边界 (Additive angular margin)。从实验结果可见，与
xvector 基线系统相比，这些更先进的 xvector 系统在 SITW 上取得了明显的性能
提升 (1.96% vs. 3.48%)；而在 CNCeleb.E 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16.51% vs. 16.59%)。
这意味着这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可能只是过拟合到了训练数据的场景中，从而对解
决多场景复杂性的帮助甚微。
① https://github.com/kjw11/tfkaldi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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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2.4.2

更强大的 xvector 系统的 EER(%) 结果

网络结构

池化方法

损失函数

SITW

CNCeleb.E

TDNN

TSP

Softmax

2.43

16.87

TDNN

TSP

AAMSoftmax

2.49

16.65

TDNN

SAP

Softmax

2.41

17.11

TDNN

SAP

AAMSoftmax

2.57

16.96

ResNet34

TSP

Softmax

2.41

16.74

ResNet34

TSP

AAMSoftmax

1.96

16.51

ResNet34

SAP

Softmax

2.16

17.33

ResNet34

SAP

AAMSoftmax

2.30

16.52

同场景类型测试

本节我们将分解各个场景类型，比较主流说话人识别系统在不同场景类型下
的识别性能。具体地，在测试阶段，我们关注于注册语音和测试语音来自相同的场
景类型。为了确保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使用了 CNCeleb 全集 (共计 3,000 个说
话人) 来进行测试，并且滤除了时长低于 5 秒的语音。表 2.9 展示了等错误率 EER
的结果，图 2.6 呈现了 DET 曲线图。对于每种场景类型的测试，首先每个说话人
随机挑选 5 条语音用于模型注册，然后剩余语音用于验证测试。
表 2.9

基线系统在 CNCeleb 不同场景类型下的 EER(%) 结果

场景类型

说话人数

语音条数

ivector

xvector

广告 Advertisement

75

781

12.43

9.37

电视剧 Drama

377

4,521

14.66

11.70

娱乐 Entertainment

1,020

18,931

9.48

7.31

采访 Interview

1,253

41,586

9.06

6.98

直播 Live Broadcast

496

154,249

6.79

5.42

电影 Movie

165

1,495

14.17

11.47

戏剧 Play

170

5,476

13.87

11.56

朗诵 Recitation

259

58,839

19.21

16.55

唱歌 Singing

683

38,879

23.37

20.86

演讲 Speech

331

39,792

4.19

3.21

博客 Vlog

524

120,812

7.92

5.31

总计

3,000

485,361

8.75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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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ment
Drama
Entertainment
Interview
Live Broadcast
Movie
Play
Recitation
Singing
Speech
Vlog

Miss probability (%)

60

40

60

20

40

20

10

10

5

5

2

2

1
1

2

5

10

20

40

60

Advertisement
Drama
Entertainment
Interview
Live Broadcast
Movie
Play
Recitation
Singing
Speech
Vlog

80

Miss probability (%)

80

1

80

1

2

(a) ivector

图 2.6

5

10

20

40

60

80

False Alarm probability (%)

False Alarm probability (%)

(b) xvector

基线系统在 CNCeleb 不同场景类型下的 DET 曲线

从实验结果中我们发现，无论是 ivector 系统还是 xvector 系统，不同场景类
型的识别性能大不相同。对于演讲 (Speech)、直播 (Live broadcast)、博客 (Vlog) 和
采访 (Interview) 等场景类型，等错误率 EER 值都低于 8%，识别性能是相对可接受
的。然而，对于唱歌 (Singing)、朗诵 (Recitation)、电视剧 (Drama) 和电影 (Movie)
等场景类型，等错误率 EER 值都大于 12%，识别性能是难以接受的。不同场景类
型的识别性能差异主要归因于一下两点：第一，说话人无关的变动性在某些场景
类型中较大，而在某些场景类型中较小。例如，信道、背景、说话方式在演讲和采
访场景中是相对可控的，而在唱歌、电视剧场景中则是多变不可控的。显然，变动
性越复杂，越难正确地识别出说话人的特性。第二，ivector 和 xvector 模型是基
于 VoxCeleb 数据集训练得到的，其仅覆盖了一种采访场景类型。这会使得模型更
偏向于采访及其相似的场景类型，例如演讲和直播。
另一个发现是，针对采访场景类型，基线系统在 CNCeleb 上的识别性能仍远
差于 SITW (以 xvector 为例，6.98% vs. 3.48%)。其原因在于信道和语言在 CN
Celeb 和 SITW 上存在差异 (CNCeleb 来自于 Bilibili 等媒体源，而 SITW 来自于
YouTube)。这表明当前主流的说话人识别系统的真实性能虽然在 SITW 上取得了
不错的表现，但是其鲁棒性仍难言可靠。
以 xvector 基线系统为例，如果我们设置全局等错误率 EER (7.43%) 为阈值，
来判决识别系统是否可用。那么显然，基于 xvector 的说话人识别系统只能在少数
的场景类型下取得相对满意的性能。这些场景包括演讲 (Speech)、博客 (Vlog)、直
播 (Live broadcast)、采访 (Interview) 和娱乐 (Entertainment)。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多
复杂场景问题是极具挑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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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跨场景类型测试

本节我们关注于跨场景类型测试，并计算得到不同场景类型之间的性能矩阵。
cross-iv-eer
图 2.7 和图 2.8 分别展示了基于 ivector 系统和基于 xvector 系统的等错误率 EER
结果。

EER (%)

38.0

21.0

cross-xv-eer
4.0

图 2.7

基于 ivector 系统的跨场景类型测试。颜色的明亮程度代表着 EER(%) 数值大小。

EER (%)

37.0

20.0

3.0

图 2.8

基于 xvector 系统的跨场景类型测试。颜色的明亮程度代表着 EER(%) 数值大小。

性能矩阵中的每一个数值代表着基于对应行的场景类型进行注册，并基于
对应列的场景类型进行测试所得到的等错误率 EER 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对角
线上的数值对应于表 2.9 中的同场景类型测试。最后一列代表了使用某一场景类
型进行注册，然后在全部场景下进行测试的结果。注：在性能矩阵中存在两个空
穴 (RecitationAdvertisement 和 AdvertisementRecitation)。其原因在于仅有一个说
话人既有 Recitation 类型又有 Advertisement 类型，从而无法得到可靠的 EER 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综合结果 (最后一列)，即注册使用一种场景类型。可以看到当
注册使用演讲 (Speech) 类型时，识别性能最优；而当注册使用唱歌 (Singing) 类型
时，识别性能最差。大致来看，注册场景越简单 (如演讲、采访等)，平均识别性能
越优。这显然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在实际应用中，说话人通常会在一个相对
安静的环境中完成模型注册。
第二，对称的注册和测试对的识别结果整体上是相同的，例如，SingingSpeech
和 SpeechSigning。这一现象在其他研究工作中也有所发现，例如 [7477] 。这表明注
册场景类型的变动性与测试场景类型的变动性是趋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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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跨场景类型识别性能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1) 注册和测试场景
类型的复杂性；(2) 注册和测试场景类型之间的匹配度。例如，对于电影 (Movie) 类
型的注册，当测试也是电影类型时，由于是场景类型匹配的，其等错误率 EER 为
14.17%，还算不错。然而当测试为演讲 (Speech) 类型时，其等错误率 EER 甚至更
优，仅为 11.67%，其原因在于演讲场景类型是相对简单可控的。总体上看，当注
册和测试场景类型发生失配时，趋向于得到更糟糕的识别性能。
总结一下，跨场景类型的测试现象是极为复杂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识别性能
难以令人满意。以 xvector 系统为例，如果我们选择全局 EER (7.43%) 作为系统接
受阈值，那么仅有若干组跨场景类型是认为可接受的，如图 2.9 所示。这些发现再
次表明，跨场景类型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

图 2.9

基于 xvector 系统，以全局 EER (7.43%) 为阈值，可接受的跨场景类型

为了更深入的分析，我们还报告了与分数校准相关的两个评价指标：对数似
𝑚𝑖𝑛 [7879]
然比代价 𝐶𝑙𝑙𝑟 和对数似然比最小代价 𝐶𝑙𝑙𝑟
。与 EER 相比，𝐶𝑙𝑙𝑟 假设 PLDA 打

分服从对数似然比 (Log likelihood ratio, LLR)，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目标测试列表
和闯入测试列表在各种可能的先验和代价配置上的平均性能。在跨场景类型情形
中，注册和测试场景是大不相同的，因此 PLDA 打分极易偏离真正的 LLR。在这
种情况下，PLDA 的打分区分性和规整性将大打折扣，从而得到更大的 𝐶𝑙𝑙𝑟 值。其
中，区分性代表着目标测试列表和闯入测试列表之间的分数差异；规整性代表着
分数是否能够代表 LLR。通过分数校准方法可以将 PLDA 分数映射为 LLR。这一
映射是单调的，因此并不会改变 PLDA 分数的区分性，但是可以提升分数的规整
𝑚𝑖𝑛
𝑚𝑖𝑛
性。当分数校准得到最优状态时，此时 𝐶𝑙𝑙𝑟 即为 𝐶𝑙𝑙𝑟
。因此，𝐶𝑙𝑙𝑟 和 𝐶𝑙𝑙𝑟
之间的

差值 (通常被称为 𝐶𝑙𝑜𝑠𝑠 ) 反映了 PLDA 分数在 LLR 上的偏差程度，也就代表了分
数校准的贡献度。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每一组跨场景测试，分数校准并不会改变 EER 数值，原
因在于分数校准的映射是单调的。然而，通过在各个跨场景测试上实施独立的校
准映射，可以提高系统在全集测试上的系统。这是因为在经过跨场景相关的分数
校准之后，来自不同跨场景的测试分数将变得可比，且跨场景测试的阈值也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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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可用。
ivector
cross-iv-cllr

𝑚𝑖𝑛
和 xvector 系统的 𝐶𝑙𝑙𝑟 和 𝐶𝑙𝑙𝑟
结果如下表 2.10 和表 2.11 所示。注：最

后一列 ‘Total’ 报告了每一行中的每一组测试经过测试相关的分数校准之后，对全
部测试列表进行合并所得到的测试结果。

Cllr
35.0

cross-iv-mincllr

18.0

1.0

(a) ivector 系统在跨场景类型测试上的 𝐶𝑙𝑙𝑟 结果

0.88

0.46

0.04

(b) ivector 系统在跨场景类型测试上的

图 2.10
小。

𝑚𝑖𝑛
𝐶𝑙𝑙𝑟

结果

𝑚𝑖𝑛
基于 ivector 系统的跨场景类型测试。颜色的明亮程度代表了 𝐶𝑙𝑙𝑟 和 𝐶𝑙𝑙𝑟
数值大

𝑚𝑖𝑛
首先，我们观察到 𝐶𝑙𝑙𝑟
的趋势与 EER 基本一致。这并不为奇，因为二者均评
𝑚𝑖𝑛
价了分数的区分能力。具体地，𝐶𝑙𝑙𝑟
反映了期望的错误率，而 EER 则是错误接受

率和错误拒绝率相等的位置。考虑到二者趋势相同，在后面的研究工作中，我们
主要以 EER 作为评价指标。
𝑚𝑖𝑛
此外，我们发现 𝐶𝑙𝑙𝑟 和 𝐶𝑙𝑙𝑟
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一差距在注册测试场

景类型失配时变得尤为显著。这意味着 PLDA 分数远离了 LLR。此时分数校准变
得尤为重要，需要通过分数校准得到理想的系统判决阈值。

2.4.4

统计量分析

本节我们将分析同场景类型和跨场景类型识别性能下降的内在原因。一个核
心的洞悉是如果测试数据的说话人表征向量分布与训练数据保持一致，且 PLDA
模型在训练数据上受过了很好地训练，那么基于 PLDA 打分的性能将是最优的 [80] 。
因此，我们所观察到的多场景类型 (包括同场景类型和跨场景类型) 性能下降的现
象，可以通过分析说话人向量的分布统计量来理解与分析。为此，我们将计算与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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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r
42.0

cross-xv-mincllr

21.0

0.0

(a) xvector 系统在跨场景类型测试上的 𝐶𝑙𝑙𝑟 结果

0.91

0.46

0.01

(b) xvector 系统在跨场景类型测试上的

𝑚𝑖𝑛
𝐶𝑙𝑙𝑟

结果

𝑚𝑖𝑛
数值
图 2.11 基于 xvector 系统的跨场景类型测试。颜色的明亮程度代表了 𝐶𝑙𝑙𝑟 和 𝐶𝑙𝑙𝑟
大小。

PLDA 模型相关的三个统计量，包括说话人类间方差、说话人类内方差和全局均值
偏差。我们将分别对每个场景类型计算这些统计量，然后观察这些统计量在不同
场景类型下的差异。
我们首先计算了每个场景类型的说话人类间方差和说话人类内方差，如
表 2.10 所示。其次，我们还计算了 VoxCeleb 与 CNCeleb 中各个场景类型之间
的全局均值偏差。具体地，VoxCeleb 的全局均值向量作为参考向量，而 CNCeleb
中的每个场景类型的均值向量作为场景类型向量。通过计算参考向量和各个场景
类型向量之间的欧式距离或余弦相似度，便可得到相应的均值偏差。相关结果如
表 2.11 所示。注：全部结果都是在 PLDA 映射空间中计算得到的。
首先，与 VoxCeleb 相匹配的场景类型，如演讲、采访等，其统计量较为相似；
而与 VoxCeleb 不匹配的场景类型，如唱歌、朗诵等，其统计量相差甚远。此外，
在匹配场景类型下的均值偏差也更小。由于 PLDA 模型是由 VoxCeleb 训练得到
的，因此如果统计量改变和均值偏差是显著的，那么识别性能将会受到影响。参
考表 2.9 的结果，可以观察到当场景类型遭遇更显著的统计量变化和均值偏差时，
识别性能将会明显下降。
统计量变化和均值偏差在跨场景类型中变得尤为严重。其原因在于注册数据
和测试数据来源于不同的场景类型，二者具有不同的统计量属性，但却由同一个
PLDA 模型来描述。关于注册和测试场景失配问题的深层分析，请参见我们另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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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基于 ivector 和 xvector 的说话人类间方差 (𝑆𝑏 ) 和说话人类内方差 (𝑆𝑤 )
ivector

场景类型

xvector

𝑆𝑏

𝑆𝑤

𝑆𝑏

𝑆𝑤

采访 VoxCeleb

0.920

1.042

1.053

0.894

广告 Advertisement

0.443

1.020

1.162

3.167

电视剧 Drama

0.297

1.227

0.982

4.835

娱乐 Entertainment

0.300

1.176

0.889

4.179

采访 Interview

0.297

1.114

0.755

3.967

直播 Live Broadcast

0.357

1.052

0.822

2.023

电影 Movie

0.404

1.210

1.201

5.289

戏剧 Play

0.250

1.232

0.868

4.740

朗诵 Recitation

0.360

1.481

0.816

2.379

唱歌 Singing

0.204

1.226

0.618

2.884

演讲 Speech

0.542

1.096

1.038

2.225

博客 Vlog

0.349

1.307

0.830

2.726

表 2.11 基于 ivector 和 xvector 的均值偏差。Euc. 代表欧式距离，1Cos. 代表余弦相似
度。

场景

ivector

xvector

Euc.

1Cos.

Euc.

1Cos.

广告 Advertisement

1.616

1.305

1.554

1.208

电视剧 Drama

1.575

1.240

1.515

1.148

娱乐 Entertainment

1.590

1.263

1.551

1.203

采访 Interview

1.562

1.220

1.532

1.174

直播 Live Broadcast

1.498

1.122

1.533

1.174

电影 Movie

1.587

1.259

1.519

1.153

戏剧 Play

1.482

1.097

1.449

1.049

朗诵 Recitation

1.491

1.111

1.498

1.123

唱歌 Singing

1.653

1.366

1.526

1.164

演讲 Speech

1.410

0.994

1.426

1.017

博客 Vlog

1.516

1.150

1.543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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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 [81] ，而有关跨场景类型所导致的失配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

2.4.5

定性分析

本节我们将通过可视化方法来分析说话人表征向量的分布情况。首先，我们
抽取出来自 10 个说话人、覆盖 11 种场景类型的说话人表征向量。然后，使用 T
SNE 工具 [82] 将表征向量投影到二维空间中。图 2.12 和 2.13 分别呈现了 ivectors
和 xvectors 的空间分布。

图 2.12 基于 tSNE 的 ivector 分布图。其中，(a) 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说话人；(b) 一种颜
色代表一种场景类型。

图 2.13 基于 tSNE 的 xvector 分布图。其中，(a) 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说话人；(b) 一种颜
色代表一种场景类型。

从图 2.12 中可以看出，不同说话人的 ivectors 在很大程度上是混在一起的。这
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在于 ivector 模型是无监督模型，其分布空间既反映了说话人
自身的变动性又反映了声学场景的变动性。因此，ivector 模型在多复杂场景下对
不同说话人的区分能力是天然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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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ivector 模型相比，xvector 模型 (如图 2.13 所示) 的说话人类间距离更大，
并且说话人类内距离更小。这表明 xvector 模型对解决多场景下的声学复杂性更
具优势。然而，多场景类型的复杂性仍致使说话人类内分布变得复杂，不同说话
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分布交叠。这表明多场景说话人识别是极具挑战性的。

多场景训练

2.5

为了提升多场景识别性能，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法是利用多场景数据来训练说
话人识别系统，我们称其为多场景训练 (multigenre (MG) training)。与之相对应地，
使用单场景数据 (例如，VoxCeleb) 训练称为单场景训练 (singlegenre (SG) training)。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我们使用 CNCeleb.T 作为训练集，用于多场景训练。值得一
提的是，CNCeleb.T 是 CNCeleb 全集踢除 CNCeleb.E 后的数据，共有 2,800 个说
话人。对应地，使用 VoxCeleb 作为训练集，用于单场景训练。
此外，如图 2.2 所示，在 CNCeleb (同样在 CNCeleb.T) 中，有着大量的覆盖多
个场景类型的说话人。这些多场景说话人可以显式地告知模型不同场景类型所引
入的变动性，因此对多场景训练是最重要。为了研究这些多场景类型的说话人对
多场景训练的贡献度，我们对 CNCeleb.T 重新设计了标签。具体地，来自同一个
说话人的多个场景类型被视为多个不同的说话人。我们将这个重新标注后的数据
集称为 CNCeleb.T/SI。这里 SI 代表着说话人孤立 (speaker isolation)。进一步，我
们将 CNCeleb.T/SI 称为半多场景数据 (partial multigenre data)，其对应的训练方
案称为半多场景训练 (partial MG training)。
在本实验中，我们对比了不同训练方案在 CNCeleb.E 上的性能。考虑到说话
人识别系统分为 ivector/xvector 前端模型和 PLDA 后端模型，我们分别研究了多
场景训练对前端模型和后端模型的影响。实验结果如表 2.12 所示。

2.5.1

前端模型

对于前端模型，我们首先对比单场景训练 (a) 和多场景训练 (d) 的识别性能。为
了避免后端模型带来的影响，
我们仅关注余弦打分结果。可以看出，
与单场景训练相
比，多场景训练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尤其在 xvector 模型上 (20.35% vs. 20.13%)。一
个可能的原因是说话人数量的差异：CNCeleb.T 共有 2,800 个说话人，而 VoxCeleb
共有 7,000+ 说话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 ivector 模型，相较于单场景训练，多场
景训练取得了微弱的优势 (19.29% vs. 20.88%)，尽管多场景训练使用了更少量的
数据且更少数的说话人。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是在多场景训练中，训练数据 (CN
Celeb.T) 和测试数据 (CNCeleb.E) 的语言和声学条件是相对一致的。这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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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单场景训练、多场景训练和半多场景训练的 EER (%) 结果对比

系统

ivector

xvector

方案

前端

后端

CNCeleb.E
Cosine

PLDA

(a)

VoxCeleb

VoxCeleb

20.88

18.37

(b)

VoxCeleb

CNCeleb.T

20.88

15.30

(c)

VoxCeleb

CNCeleb.T/SI

20.88

16.31

(d)

CNCeleb.T

CNCeleb.T

19.29

14.01

(e)

CNCeleb.T/SI

CNCeleb.T/SI

19.25

14.81

(a)

VoxCeleb

VoxCeleb

20.13

16.59

(b)

VoxCeleb

CNCeleb.T

20.13

13.44

(c)

VoxCeleb

CNCeleb.T/SI

20.13

14.76

(d)

CNCeleb.T

CNCeleb.T

20.35

12.52

(e)

CNCeleb.T/SI

CNCeleb.T/SI

20.83

13.65

对于 ivector 模型尤为重要，原因是 ivector 模型是生成式的概率描述模型。
接下来，我们对比多场景训练 (d) 和半多场景训练 (e) 的识别性能。我们再次
关注于余弦打分结果。对于 ivector 模型，由于其无监督的训练策略，多场景和半
多场景训练的 EER 结果是相同的。而对于 xvector 模型，半多场景训练略逊于多
场景训练 (20.83% vs. 20.35%)。这一现象也是符合预期的，因为半多场景数据中的
说话人标签失去了跨场景信息，使其在 CNCeleb.E 中的跨场景测试列表上表现不
佳。

2.5.2

后端模型

为了研究多场景训练对后端模型的影响，我们比较单场景训练 (a) 和多场景训
练 (b) 的识别结果。可以看出，在 ivector 和 xvector 系统上，多场景训练的 PLDA
后端模型会有效地提升识别结果，
进一步地，我们比较半多场景训练 (c) 与单场景训练 (a) 和多场景训练 (b) 的
识别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半多场景训练的结果差于多场景训练 (在 xvector 系统
上，14.76% vs. 13.44%)，但是半多场景训练已远好于单场景训练 (在 xvector 系统
上，14.76% vs. 16.59%)。这表明即便多场景数据缺失了说话人标签，但其仍很有
价值。显然这是一个好消息，原因在于单纯的采集多场景数据远比采集与说话人
相关的多场景数据的代价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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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多场景数据对于多场景训练非常重要，可以提升系统在多场景测
试下的识别性能。多场景训练既可用于前端模型也可用于后端模型。当前端和后
端同时使用多场景训练时，可以取得最优的性能表现。半多场景训练虽不如多场
景训练的结果好，但考虑到其更低的采集标注成本，这种半多场景训练也取得了
不错的成效。

小结

2.6

本文我们开展了一项关于多场景说话人识别的系统性研究。为了确保研究工
作的可行性，我们首先采集和开源了一套大规模多场景说话人识别数据集，CN
Celeb。基于该数据集，我们拥有充足的数据来实现多场景条件下的系统训练和测
试。
基于该数据集，我们首先评测了当前主流说话人识别系统在多场景条件下的
识别性能。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我们鉴别出哪些场景类型更困难，哪些场景类型相
对简单；我们还证明了多场景说话人识别的挑战性在于场景类型的复杂性和场景
类型之间的失配性。进一步地，我们采用多场景训练的方案来解决多场景说话人
识别的挑战性。实验表明，多场景训练将有效提升多场景说话人识别的性能表现，
并且验证了多场景说话人数据的重要性。
多场景说话人识别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又极具挑战性的研究方向。本研究工作
更多是对多场景说话人识别的一个基础而又初步的探索。仍有许多工作有待一进
步的开展，例如，(1) 采集更多的多场景数据来支持该研究方向；(2) 设计更强大的
前端模型来提取场景无关的说话人表征；(3) 挖掘更有效的后端模型来处理因场景
失配而导致的统计量变动；(4) 探究用生成式模型来描述不同场景下人类发音机理
的变动。我们认为说话人识别中的多场景挑战将是未来说话人识别技术走向大规
模实际应用的最大障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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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鲁棒：跨、泛化、复杂场景说话人识别

引言

3.1

本节聚焦在说话人识别中的场景鲁棒性方法研究。首先，将说话人识别中的
场景鲁棒问题根据场景任务不同，细分为跨场景、泛化场景和复杂场景三类子任
务。进一步地，通过分析不同子任务的特有属性，设计有效合理的鲁棒性方法。

跨场景说话人识别方法

3.2
3.2.1

研究背景

历经数十余载的研究，说话人识别技术现已在诸多领域落地应用 [2,1617] 。传
统说话人识别方法大都是基于概率统计模型，尤其以高斯混合模型通用背景模
型 (GMMUBM [19] 和子空间因子分析模型 (JFA [29] 和 ivector [10] ) 为代表。近年来，
深度学习方法在说话人识别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 [83] 。早期研究聚焦在利用深度神
经网络强大的表征学习能力，从语音信号中学习出帧级别的说话人特征 [13,20] 。在
此基础上，抽取出句子级别的说话人表征 [14,21] 。简言之，说话人表征是将不同时
长的语音信号映射为一个固定维度的说话人向量。目前，最为出色的说话人表征
学习框架是由 Snyder 等人提出的 xvector 模型 [14] 。与端到端的深度学习方法相
比 [15,4748] ，说话人表征学习一方面更易于训练 [49] ，另一方面所学到的说话人向量
可支持各类说话人相关的任务 (如话者分离、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声音转换等)。
针对说话人表征学习的最新研究覆盖到包括模型结构 [3334] 、池化策略 [21,3536,84] 、
训练准则 [3843] 、训练框架 [4446] 等方向。
尽管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当前说话人识别性能在实际应用中仍难言可靠。其
中，一个常见问题是当训练数据与测试数据来自不同场景时 (例如，模型训练和部
署测试来自不同设备，说话人识别系统性能将显著下降。为此，研究者们开展了
诸多研究来解决场景失配问题 [8595] 。
总体来说，大多数研究聚焦在场景的偏移性。基本思想是通过借助源场景的
知识 (例如，数据、模型)，来构建适合于目标场景的统计模型。这些技术方法通常
适用于解决训练数据和部署环境失配问题。例如，借助这些方法可以将使用大量
干净数据 (如朗读数据) 训练的识别模型自适应到一个新的应用场景中 (如在线会
议)。
本研究工作聚焦在另一类更为严峻且鲜有研究的失配问题：注册测试场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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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在实际应用中，注册场景通常是受限的：人们通常会在相似的声学环境下，使
用相同的说话方式和录音设备完成注册预留。然而在测试时，其测试场景则是不
受限的、无法预知的，时常与注册场景大不相同。有研究表明，这种注册测试场
景失配将会显著地降低系统识别性能 [7677,9697] 。如下是三个典型的注册测试失配
场景：
• 跨信道测试：注册使用一种拾音设备，而测试使用其它拾音设备。由拾音设
备不同而产生的注册测试信道失配。
• 时变测试：在注册完成后，测试在若干星期、若干月甚至若干年后进行。由
时间的推移变动而产生的注册测试说话人特征失配。
• 远近场测试：注册使用近场麦克风，而测试使用远场麦克风。由拾音麦克风
不同而产生的注册测试场景失配。
更复杂的情形则可能会涉及多种失配场景。例如，在多场景类型测试中，一个
说话人使用近场麦克风和朗读方式完成注册，而使用远场麦克风和聊天方式进行
测试。
关于注册测试场景失配，其本质问题是注册数据和测试数据的统计量差异
性 (例如，说话人类间方差和说话人类内方差)，我们称其为统计量不一致性。这种
不一致性会使得大多数打分模型失效，如 PLDA [11,31] 。对 PLDA 而言，注册和测
试数据的统计量一致性是该模型有效的先决条件。
针对注册测试失配问题，Interdataset variability compensation (IDVC) [92] 是一
种可行的方法。它的目标是在说话人向量空间中对说话人和场景变动进行分解。
类似地，Joint PLDA [9899] 将该分解过程用一个更优雅的统计模型来表示。具体地，
Joint PLDA 是将说话人变量和场景变量分别由两个高斯分布来表示；两个变量之
间的关系由一个线性组合来表示。这一概率表达方式提供了一个具有理论性的场
景补偿方法。尽管这些场景补偿方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并没有充分利用每个
场景的统计量信息，因此并非是最优解决方法。
另一类常用的方法是分数校准 (Score calibration) [79,100101] 。该方法根据测试
场景来规整分数分布，使得校准后的分数符合对数似然比，以此来提高系统在场
景失配时的判决鲁棒性。然而，对于某一对注册测试场景，分数校准只能提高分
数的规整性，而不是提高分数的场景区分性。
针对注册测试失配问题，本研究工作将提出一种新的解决思路。该解决思路
将 PLDA 打分模型分解成三个阶段：注册、预测和归一化。通过分解，在不同阶
段使用与本阶段相匹配的统计模型。如果我们在注册阶段使用注册场景的统计量，
在测试和归一化阶段使用测试场景的统计量，那么即使注册和测试场景失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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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计算得到的 PLDA 分数仍是可靠的。我们称这种方法为统计量解耦 (Statistics
decomposition, SD)。如果注册和测试场景的统计量均是准确的，那么该方法将得
到最优的分数。

3.2.2
3.2.2.1

理论背景
回顾 PLDA

已知 𝑛 个说话人向量 𝑥 1 , 𝑥 2 , .., 𝑥 𝑛 用于注册，一个说话人向量 𝑥 用于测试。说
话人确认任务的目标是验证如下两个假设哪个可能性更大：
• 𝐻0 : 𝑥 和 𝑥 1 , 𝑥 2 , .., 𝑥 𝑛 来自同一个说话人；
• 𝐻1 : 𝑥 和 𝑥 1 , 𝑥 2 , .., 𝑥 𝑛 来自不同说话人。
根据最小贝叶斯风险 (minimum Bayes risk, MBR) 理论，基于对数似然比 (Log
likelihood ratio, LLR) 的判决是最优的：

LLR = log

𝑥, 𝑥 1 , ..., 𝑥 𝑛 |𝐻0 )
𝑝(𝑥
.
𝑥, 𝑥 1 , ..., 𝑥 𝑛 |𝐻1 )
𝑝(𝑥

（3.1）

进一步地，引入 𝐻0 和 𝐻1 假设，LLR 分数可以表示为：

LLR = log

𝑥, 𝑥 1 , ..., 𝑥 𝑛 )
𝑝(𝑥
,
𝑥)𝑝(𝑥
𝑥1 , ..., 𝑥 𝑛 )
𝑝(𝑥

（3.2）

𝑥1 , 𝑥 2 , ..., 𝑥 𝑛 ) 代表 𝑥 1 , 𝑥 2 , ..., 𝑥 𝑛 来自同一个说话人的联合概率。注：分子中
其中，𝑝(𝑥
的各个变量是假设来自同一个说话人的，彼此是不独立，从而不能再被分解。
PLDA 是一个线性高斯模型，用来描述 𝑥 的生成过程。其中，类间和类内分布
均是高斯分布。在本研究工作中，我们假设类间和类内协方差矩阵是满秩的 [102] 。
关于 PLDA 的更多变种请参见 [103] 。
为了简化演示，我们假设采用一个线性映射将数据映射到一个空间中，使之
类间和类内协方差矩阵是对角的。此外，在下述公式中，两个协方差矩阵均采用
各向同性的形式。
定义 𝜇 为类均值，基于两个各向同性协方差矩阵的 PLDA 模型可以表示为：

𝜇 ) = 𝑁(𝜇
𝜇 ; 0 , 𝜖I);
𝑝(𝜇

（3.3）

𝑥|𝜇
𝜇 ) = 𝑁(𝑥
𝑥; 𝜇 , 𝜎I),
𝑝(𝑥

（3.4）

其中，𝜖 和 𝜎 分别代表类间方差和类内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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𝑥)：
根据该模型，可以轻松地推导出边缘概率 𝑝(𝑥

（3.5）

𝑥) = 𝑁(𝑥
𝑥; 0 , (𝜖 + 𝜎)I),
𝑝(𝑥
以及同一个说话人的多个向量的边缘概率：

𝑥1 , ..., 𝑥 𝑛 ) ∝ exp { −
𝑝(𝑥

1
𝑥𝑖 ||2
{∑𝑖 ||𝑥
2𝜎

−

𝑛2 𝜖
||𝑥̄ ||2 }}.
𝜎+𝑛𝜖

（3.6）

基于这个边缘概率，进而可以根据公式 (3.2) 计算出 LLR。
3.2.2.2

PLDA 的解耦形式

LLR 分数可以被表示成一个解耦的形式 [80,104107] ：

LLR = log

𝑥|𝑥
𝑥1 , ..., 𝑥𝑛 )
𝑝(𝑥
𝑥)
𝑝(𝑥

𝜇 |𝑥
𝑥1 , ..., 𝑥𝑛 )𝑝(𝑥
𝑥|𝜇
𝜇 ) d𝜇
𝜇 − log p(xx).
= log 𝑝(𝜇
∫

（3.7）

通过这个公式，LLR 打分可以拆分成三个阶段：
𝜇 |𝑥
𝑥1 , 𝑥 2 , ..., 𝑥 𝑛 )；
• 注册：计算后验概率 𝑝(𝜇
𝑥) = ∫ 𝑝(𝜇
𝜇 |𝑥
𝑥1 , 𝑥 2 , ..., 𝑥 𝑛 )𝑝(𝑥
𝑥|𝜇
𝜇 )d𝜇
𝜇；
• 预测：计算似然 𝑝𝑘 (𝑥
𝑥) 用于似然规整 log 𝑝𝑘 (𝑥
𝑥) − log 𝑝(𝑥
𝑥)。
• 归一化：计算归一化项 𝑝(𝑥
这种解耦形式提供了一个对 LLR 分数的直观解释，并且简化了其计算流程。
根据 PLDA 模型，可以计算出后验概率 𝜇 ：
𝑛𝜖
𝜖𝜎
𝑥̄ ,
I),
（3.8）
𝑛𝜖 + 𝜎 𝑛𝜖 + 𝜎
𝑥|𝑥
𝑥1 , ..., 𝑥 𝑛 ) 可以通过对
其中，𝑥̄ 是观察变量 𝑥 1 , ..., 𝑥 𝑛 的平均值。因此，似然概率 𝑝(𝑥
𝜇 |𝑥
𝑥1 , ..., 𝑥 𝑛 ) = 𝑁(𝜇
𝜇;
𝑝(𝜇

𝜇 的边缘积分计算得到：

𝑥|𝑥
𝑥1 , ..., 𝑥 𝑛 ) =
𝑝(𝑥

∫

𝑥|𝜇
𝜇 )𝑝(𝜇
𝜇 |𝑥
𝑥1 , ..., 𝑥 𝑛 )d𝜇
𝜇
𝑝(𝑥

𝑥;
= 𝑁(𝑥

𝑛𝜖
𝜖𝜎
𝑥̄ , (𝜎 +
)I).
𝑛𝜖 + 𝜎
𝑛𝜖 + 𝜎

综上，可以计算得到 LLR 分数：

𝑥|𝑥
𝑥1 , ..., 𝑥 𝑛 ) − log 𝑝(𝑥
𝑥)
LLR = log 𝑝(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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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𝜎+

𝜖𝜎
𝑛𝜖+𝜎

𝑥 − 𝜇̃ ||2 +
||𝑥

1
𝑥||2 ,
||𝑥
𝜖+𝜎

（3.10）

其中，

𝜇̃ =

3.2.3

𝑛𝜖
𝑥̄ .
𝑛𝜖 + 𝜎

（3.11）

统计量解耦

本节我们将借助了 PLDA 的解耦形式来解决注册测试场景失配问题。值得
注意的是，注册测试场景失配的本质问题是注册和测试场景的统计量的不一致
性。因此，我们需要不同模型来分别代表注册场景和测试场景的统计量。在标准
的 PLDA LLR 中，注册数据和测试数据共享在同一个模型中，表示为一个联合概
𝑥, 𝑥 1 , ..., 𝑥 𝑛 )。这种联合概率形式显然无法解决注册测试失配问题。与之相反
率 𝑝(𝑥
的，PLDA 解耦形式可以将 LLR 打分过程分解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可以拥有自
身独立的统计模型。这为解决注册测试场景失配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性思路，我
们称其为统计量解耦 (Statistics decomposition, SD)。
3.2.3.1

通用形式

在 SD 方法中，注册阶段和归一化阶段应分别基于注册统计量和测试统计量。
𝜇 |𝑥
𝑥1 , ..., 𝑥 𝑛 )
然而，对于预测阶段则相对复杂。根据公式 (3.7)，用于计算后验概率 𝑝(𝜇
𝑥|𝜇
𝜇 ) 所用统计量 (来自测试场景) 之间存
所用统计量 (来自注册场景) 与条件概率 𝑝(𝑥
𝜇 |𝑥
𝑥1 , ..., 𝑥 𝑛 ) 并不满足 𝑝(𝑥
𝑥|𝜇
𝜇 ) 用于边缘化的条件，造成
在统计量不一致性，使得 𝑝(𝜇
𝑥) 的计算存在偏差。
对 𝑝𝑘 (𝑥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建立注册场景与测试场景之间的对应关系。一
个可行方案是设计一个映射函数将注册场景下的 𝜇 映射到测试场景中，或者将测
试场景下的 𝑥 映射到注册场景中。在本研究工作中，我们选择后者，即实现对测试
场景的 𝑥 到注册场景的映射。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线性映射函数，如下：

𝑥 = M𝑥̂ + 𝑏 ,

（3.12）

其中，𝑥̂ 代表测试场景中的观测样本，𝑥 是 𝑥̂ 经过线性映射后在注册场景下的样本。
首先，定义来自第 𝑘 类的注册样本 𝑥 𝑘1 , ..., 𝑥 𝑘𝑛𝑘 。根据公式 (3.8)，基于注册场景
𝜇 𝑘 |𝑥
𝑥𝑘1 , ..., 𝑥 𝑘𝑛𝑘 ) 可表示为：
统计量的后验概率 𝑝(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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𝜇 𝑘 |𝑥
𝑥𝑘1 , ..., 𝑥 𝑘𝑛 ) = 𝑁(𝜇
𝜇𝑘;
𝑝(𝜇

𝑛𝑘 𝜖
𝜖𝜎
𝑥̄ ,
I).
𝑛𝑘 𝜖 + 𝜎 𝑘 𝑛𝑘 𝜖 + 𝜎

（3.13）

第二，将测试样本 𝑥̂ 映射到注册场景中，并使用注册场景的统计量计算似然
概率：

𝑥𝑘1 , ..., 𝑥 𝑘𝑛 )
𝑝𝑘 (𝑥̂ ; M, 𝑏 ) = 𝑝(M𝑥̂ + 𝑏 |𝑥
=

∫

𝜇 𝑘 )𝑝(𝜇
𝜇 𝑘 |𝑥
𝑥𝑘1 , ..., 𝑥 𝑘𝑛 )d𝜇
𝜇k
𝑝(M𝑥̂ + 𝑏 |𝜇

= 𝑁(M𝑥̂ + 𝑏 ;

𝑛𝑘 𝜖
𝜖𝜎
𝑥̄ , (𝜎 +
)I).
𝑛𝑘 𝜖 + 𝜎 𝑘
𝑛𝑘 𝜖 + 𝜎
（3.14）

根据公式 (3.5)，基于测试场景统计量的归一化项 𝑝(𝑥̂ ) 可计算为：

（3.15）

𝑝(𝑥̂ ) = 𝑁(𝑥̂ ; 0 , (𝜖 ̂ + 𝜎)I).
̂
最后，基于公式 (3.14) 和公式 (3.15)，LLR 分数可表示为：

LLR(𝑥̂ |𝑘) ∝ −

1
𝜎+

𝜖𝜎
𝑛𝑘 𝜖+𝜎

||M𝑥̂ + 𝑏 − 𝜇̃ 𝑘 ||2 +

1
||𝑥̂ ||2 ,
𝜖 ̂ + 𝜎̂

（3.16）

其中:
𝜇̃ 𝑘 =

𝑛𝑘 𝜖
𝑥 .
𝑛𝑘 𝜖 + 𝜎 𝑘

（3.17）

线性映射参数 {M, 𝑏} 可通过最大似然 (maximum likelihood, ML) 训练得
到 [108] 。其中，对于 M and b，使用来自测试场景的样本及其来自同一个说话人的
训练场景的样本，来最大化 𝑝𝑘 (𝑥̂ ; M, b)。本质上，这是一个最大似然线性回归 (max
imum likelihood linear regression, MLLR) 任务 [109] ，其优化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𝐾

ℒ(M, 𝑏 ) =

𝑁

∑∑

𝑝𝑘 (𝑥̂ 𝑖 ; M, 𝑏 ),

（3.18）

𝑘=1 𝑖=1

其中，𝐾 代表说话人数；𝑁 代表每个说话人的说话人向量数。
值得一提的是，ML 训练的本质是将注册场景的说话人类内分布与测试场景
经过线性映射后的说话人类内分布之间的 KL 离散度最小化。如果经过线性映射
后，这两个说话人类内分布完全匹配的话，那么 LLR 分数将满足 MBR 准则的最
优值。在本研究工作中，我们称这种方法为基于统计量解耦的线性映射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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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mposition with linear transformation, SD/LT)。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注册测试的场景失配非常复杂时，则需要一个更加复杂
的映射。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两种场景的说话人类内分布在经过映射后得到完美
匹配的话，那么 LLR 分数就是满足 MBR 最优的。在本研究工作中，我们聚焦在
基于线性映射的 SD/LT 方法，而更为复杂的映射 (如深度神经网络) 将作为未来工
作。
3.2.3.2

特殊形式 1: 全局偏移补偿

在注册测试失配场景中有一种特殊的情形：说话人的行为并没有发生太大变
动 (也就是说，说话人的类间方差和类内方差在注册和测试场景中均未发生太大变
动)，但是注册和测试场景的说话人向量之间存在一个恒定的全局偏差 𝑏 。这种情
形通常发生在跨信道场景中：设备之间的不同物理属性产生了说话人向量的全局
性位移。
在这种特殊情形中，我们假设注册测试的说话人类间方差和类内方差均为发
生改变，因此仅需对测试场景中的说话人向量进行一个简单的全局偏移 𝑏 便可得
到最优的 LLR 分数。此时，SD/LT 将被简化为：

（3.19）

𝑥 = 𝑥̂ + 𝑏 ,
对应的 LLR 分数为：

LLR(𝑥̂ |𝑘) ∝ −

1
𝜎+

𝜖𝜎
𝑛𝑘 𝜖+𝜎

||𝑥̂ + 𝑏 − 𝜇̃ 𝑘 ||2 +

1
||𝑥̂ + 𝑏 ||2 ,
𝜖+𝜎

（3.20）

其中，𝜇̃ 𝑘 可由公式 (3.17) 计算得到。
3.2.3.3

特殊形式 2: 类内方差自适应

另一个特殊情形是：相比于注册，说话人在测试时会产生较大的变动性。一
个常见的例子是，当一个说话人完成注册后，他/她会在不同时刻 (几天、几周，甚
至几个月后) 进行测试。在这种情形下，不同时刻所对应的说话人特性往往是不同
的，使得说话人类内产生了较大的变动。
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假设说话人的类内方差是唯一发生改变的统计量。基于
这一假设，对于某一测试样本 𝑥 ，注册阶段的类内方差为 𝜎，预测和归一化阶段的
类内方差为 𝜎，可以很容易的计算出
̂
LLR 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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𝑥|𝑘) ∝ −
LLR(𝑥

1
𝜎̂ +

𝜖𝜎
𝑛𝑘 𝜖+𝜎

𝑥 − 𝜇̃ 𝑘 ||2 +
||𝑥

1
𝑥||2 ,
||𝑥
𝜖 + 𝜎̂

（3.21）

其中，𝜇̃ 𝑘 可由公式 (3.17) 计算得到。

实验

3.2.4

本节将在三个数据集上进行实验，来验证所提出的 SD/LT 打分方法。这三个
数据集反映了不同类型的注册测试失配情形，具体如下：
• 跨信道测试：在 AIShell1 数据集上进行，其注册数据和测试数据在不同设备
上同步录制。该数据集用于测试物理信道失配场景。
• 时变测试：在 CSLTChronos 数据集上进行，其测试数据在注册数据的若干
周、若干月后录制了多次。这些数据均在相同设备、相同声学环境下完成录
制，用于测试说话人特性的时变失配场景。
• 远近场测试：在 HIMIA 数据集上进行，其注册数据和测试数据在不同录音
距离下同步录制。这些数据在统一设备下录制，用于测试远近场失配场景。
3.2.4.1

数据

在实验中，我们共用到了四个数据集：VoxCeleb [33,51] 、AIShell1 [110] 、CSLT
Chronos [111] 和 HIMIA [63] 。VoxCeleb 用于训练说话人表征模型，并提取说话人表
征向量 xvector。另外三个数据集用于对不同注册测试失配场景的性能评测。有
关数据集的更多信息如下所示。
VoxCeleb① ：它是一个大规模的音视频说话人数据集，由牛津大学团队采集并
开源 [33] 。整个数据集分为 VoxCeleb1 和 VoxCeleb2 两部分。全部语音数据均采集
自公开媒体源 YouTube。因此语音数据中涉及了丰富的变动性，包括信道、说话
风格和环境噪音等。该数据集用于训练 xvector 说话人表征模型。整个数据集共
有 2,000+ 小时语音，来自 7,000+ 个说话人。进一步地，通过采用数据增强方法来
进一步提升模型鲁棒性。具体地，使用 MUSAN 数据集 [69] 来生成带噪语音；使用
RIRS 数据集 [70] 来生成混响语音。
AIShell1② ：它是一个开源的多设备中文普通话数据集，由 AISHELL 公司采
集并开源 [110] 。全部语音数据由三类设备同步采集，包括高保真麦克风 (Mic)，安
卓手机 (AND) 和苹果手机 (iOS)。在本实验中，该数据集用于跨信道测试。整个
数据集分为两个部分：AIShell1.Train，涵盖了 3 种设备，共有 360,897 条语音和
① http://www.robots.ox.ac.uk/~vgg/data/voxceleb/
② http://openslr.org/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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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个说话人，专门用于实现归一化、自适应以及我们所提出的 SD/LT 打分方法。
AIShell1.Eval，同样涵盖了 3 种设备，共有 64,495 条语音和 60 个说话人，用于不
同注册测试信道场景的性能评测。对于每组注册测试信道场景，共有 21k 对目标
测试列表和 1,250k 对闯入测试列表组成。
CSLTChronos① ：它是一个说话人时变数据集，由清华大学团队采集 [111112] 。
受商业行为限制，仅向研究界开源 xvector 向量。整个数据集共有 8 次录音会话，
全部录音会话控制相同的声学环境 (包括说话人，提示文本和录音设备)。前 4 次录
音会话的时间间隔为 1 个星期，后 4 次录音会话的时间间隔为 1 个月。在本实验
中，该数据集用于时变测试。每次会话涵盖 57 个说话人，每个说话人录制了 150
条语音。对于每个说话人，每次会话的前 20 句作为注册集训练说话人模型，同样
也作为开发集训练打分模型；剩余的 130 句用于性能评测。值得一提的是，受限于
CSLTChronos 中的说话人数，在本实验中，打分模型训练和性能评测使用了相同
的说话人。在测试阶段，我们使用某次会话语音进行说话人注册，其它会话语音
用于测试。随着会话次数的积累，测试列表数从 421k 对增至 3,377k 对。
HIMIA② ：它是一个开源的远近场文本相关的说话人数据集，由 AISHELL 公
司采集并开源 [63] 。该数据集用于 AISHELL 举办的说话人确认挑战赛③ 。全部语音
数据在 1m、3m 和 5m 三种距离下同步采集，并且文本内容限定为唤醒词“你好，
米雅”。特别地，我们筛选出在干净录音环境且正常说话语速下的语音数据。在本
实验中，该数据集用于远近场测试。整个数据集分为两个部分：HIMIA.Train，覆
盖 3 种拾音距离，共有 15,186 条语音和 254 个说话人，用于实现不同的打分方法。
HIMIA.Eval，同样覆盖了 3 种拾音距离，共有 5,048 条语音和 86 个说话人，用于
远近场性能评测。对于每组远近场测试，共有 1.2k 对目标测试列表和 100k 对闯入
测试列表。
3.2.4.2

表征模型

我们搭建了基于 TDNN 结构的主流 xvector 表征模型 [14] 。该模型是借助 Kaldi
工具箱 [71] 中的 VoxCeleb 示例来创建的。声学特征采用 40 维的 Fbanks。模型的主
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特征学习模块，由 5 个时延层组成，来学习帧
级别的说话人特征。对应于 5 个时延层的上下文帧为：{𝑡2, 𝑡1, 𝑡, 𝑡+1, 𝑡+2}、{𝑡2,
𝑡, 𝑡+2}、{𝑡3, 𝑡, 𝑡+3}、{𝑡}、{𝑡}。第二部分是统计量池化模块，计算语音片段的帧
级别特征序列的均值和方差，得到段级别的统计量。第三部分是说话人分类模块，
① http://data.cslt.org/
② http://openslr.org/85/
③ http://challenge.aishell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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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区分训练集中的不同说话人。该分类模块由两个全连接层组成，输出结点对
应于训练集中的 7,185 个说话人。当模型训练完后，来自倒数第二层的激活输出，
即为 xvector。在本实验中，xvector 的维度是 512。
3.2.4.3

统计量分析

本节我们将针对三种注册测试失配场景进行统计量不一致性问题的定性分
析。为了对各个失配场景有更直观的理解，我们首先对每种失配场景的 xvector 进
行 tSNE 可视化 [82] ，如图 3.1 所示。图 3.1中展现了三种不同失配情形的 xvector
分布。可以清晰的看到，对于某个说话人，当发生注册测试失配时，其 xvector 分
布将发生变化。
spkA (AND)
spkA (iOS)
spkA (Mic)
spkB (AND)
spkB (iOS)
spkB (Mic)
spkC (AND)
spkC (iOS)
spkC (Mic)

(a) Cross-Channel test

(b) Time-Variance test

spkD (1st)
spkD (3rd)
spkD (5th)
spkD (7th)
spkE (1st)
spkE (3rd)
spkE (5th)
spkE (7th)
spkF (1st)
spkF (3rd)
spkF (5th)
spkF (7th)
spkG (1m)
spkG (3m)
spkG (5m)
spkH (1m)
spkH (3m)
spkH (5m)
spkJ (1m)
spkJ (3m)
spkJ (5m)

(c) Near-Far test

图 3.1 三种测试情形下的 xvector 分布。其中，每种形状代表一个说话人，每种颜色代
表一种场景。具体地，(a) 代表跨信道测试；(b) 代表时变测试；(c) 代表远近场测试。

进一步地，我们将定量地评价不同场景的数据统计量之间的差异。这些定量
指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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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人的类间方差和类内方差。首先，选择一种场景数据，并评估一个 LDA
变换。然后，将各种不同场景数据均映射到该 LDA 空间中。最后，我们绘
制出在 LDA 各个维度上，说话人的类间和类内方差。在实验中，我们选择
LDA 变换中最主要的前 50 个方向。
• 角度度量和长度度量。首先，计算注册场景 xvectors 的全局均值向量 𝑥 𝑒 和
注册场景 xvectors 的全局均值向量 𝑥 𝑡 ；然后，计算二者之间的余弦距离和欧
式距离，分别对应于角度度量和长度度量，来衡量全局偏差。角度度量表示
如下：
𝑥 𝑇𝑒 𝑥 𝑡
𝜃 = (1 −
) ∗ 103 ,
𝑥𝑒 || ||𝑥
𝑥𝑡 ||
||𝑥

（3.22）

𝑥𝑒 − 𝑥 𝑡 ||2 ∗ 102 .
ℓ = ||𝑥

（3.23）

长度度量表示如下：

1) 跨信道测试
我们使用 AIShell1.Train 来计算统计量。该数据集共有 340 个说话人，由 3
个录音设备同步采集。在不同注册测试场景下的说话人类间方差和类内方差如
图 3.2 所示。其中，每一列代表一种注册场景。

图 3.2

跨信道测试场景下的说话人类间方差和类内方差 (LDA 前 50 维)

从图 3.2 中可以观察到：(1) 对于不同注册场景，说话人类间方差并没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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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在每种注册场景下，不同测试场景的说话人类间方差同样是相似的。(2) 对
于每种注册场景，不同测试场景的说话人类内方差会略有不同，但差异甚微。总
体上看，在注册测试失配场景下，说话人类内方差的数值范围是 0.8 至 1.2，趋近
于注册测试匹配场景下的理论值 1 ① 。
角度度量和长度度量来衡量全局偏差，结果见表 3.1。其中，报告了不同注
册测试失配场景下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全局偏差，对于注册和测试场景
而言，二者的失配是对称的。可以看到，在全部失配场景下，均出现了明显的全局
偏差。相比而言，AND 和 iOS 之间的全局偏差相对较小。
表 3.1

跨信道测试场景下的角度度量和长度度量
注册测试

角度 (𝜃)

长度 (ℓ)

ANDiOS

0.940

4.673

iOSMic

5.199

10.789

MicAND

5.645

10.867

通过上述的定量分析，对于跨信道场景中的注册测试失配问题，主要体现在
全局偏差中。因此，可以通过简单的全局偏差补偿方式来解决。
2) 时变测试
我们使用 CSLTChronos 数据集来衡量时变测试中的统计量不一致性。该数据
集共有 57 个说话人，每个说话人在相同声学环境下录制了 8 次会话。其中，第一
次会话数据用于注册，全部 8 次会话数据用于测试。为了观察统计量的增量变化，
我们将各次会话数据不断地加入到测试数据中。例如，1st[1st:5th] 代表注册数据
基于第一次会话，测试数据基于第一次到第五次会话。值得注意的是，1st[1st:1st]
代表着注册测试匹配测试。
在不同测试数据上的说话人类间方差和类内方差如图 3.3 所示。
从图 3.3 中可见，随着会话次数的累积，说话人类间方差并没有明显变化；但
是说话人类内方差逐渐增加，并最终收敛稳定。
角度度量和长度度量的结果如表 3.2 所示。对比表 3.1，时变测试的全局偏移
量远小于跨信道测试。
这些定量结果与前文的定性分析保持一致。通过这些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
论：对于时变测试，注册测试失配主要影响了说话人类内方差。因此，一个简单
的说话人类内方差自适应将会有效缓解这类失配问题。
3) 远近场测试
① LDA 起到了分布规整的作用，将类内说话人方差规整成单位矩阵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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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时变测试场景下的说话人类间方差和类内方差 (LDA 前 50 维)
表 3.2

时变测试场景下的角度度量和长度度量
注册测试

角度 (𝜃)

长度 (ℓ)

1st[1st:2nd]

0.085

1.615

1st[1st:3rd]

0.159

2.326

1st[1st:4th]

0.234

2.654

1st[1st:5th]

0.269

2.991

1st[1st:6th]

0.301

3.224

1st[1st:7th]

0.346

3.439

1st[1st:8th]

0.393

3.590

我们使用 HIMIA.Train 数据集来计算远近场测试中的统计量。该数据集共有
254 个说话人，并在三种拾音距离下同步采集。
与跨信道测试类似，分别在三种注册场景下，检测每种测试场景的说话人类
间方差和类内方差。实验结果如图 3.4 所示。
首先，可以看到，三种不同注册场景的说话人类间方差大不相同：近场 (1m) 注
册呈现出相对更大的说话人类间方差。此外，在每种注册场景下，近场测试同样
地呈现出更大的说话人类间方差。这些观察现象表明：(1) 近场数据在注册和测试
场景下均具有更强的说话人区分性；(2) 远场和近场数据失配问题反映在说话人类
间方差的变动。
然后，对于说话人类内方差，全部注册测试匹配场景的类内方差均满足理论
最优值 1，而全部注册测试失配场景的类内方差都明显偏大。这表明不同场景的
类内方差是不同的。
角度度量和长度度量的结果如表 3.3 所示。与跨场景 (表 3.1) 和时变 (表 3.2)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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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远近场测试场景下的说话人类间方差和类内方差 (LDA 前 50 维)

比，远近场之间的全局偏移是更为显著的。此外，3m5m 之间的全局偏移相较于
1m3m 和 1m5m 更小。
表 3.3

远近场测试场景下的角度度量和长度度量
注册测试

角度 (𝜃)

长度 (ℓ)

1m3m

4.959

10.745

1m5m

6.509

11.890

3m5m

1.703

4.319

综上所述，在远近场测试中，统计量的不一致性较为复杂。它既包括了说话人
类间和类内方差的不一致性，又包括了全局偏移的不一致性。因此，相比于前两
种情形，应当选用更为通用的 SD/LT 方法。
3.2.4.4

打分模型对比

我们将在说话人识别任务上，对比不同形式的 SD/LT 方法 (包括两种特殊形式
和一种通用形式) 以及若干基线方法。为了更好地比对，我们根据这些方法对数据
的不同需求，将其分成三类：(1) 零数据 (zerodata) 方法，其不需要任何测试场的
数据；(2) 非平行数据 (unparalleldata) 方法，其需要测试场景数据，但这些测试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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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数据与注册场景数据完全独立；(3) 平行数据 (paralleldata) 方法，其需要测试场
景数据，并且与训练场景数据共享相同的说话人。
上述所有方法均基于 PLDA 打分框架。在本实验中，PLDA 模型 [11] 使用 Kaldi
工具箱 [71] 实现。有关本研究工作的代码已开源在线① 。
1) 零数据方法
• Baseline：基础 PLDA 打分方法。对应的统计模型由与注册场景相同的开发
集训练得到。该模型在测试时并不考虑注册测试失配问题。
2) 非平行数据方法
• IDVC: Interdataset variability compensation (IDVC) [92] 。它是一个备受欢迎的
无监督场景归一化方法，并且在跨信道测试中表现出了很大的优势 [94] 。本
实验中，IDVC 由 nuisance attribute projection (NAP) 方法 [113] 实现。我们使用
开发集中的注册场景数据和测试场景数据来估计 IDVC 映射。首先将两种场
景数据各自切分成 𝑛 个子集，然后计算每个子集的均值向量。接着，使用这
2𝑛 个均值向量 (𝑛 个来自注册场景，𝑛 个来自测试场景) 训练 NAP。在实验中，
我们尝试了不同配置，选择出最优的 𝑛 值。其中，𝑛 在跨信道测试、时变测
试和远近场测试上分别设为 2、20 和 5。
• GSC: Global shift compensation (GSC)。它对应于 SD/LT 的特殊形式 1，详见
第 3.2.3.2 节。它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全局偏差补偿来解决注册测试失配问题，
对应于公式 (3.20) 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全局偏差可由非平行的开发集计算
得到，成本极低。结合前文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我们预期该方法可有效应用
于跨信道测试中。
• WVA: Within variance adaptation (WVA)。它对应于 SD/LT 的特殊形式 2，详
见第 3.2.3.3节。它的基本思想是注册测试场景失配主要归因于说话人类内
方差的不一致性，因此可以通过使用准确的说话人类内方差来进行补偿，由
公式 (3.21) 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注册和测试场景的说话人类内方差可由非
平行的开发集统计得到的。结合前文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我们预期该方法可
有效应用于时变测试中。
3) 平行数据方法
• SD/LT: Statistics decomposition with linear transformation (SD/LT)。它对应于
SD/LT 的通用形式，详见第 3.2.3.1 节。这个模型的本质是一个线性映射 𝑥 =
M𝑥̂ + 𝑏 。通过该映射将测试样本 𝑥̂ 投影到注册场景中，使得 𝑥̂ 能够用注册
𝑥)，而
场景的统计量来描述。更重要的是，这个映射仅用于计算似然项 𝑝𝑘 (𝑥
① https://gitlab.com/csltstu/enrolltestmis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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𝑥) 还是在测试样本 𝑥̂ 上用测试场景的统计量来计算。我们使用
归一化项 𝑝(𝑥
MLE 准则设计了训练目标，如公式 (3.18) 所示。在实验中，使用 Adam 优化
器 [114] 来优化参数 {M, 𝑏 }。
• MCT: Multicondition training (MCT)。它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基线方法，用来
解决注册测试场景失配。首先，将注册场景和测试场景的数据合并在一起；
然后，这些数据用来训练 PLDA 模型。该模型可视为是注册场景统计模型和
测试场景统计模型的插值。尽管并不是最优方法，MCT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能
取得不错的性能表现。注意，MCT 需要注册场景和测试场景的平行数据来挖
掘多场景共享的说话人子空间。
• CAT: Conditionadaptation training (CAT)。另一个简单的基线方法。它的基本
思想是将测试场景的说话人向量映射到注册场景中，并最后在注册场景中完
𝑥 = M𝑥̂ + 𝑏 。参数 {M, 𝑏 } 估
成打分。该映射是线性的，形式与 SD/LT 相同，𝑥
计与 SD/LT 相同，也是基于 ML 训练准则。我们强调 SD/LT 和 CAT 的主要
𝑥)。在 SD/LT 中，𝑝(𝑥
𝑥) 使用测试场景的统
差异在于 LLR 分数中的归一化项 𝑝(𝑥
𝑥) 使用注册场景的统计量。这一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计量；而在 CAT 中，𝑝(𝑥
在测试场景下，使用测试场景的统计模型所计算的归一化项是最优的。因此，
SD/LT 将是 MBR 最优解，而 CAT 并不是。
3.2.4.5

实验结果

本节将展示三组说话人识别测试的 EER 结果：跨信道测试、时变测试和远近
场测试。我们将使用 ‘Base’、‘NPD’ 和 ‘PD’ 分别代表基线方法、非平行数据方法 (包
括 GSC 和 WVA) 和平行数据方法 (包括 SD/LT、MCT 和 CAT)。此外，我们报告
了 SD/LT 附加 ASnorm 的实验结果，来说明两种方法潜在的互补性。对应地，我
们还报告了基线系统附加 ASnorm 的实验结果。
1) 跨信道测试
在本测试中，全部打分方法的统计模型均是由 AIShell1.Dev 数据集训练。在
AIShell1.Eval 数据集上的评测结果如表 3.4 所示。我们可以观察到：
• 注册测试匹配场景的识别性能显著优于失配场景。这意味着注册测试失配
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此外，不同失配场景的性能损失不同。例如，相
较于 ANDMic，ANDiOS 取得了更好的性能。这与前文定性分析 (图 3.2) 和
定量分析 (表 3.1) 的现象是一致的。
• 对于非平行数据方法，在全部失配场景下，IDVC 和 GSC 均优于基线系统，
而 WVA 并没有优势。这一现象拥护了我们的论点：跨信道失配主要影响的
统计量是全局偏差。因此，简单的 GSC 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补偿跨信道失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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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注册测试

Base

跨信道测试 EER(%)
NPD

Base + ASnorm

PD

IDVC

GSC

WVA

MCT

CAT

SD/LT

SD/LT + ASnorm

ANDAND

0.797

0.684















ANDMic

2.146

1.316

1.768

1.764

2.165

1.151

1.245

0.981

0.943

ANDiOS

1.425

0.741

1.354

1.382

1.401

1.161

1.312

0.623

0.760

MicAND

2.175

1.382

1.665

1.665

2.033

1.161

1.189

0.712

1.128

MicMic

0.778

0.849















MiciOS

2.251

1.231

1.920

1.892

2.081

1.293

1.481

0.812

1.038

iOSAND

1.599

0.972

1.382

1.430

1.590

1.156

1.184

0.755

0.854

iOSMic

2.216

1.330

1.726

1.759

2.231

1.137

1.231

1.052

0.948

iOSiOS

0.920

0.684















问题。此外，可以看到 IDVC 整体优于 GSC。这意味着基于矩阵映射的 IDVC
优于基于简单均值消减的 GSC。
• 相比于非平行数据方法，三种平行数据方法取得了更优性能。这不足为奇，
因为这些平行数据方法使用了额外的跨信道说话人信息。此外，本研究工作
所提出的 SD/LT 方法一致性地优于 MCT 和 CAT，证明了 SD/LT 方法可以更
有效地解决注册测试失配问题。更有趣地是对比 SD/LT 和 CAT，二者看似
非常类似，仅是归一化项不同。SD/LT 明显的优势证明了该方法背后坚实的
理论基础。
• ASnorm 可以一致地提升基线结果 (Base+ASnorm vs. Base)，验证了它的有
效性。然而，当 ASnorm 与 SD/LT 应用在一起时，并没有取得一致性提升。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SD/LT 的性能已足够优越，留给 ASnorm 的贡献空间很
小。
2) 时变测试
本测试在 CSLTChronos 数据集上开展。该数据集共有 57 个说话人，每个说话
人有 150 条语音。每个说话人的前 20 条语音作为注册集用于注册说话人模型，同
样也作为开发集用于训练各种打分模型；剩下 130 条语音用于性能评测。等错误
率 EER 结果如表 3.5所示。我们可以观察到：
• 随着更多会话加入到测试数据中，基线系统的识别性能逐渐降低，并最终趋
于收敛。这与前文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是一致的：随着更多会话的引入，说
话人类内方差逐渐变大，产生了严重的注册测试失配问题。
• 三种非平行数据方法均优于基线系统。在全部测试场景下，WVA 取得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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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注册测试

Base

时变测试 EER(%)
NPD

Base + ASnorm

PD

IDVC

GSC

WVA

MCT

CAT

SD/LT

SD/LT + ASnorm

1st[1st:1st]

4.799

5.016















1st[1st:2nd]

6.400

6.306

6.258

6.346

5.934

5.258

5.549

4.339

5.218

1st[1st:3rd]

6.863

6.282

6.669

6.777

6.156

4.976

5.233

4.062

5.111

1st[1st:4th]

6.884

6.256

6.850

6.810

6.084

4.619

4.882

3.710

4.612

1st[1st:5th]

7.108

6.309

6.846

7.022

6.230

4.348

4.804

3.678

4.413

1st[1st:6th]

7.856

6.832

7.595

7.768

6.938

4.348

4.861

3.661

4.298

1st[1st:7th]

7.906

7.015

7.618

7.825

7.005

4.262

4.903

3.749

4.473

1st[1st:8th]

7.881

7.034

7.737

7.815

6.993

4.300

5.041

3.937

4.499

著的性能提升，而 IDVC/GSC 能力则相对有限。这一现象支撑了我们的推论：
时变失配主要影响的统计量是说话人类内方差。
• 进一步地，平行数据方法均优于非平行数据方法，并且 SD/LT 取得了最优性
能表现。更有趣的是，随着测试数据增多，SD/LT 的性能甚至优于了场景匹
配的基线 (1st[1st:1st])。我们将其归因于随着数据增多，对说话人类内方差
和类间方差的估计更加稳定准确。作为对照，CAT 的性能则始终无法超过场
景匹配的基线；原因在于 CAT 并没有充分利用测试场景的统计量。
• 相较于基线，加入 ASnorm 对注册测试失配场景带来了轻微的正向作用，而
对注册测试匹配场景却起到反向作用。同样，基于 SD/LT 的 ASnorm 也并没
有带来正向作用。我们将其归因于有限的说话人参考集合 (总共仅有 57 人)，
使其无法估计出可靠的分数分布。
3) 远近场测试
在本测试中，HIMIA.Dev 数据集用于训练各种打分方法，HIMIA.Eval 数据集
用于性能评测。测试结果如表 3.6所示。我们可以观察到：
• 远近场失配将导致严重的性能下降，尤其是在近场注册远场测试的场景下。
• 相比于基线，三种非平行数据方法均取得了适度的性能提升。这一现象与前
文定量分析是一致的：拾音距离失配会同时导致说话人类内方差和全局偏差
的不一致。
• 与跨信道测试和时变测试相比，三种平行数据方法在远近场测试中提供了更
多的性能提升。但不同的是，SD/LT 并没有取得一致性的胜利。在 6 种失配
场景中，MCT 在 2 种失配场景下胜过 SD/LT。仔细分析可知，一个可能的原
因是简单的线性映射无法解决远近场失配中复杂的统计量不一致性，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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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注册测试

Base

远近场侧 EER(%)
NPD

Base + ASnorm

PD

IDVC

GSC

WVA

MCT

CAT

SD/LT

SD/LT + ASnorm

1m1m

0.620

0.465















1m3m

3.968

2.672

3.725

3.725

3.644

2.510

3.563

2.996

2.591

1m5m

4.866

3.244

4.623

4.623

4.623

3.082

4.623

3.731

2.676

3m1m

1.938

0.930

1.628

1.705

1.705

1.318

1.628

1.085

0.698

3m3m

0.891

0.648















3m5m

3.244

2.028

3.244

3.325

3.082

2.595

3.244

2.433

1.703

5m1m

3.566

1.938

3.333

3.256

3.411

2.326

2.481

2.171

1.395

5m3m

2.834

1.538

2.753

2.591

2.591

2.105

2.753

2.105

1.619

5m5m

1.135

1.054















得 SD/LT 无法达到 MBR 最优解。
• 最后，ASnorm 均提升了基线和 SD/LT。这一现象与跨信道测试和时变测试不
同 (ASnorm 在 SD/LT 上并没有提供一致性的性能提升)。这再次表明，简单
的线性映射无法完美地解决远近场失配中复杂的统计量不一致性，使 SD/LT
结果是次优的。

3.2.5

小结

本研究工作聚焦在说话人识别中的跨场景鲁棒性问题，特别是注册测试场景
失配问题。为了解决该失配问题，本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种统计量解耦的方法。具体
地，我们基于 PLDA 的解耦形式，将 PLDA 打分过程拆解为三个阶段，并在不同
阶段使用与之场景匹配的统计量。该统计量解耦方法能够确保最终的分数是 MBR
最优的，因此是一个解决注册测试场景失配问题的原理性方案。
作为一项初步研究，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线性映射的统计量解耦方法，称其
为 (SD/LT)。我们开展了系统性的研究分析，实验结果表明：(1) 不同类型的失配
问题表现出对不同统计量的不一致性。因此，不同类型的失配问题应当区别对待。
(2) 如果统计量的不一致性表现为一个简单的形式，那么简化版的 SD/LT 将会是有
效的。这些简化方法的优势在于仅需要非平行的数据，不依赖于平行的多场景说
话人数据。(3) 如果平行数据是可用的，那么通用的 SD/LT 方法将非常有效。与其
他竞争方法相比，SD/LT 取得了最优的性能表现。
未来工作将研究使用更为复杂的映射函数，例如深度神经网络，来提升复杂
失配场景的识别性能，例如远近场失配。此外，我们还会将所提出的方法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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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册测试失配类型中进行验证，例如文本失配和长短时失配等。

泛化场景说话人识别方法

3.3
3.3.1

研究背景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说话人识别技术已取得了不俗的性能表现 [17] 。当前最为
主流的技术手段是说话人表征，即：将不定长的语音片段由一个固定长度的连续
向量来表示。传统的说话人表征是基于统计模型的，如 ivector 模型 [10] ；而最新的
说话人表征是基于深度神经网络 DNN 的 [13,20] ，如 xvector 模型 [14,21] 。近年来，基
于 DNN 的深度说话人表征有了显著的改进，通过引入更好的模型结构 [3334] 、池
化策略 [21,3536,84] 、训练目标 [3943] 以及训练方法 [4446] 。因此，在若干基线评测数
据集中取得了主流的性能表现 [115] 。
尽管这些深度表征模型在基线评测中取得了不错的性能，但在实际应用中，时
常会发现它们的性能表现难尽人意。例如，在前期研究中 (第 2.4)，我们发现基于
大规模 VoxCeleb 数据集训练的主流深度表征模型可以在 SITW 评测集上取得了不
错的性能 (等错误率 EER 低于 2%)；然而当应用于场景更加复杂真实的 CNCeleb
评测集时，识别性能显著下降，在不同场景类型下，EER 达到 10%30%。这种识
别性能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在实际应用中，复杂的声学环境和说话方式所带来的场
景失配问题。不幸的是，相比于其他语音信号处理任务，如语音识别任务，说话人
识别中的场景失配问题很难通过采集、堆叠数据的方式来解决。其原因在于语音
信号中的说话人特性和其他信息因子是交织在一起的。为了能更好地从其他信息
因子中看清说话人特性，训练数据中必须包含同一说话人来自不同声学场景和不
同说话方式的语音，即为单人多场景 (singlespeaker multicondition, SSMC) 数据。
相比而言，语音识别的训练数据则需要单个词多场景 (singleword multicondition,
SWMC) 数据。显然，SSMC 的采集比 SWMC 更加困难。
当前，已有大量的研究旨在解决场景失配问题。总体来看，最为主流的一类
方法是场景自适应，其通过少量目标场景数据对基础模型进行自适应更新。考虑
到前端说话人表征模型通常是高度复杂的，因此自适应方法大都是作用于后端模
型，例如 PLDA 模型自适应。这些自适应方法可分为有监督和无监督两类。有监
督方法通过使用目标场景中的说话人类别标签，基于贝叶斯准则对基础 PLDA 模
型进行自适应更新 [8889] 。无监督方法则首先使用各种聚类方法来生成伪类别，然
后将这些伪类别视为不同说话人，最后进行有监督的自适应训练 [90,116] 。另一类方
法是场景无关训练。相比于场景自适应 (目标是在目标场景中获得好的系统性能)，
场景无关训练的目标是学习出与场景无关的说话人表征，使其可以从容应对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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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中的各种场景变动，提高模型的场景泛化性。例如，Wang 等人 [87] 提出了一种
对抗损失，阻止说话人表征向量具有场景区分性。
在本研究工作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元学习的场景无关训练方法。元学习
是一种以多任务知识共享和迁移学习为准则的高级学习策略 [117118] 。在深度学习
时代，早期元学习方法是学习一种训练策略 [119120] 。近期，Finn 等人提出了一种
新颖的模型无关的元学习 (ModelAgnostic MetaLearning, MAML) 算法 [121] 。通过
利用多个任务的数据，来学习一个模型，使之可以快速地自适应到新的任务上。借
助这一思想，我们提出了一种鲁棒的模型无关元学习 (Robust MAML) 算法，来学
习出一个场景无关的模型。我们应用该算法来学习一个映射网络，用来提升原始
说话人表征 (xvector) 中的场景不变性，解决泛化场景问题。实验结果表明，在单
人多场景 CNCeleb 数据集 [122] 上，该方法是极有潜力的。

3.3.2

模型无关的元学习

元学习是机器学习中长期存在的一个主题 [117118] 。这种学习手段的核心思想
是重复利用若干任务的先验知识来加速对新任务的学习。这些知识既可以是预训
练模型，也可以是学习策略。对于神经网络模型，可以轻松地重复利用这两类知识。
对于前者，它被称为多任务学习 (multitask learning) 或者迁移学习 (transfer learn
ing) [123] 。对于后者，一个更恰当的名字是学习如何学习 (learning to learn) [119120] 。
模型无关的元学习 (MAML) [121] 是一个新的元学习方法。它的基本概念如
图 3.5 (a) 所示。图中，𝒯1 和 𝒯2 是两个先验任务，与之相应的训练和测试数据分别
是 (𝑇1𝑟 , 𝑇1𝑡 ) 和 (𝑇2𝑟 , 𝑇2𝑡 )。
定义 𝑓𝜃 为模型函数，其参数为 𝜃。对于每个 minibatch，从 𝒯𝑖 任务中挑选出
一组训练样本，定义为 𝑚𝑟𝑖 ∼ 𝑇𝑖𝑟 。使用这个 minibatch，计算梯度 ∇𝜃 ，用于完成对
模型参数的局部更新 (local update)：

𝜃 ′ = 𝜃 − 𝛼∇𝜃 ℒ𝒯𝑖 (𝑓𝜃 ; 𝑚𝑟𝑖 ),

（3.24）

其中，ℒ𝒯𝑖 是 𝒯𝑖 任务的损失函数，𝛼 是学习率 (learning rate)。基于更新后的参数 𝜃 ′ ，
计算在 𝑚𝑡𝑖 ∼ 𝑇𝑖𝑡 上的损失；𝑚𝑡𝑖 是从相同任务 𝒯𝑖 的测试数据中挑选出的一个 mini
batch，如下所示：

ℒ𝒯𝑖 (𝑓𝜃 ′ ; 𝑚𝑡𝑖 ) = ℒ𝒯𝑖 (𝑓𝜃−𝛼∇𝜃 ℒ𝒯 (𝑓𝜃 ;𝑚𝑟 ) ; 𝑚𝑡𝑖 ).
𝑖

𝑖

（3.25）

这个损失用来计算梯度，并更新模型，称其为元更新 (meta update)，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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𝜃 ← 𝜃 − 𝛽∇𝜃 ℒ𝒯𝑖 (𝑓𝜃−𝛼∇𝜃 ℒ𝒯 (𝑓𝜃 ;𝑚𝑟 ) ; 𝑚𝑡𝑖 ),
𝑖

（3.26）

𝑖

其中，𝛽 是学习率 (learning rate)。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元更新才真正地修改了模型
参数，而局部更新仅是一个用来计算元更新梯度的中间代理。
通过 MAML 的训练过程可知，MAML 的学习目标是寻找一个最优 𝜃 ∗ 。在 𝜃 ∗
处可以取得最优的平均性能，可通过一个简单的梯度更新引导当前模型自适应出
任务相关的模型。换言之，MAML 试图去学习一个好的初始模型；基于该模型，可
以快速地自适应得到任务相关的模型。
𝑇2𝑟
′
𝜃2 𝑡
𝑇2

𝜃
𝑇1𝑟
𝑇1𝑡

𝜃1′

𝜃

𝜃∗

𝐷1𝑟
𝐷2𝑡

(a) MAML

𝜃2′

𝜃1′

𝐷2𝑟
𝐷1𝑡

𝜃∗

(b) Robust MAML

图 3.5 (a) MAML 用来训练一个好的初始模型；(b) Robust MAML 用来训练一个场景无
关的模型。绿色实线代表局部更新，红色虚线代表元更新。

3.3.3
3.3.3.1

场景无关的元学习
鲁棒性元学习

在前一节，我们讨论了 MAML 算法专注于得到一个好的初始模型。这对于很
多应用是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在训练数据有限时。对说话人识别而言，MAML 可
以用于场景自适应。特别地，我们将说话人识别任务中的每一种场景视为 MAML
中的一个先验任务，然后可以基于两三种先验场景的数据，训练得到一个好的初
始模型。当应用于一个新的场景时，使用少量的训练数据就可以将初始模型自适
应出一个特定场景的模型。然而，这种自适应方法并不能满足我们的出发点：希
望设计一个鲁棒模型，可以在各种未知场景中有效。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种鲁棒
MAML 方法来实现我们的出发点。
如图 3.5 (b) 所示，𝒟1 和 𝒟2 代表两种场景，{𝐷1𝑟 , 𝐷1𝑡 } 和 {𝐷2𝑟 , 𝐷2𝑡 } 分别对应于
每种场景的训练集和测试集。整个 MAML 的训练过程照常进行，但是元更新和局
部更新的两组 minibatch 数据来自不同场景。更形式化的表示，首先在 𝑖th 场景的
训练集中挑选一个 minibatch，用于局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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𝜃 ′ = 𝜃 − 𝛼∇𝜃 ℒ(𝑓𝜃 ; 𝑚𝑟𝑖 ),

（3.27）

其中，𝑚𝑟𝑖 ∼ 𝐷𝑖𝑟 。注：由于不同场景将共享相同的损失函数 ℒ，因此我们省略了 ℒ
中的场景依赖。在元更新时，在 𝑗th 场景的测试集中挑选一个 minibatch，对应的
损失函数为：

ℒ(𝑓𝜃 ′ ; 𝑚𝑡𝑗 ) = ℒ(𝑓𝜃−𝛼∇𝜃 ℒ(𝑓𝜃 ;𝑚𝑟 ) ; 𝑚𝑡𝑗 ),
𝑖

（3.28）

其中，𝑚𝑡𝑗 ∈ 𝐷𝑗𝑡 ，𝑚𝑟𝑖 和 𝑚𝑡𝑗 来自不同场景。元更新过程表示为：
𝜃 ← 𝜃 − 𝛽∇𝜃 ℒ(𝑓𝜃−𝛼∇𝜃 ℒ(𝑓𝜃 ;𝑚𝑟 ) ; 𝑚𝑡𝑗 ).
𝑖

（3.29）

在局部更新和全局更新中选择不同场景是极为重要的。假设模型已经收敛到
𝜃 ∗ ，很容易可以看出，对任一场景更新 𝜃 ∗ 将会提高在全部场景上的性能。这意味着
𝜃 ∗ 是一个平稳点，可以有效地经营全部先验场景，并且不需要任何自适应更新。这
一思想可归类到鲁棒性优化 (robust optimization) [124] ，即在一个场景下训练，而在
另一个场景下测试。因此，我们将所提出的算法称为鲁棒性元学习 (robust MAML)。
注：类似地思想在 [125] 中也展开了讨论。
我们强调在鲁棒性元学习过程中，局部更新和元更新可以使用来自不同集合
的说话人。这意味着鲁棒性元学习对单人多场景数据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与其他
场景无关训练方法相比 (例如，多场景训练)，这是一个优势。
3.3.3.2

场景无关映射网络

一个简单朴素的想法是直接应用鲁棒性元学习来训练一个场景无关的说话人
表征模型。然而，我们发现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特别地，一个问题是场景的不
均衡：对于现有的数据集，大部分数据是干净朗读的语音，而仅有少部分数据来自
其他场景。在鲁棒性元学习训练时，数据较少的场景将会被数据较多的场景所压
制，使模型出现偏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一种后处理模式。首先，我们使用标准的大规
模数据集来训练一个前端表征模型，如基于 VoxCeleb 的 xvector 模型。接着，我
们应用鲁棒性元学习来训练一个额外的映射网络，使其将原始的 xvectors 映射到
一个新的向量空间中，来提高场景的不变性。图 3.6 阐明了整个训练流程。其中，
𝐾 代表场景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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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xCeleb
CNCeleb

TDNN / ResNet

𝐷1

Statistical Pooling

CNCeleb

Classifier Layer

𝐷𝐾

Speaker IDs

x-vectors

(a) Deep speaker embedding

3.3.4
3.3.4.1

𝜃

𝜃∗

𝑚𝑗𝑡 ~𝐷𝑗𝑡

𝜃′

𝛻𝜃 ℒ

𝐷2

Embedding Layer

图 3.6

𝑚𝑖𝑟 ~𝐷𝑖𝑟

(b) Robust MAML

基于鲁棒性元学习的场景无关映射

实验
数据

在 实 验 中， 我 们 共 用 到 了 三 个 数 据 集：VoxCeleb [33,51] 、SITW [50] 和 CN
Celeb [122] 。有关数据集的更多信息如下所示。
VoxCeleb：它是一个大规模的音视频说话人数据集，由牛津大学团队采集并开
源 [33] 。整个数据集共有 2,000+ 小时语音，来自 7,000+ 个说话人。该数据集用于
训练 xvector 说话人表征模型和 LDAPLDA 打分模型。进一步地，通过采用数据
增强方法来进一步提升模型鲁棒性。具体地，使用 MUSAN 数据集 [69] 来生成带噪
语音；使用 RIRS 数据集 [70] 来生成混响语音。
SITW：它是一个标准评测集。在实验中，我们选择 Eval.Core 作为测试集，其共
有 3,658 个目标测试列表和 718,130 个闯入测试列表。
CNCeleb：它是一个大规模的说话人识别数据集，由清华大学团队采集并开源。整
个数据集共有 130k+ 条语音，来自 1,000 位中国明星。该数据集覆盖了 11 种场景
类型，每个说话人的语音样本通常来自多个不同场景，形成了真正的单人多场景
数据集 [122] 。整个数据集分为两个部分：CNCeleb.Train，覆盖了 7 种场景，包括
娱乐、话剧、博客、直播、演讲、电视剧和朗诵，共计 45,370 条语音，来自 800 个
说话人；用于训练映射网络和 LDAPLDA 打分模型。CNCeleb.Eval，覆盖了剩下
的 3 种场景，包括唱歌、电影和采访，共计 8,729 条语音，来自 200 个说话人；用
于未知场景 (泛化) 评测。
3.3.4.2

表征模型

我们搭建了两套 xvector 表征模型：一套基于 TDNN 结构，一套基于 ResNet34
结构。两套模型结构在说话人识别研究界广泛使用。
TDNN：该模型训练参照 Kaldi 工具箱 [71] 中的 SITW 示例。声学特征采用 40 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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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anks。模型的主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特征学习模块，由 5 个时延层
组成，来学习帧级别的说话人特征。第二部分是统计量池化模块，计算语音片段
的帧级别特征序列的均值和方差，得到段级别的统计量。第三部分是说话人分类
模块，用于区分训练集中的不同说话人。该分类模块由两个全连接层组成，输出
结点对应于训练集中的 7,185 个说话人。当模型训练完后，来自倒数第二层的激活
输出，即为 xvector。在本实验中，xvector 的维度是 512。
ResNet34：与 TDNN 结构相比，ResNet34 结构有两处不同：(1) 使用 ResNet34 网
络学习帧级别的说话人特征 [72] ；(2) 使用 Additive Angular Margin Softmax (AAM
Softmax) [66] 计算每个说话人类别的后验概率。同样地，倒数第二层的激活输出为
xvector，维度是 512。
3.3.4.3

映射网络

通过设计映射网络，将原始的 xvectors 映射到一个新的向量空间中，使其具
有更好的场景不变性。
1) MAML 映射网络
在实验中，映射网络共有 3 个全连接层，每层由 512 个结点组成。网络的损失
函数与表征模型保持一致，即：对于 TDNN 模型，使用标准 Softmax，对于 ResNet34
模型，使用 AAMSoftmax。该映射网络的训练使用 CNCeleb.Train 数据集，采用
鲁棒性元学习算法。我们称该映射网络为 MAML 映射网络 (MAML net)。当训练完
成后，从网络倒数第二层抽取场景无关的 xvectors。
2) MCT 映射网络
使用与 MAML 映射网络相同的网络结构和损失函数，按照常规的训练模式训
练一个映射网络。由于训练数据 CNCeleb.Train 是单人多场景的，这本质上是一个
多场景训练 (Multiconditional training, MCT) 方法。我们称该映射网络为 MCT 映射
网络 (MCT net)。与 MAML 映射网络类似，MCT 映射网络可以提高说话人向量的
场景不变性。然而，MCT 映射网络完全依赖于单人多场景数据，而 MAML 映射网
络既依赖于单人多场景数据又依赖于鲁棒性训练策略。
3.3.4.4

基线结果

我们首先测试基线系统的性能，即：TDNN/ResNet34 表征模型和 LDAPLDA
打分模型。这些基线模型均使用 VoxCeleb 数据集训练，不涉及任何额外的说话人
向量映射。SITW.Eval.Core 测试集和 CNCeleb.Eval 三种场景的测试集用于性能评
测。等错误率 EER 结果如表 4.3 所示。其中，分别报告了两种打分方法：一种是余
弦打分 (Cosine)，一种是 LDAPLDA 打分。对于 LDAPLDA 打分，xvectors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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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LDA 预处理，然后再计算 PLDA 打分。在实验中，LDA 映射的维度为 128。
表 3.7

基线系统性能 (EER%)
TDNN

测试集

3.3.4.5

ResNet34

Cosine

LDA/PLDA

Cosine

LDA/PLDA

SITW.Eval.Core

5.139

2.433

3.226

1.968

CNC.Eval.Singing

29.95

26.88

28.47

27.18

CNC.Eval.Movie

26.09

20.24

25.19

21.29

CNC.Eval.Interview

19.68

15.97

19.23

15.47

场景泛化测试

本实验中，我们在 CNCeleb.Eval 评测集上，对比测试了 MAML 映射网络和
MCT 映射网络。注：CNCeleb.Eval 评测集中的三种测试场景属于未知场景，在表
征模型、打分模型和映射网络的训练数据中均没有出现，用来测试模型/方法的泛
化能力。
1) 余弦打分性能
首先我们来看余弦打分性能。由于不涉及复杂的后端打分模型，我们可以评
测说话人向量真正的品质。在三个 CNCeleb.Eval 测试集上的结果如表 3.8 所示。
为了方便，基线系统结果对应于 ‘Base’ 列。
表 3.8

余弦打分性能 (EER%)
TDNN

Cosine

ResNet34

场景

Base

MCT

MAML

Base

MCT

MAML

唱歌 Singing

29.95

30.85

29.86

28.47

28.40

27.08

电影 Movie

26.09

25.46

24.27

25.19

24.92

24.21

采访 Interview

19.68

17.51

16.82

19.23

16.92

16.87

由表可见，在全部三种测试场景中，MCT 和 MAML 映射网络均取得了可观
的性能提升；并且 MAML 映射网络提供了更显著的提升。对比于 Base 和 MCT，
论证了基于单人多场景的多场景训练机制是提升场景不变形的有效方法；对比于
MCT 和 MAML，论证了鲁棒性元学习机制可以提供额外的实质性贡献。
为了更直观的比较 MCT 和 MAML 两种训练机制，图 3.7 展示了二者伴随训
练过程的性能趋势。由图可见，对于 MCT 和 MAML 映射网络，随着训练过程的
推进，EER 值会逐渐下降。此外，对比 MCT，MAML 映射网络兑现了更优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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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对比两组 ResNet34 的曲线图，我们发现 MCT 映射网络在 4k 轮迭代后出现
了过拟合现象，而 MAML 映射网络的收敛过程较为平稳。

图 3.7 MCT 和 MAML 映射网络在训练过程中，两个未知测试场景的性能表现 EER(%)

2) LDAPLDA 打分性能
最后我们来看 LDAPLDA 打分性能。在实验中，全部 LDAPLDA 打分模型
均由 CNCeleb.Train 数据集来训练。对于基线系统 (Base)，我们使用原始 xvectors
训练 LDAPLDA 模型。对于 MCT 和 MAML 系统，我们使用原始 xvectors 经过
MCT/MAML 映射后的说话人向量训练 LDAPLDA 模型。同样地，LDA 映射的维
度设为 128。由于训练数据 CNCeleb.Train 是单人多场景的，因此 LDAPLDA 的
训练机制本质上也是多场景训练 (MCT)，因此，应当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抗场景变
动性。实验结果如表 3.9 所示。
表 3.9

LDAPLDA 打分性能 (EER%)
TDNN

LDAPLDA

ResNet34

场景

Base

MCT

MAML

Base

MCT

MAML

唱歌 Singing

25.67

25.50

25.35

23.83

23.66

23.53

电影 Movie

19.63

18.74

18.85

18.19

17.75

17.75

采访 Interview

13.63

13.47

13.58

12.05

11.85

11.85

首先，对比表 4.3，可以发现基于 MCT 的 LDAPLDA 模型提供了明显的性能提
升。第二，MCT 和 MAML 映射网络的贡献度是相近的。这主要是因为 LDAPLDA
训练和 MCT/MAML 训练具有重复性。从实践者的角度看，使用单人多场景数据
重训 LDAPLDA 即可得到不错的场景不变性。另一方面，这暗示着 MAML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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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应该扩展到打分模型中，否者 MAML 对说话人向量的贡献将会被 LDAPLDA
等打分模型所削弱。

3.3.5

小结

本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种场景无关映射来提高说话人表征向量的场景泛化性。
具体地，我们设计了一个鲁棒性元学习算法 (robust MAML) 用来训练映射网络。
该训练算法通过单人多场景数据和鲁棒性训练机制来促进表征向量的场景不变
性。在 CNCeleb 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相较于原始 xvector 和经过多场景
训练 (MCT) 映射网络所生成的说话人向量，基于 MAML 映射网络所生成的说话
人向量具有更强的场景不变性，在余弦打分上取得了显著的性能提升。然而，当
打分模型是 LDAPLDA 时，该映射的贡献将被弱化。未来工作将研究基于 MAML
训练机制的 LDAPLDA 打分模型以及轻量的 MAML 场景自适应方法。

复杂场景说话人识别方法

3.4
3.4.1

研究背景

现代说话人识别技术的关键概念是将一个不定长度的语音片段嵌入到一个固
定长度的连续向量中，通常被称为说话人表征 (speaker embedding)。利用深度神经
网络 (DNN) 强大的特征学习能力，这种说话人表征过程将聚集说话人相关信息，
而消除其它无关扰动，使其具有极强的说话人区分性。
早期研究借鉴于语音识别的经验，使用 Softmax 加交叉熵 (crossentropy, CE) 的
分类框架 [14] 。基于这种所谓的 softmax training，来自同一个说话人的语音向量将
相互吸引，而来自不同说话人的语音向量则相互排斥。理论上，这种分类目标可
以保证在训练集上最优，但在复杂的测试场景中则无法保证。特别地，在复杂场
景中，softmax 分类面的混淆度增大，使识别性能显著下降。
针对这一问题，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一个研究方向是学习一个说话人
度量空间 [126] ，通过基于成对的距离 [15] 、基于三元组的距离 [13,38] 或者基于组的距
离 [40,127128] 。这种度量学习 (metric learning) 本质上是基于端到端的思想，寄希望
于设计更加任务相关的训练目标来提升系统/模型的鲁棒性。然而，这些方法的训
练通常需要大量的成对或者成组的数据，设计起来并不容易 [129] 。此外，这些成对
或成组的训练数据都是局部采样的，使得训练收敛相对困难 [130131] 。
受限于度量学习中的问题，许多研究还是保持在 softmax training 框架中，但
试图弥补其在复杂场景中的理论缺陷和性能损失。第一类方法是通过引入附加的
规整项来降低说话人的类内变动性，例如，central loss [35,132] 、ring loss [133] 和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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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134] 等。另一类方法是使用各种归一化方法来强制要求说话人向量服从期望
的分布，尤其是高斯分布。这类方法可以全局性的，也可以是类别相关的。全局性
的归一化方法有著名的长度归一化方法 [135] ，类别相关的有深度区分性归一化模
型 [136] 。
除此之外，当前最为突出的解决方法或许是各种基于最大边界的 softmax train
ing 方法。最大边界训练 (Maxmargin training) 的目标是最大化正样例对 (positive
pair) 和负样例对 (negative pair) 之间的差异，并且已经在度量学习领域广泛应用，
例如 [38,130] 。这一思想被用来改进 softmax training，并先后提出了各种基于最大
边界的 softmax 损失函数，包括 Additive Margin Softmax (AMSoftmax) [137138] 和
Additive Angular Margin Softmax (AAMSoftmax) [139] 。直觉上，这些基于最大边界
的损失函数通过提高类内的内聚性，来更好地区分目标类别和非目标类别。结合
到 softmax training 中，这意味着目标评定 (logits) 和非目标评定 (logits) 之间的差异
应该会变大。
尽管基于最大边界的 softmax training 方法的有效性得到了广泛论证，但是在
本研究工作中，我们将表明这些方法并不能在目标评定和非目标评定之间实现真
正的边界。特别地，根据规范定义，边界 (margin) 不仅是两个类别之间的距离，还
代表着一个产生损失的区域 [140] 。在基于三元组的度量学习中，边界损失通常被定
义为如下形式 [13,38] ：

ℒmargin = max(0, 𝑑𝑝 − 𝑑𝑛 + 𝑚)

（3.30）

其中，𝑑𝑝 和 𝑑𝑛 分别代表了正样例对 (positive pair) 的距离和负样例对 (negative
pair) 的距离。𝑚 是边界量。根据这个定义，损失仅会在遭遇困难的负样例对时
才会产生，即：当负样例对的距离逼近于正样例对的距离。而在前文所述的基于
最大化边界的 softmax training 中，忽视了对边界量 margin 的最大化 max 操作。因
此，这些最大化边界的 softmax 损失函数并不具备真正的最大化边界的能力。
在本研究中，我们以当前最为受众的 AMSoftmax 为例，提出了一种改进方
法，使其具备最大化边界的能力。对于该改进方法，当训练样本的非目标评定远
小于目标评定时，该训练样本将不再对损失函数产生贡献。因此，模型参数将用
来重点解决产生更加困难的非目标评定的训练样本。实验表明，这种改进方法可
有效地提升模型在复杂场景下的鲁棒性。

3.4.2

理论分析

本节将首先回顾 AMSoftmax 损失函数，然后讨论它的特性和潜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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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

回顾角度边界损失

Additive margin Softmax (AMSoftmax) 作为一种分类损失函数 [138] ，用于训练
说话人区分性神经网络，其公式表示如下：
𝑁

ℒAMSoftmax

𝑒𝑠(cos(𝜃𝑦𝑖 ,𝑖 )−𝑚)
1
log 𝑠(cos(𝜃 )−𝑚)
=−
𝑦𝑖 ,𝑖
𝑁∑
𝑒
+∑
𝑒𝑠(cos(𝜃𝑗,𝑖 ))
𝑖=1

（3.31）

𝑗≠𝑦𝑖

其中，𝑁 是批量大小 (batch size)，𝑚 是加性边界，𝑠 是尺度因子有助于训练稳定。𝑖
是训练样本的索引，𝑦𝑖 是第 𝑖 个样本的标签。𝜃𝑗,𝑖 是第 𝑖 样本的表征向量 𝑥𝑖 与第 𝑗
个类别的代表向量 𝑤𝑗 之间的角度距离：
𝑥𝑇𝑖 𝑤𝑗

cos(𝜃𝑗,𝑖 ) =

||𝑥𝑖 || ||𝑤𝑗 ||

（3.32）

当在 DNN 中实现时，𝑥𝑖 是倒数第二个隐藏层的激活输出，𝑤𝑗 则是在最后一
个隐藏层中与第 𝑗 个输出结点相连的权重。通常，𝑥𝑖 和 𝑤𝑗 会规整成一个单位长
度向量；因此，通过简单的矩阵运算 (点积) 便可计算出余弦距离。在这种情况下，
cos(𝜃𝑗,𝑖 ) 可视为是第 𝑖 个训练样本在第 𝑗 个类别上的评定。
3.4.2.2

角度边界不能促进增大边界

直觉上，由于边界量 𝑚 的存在，AMSoftmax 会增大目标评定和非目标评定
之间的边界，因此得到更具有区分性的模型。一个逻辑推理是：为了得到与标准
softmax 相同的损失值，AMSoftmax 中的目标评定要比非目标评定更占优势。然
而，经过我们细致的分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我们对 AMSoftmax 的损失函数进行调整、重写，表示如下：
𝑁

ℒAMSoftmax

𝑒
1
=
log
𝑁∑
𝑖=1

𝑠(cos(𝜃𝑦𝑖 ,𝑖 )−𝑚)

+ ∑𝑗≠𝑦𝑖 𝑒𝑠(cos(𝜃𝑗,𝑖 ))

𝑒𝑠(cos(𝜃𝑦𝑖 ,𝑖 )−𝑚)

𝑁

1
=
log{1 +
𝑒−𝑠(cos(𝜃𝑦𝑖 ,𝑖 )−cos(𝜃𝑗,𝑖 )−𝑚) }
∑
𝑁∑
𝑗≠𝑦
𝑖=1
𝑖

（3.33）
其中，公式中的指数部分是最为重要的。它意味着为了减小损失，模型应当增大
目标评定和非目标评定之间的差异，从而提高二者之间的边界。然而，这并不是
AMSoftmax 的独有属性；标准的 softmax 也可以重写成同样的形式，同样可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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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二者之间的边界。①
特别地，这里的边界量 𝑚 看上去似乎与目标评定和非目标评定之间的边界没
有直接关系，设置更大的 𝑚 值并不会迫使得到更大的评定边界。为此，我们再次
重写损失函数，表示如下：
𝑁

ℒAMSoftmax =

1
log{1 + 𝑒𝑠𝑚
𝑒−𝑠(cos(𝜃𝑦𝑖 ,𝑖 )−cos(𝜃𝑗,𝑖 )) }
∑
∑
𝑁 𝑖=1
𝑗≠𝑦

（3.34）

𝑖

可见，𝑚 的贡献仅是改变了损失函数的格式，而不是它的形式。尤其是，𝑚 与目标
评定和非目标评定之间的边界 cos(𝜃𝑦𝑖 ,𝑖 ) − cos(𝜃𝑗,𝑖 ) 没有直接关系。
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我们将训练数据分成了简单集 (easy set) 和困难集 (hard
set) 两类。为了揭露边界量 𝑚 的真实贡献，我们将尺度因子 𝑠 设为 1。我们的分析
从 𝑚 = 0 开始，此时对应于标准的 softmax。
首先，对于简单集中的样本，公式 (3.31) 中的目标评定在分母中占据了主导地
位，使得：
𝑒(cos(𝜃𝑦𝑖 ,𝑖 )−𝑚)

≈1

（3.35）

𝑒−(cos(𝜃𝑦𝑖 ,𝑖 )−cos(𝜃𝑗,𝑖 )) ≈ 1

（3.36）

𝑒(cos(𝜃𝑦𝑖 ,𝑖 )−𝑚) + ∑𝑗≠𝑦𝑖 𝑒(cos(𝜃𝑗,𝑖 ))
进一步推导：

1 + 𝑒𝑚

∑

𝑗≠𝑦𝑖

这些简单样本的损失将趋近于：

log{1 + 𝑒𝑚 ∑𝑗≠𝑦𝑖 𝑒−(cos(𝜃𝑦𝑖 ,𝑖 )−cos(𝜃𝑗,𝑖 )) }
≈

𝑒𝑚 ∑𝑗≠𝑦𝑖 𝑒−(cos(𝜃𝑦𝑖 ,𝑖 )−cos(𝜃𝑗,𝑖 ))

（3.37）

这意味着当 𝑚 从 0 开始逐渐增大时，这些简单样本的贡献将被加强。
然后，对于困难集中的样本，目标评定是微弱的，即：
𝑒(cos(𝜃𝑦𝑖 ,𝑖 )−𝑚)
𝑒(cos(𝜃𝑦𝑖 ,𝑖 )−𝑚) + ∑𝑗≠𝑦𝑖 𝑒𝑠(cos(𝜃𝑗,𝑖 ))

≪1

进一步地：
① 注：当公式 (3.33) 中的 𝑠 = 1，𝑚 = 0 时，我们可以回退到标准的 soft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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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𝑒𝑚

∑

𝑒−(cos(𝜃𝑦𝑖 ,𝑖 )−cos(𝜃𝑗,𝑖 )) ≫ 1

（3.39）

𝑗≠𝑦𝑖

这些困难样本的损失将趋近于：

log{1 + 𝑒𝑚 ∑𝑗≠𝑦𝑖 𝑒−(cos(𝜃𝑦𝑖 ,𝑖 )−cos(𝜃𝑗,𝑖 )) }
≈

𝑚 + log ∑𝑗≠𝑦𝑖 𝑒−(cos(𝜃𝑦𝑖 ,𝑖 )−cos(𝜃𝑗,𝑖 ))

（3.40）

这意味着设置任何 𝑚 值都不会改变最优状态。
总体而言，设置一个更大的 𝑚 值将会增强简单样本的贡献度，而对困难样本
却起不到任何作用。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属性，因为困难样本对提升模
型鲁棒性更为重要，在训练时理应给予更多的贡献度。更有趣的是，尺度因子 𝑠 似
乎对于助推边界更加有效。当 cos(𝜃𝑦𝑖 ,𝑖 ) − cos(𝜃𝑗,𝑖 ) 较小时，如果我们设置 𝑠 > 1，那
么非目标类别 𝑗 的贡献将被放大。这与度量学习中的困难负样例挖掘的思想是一
致的 [130] 。

3.4.3

真正的角度边界损失

在前述章节，我们分析了 AMSoftmax 的属性，发现了边界量 𝑚 并没有起到
最大化目标评定和非目标评定之间边界的作用。尽管尺度因子 𝑠 在某种程度上起
到了作用，但是此时的边界概念仍是不准确的。这里边界指的是区分性，而不是
公式 (3.30) 的规范定义 [140]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 AMSoftmax 中的边界称为伪边
界 (fake margin)，而规范定义中的边界称为真边界 (real margin)。二者最主要的区
别在于伪边界遗漏了最大化 (max) 操作。根据前文分析，这个遗漏将会产生严重的
后果：事实上，它不再是真正的最大边界训练。
我们将追随真边界的定义，来改进 AMSoftmax 的损失函数，并将其称为 Real
AMSoftmax (RAMSoftmax)。具体地，只需稍微改动公式 (3.33)，如下所示：
𝑁

ℒRAMSoftmax

1
log{1 +
𝑒max{0,−𝑠(cos(𝜃𝑦𝑖 ,𝑖 )−cos(𝜃𝑗,𝑖 )−𝑚)} }
=
∑
∑
𝑁 𝑖=1
𝑗≠𝑦

（3.41）

𝑖

根据这个改进后的公式，如果训练样本的目标评定大于非目标评定，且差值
大于 𝑚，那么指数项置零，该训练样本将对损失函数没有贡献。否则，将会产生一
个正向的损失值。这将会鼓励模型更关注于困难非目标评定 (负例类别)，而忽略
那些可以轻松区分的简单非目标评定。因此，这个新提出的损失函数将不会再过
拟合到简单非目标评定上，而更关注于困难非目标评定。此外，最大边界训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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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泛化和鲁棒上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140] 。这意味着该方法可以提高模型在困
难测试情形上的鲁棒性，如复杂场景测试。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关注于 RAMSoftmax 指数部分，其形式与度量学习中的
三元组损失 (triple loss) 是相仿的。不同之处是 RAMSoftmax 中的非目标评定对应
于三元组损失中的负样例对。因此，RAMSoftmax 可视为是 softmax 训练和度量
学习的嫁接。

3.4.4

实验

本 节 我 们 将 在 若 干 个 说 话 人 识 别 任 务 上 比 较 AMSoftmax 和 Real AM
Softmax，验证 Real AMSoftmax 方法在复杂场景下的有效性。
3.4.4.1

数据

在 实 验 中， 我 们 共 用 到 了 三 个 数 据 集：VoxCeleb [33,51] 、SITW [50] 和 CN
Celeb [122] 。有关数据集的更多信息如下所示。
VoxCeleb：它是一个大规模的音视频说话人数据集，由牛津大学团队采集并开
源 [33] 。在实验中，我们使用 VoxCeleb2 的开发集来训练 xvector 模型。VoxCeleb2
开发集共计 5,994 个说话人，且与 VoxCeleb1 和 SITW 没有任何交集。为了更好地
对比两种方法的真实性能，避免其它随机性的干扰，本实验中没有使用数据增强
方法。VoxCeleb1 作为开发集用于模型调参；VoxCeleb1E 和 VoxCeleb1H 作为测试
集用于性能评测。注：相比于 VoxCeleb1E，VoxCeleb1H 中考虑了性别和国籍信
息，测试列表更为困难。
SITW：它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标准评测集，共有 299 个说话人。在实验中，Dev.Core
作为开发集用于模型调参；Eval.Core 作为测试集用于性能评测。
CNCeleb：它是一个大规模的说话人识别数据集，由清华大学团队采集并开源。整
个数据集共有 600k+ 条语音，来自 3,000 位中国明星，覆盖 11 种场景类型。相比
于 VoxCeleb1 和 SITW，CNCeleb 更具有挑战性，可用于复杂场景性能评测。整个
数据集分为两个部分：CNCeleb.Train，包含了 2,800 个说话人，用于训练 xvector
模型；CNCeleb.Eval，包含了 200 个说话人，用于复杂场景测试。
3.4.4.2

模型设置

我们参照 [72] 的 xvector 系统结构，构建了说话人表征模型。模型的输入特征是
80 维的 Fbanks；采用 ResNet34 拓扑学习帧级别说话人特征；使用统计量池化层创
建句子级别说话人表征；这些表征通过全连接层生成类别评定，然后送入 softmax
层计算每个说话人的后验概率。当模型训练完后，来自倒数第二层的激活输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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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xvector。在本实验中，xvector 的维度是 512。最后，使用简单的余弦距离来计
算测试列表的打分。
3.4.4.3

VoxCeleb1 和 SITW 实验结果

1) 基础测试
首先，我们使用 VoxCeleb2 训练 xvector 模型，然后在 VoxCeleb1 和 SITW 上
进行测试。等错误率 EER 结果如表 3.10 所示。注：AMSoftmax 中的两个超参数
𝑚 和 𝑠 已经被仔细地调整过，因此 AMSoftmax 的结果可以认为是最优的。为了把
重点放在边界量 𝑚，在 Real AMSoftmax 中，使用了相同的尺度因子 𝑠。
表 3.10
损失函数

超参数

AMSoftmax
Real AMSoftmax

在 VoxCeleb1 和 SITW 上的 EER(%) 结果
VoxCeleb1

VoxCeleb1H

VoxCeleb1E

SITW.Dev.Core

SITW.Eval.Core

m = 0.20, s = 30

1.739

2.895

1.724

2.811

3.362

m = 0.20, s = 30

1.872

3.068

1.883

3.466

3.718

m = 0.25, s = 30

1.819

2.914

1.781

3.350

3.554

m = 0.30, s = 30

1.755

2.812

1.696

3.003

3.417

m = 0.35, s = 30

1.808

2.888

1.747

2.849

3.335

首先，可以看到，在 VoxCeleb1H、VoxCeleb1E 和 SITW.Eval.Core 三个测试
集上，Real AMSoftmax 均取得了比 AMSoftmax 更优的性能表现。虽然性能提升
不是非常明显，但是整体是一致性的。这意味着本研究所提出的真边界方法是一
个正确的。特别是，由于 AMSoftmax 中的尺度因子 𝑠 是调优后的，因此使用真边
界后的性能提升是可信的。此外，Real AMSoftmax 的训练过程更加稳定。例如，
Real AMSoftmax 可以使用更大的边界值，收敛速度更快。在 VoxCeleb2 训练集上，
Real AMSoftmax 训练至收敛需要 1520 个 epoches，而 AMSoftmax 则需要 4050
个 epoches。
2) 消融测试
接下来，对应于前文分析的 AMSoftmax 缺陷，我们将提供一些更直接的定量
证据。我们设计了一组消融测试，有意地将尺度因子 𝑠 设为 1，用来探究 𝑚 是否起
到了所设想的作用。实验结果如表 3.11 所示。
从表 3.11 中可见，对于 AMSoftmax，𝑚 并没有起到正向的作用，反倒是 𝑠 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反，对于 Real AMSoftmax，𝑚 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并
且引入 𝑠 可以取得进一步提升。这些实验现象与前文理论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3) 困难列表测试
尽管 Real AMSoftmax 在标准评测集上的性能提升有限，但理论上该方法可
以应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为了进一步验证 Real AMSoftmax 的理论优势，我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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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消融测试 EER(%) 结果
损失函数

超参数

AMSoftmax

Real AMSoftmax

VoxCeleb1H

VoxCeleb1E

SITW.Eval.Core

s = 1, m = 0.00

17.955

10.916

11.400

s = 1, m = 0.20

18.197

11.053

11.372

s = 30, m = 0.20

2.895

1.724

3.362

s = 1, m = 0.00

18.650

11.908

12.657

s = 1, m = 0.30

13.386

7.539

8.584

s = 30, m = 0.30

2.812

1.696

3.417

计了一组在困难测试列表 (hard trials) 上的对照测试。这些困难测试列表是指那些
在决策边界附近的测试列表。由于这些列表难以判决，因而可以用来评价模型/方
法在复杂挑战场景下的鲁棒性。在本实验中，为了得到困难测试列表，我们首先
搭建了 8 个基线模型 (4 个传统 ivector 模型和 4 个标准 TDNNxvector 模型)，第二
计算每个测试列表在 8 个基线模型上的分数，并拼接成一个 8 维的分数向量；然
后以该分数向量为输入，训练一个线性 SVM 分类器；最后在分类器上判决错误的
测试列表即为困难测试列表。表 3.12 展示了 AMSoftmax 和 Real AMSoftmax 在
困难测试列表上的识别结果。
表 3.12
损失函数

超参数

AMSoftmax
Real AMSoftmax

在困难测试列表上的 EER(%) 结果
VoxCeleb1H

VoxCeleb1E

SITW.Eval.Core

s = 30, m = 0.20

39.794

38.970

36.082

s = 30, m = 0.25

39.899

37.814

35.052

s = 30, m = 0.30

39.175

36.861

36.082

s = 30, m = 0.35

39.749

36.821

32.990

可以观察到，在这些困难测试列表上，Real AMSoftmax 取得了一致且明显的
性能提升。这再次验证了 Real AMSoftmax 的理论性：通过引入最大边界训练，提
升模型在困难挑战场景下的可靠性和鲁棒性。
3.4.4.4

CNCeleb 实验结果

上述实验证明了 Real AMSoftmax 的理论优势，并验证了该方法在困难挑战场
景下的有效性。进一步地，本实验将基于 CNCeleb 数据集，验证 Real AMSoftmax
在复杂测试场景下的有效性。CNCeleb.Train 数据集用来训练 xvector 模型，CN
Celeb.Eval 数据集用于性能评测。同样地，我们首先对 AMSoftmax 的两个超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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𝑚 和 𝑠 进行调优，并在 Real AMSoftmax 中使用相同的 𝑠。
实验结果如表 3.13 所示。可见，在更为复杂挑战的数据上，Real AMSoftmax
优于 AMSoftmax。相比于 VoxCeleb1 和 SITW 标准测试集，在 CNCeleb.Eval 上
的性能提升更为显著。
表 3.13

3.4.5

在 CNCeleb.Eval 上的 EER(%) 结果

损失函数

超参数

AMSoftmax

m = 0.10, s = 30

11.450

Real AMSoftmax

m = 0.10, s = 30

11.618

m = 0.15, s = 30

11.323

m = 0.20, s = 30

11.049

m = 0.25, s = 30

11.422

CNCeleb.Eval

小结

在本研究工作中，我们分析了备受欢迎的 AMSoftmax 损失函数，并证明了它
无法满足真正的最大边界训练。基于这一分析，
我们参照最大边界的规范定义，
设计
了一个具有真正最大边界属性的 AMSoftmax 损失函数，称其为 Real AMSoftmax。
基于这个新损失函数，困难的负样例将被给予更多的关注，有助于提升模型在复
杂困难场景上的鲁棒性。我们首先在 VoxCeleb1 和 SITW 测试集上进行评测，证明
了该方法的理论优势；然后在 CNCeleb 上验证了该方法在复杂场景下的可靠性和
鲁棒性。未来将把本研究工作所提出的真边界方法移植到其它基于边界的 softmax
损失函数中 (如 AAMSoftmax)，来验证该方法的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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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可信：模型可视化与性能评测

引言

4.1

本节聚焦在建立可解释的说话人识别理论与方法，发展可信的说话人识别技
术。首先，受限于深度神经网络的黑盒学习，人们对当前主流的深度说话人表征
模型的理解相对有限。为此，本研究工作探索了可信的模型可视化方法，解释了
深度表征模型的学习机制。其次，当前说话人识别技术在主流评测中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然而从业者发现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性能表现大失所望。为了理解和
解决评测与实用之间的性能鸿沟，本研究工作开展了说话人识别中的可信评测方
法研究。

模型可视化

4.2
4.2.1

研究背景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s) 已在计算机视
觉领域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功 [141143] 。除了在各项计算机视觉任务中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性能表现，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有诸多可视化工具可以用来解释模型判决的
可信度 [144146] 。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可视化工具包括 guided backpropagation [147] 、
deconvolution [148] 、类激活图 (CAM) 以及它的变种 [146,149151] 。这些工具可以生成
显著图 (saliency maps) 来查明一幅图片中的哪些区域对模型判决起到了关键性作
用。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一幅图片的显著图，从而可以评判可视
化工具的特质。
近来，
CNN 模型在说话人识别领域被广泛采纳，
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性能 [131] 。
然而，这些模型如何取得了如此不凡的性能是难以解释的。一个主要阻碍是这些
已有的可视化工具并不能直接使用。理论上，其原因在于人们不能 ‘看’ 语音，这
使得人们对语音显著图的理解和评判变得极为困难 [152] 。最近，一些研究者已经意
识到了这一难题，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152154]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集中在对发
音内容的可视化。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文献研究报告关于说话人识别中的可视化。这并不奇怪，
因为说话人特性几乎遍布在所有的频带和时序中，使得“哪里重要”这个问题很难
[155]
回答。相比之下，发音内容信息更具有局部属性。在少数例外中，
使用 Grad

CAM [156] 来比较 ResNet 和 Res2Net 在噪声扰动下的反应。他们发现对于 G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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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 所生成的显著图，与 ResNet 相比，Res2Net 更稳定，从而解释了 Res2Net
的优势。在 [157] 中，作者使用 GradCAM 分析真实语音和假冒语音，并发现 CNN
模型通过窥视高频成分来识别假冒语音。所有提到的研究都是直接使用了可视化
工具，潜意识地默认了这些工具的假设。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知道任何
可视化工具在应用于说话人识别时是否可靠，这使得从可视化中所获得的结论不
能完全令人信服。
在本研究工作中，我们重点关注于最为受众的 CAM 可视化算法 [146] ，并尝
试回答这个问题：这些算法或者其中任何一种算法，是否能够可靠地应用于说话
人识别任务。我们将研究三种 CAM 算法：GradCAM++ [149] 、ScoreCAM [150] 和
LayerCAM [151] 。这些算法的主要思想是通过组合卷积层的类激活图 (通道) 来生
成显著图。
正如 [158] 所建议的，我们的研究从删除 (deletion) 和插入 (insertion) 实验开始。
在删除过程中，根据显著图，逐渐将 Mel 频谱图中的最相关区域 (MoRR) 置零，对
其进行掩蔽。在插入过程中，则从一个完全被掩蔽的 Mel 频谱图开始，然后逐渐
暴露 MoRR。对于每个删除和插入配置，我们测验说话人识别模型的识别准确性。
这会生成一条删除曲线和一条插入曲线。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判断显著图是否真
的找到了显著区域。进一步地，通过对比不同显著图的质量来对比不同可视化算
法。
我们使用基于 ResNet34SE 的 xvector 模型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所有三种
CAM 算法都优于随机掩蔽和时间对齐掩蔽，证明它们是有效的。在三个 CAM 中，
LayerCAM 在删除/插入测试中表现出优越性，并产生更多的局部模式。
此外，我们还对多说话人语音进行了删除/插入实验。实验发现，在区分目标
说话人和背景说话人时，LayerCAM 有着了惊人的出色表现，而其他两个 CAM 则
基本上都失败了。这表明，只有 LayerCAM 才是用于说话人识别的有效可视化工
具。

4.2.2

研究现状

通过可视化方法来理解深度说话人识别系统的行为是一个常见的做法。一种
流行的方法是通过流行学习算法 [159] ，如 PCA 和 tSNE [160] ，可视化帧级别或段
[166]
级别表征的分布 [13,161165] 。例如，
通过多维标度算法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 可视化不同说话人识别系统之间的关系。其中，每一对系统之间的距离是从
它们产生的分数中评估出来的。这些可视化方法可以部分地展示系统行为，但是
对系统行为的理解却甚少。类激活图 (CAM)，或者其他显著图算法，或许可以为
CNN 模型提供更好的解释，进而更好的理解模型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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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上，显著图算法可以分为三类：基于梯度的方法 [144,147148,167168] 、基于
扰动的方法 [148,158,169170] 和基于类激活图的方法 [146,149151,156] 。基于梯度的方法受
到低质量和噪声干扰 [171] ，基于扰动的方法通常需要额外的正则化 [169] ，并且时间
成本高。相比而言，基于类激活图 (CAM) 的方法通常会创建出更清晰且定位更准
确的显著图，因此已被计算机视觉社区广泛采用。
考虑到高质量和局部定位能力，本研究工作重点关注 CAM，目标是确定一种
可以可靠地用于可视化深度说话人模型的 CAM 算法。据我们所知，本研究工作是
说话人识别领域中第一项模型可视化工作。

4.2.3

可视化方法

类激活图 (CAM) 是一种显著图，显示了 CNN 用于识别特定类别的重要区域。
在本节中，我们将首先回顾三种 CAM 算法，然后介绍显著图归一化方法。
4.2.3.1

回顾类激活图

1) GradCAM 和 GradCAM++
我们从 GradCAM [156] 开始。定义 𝑓 为一个基于 CNN 的说话人分类器实例，𝜃
表示其参数。对于来自类别 𝑐 的一个输入样本 𝑥，目标类别的预测分数 (即其后验
概率) 可以通过前向传递计算：

𝑦𝑐 = 𝑓𝑐 (𝑥; 𝜃).

（4.1）

那么对于一个卷积层的第 𝑘 个激活图 (即第 𝑘 个通道) 𝐴𝑘 ，计算 𝑦𝑐 相对于每个位置
𝐴𝑘𝑖𝑗 的梯度，然后计算所有位置的平均值得到 𝐴𝑘 相对于类别 𝑐 的权重：
𝑤𝑐𝑘 =

∂𝑦𝑐
1
,
∑ ∂𝐴𝑘
𝑍∑
𝑖
𝑗

（4.2）

𝑖𝑗

其中，𝑍 是一个常数，对应于激活图中的像素点数。通过将 𝐴𝑘 与权重 𝑤𝑐𝑘 进行线
性组合，生成对于类别 𝑐 的显著图；然后接上一个 𝑟𝑒𝑙𝑢(⋅)：

𝑆 𝑐 = 𝑟𝑒𝑙𝑢(

∑

𝑤𝑐𝑘 ⋅ 𝐴𝑘 )).

（4.3）

𝑘

GradCAM++ [149] 是 GradCAM 的派生版本，其中 𝐴𝑘 的权重 𝑤𝑐𝑘 由以下公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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𝑤𝑐𝑘 =

∂𝑦𝑐
1
𝛼𝑖𝑗𝑘𝑐 ⋅ 𝑟𝑒𝑙𝑢( 𝑘 ).
∑
𝑍∑
∂𝐴
𝑖
𝑗

（4.4）

𝑖𝑗

具体来说，GradCAM++ 只关注正梯度，在

𝑐

∂𝑦
∂𝐴𝑘𝑖𝑗

上赋予 𝛼𝑖𝑗𝑘𝑐 加权。这一改动有

助于识别同一类的多次出现的情形。
2) ScoreCAM
深度神经网络的梯度可能存在各种噪声，且容易出现消失或者爆炸的情形。
ScoreCAM 是一种无梯度算法 [150] 。它计算激活图 𝐴𝑘 的权重 𝑤𝑐𝑘 的方式是通过前
向激活而不是反向梯度。具体来说，它首先通过 CNN 前向 𝑥 生成激活图 {𝐴𝑘 }，然
后使用 𝐴𝑘 对 𝑥 进行掩码：

𝑥̂𝑘 = 𝑥 ∘ {Norm(Upsampling(𝐴𝑘 ))}

（4.5）

其中，Upsampling(⋅) 用来拉伸 𝐴𝑘 以满足 𝑥 的大小；Norm(⋅) 用来最小最大归一化。
然后，𝑥̂𝑘 再次通过 CNN，其生成的后验概率 𝑓𝑐 (𝑥̂𝑘 ) 作为权重 𝑤𝑐𝑘 。
3) LayerCAM
LayerCAM [151] 是基于梯度的，并以逐点的方式重新加权 𝐴𝑘 。对于类别 𝑐，在
位置 (𝑖, 𝑗) 上的激活图 𝐴𝑘 权重定义为该位置的梯度：

𝑤𝑘𝑐
𝑖𝑗 = 𝑟𝑒𝑙𝑢(

∂𝑦𝑐
∂𝐴𝑘𝑖𝑗

).

（4.6）

注意，和 GradCAM++ 相同，仅考虑正梯度。因此，显著图的生成如下：

𝑆𝑖𝑗𝑐 = 𝑟𝑒𝑙𝑢{

∑

𝑘
𝑤𝑘𝑐
𝑖𝑗 ⋅ 𝐴𝑖𝑗 }.

（4.7）

𝑘

[151]

证明了逐点加权有利于生成更细粒度和局部化的显著图。

4.2.3.2

显著图归一化

显著图 𝑆 𝑐 中的数值可能在很大范围内变化，并且不同 CAM 方法的数值范围
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为了使显著图在可视化方面具有可比性，我们首先重新
排列显著值，通过最小最大归一化方法将数值规整到 [0,1] 区间：

𝑆 ̂𝑐 =

𝑆 𝑐 − min 𝑆 𝑐
.
max 𝑆 𝑐 − min 𝑆 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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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用一个尺度函数来成功逆袭你分配显著值。根据 [151] ，我们选择 𝑡𝑎𝑛ℎ 来作
为尺度函数：

𝑆𝑛̂𝑐 = 𝑡𝑎𝑛ℎ(

𝛾 ∗ 𝑆 ̂𝑐
),
max 𝑆 ̂𝑐

（4.9）

其中，𝛾 是尺度比例系数，在我们实验中设为 5。

4.2.4

实验

在本节中，我们使用训练好的深度说话人模型来定量评估了三种 CAM 算法的
可靠性：GradCAM++、ScoreCAM 和 LayerCAM。
4.2.4.1

模型

VoxCeleb2 [172] 的开发集用于训练深度说话人模型。该开发集总共包含 5,994
个 说 话 人。 实 验 中 没 有 使 用 数 据 增 强 方 法。 模 型 结 构 选 用 带 有 squeezeand
excitation (SE) 层 [173] 的 ResNet34，其拓扑图如表 4.1 所示。该模型按照 Sunine 工
具包 ① 中的 voxceleb/v2 实例，使用 Adam 优化器训练得到。
4.2.4.2

单一说话人

在本节中，我们使用单一说话人语音来探究三种 CAM 算法的行为，即语音中
只存在一个目标说话人。我们的目的是检查 CAM 算法是否可以检测 Mel 频谱图
中的显著性分量。我们从训练数据中随机选取 200 个说话人的 2,000 条语音 (每个
说话人 10 条语音) 来执行评估。显著图分别由 GradCAM++、ScoreCAM 和 Layer
CAM 从 ResNetBlock4 (S4) 生成。
首先，我们定性地比较了三种基于 CAM 的方法产生的显著图。两个例子如
图 4.1所示。可以观察到，所有的显著图都清楚地将语音和非语音片段分开，展示
了 CAM 的基本能力。另一个观察结果是 GradCAM++ 和 ScoreCAM 倾向于认为
所有语音片段都很重要，而 LayerCAM 则产生更多选择性和局部化模式。然而，在
这些显著图中都没有发现明确的时频模式。更多实例请参见② 。
进一步，我们进行了 [158] 中所建议的删除和插入实验。在删除实验中，我们
监控当随着越来越多的重要区域被屏蔽时，CNN 模型的 Top1 正确率的变化曲线。
在插入实验中，我们监控当随着越来越多的重要区域被暴露时，CNN 模型的 Top1
正确率的变化曲线。曲线下的面积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用于衡量显著图的

① https://gitlab.com/csltstu/sunine
② http://project.csl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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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网络层

ResNet34SE 模型拓扑图
模块

输出

–

80×200×1

3×3×32, Stride 1

80×200×32

ResNetBlock1

⎡3 × 3 × 32⎤
⎥
⎢
⎢3 × 3 × 32⎥×3, Stride 1
⎥
⎢
⎢ SE Layer ⎥
⎦
⎣

80×200×32

ResNetBlock2

⎡3 × 3 × 64⎤
⎢
⎥
⎢3 × 3 × 64⎥×4, Stride 2
⎢
⎥
⎢ SE Layer ⎥
⎣
⎦

40×100×64

ResNetBlock3

⎡3 × 3 × 128⎤
⎢
⎥
⎢3 × 3 × 128⎥×6, Stride 2
⎢
⎥
⎢ SE Layer ⎥
⎣
⎦

20×50×128

ResNetBlock4

⎡3 × 3 × 256⎤
⎢
⎥
⎢3 × 3 × 256⎥×3, Stride 2
⎢
⎥
⎢ SE Layer ⎥
⎣
⎦

10×25×256

Pooling

TSP [174]

20×256

Flatten

–

5120

Dense

–

输入
Conv2D

Dense

AMSoftmax

256
[138]

5994

质量。显著图越准确，删除曲线中的 AUC 值越低，插入曲线中的 AUC 值越高。由
于我们已知三种 CAM 算法都能很好地检测非语音片段，因此在本实验中我们将重
点关注语音片段。为此，首先采用语音活动检测 (voice activity detection, VAD) 来
去除非语音片段。此外，我们展示了随机掩蔽/暴露和从左到右时间对齐掩蔽/暴露，
作为参考的掩蔽/暴露方法。
图 4.2 显示了三种 CAM 算法的删除和插入曲线。可以观察到，这三种 CAM
算法的删除/插入实验结果是类似的，尽管 LayerCAM 会稍好一些。与随机掩蔽和
时间对齐掩蔽的比较也很有趣：它表明三种 CAM 算法确实找到了显著性区域。例
如，在插入实验中，CAM 算法的曲线明显高于随机掩蔽的曲线，表明 CAM 较早
暴露的区域确实比随机区域更重要。在删除实验中，CAM 算法的曲线远低于时间
对齐掩蔽的曲线，表明 CAM 较早删除的区域比同真实语音等量的时频域更重要。
注意，对于基于时间对齐掩蔽的插入曲线，其正确率增幅最大。这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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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GradCAM++、ScoreCAM 和 LayerCAM 生成的两个说话人语音的显著图。其中，
颜色越深，对应区域越重要。

图 4.2

在单一说话人语音上三种 CAM 算法的删除和插入曲线

其原因在于当语音时长很短时，它会插入对说话人识别有价值的全部语音帧。同
样，基于随机掩蔽的删除曲线的正确率下降最快，原因在于随机噪声对说话人识
别是非常有害的。
4.2.4.3

多个说话人

在多个说话人实验中，我们将目标说话人的一个语音片段与其他干扰说话人
的一个或两个语音片段拼接起来，并绘制显着性图。图 4.3 给出了一个“B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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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示例。其中，A 表示目标说话人，而 B 表示干扰说话人。这一次，LayerCAM
表现出令人惊艳的性能：它可以准确地定位目标说话人的语音片段，并且几乎完
美地掩盖了非目标说话人的语音片段。相比之下，GradCAM++ 和 ScoreCAM 在
检测非目标说话人方面非常薄弱。此外，图 4.4 以 BAB 形式显示了 2,000 条多个
说话人语音的删除和插入曲线。可以看出，LayerCAM 比其他两个 CAM 获得了
更好的 AUC。

图 4.3

图 4.4

4.2.4.4

一个 ‘BAB’ 测试样例的显著图

在多个说话人语音上三种 CAM 算法的删除和插入曲线

目标说话人定位与识别

由于 LayerCAM 可以定位目标说话人，我们可以将其用作进行定位和识别的
工具，即首先识别目标说话人所在的位置，然后仅使用定位后的语音片段进行说
话人识别。我们假设这种定位加识别的方式会比直接使用整段语音更好。
为了检验这个假设，我们从训练集中选择 100 个说话人，每个说话人有 20 条
语音。我们以 AB、BAB、ABC 和 ABA 的组合形式随机拼接这些语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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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LCAM

BAB

SCAM

ABA

GCAM

AB

表 4.2 三种 CAM 算法在目标说话人定位与识别任务中的 Top1 正确率 (%)。A 代表目标说话人，B 和 C 代表非目标说话人。GCAM：Grad
CAM++；SCAM：ScoreCAM；LCAM：LayerCAM。S1∼S4 代表 ResNetBlock1∼ResNetBlock4。‘+’ 定义为多个显著图之间的逐元素平均。
Cases

LCAM

30.30%
SCAM

15.35%
GCAM

83.55%
LCAM

49.15%

SCAM

Original

GCAM

45.15%

LCAM

26.85%

31.05%

SCAM

26.85%

29.55%

34.65%

GCAM

35.20%

29.20%

29.20%

33.55%

Settings

16.00%

20.20%

30.10%

29.30%

42.75%

3.90%
15.70%

16.00%

24.05%

29.40%

29.15%

58.90%

17.45%
85.00%

15.75%

16.15%

21.90%

29.65%

27.45%

22.40%
79.25%

80.15%

17.20%

16.15%

28.65%

27.95%

4.15%
79.90%

82.35%

82.90%

16.50%

16.20%

44.60%

12.10%

61.85%

82.65%

82.65%

82.60%

16.10%

16.10%

15.15%

46.60%

49.40%

82.10%

82.25%

87.30%

16.10%

8.90%

46.60%
48.60%

53.20%

82.50%

82.00%

92.20%

62.50%

S2
48.45%
48.25%

51.15%

82.20%

80.65%

75.55%

S3
49.20%

48.15%

59.85%

81.50%

6.75%

S4
48.65%

48.40%

71.55%

34.00%

S4+S3
48.55%

47.50%

43.00%

S4+S3+S2

47.70%

S1

S4+S3+S2+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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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示目标说话人，B/C 表示干扰说话人。我们首先使用不同 ResNet 层 (S1S4) 产
生显著图，然后通过简单的逐元素乘操作来掩盖输入语音。当然，也可以组合不
同层的显著图。Top1 正确率 (%) 在表 4.2 中报告。
首先，我们观察到 GradCAM++ 和 ScoreCAM 都不能达到比基线更好的性
能 (即使用整段语音)。相比之下，LayerCAM 取得了明显的性能改进，并且所有
层的显著图都是如此。这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即 LayerCAM 可以识别重
要的说话人区分性区域，而其他两种算法则不能。这进一步表明 LayerCAM 是三
种 CAM 变体中唯一有效的可视化工具。
其次，我们发现虽然 LayerCAM 生成的所有层的显著图都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但来自 S2 层的显著图似乎更具有区分能力。一种可能性是与从更高层生成的显著
图相比，S2 层的显著图更保守并且保留了更多区域。
最后，我们发现对于 LayerCAM，聚合来自不同层的显著图可以进一步提高
识别性能。这一观察结果似乎与特征聚合技术 [175176] 一致。注意，其他两个 CAM
没有这种趋势。如果我们相信各层卷积所学习的特征是互补的，那么这是另一个
证据表明只有 LayerCAM 可以用作可靠的可视化工具。

4.2.5

小结

本研究工作的目标是确定一个可靠的可视化工具来解释深度说话人模型的内
在机制。为此，我们专注于三种基于 CAM 的可视化算法：GradCAM、ScoreCAM
和 LayerCAM，在当前最先进的 ResNet34SE 模型上进行实验验证。结果表明：尽
管三种算法都可以识别单一说话人语音中的重要区域，但 LayerCAM 可以定位多
个说话人语音中的目标说话人。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在三种 CAM 算法中，Layer
CAM 是唯一可靠的深度说话人模型可视化工具。未来，我们将使用相同的实验规
划来测试其他可视化工具。此外，目标说话人定位与识别的实验表明，整合显著
图可以提高说话人识别的识别率。这一现象值得更多探索。

可信性能评测

4.3
4.3.1

研究背景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发展，当前说话人识别系统在诸多基准评测上取得了相当
不错的性能表现。例如，通过使用各种模型结构、池化方法、训练策略、分数规整
等技术，研究者在 VoxSRC 基准评测中报告了低于 1.0% 的等错误率 EER [177178] 。
在另一个著名的基准评测集 SITW [50] 上，也报告了类似的 EER 结果。
尽管在基准评测中的 EER 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但现代说话人识别系统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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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部署应用中的真实性能却是不可靠的。从业者经常观察到基准测试与最终用户
体验之间有着巨大的性能差距，我们称之为基准部署差距 (benchmarkdeployment
gap)。
为了解释并解决这一基准部署差距，研究者们已开展了许多工作。大多数研
究都集中在数据层面，其假设是基准与部署之间的性能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声学失配现象。基于这一信念，研究者们精心设计了各种基准数据集来模拟现实
生活中的各种声学场景。例如，HIMIA [179] 被设计用于远近场失配场景，NIST
SRE [180181] 涉及长短时失配和信道失配场景。有趣的是，即使存在声学失配，研究
者发现在基准测试中仍然可以取得良好的性能。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精心设
计的基准数据集虽然涉及了某些类型的声学失配，但仍无法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
真实复杂性。最近，本研究团队发布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数据集 CNCeleb [2223] 。
该数据集有意的设计来覆盖更多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特别是多场景类型和跨场景
类型现象。实验表明，在 CNCeleb 数据集上的 EER 结果远大于在其他基线评测
集上的结果。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数据复杂性仍然是一个热门且具有挑战性的话题。
除了数据复杂性之外，还有另一个似乎同等重要但关注度较低的议题：测试
列表的偏差问题。众所周知，测试列表用于探测和度量说话人识别系统的性能。因
此，如果测试列表设计不当，则无法恰当地度量目标系统的性能。不幸的是，在
大多数现有的基准测试中，测试列表只是采用交叉配对 (crosspairing) 的设计方式。
这种简单的设计方式将会导致测试列表可能与现实生活场景中所遇到的测试完全
不同。特别是，交叉配对往往会产生很大比例的简单测试列表，致使过度乐观的
性能估计。我们认为测试偏差问题是基准部署差距的主要来源。
在本研究工作中，我们首先对测试列表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强调了潜在的测试
列表偏差问题。我们的分析表明，当通过不同配置的测试列表进行评测度量时，说
话人识别系统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性能表现，因此一个严谨的性能评价应当涉及
多种不同配置的测试列表。我们将一个配置下的测试列表称为一个 测试配置 (trial
config)，各种测试配置的性能形成一个二维分布图，命名为配置性能图 (Config
Performance (CP) Map)。我们将展示配置性能图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用于系统
分析、优化和对比。此外，基准部署差距可以解释为配置性能图上两个不同测试
配置之间的性能差异。

4.3.2

测试列表与测试偏差

在说话人确认任务中，系统性能通过一组测试列表来评估。每个测试都是一
个单独用例，通常涉及一个注册原型和一条测试语音。对于现代基于说话人表征
的系统 (例如，ivector [10] 或 xvector [14] 系统)，注册原型和测试语音都是由说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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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向量来表示，确认任务被形式化为验证这两个表征向量是否属于同一个说话
人。
测试列表用于衡量说话人识别模型和系统的性能，其作用就像一个探测器。显
然，如果探测器设计的不好，性能评价就不能可靠。不幸的是，测试列表的重要性
尚未得到广泛重视，而简单的交叉配对 (crosspairing) 方法仍然是当前测试列表设
计中最受欢迎的方法。具体来说，假设测试集中有 𝑁 个说话人，每个说话人有 𝐾
条语音，全交叉配对选择任意两条语音 (或对应的表征向量) 作为一次评测。如果
两条语音来自同一个说话人，则将其标记为正测试用例；如果它们来自不同说话
人，则将其标记为负测试用例。这种设计方法最终将得到 𝑁𝐾(𝐾 − 1) 个正测试用
例和 𝑁(𝑁 − 1)𝐾 2 个负测试用例。这种全交叉配对的一个变体是固定注册交叉配
对。它是固定注册语音，然后仅对测试语音进行交叉配对。这种方式最终得到 𝑁𝐾
个正测试用例和 𝑁(𝑁 − 1)𝐾 个负测试用例。其中，𝐾 是每个说话人的测试语音数。
交叉配对方法的一个显著问题是它会产生大量的简单测试用例 (easy trial)：即
容易做出决策的测试用例。这对于负测试用例尤为严重。不幸的是，在实际应用中
遇到的测试可能与交叉配对产生的测试列表完全不同，而且通常更具挑战性。例
如，真实情况往往是某个用户群体具有相似的口音和录音环境，这使得负测试用例
变得更具挑战性。此外，正测试用例的数量可能远大于负测试用例，因此遇到简单
测试用例的几率很低。最后，如果用户发现失败，他/她倾向于一遍又一遍地尝试，
从而导致更艰难的尝试。以上所有问题表明基准测试和实际部署情况之间存在测
试偏差。我们认为，测试偏差是前文所提到的基准部署差距的重要来源。图 4.5阐
明了测试偏差现象。

(a)

−∞

+∞

(b)

−∞

+∞

图 4.5 测试偏差图解。其中坐标轴表示说话人识别系统产生的分数。上图 (a) 展示了通
过交叉配对所创建的测试列表的分数，下图 (b) 展示了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测试用例的分
数。红星代表正测试用例，蓝圈代表负测试用例。注意，两种情况下分数的类别条件分布
不同，这反映了测试偏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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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从性能评测的角度来看，测试偏差仅与两类测试用例 (正和
负) 的分数分布有关。这意味着 (1) 只有 分数是重要的，而不是测试语音的任何其
他属性，例如声学环境、说话人特性等。(2) 只有 分布是重要的，而不是任何其他
变量，例如，说话人数和每个说话人的语音数。这两点很重要，将用于定义测试配
置和配置性能图的概念。

4.3.3
4.3.3.1

测试配置与配置性能图
基本概念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测试列表的偏差问题，我们引入了一个测试配置 (trial con
fig) 概念。给定一组注册/测试语音，测试配置定义为一个测试列表的子集，用于目
标系统性能评测。全交叉配对是最大的测试配置，其对应的测试列表中涵盖了所
有的测试用例。固定注册交叉配对是另一种测试配置，其中语音被分为注册集和
测试集，并且只允许两个集合之间进行交叉配对。显然，对于一个特定的说话人识
别系统，不同测试配置的性能是不同的，这反映了目标系统在不同部署情况下的
性能。通过收集所有测试配置及其相应的性能，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评价目标系统
的能力。这个想法可通过一个配置性能分布图 (configperformance (CP) map) 来
实现。在该分布图中，x 轴对应于正测试用例的子集，y 轴对应于负测试用例的子
集。因此，图中的每个位置 (𝑥, 𝑦) 对应于一个特定的测试配置。令 (𝑥, 𝑦) 处的颜色
代表性能度量，我们就得到了最终的配置性能图。
除非相邻的测试配置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属性，否则通用的配置性能图难以
解读。一个朴素的想法是，我们可以根据测试用例的难易程度，对其进行排序，得
到不同的测试配置，构造出测试配置之间的结构。测试用例的难易程度可以由人
来定义，也可以由若干个系统的共识来定义，也可以由一个系统自身来定义。例
如，图 4.6给出了一个配置性能图。其中，全部测试配置是由一个 ivector 系统来
定义的。具体地，我们根据说话人识别系统的判决分数对测试用例进行排序，然后
从有序列表中选择测试用例来构建测试配置。对于正例测试列表 (x 轴)，我们从左
到右逐渐选择得分较高的测试用例，对于负例测试列表 (y 轴)，我们从下到上逐渐
选择分数较低的测试用例。图中的颜色代表每个测试配置所对应的等错误率 EER
值。这便得到了一个有序的配置性能图。其中，左下区域的测试配置比右上区域
的测试配置更难。
尽管测试用例的难易程度是由说话人识别系统私自定义的，但该配置性能图
仍揭示了很多信息。例如，大量的高性能区域 (右上) 表明在全交叉配对的测试配
置中存在许多简单测试用例。靠近原点的低性能区域暗示系统性能并不完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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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配置性能图实例。绿色星形和红色星形分别代表了基准评测和实际应用中的测试
配置。

外，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基准部署差距现象可以清楚地通过配置性能图来解释。
首先注意到基准测试和实际部署对应于两种不同的测试配置，一种是使用全交叉
配对设计的测试配置，另一种是由实际应用场景所决定的测试配置。这两种配置
分别对应于图 4.6 中的绿星 (右上角) 和红星 (左下角)。红星的位置反映了这样一
个事实：在实际应用中，负测试用例可能更具挑战性；并且正例测试列表的数量往
往多于负例测试列表。很明显，两种测试配置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等错误率 EER 结
果，这也正是基准部署差距现象。
如果测试配置的顺序是固定的，那么配置性能图将会更加有用。例如，可以
选择多个说话人识别基线系统来评估每个测试用例，并使用平均分数对测试用例
进行排序，构建有序的测试配置。通过使用这些有序的测试配置来绘制各个系统
的配置性能图，我们可以得到各个系统之间的详细比较。因此，这提供了一个强
大的工具，可用于确定技术的有效性，鉴定创新的真伪。
4.3.3.2

有效性分析

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问题：对于不同的评测列表，它们配置性能图中的不同
位置的性能度量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配置性能图就不是很
有用，因为图中所显示的模式将毫无意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注意到我们在本研究中考虑的性能指标，即 EER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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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CF，是完全由正例测试列表和负例测试列表两类的分数分布决定。以 EER 为
例，如果我们分别用 𝑝(𝑐) 和 𝑞(𝑐) 来表示正例测试列表和负例测试列表的分数分布，
那么很容易通过求解以下方程来计算 EER 阈值 𝜃：
𝜃

∫

+∞

𝑝(𝑐)d𝑐 =

−∞

∫

𝑞(𝑐)d𝑐

（4.10）

𝜃

其中，当决策阈值设置为 𝜃 时，等式左侧数值量表示错误拒绝 (FR) 率，等式右侧
数值表示错误接受 (FA) 率。根据累积分布函数 (CDF) 的单调性，𝜃 的解是唯一的。
一旦 𝜃 被确定，EER 可以计算为等式 (4.10) 的左侧数值或者右侧数值。图 4.7 展示
了正负两类的分数分布均为高斯分布时的计算示例。

FR

FA

0

3

图 4.7 当正负两类测试列表的分数分布都是高斯分布时，EER 的计算图示。假设两个高
斯分布的方差均为 1.0，均值分别为 0.0 和 3.0；根据高斯分布的对称性，很容易知道决策
阈值为 1.5；查看正态高斯的 CDF 表可知，EER 为 6.68%。

这意味着无论在测试集中使用什么测试列表，只有它们能够近似正负两类的
分数分布，EER/minDCF 结果才会接近真实值。例如，如果增加测试说话人数和每
个说话人的测试语音数，并且假设新增的说话人和语音是从与原始测试集相同的
基础分布中采样的；此时，负例测试列表的数量将比正例测试列表的数量增长得
更快，但 EER/minDCF 仍将是相同的，
由于性能评价指标是由测试列表的分数分布而不是测试列表本身决定的，因
此很明显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当每个测试配置都包含了足够数量的测试列表时，配
置性能图中的性能值才具有可比性。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上述结论的条件，由于
配置性能图中原点及其附近处的测试列表数量相对有限，因此应对其性能表现谨
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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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4.3.4
4.3.4.1

数据

本实验使用了 VoxCeleb [33,51] 数据集。该数据集是由英国牛津大学开源的一个
大规模音视频说话人数据集① 。具体地，VoxCeleb2 的开发集用于训练 ivector 和
xvector 系统，其总共包含 5,994 个说话人，并且与 VoxCeleb1 和 SITW 两个测试
集完全没有交集。VoxCeleb1O 测试列表用于调整模型参数，VoxCeleb1E 测试列
表用于性能评估。
4.3.4.2

基础系统

在实验中，我们首先按照 Kaldi 工具包提供的 VoxCeleb 示例 [71] 来构建 i
vector [10] 和 xvector [14] 基线系统② 。
虽然这些基线系统可能无法在特定数据集上取得最佳性能，但已被许多研究
者验证了它们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可推广性。此外，使用这些基线系统的示例代
码，可以方便其他人轻松地复现我们的实验结果。在本实验中没有使用数据增强
方法。
• ivector: ivector 模型是按照 Kaldi VoxCeleb/v1 示例构建的。声学特征包括 23
维 MFCC 加上 1 维对数能量，拼接其一阶和二阶差分，得到一个 72 维的特
征向量。此外，倒谱均值归一化 (cepstral mean normalization, CMN) 用于滤除
信道影响，并且使用基于能量的语音活动检测 (voice active detection, VAD) 来
去除静音段。UBM 由 2,048 个高斯分量组成，ivector 空间的维数为 400。对
于后端模型，首先使用 LDA 降维到 200，然后使用 PLDA [11] 对测试列表进
行打分。
• xvector: xvector 模型是按照 Kaldi VoxCeleb/v2 示例创建的。声学特征是 30
维 MFCC。DNN 架构采用 TDNN 拓扑结构，其中涉及 5 个时间延迟 (time
delay, TD) 层来学习帧级深度说话人特征，并使用时序统计池化 (temporal
statistic pooling, TSP) 层将帧级特征累积成句子级统计信息，包括均值和标准
差。在池化层之后，使用 2 个全连接 (fullyconnection, FC) 层作为分类器，其
输出对应于训练集中说话人的数量。训练完成后，倒数第二层的 512 维激活
输出即为 xvector。后端模型与 ivector 系统相同。

① http://www.robots.ox.ac.uk/∼vgg/data/voxceleb/
② https:// github.com/kaldiasr/kaldi/tree/master/egs/voxcel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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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系统

4.3.4.3

此外，我们还构建了更强大的 xvector 系统来复现当前主流说话人识别技术
的性能。在本实验中，我们使用了一系列最先进的框架/技术，包括 ResNet34 拓
扑 [182]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统计池化 (attentive statistics pooling, ASP) 策略 [21] 和基
于角边距的训练目标 (AMSoftmax [138] 和 AAMSoftmax [66] ) 具体地，声学特征是
80 维 Fbanks。DNN 架构采用 ResNet34 拓扑进行帧级特征提取。TSP 和 ASP 策
略用于构建句子级说话人表征。然后，这些表征经过一个全连接层生成分类评定
logits，并送入 softmax 层得到每个说话人的后验概率。训练目标采用 AMSoftmax
和 AAMSoftmax，边界量 𝑚 设为 0.2，尺度因子 𝑠 设为 30。训练完成后，最后一
个全连接层的 256 维激活输出即为 xvector。使用简单的余弦距离对测试列表进行
打分。同样地，没有使用数据增强方法。源代码已在线发布，方便读者复现我们的
系统① 。
这些说话人识别系统的 EER 和 minDCF 结果如表 4.3 所示。可以观察到，现
代说话人识别系统可以取得相当不错的性能表现。
表 4.3 现代说话人识别系统在 VoxCeleb1 测试列表上的 EER(%) 和 minDCF (ptarget =
0.01) 结果
系统

前端

后端

VoxCeleb1O

VoxCeleb1E

EER(%)

minDCF

EER(%)

minDCF

1

GMM ivector

PLDA

5.819

0.5189

5.872

0.5038

2

TDNN + TSP + Softmax

PLDA

4.558

0.4882

4.290

0.4343

3

TDNN + TSP + AMSoftmax

Cosine

3.430

0.3370

3.389

0.3619

4

ResNet34 + TSP + AMSoftmax

Cosine

1.633

0.1770

1.688

0.1900

5

ResNet34 + TSP + AAMSoftmax

Cosine

1.803

0.1961

1.747

0.1946

6

ResNet34 + ASP + AMSoftmax

Cosine

1.521

0.1642

1.504

0.1669

4.3.4.4

配置性能图

在本节中，我们使用配置性能图作为系统性能的分析工具。为了定义一套统
一协议的测试配置，我们对两个基线系统 (ivector 和 xvector) 的分数进行平均，并
用于对正负测试用例进行排序。然后按照第 4.3.3 节中介绍的过程，根据排序后的
测试列表构建配置性能图。
对应于表 4.3中的 6 个说话人识别系统，图 4.8和图 4.9分别展示了基于 EER 和
① https://gitlab.com/csltstu/su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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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CF 评价指标的配置性能图。

(a) System 1: GMM i-vector

(b) System 2: TDNN + TSP + Softmax

(c) System 3: TDNN + TSP + AM-Softmax

(d) System 4: ResNet34 + TSP + AM-Softmax

(e) System 5: ResNet34 + TSP + AAM-Softmax

(f) System 6: ResNet34 + ASP + AM-Softmax

图 4.8 6 个说话人识别系统在 VoxCelebE 测试列表上的 EER 配置性能图

(a) System 1: GMM i-vector

(b) System 2: TDNN + TSP + Softmax

(c) System 3: TDNN + TSP + AM-Softmax

(d) System 4: ResNet34 + TSP + AM-Softmax

(e) System 5: ResNet34 + TSP + AAM-Softmax

(f) System 6: ResNet34 + ASP + AM-Softmax

图 4.9

6 个说话人识别系统在 VoxCelebE 测试列表上的 minDCF 配置性能图

首先，可以看出，全部这些系统都可以在右上区域的测试配置中取得了令人
满意的性能。然而，随着测试配置接近于左下区域的原点，不同系统的性能差距逐
渐凸显。这表明这些系统都擅长识别简单的测试列表，但在处理困难的测试列表
方面有所不同。其次，通过比较这些配置性能图，我们观察到随着说话人识别技
术的发展 (从系统 1 到系统 6)，性能表现得到了稳步提升。在这些技术进展中，从
TDNN 到 ResNet34 的网络拓扑改进似乎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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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5

配置性能差值图

本节使用配置性能图在不同的测试配置上比较两个说话人识别系统。为了使
比较更清楚，计算两个配置性能图中每个位置 (𝑥, 𝑦) 处的相对变化率 (RCR)：

RCR(𝑥, 𝑦) =

CP𝑟𝑒𝑓 (𝑥, 𝑦) − CP𝑡𝑒𝑠𝑡 (𝑥, 𝑦)
CP𝑟𝑒𝑓 (𝑥, 𝑦)

,

（4.11）

其中，
CP𝑖 (𝑥, 𝑦) 是系统 𝑖 在配置性能图位置 (𝑥, 𝑦) 处的度量值 (例如，
EER、minDCF)。
CP𝑟𝑒𝑓 代表参考系统的配置性能图，CP𝑡𝑒𝑠𝑡 代表测试系统的配置性能图。
当在所有位置计算了 RCR(𝑥, 𝑦)，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配置性能差值图 (delta
CP map)，用于全面地比较两个系统。显然，对于配置性能差值图中位置 (𝑥, 𝑦)
的测试配置，如果其 RCR 为正数，则意味着测试系统优于参考系统。相反，如果
RCR(𝑥, 𝑦) 为负数，则测试系统次于参考系统。为了避免数值不确定性，我们定义
了一个很小的数值容忍度 𝜖 (本研究中为 10−5 )。如果 |RCR(𝑥, 𝑦)| < 𝜖，那两个系
统打成平手。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在三种情况 (胜 win: 平 tie: 败 lost) 下，计算配
置性能差值图中测试配置的比例，从而实现对两个系统的综合性对比。通过实验，
我们从模型、结构、训练目标和池化策略等角度比较了若干个代表性的说话人识
别技术。所有的实验结果表明，配置性能差值图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全面地
比较不同系统的性能。
4.3.4.6

ivector vs. xvector

首先，给出了基线 ivector 系统和 xvector 系统之间的配置性能差值图，如
图 4.10所示。

Win : Tie : Lose = 99.96% : 0.00% : 0.04%

Win : Tie : Lose = 60.68% : 29.96% : 9.36%

(a) x-vector against i-vector (EER)

(b) x-vector against i-vector (minDCF)

图 4.10

xvector 相比于 ivector 的配置性能差值图

ivector 系统 (System 1) 的配置性能图对应于 CP𝑟𝑒𝑓 (⋅)，xvector 系统 (System
2) 的配置性能图对应于 CP𝑡𝑒𝑠𝑡 (⋅)。可以观察到，xvector 在几乎所有测试配置上都
优于 ivector。这表明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判别模型优于概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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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7

Softmax vs. AMSoftmax

第二，通过配置性能差值图来比较两个训练目标 Softmax 和 AMSoftmax，如
图 4.11所示。

Win : Tie : Lose = 100.00% : 0.00% : 0.00%

Win : Tie : Lose = 98.68% : 1.32% : 0.00%

(a) AM-Softmax against Softmax (EER)

(b) AM-Softmax against Softmax (minDCF)

图 4.11 AMSoftmax 相比于 Softmax 的配置性能差值图

Softmax (System 2) 的配置性能图对应于 CP𝑟𝑒𝑓 (⋅)，AMSoftmax (System 3) 的
配置性能图对应于 CP𝑡𝑒𝑠𝑡 (⋅)。可以观察到，基于角度边界的 AMSoftmax 压倒性地
优于标准 Softmax，即便前者使用了更简单的后端模型。
4.3.4.8

TDNN vs. ResNet34

第三，通过配置性能差值图来比较两个普遍使用的网络拓扑结构，TDNN 和
ResNet34，如图 4.12所示。

Win : Tie : Lose = 100.00% : 0.00% : 0.00%

Win : Tie : Lose = 100.00% : 0.00% : 0.00%

(a) ResNet34 against TDNN (EER)

(b) ResNet34 against TDNN (minDCF)

图 4.12 ResNet34 相比于 TDNN 的配置性能差值图

TDNN (System 3) 的配置性能图对应于 CP𝑟𝑒𝑓 (⋅)，ResNet34 (System 4) 的配置
性能图对应于 CP𝑡𝑒𝑠𝑡 (⋅)。可以清楚地看到，ResNet34 网络拓扑明显地优于 TDNN，
证明了 ResNet34 在说话人识别中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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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9

AMSoftmax vs. AAMSoftmax

第四，通过配置性能差值图来比较两个基于角度边界的训练目标，AM
Softmax 和 AAMSoftmax，如图 4.13所示。

Win : Tie : Lose = 0.00% : 0.00% : 100.00%

Win : Tie : Lose = 35.64% : 0.04% : 64.32%

(a) AAM-Softmax against AM-Softmax (EER)

(b) AAM-Softmax against AM-Softmax (minDCF)

图 4.13

AAMSoftmax 相比于 AMSoftmax 的配置性能图

AMSoftmax (系统 4) 的配置性能图对应于 CP𝑟𝑒𝑓 (⋅)，AAMSoftmax (系统 5) 的
配置性能图对应于 CP𝑡𝑒𝑠𝑡 (⋅)。可以观察到，两个训练目标之间的性能差距非常小；
AMSoftmax 在大多数测试配置下略有一点优势。
4.3.4.10 TSP vs. ASP
最好，通过配置性能差值图对比 TSP 和 ASP 两个池化策略，如图 4.14所示。

Win : Tie : Lose = 100.00% : 0.00% : 0.00%

Win : Tie : Lose = 99.88% : 0.12% : 0.00%

(a) ASP against TSP (EER)

(b) ASP against TSP (minDCF)

图 4.14

ASP 相对比 TSP 的配置性能差值图

TSP (System 4) 的配置性能图对应于 CP𝑟𝑒𝑓 (⋅)，ASP (System 6) 的配置性能图
对应于 CP𝑡𝑒𝑠𝑡 (⋅)。可以发现，ASP 总体上优于 TSP，显示出其优势。

4.3.5

技术发展路线图

本节聚合了前文所有的配置性能图和配置性能差值图，构建了一个路线图，
总结近年来说话人识别技术的发展，如图 4.15。通过这个路线图，可以清楚地看到
92

图 4.15

4.3.6

EER

delta C-P Maps

C-P Maps

minD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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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R

minDCF

(6) ResNet ASP AM-Softmax

ASP against TSP

(5) ResNet TSP AAM-Softmax

AAM-Softmax against AM-Softmax

(4) ResNet TSP AM-Softmax

ResNet against TDNN

(3) TDNN TSP AM-Softmax

AM-Softmax against Softmax

(2) TDNN TSP Softmax

x-vector against i-vector

(1) GMM i-vecto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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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技术是有效的，哪些创新是革命性的。这进一步表明，本研究工作所提出的

配置性能图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技术分析和系统比较工具。

基于配置性能图的说话人识别技术路线图

小结

本研究工作的灵感来源于普遍存在的基准测试与应用部署不一致现象。我们

的假设是，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在不同情况下遇到了不同的测试列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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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形式化评测列表对性能评测的影响，本研究工作提出了配置性能图的概念。它
是一个说话人识别系统在各种测试配置下的 2 维性能分布图。我们通过实验表明，
配置性能图是一种用于说话人识别系统分析和对比的新型评估工具包，可用于确
认技术的有效性和创新性。未来工作将进行更全面的分析，以了解不同模型在配
置性能图上不同位置的表现。此外，我们还将通过配置性能图对最新技术进行分
析，以验证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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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5.1

总结与展望

研究工作总结
近年来，随着说话人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当前说话人识别系统已取得了不

俗的性能表现，并逐渐从实验研究走向实际应用。然而，受各种内在、外在变动性
的制约，当前说话人识别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本研究工作
从数据、模型、应用三个视角出发，先后开展了开源、鲁棒、可信的说话人识别研
究。本工作的研究重点和主要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开源了一套多场景说话人数据库。本研究工作是一项关于多场景说话人识别
的系统性研究。为了确保研究工作的可行性，设计了一套自动化多场景说话
人数据采集工具，采集并开源了一套大规模多场景说话人识别数据集。通过
系统性的实验分析，证明了多场景说话人识别的挑战性。进一步地，提出了
多场景训练的解决方法。
• 研究了三类典型的场景鲁棒性问题。本研究工作聚焦于三类典型的场景问题，
包括跨场景、泛化场景和复杂场景。通过分析不同场景问题的特有属性，设
计了特定的鲁棒性方法。具体地，针对跨场景鲁棒问题，提出了基于统计量
解耦的打分方法；其次，针对泛化场景鲁棒问题，提出了基于鲁棒性元学习
的场景无关训练方法；最后，针对复杂场景鲁棒问题，提出了基于真正最大
边界的训练目标函数。
• 探索了两个可信说话人识别方向本研究工作分别从模型和评测的角度，探索
了可信说话人识别的理论和方法。首先，针对深度说话人识别模型的“黑盒
学习”，验证了可信的模型可视化方法，解释了深度说话人识别模型的学习
机制。其次，针对基准评测与实际部署的性能不一致性，提出了评测偏差概
念，设计了配置性能图评测工具。

5.2

未来工作展望
本研究工作从数据、模型、应用三个维度，在开源、鲁棒、可信说话人识别领

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虽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仍有很多不足之处。围绕开源、鲁
棒、可信，未来可以考虑的研究内容还有很多：
• 开源：首先，开源更智能化、自动化的多场景数据采集平台，包括搜索下载、
一键处理、在线标注等功能模块；其次，开源上万级的多场景说话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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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丰富的场景类型、更规范的标注协议。
• 鲁棒：围绕本人以及所在团队组织举办的 CNSRC 2022 说话人识别竞赛，开
辟新的研究方向和评测任务。例如，多复杂场景下的说话人识别、目标说话
人检索等。
• 可信：一方面，针对深度说话人模型的可解释性问题，探索更多可行的可视
化工具；再次基础上，深入理解深度模型的内在机制，反馈设计更合理的模
型结构。另一方面，从可信评测的角度，分析配置性能图中不同位置的模式
表现，更全面的分析系统真实性能，挖掘系统的潜在风险。

96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Furui S. An overview of speaker recognition technology[M]//Automatic speech and speaker
recognition. Springer, 1996: 3156.

[2]

Campbell J P. Speaker recognition: A tutorial[J].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1997, 85(9): 1437
1462.

[3]

Redmond M. Speaker verification: From research to reality[J]. Tutorial of Int.conf.acoustics
Speech & Signal Processing May, 2001.

[4]

吴朝晖, 杨莹春. 说话人识别模型与方法[M]. 北京: 电子, 2009.

[5]

Li L. 说话人识别中的特征学习方法研究[D]. 清华大学, 2018.

[6]

Reetz H, Jongman A. Phonetics: Transcription, production, acoustics, and perception[M]. John
Wiley & Sons, 2020.

[7]

Reynolds D A, Rose R C. Robust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identification using Gaussian mix
ture speaker models[J]. IEEE Transactions on Speech and Audio Processing, 1995, 3(1): 7283.

[8]

Reynolds D A, Quatieri T F, Dunn R B. Speaker verification using adapted gaussian mixture
models[J].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2000, 10(1): 1941.

[9]

Kenny P, Boulianne G, Ouellet P, et al. Joint factor analysis versus eigenchannels in speaker
recogni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2007, 15(4):
14351447.

[10]

Dehak N, Kenny P J, Dehak R, et al. Frontend factor analysis for speaker verific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2011, 19(4): 788798.

[11]

Ioffe S. Probabilistic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J]. Computer Vision–ECCV 2006, 2006:
531542.

[12]

Variani E, Lei X, McDermott E, et al. Deep neural networks for small footprint text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C]//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2014 IEEE Inter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EEE, 2014: 40524056.

[13]

Li L, Chen Y, Shi Y, et al. Deep speaker feature learning for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verifi
cation[C]//Interspeech. 2017: 15421546.

[14]

Snyder D, GarciaRomero D, Sell G, et al. Xvectors: Robust dnn embeddings for speaker
recognition[C]//2018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
ing (ICASSP). IEEE, 2018.

[15]

Heigold G, Moreno I, Bengio S, et al. Endtoend text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C]//
ICASSP. IEEE, 2016: 51155119.

[16]

Reynolds D A. An overview of automatic speaker recognition technology[C]//IEEE interna
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volume 4. IEEE,
2002: IV4072.

[17]

Hansen J H, Hasan T. Speaker recognition by machines and humans: A tutorial review[J]. IEEE
Signal processing magazine, 2015, 32(6): 7499.
97

参考文献
[18]

Parthasarathy S, Rosenberg A E. General phrase speaker verification using subword back
ground models and likelihoodratio scoring[C]//Proceeding of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 ICSLP’96: volume 4. IEEE, 1996: 24032406.

[19]

Reynolds D A, Quatieri T F, Dunn R B. Speaker verification using adapted Gaussian mixture
models[J].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2000, 10(13): 1941.

[20]

Variani E, Lei X, McDermott E, et al. Deep neural networks for small footprint text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
cessing (ICASSP). IEEE, 2014: 40524056.

[21]

Okabe K, Koshinaka T, Shinoda K. Attentive statistics pooling for deep speaker embedding[C]//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8: 22522256.

[22]

Fan Y, Kang J, Li L, et al. CNCELEB: a challenging Chinese speaker recognition dataset[C]//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20: 76047608.

[23]

Li L, Liu R, Kang J, et al. Cnceleb: multigenre speaker recognition[J]. Speech Communica
tion, 2022.

[24]

Rosenberg A E. Automatic speaker verification: A review[J].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1976,
64(4): 475487.

[25]

Matsui T, Furui S. Concatenated phoneme models for textvariable speaker recognition[C]//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vol
ume 2. IEEE, 1993: 391394.

[26]

Reynolds D A. Automatic speaker recognition using gaussian mixture speaker models[C]//The
Lincoln Laboratory Journal. Citeseer, 1995.

[27]

Alvin M P, Martin A. NIST speaker recognition evaluation chronicles[C]//Proceedings of
Odyssey: The Speaker and Language Recognition Workshop. Citeseer, 2004.

[28]

Kenny P, Mihoubi M, Dumouchel P. New MAP estimators for speaker recognition[C]//Eigh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2003.

[29]

Kenny P, Boulianne G, Ouellet P, et al. Joint factor analysis versus eigenchannels in speaker
recogni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2007, 15(4):
14351447.

[30]

Kenny P. Joint factor analysis of speaker and session variability: Theory and algorithms[J].
CRIM, Montreal,(Report) CRIM06/0813, 2005, 14: 2829.

[31]

Prince S J, Elder J H. Probabilistic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for inferences about identity
[C]//2007 IEE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IEEE, 2007: 18.

[32]

Cieri C, Corson L, Graff D, et al. Resources for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in speaker recognition:
The mixer 3, 4 and 5 corpora[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07.

[33]

Chung J S, Nagrani A, Zisserman A. Voxceleb2: Deep speaker recognition[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8: 10861090.
98

参考文献
[34]

weon Jung J, Heo H S, ho Kim J, et al. RawNet: Advanced EndtoEnd Deep Neural Network
Using Raw Waveforms for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An
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9:
12681272.

[35]

Cai W, Chen J, Li M. Exploring the encoding layer and loss function in endtoend speaker and
language recognition system[C]//Proceedings of Odyssey: The Speaker and Language Recog
nition Workshop. 2018: 7481.

[36]

Chen N, Villalba J, Dehak N. Tied mixture of factor analyzers layer to combine frame level
representations in neural speaker embeddings[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9: 29482952.

[37]

Xie W, Nagrani A, Chung J S, et al. Utterancelevel aggregation for speaker recognition in the
wild[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19: 57915795.

[38]

Li L, Wang D, Xing C, et al. Maxmargin metric learning for speaker recognition[C]//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 (ISCSLP). 2016: 14.

[39]

Ding W, He L. MTGAN: Speaker verification through multitasking triplet generative adver
sarial networks[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
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8: 36333637.

[40]

Wang J, Wang K C, Law M T, et al. Centroidbased deep metric learning for speaker recognition
[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19: 36523656.

[41]

Bai Z, Zhang X L, Chen J. Partial AUC optimization based deep speaker embeddings with class
center learning for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20: 68196823.

[42]

Gao Z, Song Y, McLoughlin I, et al. Improving aggregation and loss function for better embed
ding learning in endtoend speaker verification system[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
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9: 361365.

[43]

Zhou J, Jiang T, Li Z, et al. Deep speaker embedding extraction with channelwise feature
responses and additive supervision softmax loss function[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
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9: 2883
2887.

[44]

Li R, Li N, Tuo D, et al. Boundary discriminative large margin cosine loss for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
cessing (ICASSP). IEEE, 2019: 63216325.

[45]

Wang S, Rohdin J, Burget L, et al. On the usage of phonetic information for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embedding extraction[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9: 11481152.

[46]

Stafylakis T, Rohdin J, Plchot O, et al. Selfsupervised speaker embeddings[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9: 28632867.
99

参考文献
[47]

Zhang S X, Chen Z, Zhao Y, et al. Endtoend attention based text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
tion[C]//Spoken Language Technology Workshop (SLT). IEEE, 2016: 171178.

[48]

Rahman Chowdhury F R, Wang Q, Moreno I L, et al. Attentionbased models for text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
cessing (ICASSP). IEEE, 2018: 53595363.

[49]

Wang D, Li L, Tang Z, et al. Deep speaker verification: Do we need end to end?[C]//2017
AsiaPacific Signal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ssociation Annual Summit and Conference
(APSIPA ASC). IEEE, 2017: 177181.

[50]

McLaren M, Ferrer L, Castan D, et al. The Speakers in the Wild (SITW) speaker recognition
database.[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6: 818822.

[51]

Nagrani A, Chung J S, Zisserman A. Voxceleb: A largescale speaker identification dataset[C]//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7: 26162620.

[52]

Shon S, Glass J. Multimodal association for speaker verific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An
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20:
22472251.

[53]

Morrison G, Zhang C, Enzinger E, et al. Forensic database of voice recordings of 500+ australian
english speakers[Z]. 2015.

[54]

Fisher W M. Ther DARPA speech recognition research database: specifications and status[C]//
Proc. DARPA Workshop on Speech Recognition, Feb. 1986. 1986: 9399.

[55]

Zue V W, Seneff S. Transcription and alignment of the TIMIT database[M]//Recent Research
Towards Advanced ManMachine Interface Through Spoken Language. Elsevier, 1996: 515
525.

[56]

Godfrey J J, Holliman E C, McDaniel J. Switchboard: Telephone speech corpu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C]//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olume 1. IEEE Computer Society, 1992: 517520.

[57]

GonzalezRodriguez J. Evaluating automatic speaker recognition systems: An overview of the
nist speaker recognition evaluations (19962014)[J]. Loquens, 2014.

[58]

Greenberg C S, Mason L P, Sadjadi S O, et al. Two decades of speaker recognition evaluation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J]. Computer Speech & Language, 2020,
60: 101032.

[59]

Bu H, Du J, Na X, et al. Aishell1: An opensource mandarin speech corpus and a speech recog
nition baseline[C]//2017 20th Conference of the Oriental Chap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rdinat
ing Committee on Speech Databases and Speech I/O Systems and Assessment (OCOCOSDA).
IEEE, 2017: 15.

[60]

Du J, Na X, Liu X, et al. Aishell2: transforming mandarin ASR research into industrial scale
[A]. 2018.

[61]

Larcher A, Lee K A, Ma B, et al. Text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 Classifiers, databases
and RSR2015[J]. Speech Communication, 2014, 60: 5677.
100

参考文献
[62]

Lee K A, Larcher A, Wang G, et al. The RedDots data collection for speaker recogni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5.

[63]

Qin X, Bu H, Li M. Himia: A farfield text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 database and
the baselines[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20: 76097613.

[64]

M. Pham J W, Z. Li. Toward better speaker embeddings: Automated collection of speech sam
ples from unknown distinct speakers[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20: 70897093.

[65]

Deng J, Guo J, Zhou Y, et al. Retinaface: Singlestage dense face localisation in the wild
[C]//Proceedings of the IEEE/CVF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 2020: 52035212.

[66]

Deng J, Guo J, Xue N, et al. Arcface: Additive angular margin loss for deep face recognition
[C]//Proceedings of the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
2019: 46904699.

[67]

Bolme D S, Beveridge J R, Draper B A, et al. Visual object tracking using adaptive correlation
filters[C]//2010 IEEE Computer Society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
tion. IEEE, 2010: 25442550.

[68]

Zhang A, Wang Q, Zhu Z, et al. Fully supervised speaker diarization[C]//International Confer
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19: 63016305.

[69]

Snyder D, Chen G, Povey D. MUSAN: A Music, Speech, and Noise Corpus[A]. 2015.
1510.08484.

[70]

Ko T, Peddinti V, Povey D, et al. A study on data augmentation of reverberant speech for
robust speech recognition[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17: 52205224.

[71]

Povey D, Ghoshal A, Boulianne G, et al. The Kaldi speech recognition toolkit[C]//IEEE 2011
workshop on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EPFLCONF192584. IEEE
Signal Processing Society, 2011.

[72]

Zeinali H, Wang S, Silnova A, et al. BUT system description to voxceleb speaker recognition
challenge 2019[A]. 2019.

[73]

Zhu Y, Ko T, Snyder D, et al. Selfattentive speaker embeddings for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
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8: 35733577.

[74]

Park S J, Yeung G, Kreiman J, et al. Using voice quality features to improve shortutterance,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 systems.[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7: 15221526.

[75]

Shriberg E, Kajarekar S, Scheffer N. Does session variability compensation in speaker recog
nition model intrinsic variation under mismatched conditions?[C]//T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9.
101

参考文献
[76]

Park S J, Sigouin C, Kreiman J, et al. Speaker identity and voice quality: Modeling human
responses and automatic speaker recognition.[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
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6: 10441048.

[77]

Shriberg E, Graciarena M, Bratt H, et al. Effects of vocal effort and speaking style on text
in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08.

[78]

Ramos D, GonzalezRodriguez J. Crossentropy analysis of the information in forensic speaker
recognition[C]//Proceedings of Odyssey: The Speaker and Language Recognition Workshop.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8.

[79]

Brümmer N, Du Preez J. Application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 speaker detection[J]. Computer
Speech & Language, 2006, 20(23): 230275.

[80]

Wang D. Remarks on optimal scores for speaker recognition[A]. 2020.

[81]

Li L, Wang D, Kang J, et al. A principle solution for enrolltest mismatch in speaker recognition
[A]. 2020.

[82]

Maaten L v d, Hinton G. Visualizing data using tSNE[J].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
search, 2008, 9(Nov): 25792605.

[83]

Deng L, Yu D. Deep learning: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J]. 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signal
processing, 2014, 7(3–4): 197387.

[84]

Xie W, Nagrani A, Chung J S, et al. Utterancelevel aggregation for speaker recognition in the
wild[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2019: 5791579.

[85]

McLaren M, Van Leeuwen D. Sourcenormalized lda for robust speaker recognition using i
vectors from multiple speech sources[J]. IEEE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2011, 20(3): 755766.

[86]

Shon S, Mun S, Kim W, et al. Autoencoder based domain adaptation for speaker recognition un
der insufficient channel inform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7: 10141018.

[87]

Wang Q, Rao W, Sun S, et al. Unsupervised domain adaptation via domain adversarial training
for speaker recognition[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18: 48894893.

[88]

Villalba J, Lleida E. Bayesian adaptation of PLDA based speaker recognition to domains with
scarce development data[C]//Proceedings of Odyssey: The Speaker and Language Recognition
Workshop. 2012: 4754.

[89]

GarciaRomero D, McCree A.

Supervised domain adaptation for ivector based speaker

recognition[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14: 40474051.
[90]

GarciaRomero D, McCree A, Shum S, et al. Unsupervised domain adaptation for ivector
speaker recognition[C]//Proceedings of Odyssey: The Speaker and Language Recognition
Workshop. 2014.
102

参考文献
[91]

Glembek O, Ma J, Matějka P, et al. Domain adaptation via withinclass covariance correction
in ivector based speaker recognition systems[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14: 40324036.

[92]

Aronowitz H. Inter dataset variability compensation for speaker recognition[C]//IEEE Interna
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14: 4002
4006.

[93]

Aronowitz H. Compensating interdataset variability in PLDA hyperparameters for robust
speaker recognition.[C]//Proceedings of Odyssey: The Speaker and Language Recognition
Workshop. 2014: 280286.

[94]

Kanagasundaram A, Dean D, Sridharan S. Improving outdomain PLDA speaker verifica
tion using unsupervised interdataset variability compensation approach[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15: 46544658.

[95]

Rahman M H, Kanagasundaram A, Himawan I, et al. Improving PLDA speaker verification per
formance using domain mismatch compensation techniques[J]. Computer Speech & Language,
2018, 47: 240258.

[96]

Zhang C, Ranjan S, Hansen J H. An analysis of transfer learning for domain mismatched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C]//Proceedings of Odyssey: The Speaker and Language
Recognition Workshop. 2018: 181186.

[97]

Afshan A, Guo J, Park S J, et al. Variable frame ratebased data augmentation to handle
speakingstyle variability for automatic speaker verification[A]. 2020.

[98]

Ferrer L, McLaren M. Joint plda for simultaneous modeling of two factors[J]. The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2019, 20(1): 847875.

[99]

Ferrer L, McLaren M. A generalization of plda for joint modeling of speaker identity and
multiple nuisance conditions.[C]//INTERSPEECH. 2018: 8286.

[100] McLaren M, Lawson A, Ferrer L, et al. Trialbased calibration for speaker recognition in unseen
conditions[C]//Proc. Odyssey. 2014: 1925.
[101] Mandasari M I, Saeidi R, McLaren M, et al. Quality measure functions for calibration of speaker
recognition systems in various duration conditions[J]. IEEE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2013, 21(11): 24252438.
[102] Brümmer N, De Villiers E. The speaker partitioning problem.[C]//Odyssey. 2010: 34.
[103] Sizov A, Lee K A, Kinnunen T. Unifying probabilistic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variants in
biometric authentication[C]//Joint IAPR International Workshops on Statistical Techniques in
Pattern Recognition (SPR) and Structural and Syntactic Pattern Recognition (SSPR). Springer,
2014: 464475.
[104] Kenny P, Stafylakis T, Ouellet P, et al. Plda for speaker verification with utterances of arbi
trary duration[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13: 76497653.
[105] Borgström B J, McCree A. Discriminatively trained bayesian speaker comparison of ivectors
[C]//2013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EEE,
2013: 76597662.
103

参考文献
[106] McCree A, Sell G, GarciaRomero D. Extended variability modeling and unsupervised adap
tation for plda speaker recognition.[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7: 15521556.
[107] Wang D. A simulation study on optimal scores for speaker recognition[J]. EURASIP Journal
on Audio, Speech, and Music Processing, 2020, 2020(1): 123.
[108] Myung I J. Tutorial 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J].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2003, 47(1): 90100.
[109] Leggetter C J, Woodland P C. Maximum likelihood linear regression for speaker adaptation
of continuous density hidden Markov models[J]. Computer speech & language, 1995, 9(2):
171185.
[110] Bu H, Du J, Na X, et al. Aishell1: An opensource mandarin speech corpus and a speech
recognition baseline[C]//Conference of the Oriental Chap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Speech Databases and Speech I/O Systems and Assessment (OCOCOSDA).
IEEE, 2017: 15.
[111] Wang L, Zheng T F. Creation of timevarying voiceprint database[C]//Conference of the Orien
tal Chap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Speech Databases and Speech I/O
Systems and Assessment (OCOCOSDA). IEEE, 2010: 15.
[112] Wang L, Wang J, Li L, et al. Improving speaker verification performance against longterm
speaker variability[J]. Speech Communication, 2016, 79: 1429.
[113] Solomonoff A, Campbell W M, Quillen C. Nuisance attribute projection[J]. Speech Commu
nication, 2007: 173.
[114] Kingma D P, Ba J. Adam: A method for stochastic optimization[A]. 2014.
[115] Sadjadi S O, Greenberg C, Singer E, et al. The 2018 NIST speaker recognition evalua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9: 14831487.
[116] Sun B, Feng J, Saenko K. Return of frustratingly easy domain adaptation[C]//Thirtieth AAAI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6.
[117] Vilalta R, Drissi Y. A perspective view and survey of metalearning[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view, 2002, 18(2): 7795.
[118] Vanschoren J. Metalearning: A survey[A]. 2018.
[119] Bengio S, Bengio Y, Cloutier J, et al. On the optimization of a synaptic learning rule[C]//
Preprints Conf. Optimality in Artificial and Biological Neural Networks: volume 2. Univ. of
Texas, 1992.
[120] Andrychowicz M, Denil M, Gomez S, et al. Learning to learn by gradient descent by gradient
descent[C]//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016: 39813989.
[121] Finn C, Abbeel P, Levine S. Modelagnostic metalearning for fast adaptation of deep networks
[C]//Proceedings of the 3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Volume 70. JMLR.
org, 2017: 11261135.
[122] Fan Y, Kang J, Li L, et al. CNCELEB: a challenging chinese speaker recognition dataset[C]//
ICASSP. 2020.
104

参考文献
[123] Wang D, Zheng T F. Transfer learning for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C]//APSIPA ASC.
2015: 12251237.
[124] Qian Q, Zhu S, Tang J, et al. Robust optimization over multiple domains[C]//Proceedings of
the AAAI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lume 33. 2019: 47394746.
[125] Dou Q, de Castro D C, Kamnitsas K, et al. Domain generalization via modelagnostic learning of
semantic features[C]//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019: 64476458.
[126] Chung J S, Huh J, Mun S, et al. In defence of metric learning for speaker recognition[C]//
INTERSPEECH. 2020: 29772981.
[127] Wei Y, Du J, Liu H. Angular margin centroid loss for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recognition.
[C]//INTERSPEECH. 2020: 38203824.
[128] Wan L, Wang Q, Papir A, et al. Generalized endtoend loss for speaker verification[C]//
ICASSP. IEEE, 2018: 48794883.
[129] Chowdhury A, Ross A. Deepvox: Discovering features from raw audio for speaker recognition
in degraded audio signals[A]. 2020.
[130] Bredin H. Tristounet: triplet loss for speaker turn embedding[C]//ICASSP. IEEE, 2017: 5430
5434.
[131] Bai Z, Zhang X L. Speaker recogni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n overview[J]. Neural
Networks, 2021.
[132] Li L, Wang D, Chen Y, et al. Deep factorization for speech signal[C]//IEEE International Con
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18: 50945098.
[133] Liu Y, He L, Liu J. Large margin softmax loss for speaker verification[A]. 2019.
[134] Li L, Tang Z, Shi Y, et al. Gaussianconstrained training for speaker verification[C]//ICASSP.
IEEE, 2019: 60366040.
[135] GarciaRomero D, EspyWilson C Y. Analysis of ivector length normalization in speaker
recognition systems[C]//INTERSPEECH. 2011.
[136] Cai Y, Li L, Abel A, et al. Deep normalization for speaker vectors[J].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2020, 29: 733744.
[137] Hajibabaei M, Dai D. Unified hypersphere embedding for speaker recognition[A]. 2018.
[138] Wang F, Cheng J, Liu W, et al. Additive margin softmax for face verification[J]. IEEE Signal
Processing Letters, 2018, 25(7): 926930.
[139] Xiang X, Wang S, Huang H, et al. Margin matters: Towards more discriminative deep neural
network embeddings for speaker recognition[C]//APSIPA ASC. IEEE, 2019: 16521656.
[140] Cortes C, Vapnik V. Supportvector networks[J]. Machine learning, 1995, 20(3): 273297.
[141] Lee H, Grosse R, Ranganath R, et al. Convolutional deep belief networks for scalable unsuper
vised learning of hierarchical representations[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2009: 609616.
[142] Murphy J. An overview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rchitectures for deep learning[J].
Microway Inc, 2016.
105

参考文献
[143] Gu J, Wang Z, Kuen J, et al. Recent advances i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J]. Pattern
Recognition, 2018, 77: 354377.
[144] Simonyan K, Zisserman A. Very deep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largescale image recognition
[A]. 2014.
[145] Ribeiro M T, Singh S, Guestrin C. ” why should i trust you?” explaining the predictions of
any classifier[C]//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2016: 11351144.
[146] Zhou B, Khosla A, Lapedriza A, et al. Learning deep features for discriminative localization
[C]//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2016: 29212929.
[147] Springenberg J T, Dosovitskiy A, Brox T, et al. Striving for simplicity: The all convolutional
net[A]. 2014.
[148] Zeiler M D, Fergus R. Visualizing and understanding convolutional networks[C]//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Springer, 2014: 818833.
[149] Chattopadhay A, Sarkar A, Howlader P, et al. Gradcam++: Generalized gradientbased visual
explanations for deep convolutional networks[C]//2018 IEEE WACV. IEEE, 2018: 839847.
[150] Wang H, Wang Z, Du M, et al. Scorecam: Scoreweighted visual explanations for convolu
tional neural networks[C]//IEEE/CVF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workshops. 2020: 2425.
[151] Jiang P T, Zhang C B, Hou Q, et al. Layercam: Exploring hierarchical class activation maps
for localiz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2021, 30: 58755888.
[152] Krug A, Stober S. Introspection for convolutional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C]//2018
EMNLP Workshop. 2018: 187199.
[153] Trinh V A. Identifying, evaluating and applying importance maps for speech[D]. City Univer
sity of New York, 2022.
[154] Trinh V A, Mandel M I. Large scale evaluation of importance maps in automatic speech recog
nition[A]. 2020.
[155] Zhou T, Zhao Y, Wu J. Resnext and res2net structures for speaker verification[C]//2021 IEEE
SLT. IEEE, 2021: 301307.
[156] Selvaraju R R, Cogswell M, Das A, et al. Gradcam: Visual explanations from deep networks
via gradientbased localization[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2017:
618626.
[157] Himawan I, Madikeri S, Motlicek P, et al. Voice presentation attack detection using convolu
tional neural networks[M]//Handbook of Biometric AntiSpoofing. Springer, 2019: 391415.
[158] Petsiuk V, Das A, Saenko K. Rise: Randomized input sampling for explanation of blackbox
models[A]. 2018.
[159] Weinberger K Q, Saul L K. Unsupervised learning of image manifolds by semidefinite pro
gramm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vision, 2006, 70(1): 7790.
[160] Van der Maaten L, Hinton G. Visualizing data using tsne.[J].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2008, 9(11).
106

参考文献
[161] Shon S, Tang H, Glass J. Framelevel speaker embeddings for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recog
nition and analysis of endtoend model[C]//2018 SLT. IEEE, 2018: 10071013.
[162] Jia Y, Zhang Y, Weiss R, et al. Transfer learning from speaker verification to multispeaker text
tospeech synthesis[C]//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NIPS). 2018:
44804490.
[163] Xu L, Das R K, Yılmaz E, et al. Generative xvectors for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
[C]//2018 IEEE SLT. IEEE, 2018: 10141020.
[164] Bhattacharya G, Alam M J, Kenny P. Deep speaker recognition: Modular or monolithic?[C]//
INTERSPEECH. 2019: 11431147.
[165] Shi Y, Huang Q, Hain T. Hvectors: Utterancelevel speaker embedding using a hierarchical
attention model[C]//2020 IEEE ICASSP. IEEE, 2020: 75797583.
[166] Kinnunen T, Nautsch A, Sahidullah M, et al. Visualizing classifier adjacency relations: A case
study in speaker verification and voice antispoofing[A]. 2021.
[167] Sundararajan M, Taly A, Yan Q. Axiomatic attribution for deep networks[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PMLR, 2017: 33193328.
[168] Adebayo J, Gilmer J, Goodfellow I, et al. Local explanation methods for deep neural networks
lack sensitivity to parameter values[A]. 2018.
[169] Fong R C, Vedaldi A. Interpretable explanations of black boxes by meaningful perturbation
[C]//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2017: 34293437.
[170] Chang C H, Creager E, Goldenberg A, et al. Explaining image classifiers by counterfactual
generation[A]. 2018.
[171] Omeiza D, Speakman S, Cintas C, et al. Smooth gradcam++: An enhanced inference level
visualization technique for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odels[A]. 2019.
[172] Nagrani A, Chung J S, Xie W, et al. Voxceleb: Largescale speaker verification in the wild[J].
Computer Speech & Language, 2020, 60: 101027.
[173] Hu J, Shen L, Sun G. Squeezeandexcitation networks[C]//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
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2018: 71327141.
[174] Snyder D, GarciaRomero D, Sell G, et al. Xvectors: Robust dnn embeddings for speaker
recognition[C]//2018 IEEE ICASSP. IEEE, 2018: 53295333.
[175] Desplanques B, Thienpondt J, Demuynck K. Ecapatdnn: Emphasized channel attention, prop
agation and aggregation in tdnn based speaker verification[A]. 2020.
[176] Tu Y, Mak M W. Aggregating framelevel information in the spectral domain with selfattention
for speaker embedding[J].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
ing, 2022.
[177] Chung J S, Nagrani A, Coto E, et al. VoxSRC 2019: The first Voxceleb speaker recognition
challenge[A]. 2019.
[178] Nagrani A, Chung J S, Huh J, et al. VoxSRC 2020: The second Voxceleb speaker recognition
challenge[A]. 2020.

107

参考文献
[179] Qin X, Bu H, Li M. Himia: A farfield textdependent speaker verification database and
the baselines[C]//ICASSP 20202020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IEEE, 2020: 76097613.
[180] Martin A F, Greenberg C S. NIST 2008 speaker recognition evaluation: Performance across
telephone and room microphone channels[C]//T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9.
[181] Sadjadi S O, Kheyrkhah T, Tong A, et al. The 2016 NIST speaker recognition evalua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TERSPEECH). 2017: 13531357.
[182] He K, Zhang X, Ren S, et al. 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C]//Proceedings of
the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2016: 770778.

108

致 谢

致 谢
时间飞逝，我的博士后生涯即将结束。算一算，这也是我来清华求学、工作的
第 10 个年头了。
我要衷心感谢合作导师郑方研究员让我继续留在团队，同大家并肩作战。感
谢郑老师一直以来对我工作的支持、关心和理解。
我要衷心感谢联合合作导师王东副研究员对我工作的指导和认可。
我要衷心感谢实验室全体老师、同事们、同学们的热情帮助和支持！
本研究工作承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支持，特此
致谢。

109

声 明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是本人在合作导师的协助下，独立
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报告
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内容。对本报告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
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签 名：

110

日

期：

个人简历、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个人简历、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个人简历
1992 年 3 月出生于山东省曲阜市。
2009 年 9 月考入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2013 年 7 月本科
毕业并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2013 年 9 月免试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2018 年 7 月博士毕业并
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2018 年 7 月进入清华大学信息国家研究中心，任职在站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至今。

在站期间完成的相关学术成果
专著：
[1]

汤志远, 李蓝天, 王东, 蔡云麒, 石颖, 郑方. 语音识别基本法 [M]. 电子工业出
版社, 2021.

论文：
[2]

Lantian Li, Ruiqi Liu, Jiawen Kang, Thomas Fang Zheng, Dong Wang, et al. CN
Celeb: multigenre speaker recognition[J]. Speech Communication, 2022.

[3]

Lantian Li, Dong Wang, Jiawen Kang, et al. A principle solution for enrolltest
mismatch in speaker recognition[J].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2021.

[4]

Yunqi Cai, Lantian Li, Dong Wang, Andrew Abel. Deep normalization for speaker
vectors[J].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2020.

[5]

Lantian Li, Di Wang, Wenqiang Du, Dong Wang. CP Map: a novel evaluation
toolkit for speaker verification[C]. ODYSSEY 2022.

[6]

Lantian Li, Ruiqian Nai, Dong Wang. Real additive margin softmax for speaker
verification[C]. IEEE ICASSP 2022.

[7]

Lantian Li, Yang Zhang, Jiawen Kang, Thomas Fang Zheng, Dong Wang. Squeez
111

个人简历、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ing value of crossdomain labels: a decoupled scoring approach for speaker verifi
cation[C]. IEEE ICASSP 2021.
[8]

Lantian Li, Dong Wang, Thomas Fang Zheng. Neural discriminant analysis for
deep speaker embedding[C]. INTERSPEECH 2020.

[9]

Lantian Li, Zhiyuan Tang, Ying Shi, Dong Wang. Gaussianconstrained training
for speaker verification[C]. IEEE ICASSP 2019.

[10] Lantian Li, Zhiyuan Tang, Ying Shi, Dong Wang. Phoneticattention scoring for
deep speaker features in speaker verification[C]. APSIPA ASC 2019.
[11] Haoran Sun, Chen Chen, Lantian Li, Dong Wang. CycleFlow: purify information
factors by cycle loss[C]. ODYSSEY 2022.
[12] Weida Liang, Lantian Li, Wenqiang Du, Dong Wang. Enhanced exemplar autoen
coder with cycle consistency loss in anytoone voice conversion[C]. Submitted to
INTERSPEECH 2022.
[13] Pengqi Li, Lantian Li, Askar Hamdulla, Dong Wang. Reliable visualization for
deep speaker recognition[C]. Submitted to INTERSPEECH 2022.
[14] Ying Shi, Haolin Chen, Zhiyuan Tang, Lantian Li, Dong Wang, Jiqing Han. Can
We Trust Deep Speech Prior?[C]. IEEE SLT 2021.
[15] Jiao Han, Yunqi Cai, Lantian Li, Guanyu Li, Dong Wang. An MAP estimation for
betweenclass variance[C]. APSIPA ASC 2021.
[16] Di Wang, Lantian Li, Hongzhi Yu, Dong Wang. A study on decoupled probabilistic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C]. APSIPA ASC 2021.
[17] Haoran Sun, Lantian Li, Thomas Fang Zheng, Dong Wang. How speech is recog
nized to be emotional  a study based on information decomposition[C]. APSIPA
ASC 2021.
[18] Yue Fan, Jiawen Kang, Lantian Li, Dong Wang, et al. CNCeleb: a challenging
Chinese speaker recognition dataset. IEEE ICASSP 2020.
[19] Jiawen Kang, Ruiqi Liu, Lantian Li, Yunqi Cai, Dong Wang, Thomas Fang Zheng.
Domaininvariant speaker vector projection by modelagnostic metalearning[C].
INTERSPEECH 2020.
[20] Sitong Cheng, Zhixin Liu, Lantian Li, Zhiyuan Tang, Dong Wang, Thomas Fang
112

个人简历、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Zheng. ASRfree pronunciation assessment[C]. INTERSPEECH 2020.
[21] Yang Zhang, Lantian Li, Dong Wang. VAEbased regularization for deep speaker
embedding[C]. INTERSPEECH 2019.
[22] Xueyi Wang, Lantian Li, Dong Wang. VAEbased domain adaptation for speaker
verification[C]. APSIPA ASC 2019.

专利：
[23] 郑 方, 李 鹏 琦, 李 蓝 天, 等.

一 种 语 音 声 纹 可 视 化 方 法 与 装 置:

中 国,

CN114333850A[P]. 20220412.
[24] 郑方, 梁玮达, 李蓝天, 等. 一种基于循环损失的语音转换方法及装置: 中国,
CN114283824A[P]. 20220405.
[25] 郑方, 佴瑞乾, 李蓝天, 王东, 等. 跨信道声纹识别方法、装置、设备和存储介
质: 中国, CN113823294A[P]. 20211221.
[26] 王 仁 宇, 高 振 东, 吴 晶, 王 东, 李 蓝 天.

身 份 验 证 方 法 及 系 统:

中 国,

CN112487384A[P]. 20210312.
[27] 蔡云麒, 王东, 李蓝天. 一种说话人向量正则化方法、装置、电子设备和存储
介质: 中国, CN111462762A[P]. 20200728.
[28] 孙浩然, 王东, 李蓝天, 蔡云麒. 语音转换处理方法、装置、电子设备及存储介
质: 中国, CN111292718A[P]. 20200616.
[29] 王东, 张阳, 李蓝天. 合同订立方法和装置: 中国, CN109903057A[P]. 201906
18.
[30] 王东, 李蓝天, 石颖. 一种基于声纹图形标识的身份认证方法及装置: 中国,
CN108766442A[P]. 20181106.

标准：
[31] 金磐石, 郑方, 李蓝天, 等 (17/95). 移动金融基于声纹识别的安全应用技术规
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行业标准 [S]. JR/T 0164—2018.

软著：
[32] 王 东, 李 蓝 天.

THUCSLT 语 音 识 别 自 适 应 训 练 平 台 V1.0:

2020SR0358707. 20200422.
113

中 国,

个人简历、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获奖：
[33] “声纹 +” 可信身份认证关键技术与应用, 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奖 (技术发明
类一等奖), 第五完成人, 20220111.
[34] “声纹 +” 可信身份认证关键技术与应用, 中国电子学会科技成果鉴定 (国际领
先水平), 第五完成人, 20210815.
[35] 基于平凡发音的说话人识别方法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一等
奖), 2018M640133, 项目主持人, 20181120.
[36] 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候选人, 202104.
[37] 清华大学博士后支持计划, 201807 至 202007.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