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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几年来ꎬ智能语言处理在语言学习方面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ꎬ但是由于在处理语言中往往会存在

网络模型优化困难、强制对其的标记数据会出现精度偏差ꎬ与以往大多数使用判别模型结合 ＨＭＭ 混合模型进
行声学模型训练的系统相比ꎬ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循环生成对抗网络的机器翻译方法ꎬ该方法主要结合生成对
抗网络来训练机器翻译模型. 首先ꎬ将一段语音输入神经机器翻译模块进行离散ꎬ预先变换得到 ＭＦＣＣ 特征ꎻ然
后ꎬ将经过预处理的语音输入到特征提取模块并结合长时短时记忆网络循环提取语音特征ꎻ最后ꎬ将网络模型输
出的语音与人工翻译的语音进行对比ꎬ并判别网络模型输出的语音特征与人工翻译的语音是否匹配ꎬ如果不匹
配则继续优化生成网络. 实验结果表明ꎬ我们的网络与传统的高斯核混合模型相比有明显的提升. 本文方法在
ＣＳＤＮ 口令集、Ｒｏｃｋｙｏｕ 口令集、Ｔｉａｎｙａ 口令集和 Ｙａｈｏｏ 口令集中均取得了优越的结果ꎬ其中在 Ｙａｈｏｏ 口令集中单
词错误率降至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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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作为一种高级符号系统ꎬ本身就非常复杂ꎬ并且语言是一个复杂网络的观点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
受. 然而ꎬ智能语言处理 [１－４] 作为一种语言学习任务ꎬ通常是需要从一段未被预处理的语音中获得一系列
可能的语音标签ꎬ并将语音信号转换为单词和子词单元ꎬ并将处理后的语音单元转换为我们需要的输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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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语音识别和语言翻译的效果.

２００１ 年ꎬ人们发现语言中连接单词的图与其他复杂网络具有相同的统计特征. 在这之后ꎬ不同语言单元

组成的语言网络及其在不同语言中的关系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２０１２ 年ꎬ微软研究人员将前馈深度神经网络
(ＦＦＤＮＮ)应用于大词汇连续语音任务的声学建模ꎬ使用 ＤＮＮ 而不是 ＧＭＭ￣ＨＭＭ. 该混合高斯模型可以提供
更好的观测概率ꎬ引发了一波混合神经网络和隐马尔可夫混合建模[５－６] . 复杂网络的构成要素主要是网络节
点和节点间边ꎬ而如何确定语言网络的节点和边呢? 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构建语言网络的方法ꎬ主要包括可
以根据同义词表确定原始词与其同义词之间的网络连接ꎻ可以根据词汇表进行语义连接ꎻ根据词在句子中的
共现情况ꎬ可以构建语言的共现网络ꎻ通过标注依存句法的语料库ꎬ可以得到语言网络连接.
在声学建模过程中ꎬＤＮＮ￣ＨＭＭ [７] 通常使用左右相邻特征拼接在一起作为卷积神经网络的输入. 上下

文窗口可以反映两帧之间的关系ꎬ这更符合实际情况. 为了获得更好的建模结果ꎬ输出在 ＧＭＭ￣ＨＭＭ 中聚
类或状态绑定后使用三音素( ｓｅｎｏｎｅ) 来减少参数爆炸 [８] 的问题. 相邻音素中语音的每一个单词都相互影
响. 当每个特征帧的长度之间有相关性时ꎬ必须考虑声学模型. 在以往的工作中发现ꎬ深层变压器是很难
训练的ꎬ例如超过 １２ 层的变压器 [９] . 这是由于优化网络模型的挑战:每一层的输出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变
化ꎬ导致不稳定的梯度ꎬ最终导致训练的收敛度不理想. 训练数据必须在卷积神经网络之间进行处理ꎬ即
每一帧的标记数据、输入的特征序列和标记的特征序列必须具有相同的长度. 当使用大数据训练模型时ꎬ
标记训练数据需要专业知识和大量的工作ꎬ而现有的模型需要在获取注释 [１０] 时强制输入数据对齐和标记
序列对齐. 强制对齐所使用的模型会有一定程度的精度偏差ꎬ导致标记错误. 对训练数据注释的依赖性和
强制对齐问题限制了语音识别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提出了一种将长期短期记忆网络和循环网络相结合的基于循环生成对抗网络的机器翻译方

法. 首先ꎬ将 ＬＳＴＭ 顶层的 Ｓｏｆｔｍａｘ 向量输出连接到神经机器翻译模型上ꎬ并使用神经机器翻译解码方法减

少了整个序列的损失ꎬ因此ꎬ我们可以在预测 ＬＳＴＭ 输出的预测概率中ꎬ正确地预测该序列的标签. 然后ꎬ
将经过预处理的语音输入到特征提取模块并结合长时短时记忆网络循环提取语音特征ꎻ最后ꎬ将网络模型
输出的语音与人工翻译的语音进行对比ꎬ并判别网络模型输出的语音特征与人工翻译的语音是否匹配ꎬ如
果不匹配则继续优化生成网络. 实验结果表明ꎬ本文方法既关注了每个特征针的长度之间的相关性ꎬ减少
了标记数据间的偏差ꎬ又解决了优化网络模型困难的问题. 本文设计的基于循环生成对抗网络的机器翻
译网络模型ꎬ该模型主要有生成网络模型和对抗网络组成ꎬ并通过对抗网络优化生成网络的输出从而达到
预期的结果.

１

网络模型
为了解决处理语言中存在的网络模型优化困难、强制对其标记数据会出现精度偏差等问题ꎬ本文设计

了基于循环生成对抗网络的机器翻译网络模型ꎬ网络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１
Ｆｉｇ １

基于循环生成对抗网络的机器翻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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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５ —

第 ４５ 卷第 １ 期(２０２２ 年)

南京师大学报( 自然科学版)


模型主要包括两大部分ꎬ分别为生成网络和判别网络. 生成网络是对未经过预处理的语音进行特征

提取并翻译成需要的单词. 首先ꎬ模型主要利用了对抗网络的特点来优化生成网络ꎬ解决网络模型优化困
难的问题ꎻ其次ꎬ在生成网络中使用了长期和短期记忆模块ꎬ缓解了由于强制标记数据而出现精度偏差问
题ꎻ最后ꎬ模型经过优化训练保存生成网络的网络模型来处理自然语言. 判别网络则是通过判别生成网络
的输出语音和人工翻译的语音是否相符ꎬ达到相符则输出“ 是” ꎬ否则输出“ 否” . 如果不符合则反馈给生成
网络以优化生成网络ꎬ直到生成网络输出的语音与人工翻译的语音达到一定的相符度就会自动保存生成
网络.

１.１

神经机器翻译模块
到目前为止ꎬＤｅｗａｎｇａｎ 等 [１１] 和 Ｓｈｔｅｒｉｏｎｏｖ 等 [１２] 提出了各种 ＮＭＴ 框架. 其中ꎬ基于自我注意的框架

( 称为变压器) 实现了最先进的翻译性能.
变压器遵循编码器 －解码器架构ꎬ其中编码器将源句子 Ｘ 转换为一组上下文向量 Ｃ. 解码器从上下文
向量 Ｃ 中生成目标句子 Ｙ. 给定一个并行的句子对数据集 Ｄ ＝ { ( ＸꎬＹ) } ꎬ其中 Ｘ 为源句子ꎬＹ 为目标句子ꎬ
损失函数可以定义为:
１.２

Ｌ( Ｄꎻθ) ＝
长期短期记忆模块

∑

( ＸꎬＹ) ∈Ｄ

ｌｏｇ ｐ( Ｙ ｜ Ｘꎻθ) .

(１)

长期短期记忆模块ꎬ又称 ＬＳＴＭꎬ是一种改进的时间递归神经网络ꎬ可以有效地处理时间序列中的长

期依赖问题ꎬ该模块在语音识别上有着强大的优越性 [１３－１６] .

图 ２ 显示了 ＬＳＴＭ 网络的结构ꎬ其中重复的模块代表了每次迭代中的隐藏层. 每个隐藏层都包含许多

神经元. 每个神经元对输入向量进行线性矩阵计算ꎬ然后在激活函数 [１７－２０] 的非线性作用后输出相应的结
果. 在每次迭代中ꎬ上一次迭代的输出都会与文本的下一个字向量进行交互ꎬ这决定了信息的保存或放
弃ꎬ以及当前状态的更新. 图中 ｘ ｔ 是本次迭代中隐藏层的输入. 根据当前的状态信息ꎬ得到隐藏层 ｙ＾ 的预
测输出值ꎬ并同时为下一层隐藏层提供输出向量 ｈ ｔ . 每当网络中有一个新的词向量输入时ꎬ下一时刻的输
出与最后时刻的输出一起计算. 隐藏层循环并保持最新的状态 [２１－２４] .

图２
Ｆｉｇ ２

长期短期记忆网络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ｍｅｍ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最后将隐藏层与传统的前馈网络作为输出层进行连接. 输出层中的每个节点 ｙ ｉ 对应于下一时刻的未

归一化对数概率ꎬ然后通过 ｓｏｆｔｍａｘ 函数对输出值 ｙ 进行归一化. 其公式如下:
ｙ＾ ｔ ＝ ｓｏｆｔｍａｘ( Ｗ ( ｓ) ｈ ｔ )

(２)

式中ꎬ＾ｙ ｔ 是基于每次迭代中所有词汇量计算的隐藏层的概率分布. 也就是说ꎬ当模型预测以下单词时ꎬ将
确定文档中所有预定的单词和观察词向量 ｘ( ｔ) 的权重.

２
２.１

实验
数据集

本文使用了来自不同服务类型和规模网站的 ４ 个大规模的真实口令集. 并且这 ４ 种口令集的语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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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也有一定的差别ꎬ它们的服务类型分别为程序员论坛、游戏、社交网站和互联网门户ꎬ它们分别来
自中国和美国包括中文和英语两种类型的语言ꎬ并且每种口令集的口令总数也不同. 这 ４ 种口令集的详
情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口令集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ｓｅｔ

口令集

服务类型

地区

语言

ＣＳＤＮ

程序员论坛

中国

中文

游戏

美国

英文

社交网站

中国

中文

互联网门户

美国

英文

Ｒｏｃｋｙｏｕ
Ｔｉａｎｙａ
Ｙａｈｏｏ

口令总数
６ ４２８ ２８７

３２ ６０３ ３８８
３０ ２３３ ６３３
５ ６２６ ４８５

如表 １ 所示ꎬ我们的口令集分别是本文中的语音库是 ＣＳＤＮ 口令集、Ｒｏｃｋｙｏｕ 口令集、Ｔｉａｎｙａ 口令集和

Ｙａｈｏｏ 口令集. 其中ꎬ口音集均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ꎬ训练集和测试集有语音紧凑的句子和语音上不同的
句子ꎬ并且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数据结构不一致.

２.２

实验结果

我们分别在上文中提到的口令集中做了对比实验ꎬ分别将 ＣＳＤＮ 口令集、Ｒｏｃｋｙｏｕ 口令集、Ｔｉａｎｙａ 口令

集和 Ｙａｈｏｏ 口令集中的测试集口令输入 ＤＮＮ￣ＨＭＭ、ＬＳＴＭ￣ＣＴＣ 和本文模型中得到的单词错误率如表 ２ 和
图 ３ 所示: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在 ４ 个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ｆｏｕｒ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口令集

模型

ＣＳＤＮ

ＤＮＮ￣ＨＭＭ
ＬＳＴＭ￣ＣＴＣ
本文模型

Ｒｏｃｋｙｏｕ
Ｔｉａｎｙａ
Ｙａｈｏｏ

单词错误率 / ％

ＤＮＮ￣ＨＭＭ
ＬＳＴＭ￣ＣＴＣ
本文模型
ＤＮＮ￣ＨＭＭ
ＬＳＴＭ￣ＣＴＣ
本文模型
ＤＮＮ￣ＨＭＭ
ＬＳＴＭ￣ＣＴＣ
本文模型

２０.９
２０.１
１９.９
２１.９
２０.７
１９.７
２０.７
２０.５
１９.８

图３
Ｆｉｇ ３

２０.６
２０.４
１９.５

不同口令集上的错误率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ｒｒｏｒ 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ｓｅｔｓ

如表 ２ 所示ꎬ本文模型在口令集中均取到了最优的结果. 其中ꎬ与 ＤＮＮ￣ＨＭＭ 模型和 ＬＳＴＭ￣ＣＴＣ 模型

相比本文模型在 Ｙａｈｏｏ 的口令集中的单词错误率将至 １９.５％ꎬ分别比 ＤＮＮ￣ＨＭＭ 模型、ＬＳＴＭ￣ＣＴＣ 模型的
错误率降低了 ５％和 ４.５％ꎬ结果达到了最优.

如图 ３ 所示ꎬ根据直方图可以更清楚直接地看出我们的方法与其他两种方法(ＤＮＮ￣ＨＭＭ ＼ ＬＳＴＭ￣ＣＴＣ)相

比ꎬ在 ＣＳＤＮ 口令集、Ｒｏｃｋｙｏｕ 口令集、Ｔｉａｎｙａ 口令集和 Ｙａｈｏｏ 口令集中均取到了最优的结果ꎬ其中在 Ｒｏｃｋｙｏｕ

口令集中我们的方法与 ＤＮＮ￣ＨＭＭ 的方法相比ꎬ我们的方法的单词错误率明显低于 ＤＮＮ￣ＨＭＭ 方法的单词
错误率. 因此我们的方法更适合用于机器翻译.

虽然本文设计的网络模型已经取得了比较优秀

的结果ꎬ但是本文模型还存在一些不足ꎬ表 ３ 展示了
本文模型在测试结果中经常出错的例子.

如表 ３ 所示ꎬ可以看出一些读音相同的字经常会

被错误识别.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还需继续实验ꎬ继续
研究读音相同的字的识别方法ꎬ这也是一个值得挑战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实际语音

部分识别错误示例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
误识结果

实际语音

误识结果

文

人

树

书

Ｌｉｋｅ

Ｌａｃｋ

Ｔｈｉｎｋ

Ｄｒｉｎｋ

向

乡

点

电

的困难ꎬ我们未来将从分析语境方面入手.
２.３

隐藏层中神经元消融的影响分析
隐藏层中存在大量的神经元ꎬ适当的隐藏层层数有利于对语音特征的提取ꎬ但是过多的设计隐藏层会

对网络模型带来巨大的计算开销ꎬ所以合理设计隐藏层的层数非常重要. 因此ꎬ本文对隐藏层的层数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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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融实验ꎬ实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显示ꎬ隐藏层数对语音识别系统的准确性有很大的影响. 当隐藏层数增加时ꎬ网络的识别能力就

会增加ꎬ但当隐藏层继续增加时ꎬ识别效果就会回归. 随着层数的增加ꎬ训练时间也会变长ꎬ从而导致系统
效率的降低. 因此ꎬ通过将隐藏层设置为 ４ 层ꎬ可以得到最佳的结果.

隐藏层中存在大量的神经元ꎬ适当的神经元个数有利于对语音特征的提取ꎬ但是过多的神经元个数会

对网络模型带来巨大的计算开销ꎬ所以合理设计隐藏层中的神经元个数非常重要. 因此ꎬ本文对隐藏层的
神经元的个数做了消融实验ꎬ实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隐藏层
３
４
５
６

表５

隐藏层层数对网络模型的影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Ｔａｂｌｅ ５

单词错误率 / ％

隐藏层神经元个数对网络模型的影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隐藏层的神经元个数
１２０

２３.４

２４０

１９.９

４８０

２２.７

６００

２３.０

１０２４

单词错误率 / ％
５６.３
２１.６
１９.９
２０.７
２２.６

为了研究每层神经元数量对识别结果的影响ꎬ本文选择了不同数量的神经元:１２０、２４０、４８０、６００、

１ ０２４. 对比表 ３ 的结果表明ꎬ神经单元的数量太少ꎬ网络的拟合能力不足. 从而导致系统的音素的错误率
过高. 然而ꎬ当隐藏层数的数量继续增加时ꎬ音素错误率逐渐降低ꎬ但是神经元数量增加ꎬ会导致系统效率
下降ꎬ训练所需时间的增加. 所以ꎬ在长期短期记忆模块中ꎬ每层的单位数被设置为 ４８０ 个.

３

结论
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循环生成对抗网络的机器翻译网络模型ꎬ使用生成网络处理自然语言ꎬ并通过判

别网络优化生成网络ꎬ两个网络相互作用最终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机器翻译网络模型ꎬ我们也分别在
ＣＳＤＮ 口令集、Ｒｏｃｋｙｏｕ 口令集、Ｔｉａｎｙａ 口令集和 Ｙａｈｏｏ 口令集等口令集中做了大量的对比实验ꎬ实验结果
表明ꎬ在每个口令集中我们的结果均达到了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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