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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韵律边界标注对于语料库建设和语音合成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而自动韵律标注可以克服人工标注中耗时、

不一致的缺点.仿照人工标注流程,该文运用循环神经网络

分别对文本和音频两个通道训练子模型,对子模型的输出

采用模型融合的方法,从而获得最优标注.以词为单位提取

了静音时长,与传统以帧为单位的声学特征相比更具有明

确的物理意义,与韵律边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实验结果表

明:相比传统声学特征,该文所采用的静音时长特征使自动

韵律标注的性能有所提高;相比直接特征层面的方法,决策

融合方法更好地结合了声学和文本的特征,进一步提高了

标注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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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utomaticprosodicboundarylabelingisimportanti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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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ingofprosodicboundariesgivesmoreconsistentresultsthan
manuallabelingofprosodicboundarieswhichistimeconsumingand
inconsistent． Manuallabeling methodis modelled here using a
recurrentneuralnetworktotraintwosubＧmodelswhichuselexical

featuresandacousticfeaturestolabeltheprosodic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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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Ｇmodelsto obtainthe optimallabeling results．Thesilence
durationsforeachwordgiveclearerphysicalmeaningsand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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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the silence durations extracted using the currentacoustic
featuresandthemodelfusionmethodimprovetheprosodic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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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建设,特别是语音合成音库的建设,在

语音相关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目前主流的语

音合成方法中,参数语音合成方法和波形拼接合成

方法都需要精细的语料库标注.这些标注工作将直

接影响到最后合成语音的音质、表现力等.
语音合成中语料库标注主要包括音段标注和韵

律标注:音段标注针对的是音素序列标注对应的起

始和结束时间;韵律标注是对与语言相关的韵律信

息进行标注,对于中文合成音库,韵律信息的标注

主要是指在韵律层级进行标注.考虑到目前音段的

自动标注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基本可以满足系统构

建的需求,本文将以语料库建设中韵律标注为研究

的入手点.韵律信息在合成中被用于模型的上下文

文本信息,其精度直接影响到语音合成的质量,通

常需要专业标注人员进行标注.然而,随着目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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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库的加大,人工进行韵律边界的标注比较耗时,
而且存在一定主观性,不同人乃至同一人在不同状

况下的标注结果都会存在不一致性,通常需要多人

重复标注并采用投票的方式来保证一致性.因此,
如何精确自动地对语料库进行韵律边界标注已经成

为目前一个需解决的问题.
汉语的韵律边界通常被分为３类:韵律词、韵

律短语和语调短语[１].已有的韵律边界自动标注方

法可以大致分为３类:第一类采用文本特征进行韵

律边界自动标注,该方法包括采用分类回归树[２]、
采用条件随机场[３]、深度回归学习[４]、基于记忆学

习[５]等方式,主要以词性、字词的位置和数量等信

息为特征进行分类.该类方法主要依靠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适用于仅有文本的语料库标注.对于相同

的文本,有可能存在不同的表达方式,其所对应的

韵律标注也不唯一,若存在对应的音频语料,该方

法不能保证给出最切合音频发音节奏的标注.第二

类采 用 声 学 特 征 进 行 韵 律 边 界 自 动 标 注,如

Wightman等提取了每个音节的时长、基频、能量

相关特征,利用决策树和隐 Markov模型(hidden
Markovmodel,HMM)对英文语料库采用 ToBI体

系进行标注[６].该类方法需借助语音识别或大量人

工音频处理,其准确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切分精

度,同时不同的音节由于时长不同,声学参数的提

取及其归一化也存在一定困难.第三类结合文本和

声学特征进行韵律边界自动标注,如 HasegawaＧ
Johnson等采用多层神经网络(multilayerpercepＧ
tron,MLP)分类器对基频和时长特征建模,采用

支持向量机(supportvectormachine,SVM)对文本

和句 法 特 征 建 模[７];Chen 等 采 用 文 本 相 关 的

HMM(CDＧHMM)和 NＧGram 语言模型联合文本

和声学特征对韵律边界进行建模[８];此类方法可以

综合文本和音频两个通道的特征,其难点在于文本

和声学特征的提取单元存在不一致性,同时每类特

征各自所对应的数据类型不同.前两类方法分别聚

焦于文本或音频单个通道,基于文本特征的韵律标

注适用于语音合成前端的韵律预测模块;基于声学

特征的韵律标注适用于语音识别中的韵律停顿识

别.然而,对于语音合成语料库构建而言,音频是

由专业录音人在录音室录制,比语音识别中的实际

应用场景噪声小,同时有较为精准的文本.因此,
第三类结合文本和声学特征对韵律边界建模的方法

更适用于语料库的构建.结合文本和声学特征不仅

仅是简单地对前两类方法的综合,文本特征和声学

特征存在一定相关性,因此本文的研究核心是如何

更好地将文本和声学特征融合并用于对韵律边界的

建模.
在研究文本和声学特征融合之前,首先要考虑

的是文本和声学特征的选取.随着自然语言技术的

发展,以往的研究对韵律边界建模所采用的文本特

征已经较为丰富,词向量等被神经网络所采用的特

征已经被用于韵律建模研究中[９],然而在声学特征

的选取上,大部分研究还采用语音识别技术中所采

用的声学参数(如基频、能量、谱参数等)[１０],由于

语音识别的声学前端首要目的是识别发音的基元,
而后端语言模型才会对韵律等较高层面信息进行分

析识别,在识别过程中所采用的声学特征更倾向于

刻画发音等浅层次信息,这点与韵律边界的检测标

注是不一致的.因此,本文的出发点是挖掘深层次

且与韵律标注目的一致的声学特征,并探究所选取

的声学特征与文本特征的融合方式.
本文主要探索了静音时长特征的引入和音频、

文本２个通道的韵律边界标注模型决策融合方法,
重点研究了静音时长作为深层次抽象特征提升韵律

边界自动标注精度作用,并采用无标注数据判别静

音模型来提高模型的鲁棒性.

１　模拟人工标注的自动标注系统

本文构建的模拟人工标注的自动标注系统整体

框架如图１所示,分为文本和音频２个通道,在文

本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提取音频的声学参数来实

现对静音时长特征的提取,采用基于长短时记忆模

型(longshortＧterm memory,LSTM)的循环神经

网络,分别训练基于文本特征和基于静音声学特征

的韵律层级标注模型.

图１　整体系统框架

本文系统的构建仿照人工标注的流程,如图

２所示.人工韵律标注的方法大致可归纳为:在

机器自动分词对文本预处理的基础上,标注人员

对照文本和音频的频谱图,在听取音频过程中,
根据语法词所在的位置结构和实际发音情况微

调生成韵律词,如发现频谱中有较大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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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参考边界两侧音高和边界调,此外在对应的文

本中结合自身经验和频谱“空隙”大小对韵律短

语和语调短语进行标注.

图２　韵律标注各环节类比

在静音时长特征提取过程中,传统方法采用基

频、能量等参数以帧为单位建模,刻画短时发音能

力较强,在以字或词为单位的归一化过程中会受噪

声和音段切分精度不高的影响,削弱其刻画词间、
短语间韵律关系的能力,属于较浅层的信息.本文

所采用的静音判别模型,在结合自动音段切分与文

本自动语法词分析的基础上,提取静音时长,将浅

层以帧为单位的 mel频率倒谱系数(melfrequency
cepstrumcoefficient,MFCC)转化为较深层次以词

为单位的静音时长.在时长的提取及归一化过程

中,将静音判别模型的输出概率和词的时长结合到

对静音时长不同层面的描述过程中,共提取７４ 维

的静音时长信息.由于经过人工校对过的音段标注

较少,且标注精度和一致性不高,本文采用无标注

数据判别静音模型来提高模型的鲁棒性:先用小语

料预训练,根据预训练的模型得到大的未标注的语

料标签,对该大语料进行再训练.
在韵律标注模型训练过程中,采用层级预测的

方式,运用基于 LSTM 的循环神经网络分别训练

基于文本和声学特征的标注模型.声学参数静音时

长已经过一系列处理,其特征的维度较低;而文本

特征采用独热编码(oneＧhot)归一化的形式较为稀

疏.因此,本文采用了对两通道分别训练,对模型

的输出层采用决策融合的方式,相比直接将文本和

声学层面在特征层面上融合的方式,韵律边界标注

的效果有所提高.

２　静音时长特征提取

静音时长特征的提取涉及图１的声学参数提

取、文本分析和静音时长提取３部分,具体流程如

图３所示,将提取好的３９阶 MFCC和经过预校对

的文本使用音素自动切分工具得到音素的时间边

界.文本通过语法词分析工具得到以语法词为单位

的文本.但由此难以得到每个语法词间的静音段时

长,因此在该环节加入一个静音判别模型以得到以

帧为单位的静音段位置信息,结合音素时间边界和

以语法词为单位的文本,得到最终的语法词间的静

音段时长.

图３　整体静音时长特征提取流程

２．１　静音判别模型

静音判别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将语料中各字之间

的静音识别出来,然而本文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精

确标注的每个字后带有静音标注的语料较少.同

时,少量经过人工标注的语料也存在标注不准确的

现象,其原因是部分字间的静音段长度较短和人工

观察音频频谱存在一定的误差.用该数据训练出来

的判别模型极易出现“过拟合”现象.
为了解决有标注数据较少的问题,本文采用了

２轮训练的方式来扩充训练数据.第１轮运用已有

的少量有标注数据训练一个静音标注模型,用该模

型对大量无标注数据进行标注.第２轮训练使用第

１轮扩充后的语料进行训练.此方法具有可拓展

性,对某个特定需要标注的语料,该方法可以更加

有针对性地训练静音判别模型.

２．２　静音时长提取

本文对语法词间静音时长提取如下:
假定一句话由m 个语法词组成,表示为[w１,

w２,,wm].

设定第i个词:第１个字的起始时刻为fS
i,终

止时刻为fE
i ;最后１个字的起始时刻为lS

i,终止时

刻为lE
i .则 对 于 第i 个 词,其 静 音 段 搜 索 区 间

为 lS
i＋lE

i

２
,f

S
i＋１＋fE

i＋１

２[ ].

设在该区间内共有t帧,对于第j帧音频,静

音段判别模型的输出为oα
j,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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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α
j ＝

１, pj ≥α;

０, pj ＜α．{ (１)

其中:pj 为第j帧为静音段的概率;α为置信度系

数,０＜α＜１,默认情况为α＝０．５.
对于第i个词与第i＋１个词之间的绝对静音

段时长为

Hα
ab(i)＝ 

t

j＝１
oα

j． (２)

　　将模型输出概率信息融入时长信息,定义加权

绝对时长为

Hα
wab(i)＝ 

t

j＝１
pjo

α
j． (３)

　　考虑到长句和短句在实际发音时的静音时长有

所差别,以句子为单位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后

的时长为:

Hα
nab(i)＝

Hα
ab(i)
Hα

ab

, (４)

Hα
nwab(i)＝

Hα
wab(i)
Hα

wab

． (５)

其中:Hα
ab 和 Hα

wab 分别代表一句话的每个静音段的

平均绝对时长和平均加权绝对时长.
考虑到静音时长与当前字整体时长比例,定义

相对时长１为:

Hα
r１ab(i)＝

Hα
ab(i)

DE(i), (６)

Hα
r１wab(i)＝

Hα
wab(i)

DE(i)． (７)

　　考虑到静音时长会受到静音段前后相邻２个字

的时长影响,定义相对时长２为:

Hα
r２ab(i)＝

Hα
ab(i)

DE(i)＋DS(i＋１), (８)

Hα
r２wab(i)＝

Hα
wab(i)

DE(i)＋DS(i＋１)． (９)

其中:DE (i)代表第i 个词最后一个字的时长,
DS(i＋１)代表第i＋１个词开头第一个字的时长.

静音段特征应该对不同韵律层级的标注更

有针对性:在比较严格的判别条件下,只有语调

短语等较大的静音段才会被识别,此时的时长特

征更易于区分语调短语;在判别条件比较宽松的

情况下,词之间的静音时长中更加细微的差异得

到体现,更加 易 于 区 分 韵 律 词 与 非 韵 律 词.因

此,本文取α范围为０．１~０．９,以０．１为间隔递

增,得到９ 组特征.

３　模型决策融合

声学特征是连续特征,文本特征是离散特征;

且静音时长这组声学特征已经过一系列处理,具有

明显的物理意义,而文本特征属于浅层特征.因

此,直接将文本和声学特征在特征层面融合不太合

理.本文采用的是模型决策融合的方式,即分别使

用文本特征和声学特征训练韵律边界标注模型,在

决策层面根据２个模型的输出判别结果概率和模型

整体正确率作为决策依据,其决策过程具体为

f(xa,xt)＝
fa(xa), Pa(C)＞Pt(C);

ft(xt), Pt(C)＞Pa(C)．{ 　

(１０)
其中:

Pa(C)＝Pa(C|fa(xa))Pa(fa(xa)), (１１)

Pt(C)＝Pt(C|ft(xt))Pt(ft(xt))． (１２)

fa(xa)和ft(xt)分别是基于声学和文本特征的分类

器,Pa(C)和Pt(C)表示分类器模型整体正确率,

Pa(C|fa(xa))和Pt(C|ft(xt))表示分类器的先验

概率即输出判别结果概率.

４　实验及结果分析

４．１　实验语料

本文采用由专业女性录音人录制的用于语

音合成的语料.该语料总共２００００句,总字数大

于 ４００００,韵律边界(如韵律词、韵律短语、语

调短语边界等)由２位专业标注人员对照音频和

文本标注,有较高的一致性.语料使用语音合成

前端语法词和词性分析工具完成,语法词切分正

确率为９６．６％,词性分析正确率为９６．４％.语

料被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３部分,其比

例分别为８０％、１０％和１０％.用于静音段判别

模型训练的、人工标注好时间边界的语料占大语

料的１０％,共２０００ 句.

４．２　静音时长特征提取及对比

１)系统构建.

静音段判别模型依次使用小语料和扩充后的大

语料训练,均采用 DNN 进行训练,网络输入均为

３９阶 MFCC,小语料训练网络为２ 层１２８ 个隐含

层节点数,大语料训练网络为２层２５６个隐含层节

点,输出均含有２个softmax节点单元.
网络使用Rmsprop算法[１１]训练１０代,batchＧ

size为１２８,dropout[１２]系数为０．２.

２)静音切分结果评价.
小语料和扩充后的大语料训练的静音判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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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率分别为９７．４％和９８．７％,原因是第１轮小

语料训练相当于对原始人工标注的结果进行了修

正,修正后重新标注的语料更加易于判别.
静音判别模型的准确率不足以说明通过该模型

提取的特征对韵律标注的贡献.本文对提取的每一

维特征采用一维线性分类器进行训练,计算单个特

征进行韵律边界标注的准确率、召回率和F１ 值,
将第１和第２轮训练的静音判别模型所提取的参数

进行对比实验,本文以韵律短语这一层级为例,实

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中所列的数据斜杠右侧为第２轮静音判别

模型训练后所提取的静音时长特征各自在一维线性

分类器中的评价效果,以F１ 值作为评价指标;斜

杠左侧为第２轮相比第１轮提取该特征后分类器评

价指标 F１ 的变化值,正数代表提高,负数代表

下降.

表１　各特征在一维线性分类器中评价结果(韵律短语)

α Hα
ab(i) Hα

wab(i) Hα
r１ab(i) Hα

r１wab(i) Hα
r２ab(i) Hα

r２wab(i) Hα
nab(i) Hα

nwab(i)

０．１ ＋０．２/７６．１ ＋０．１/７５．９ ＋０．３/７２．３ ＋０．２/７４．１ ＋０．２/７５．０ ＋０．２/７５．６ ＋０．３/７４．５ ＋０．３/７４．４

０．２ ＋０．３/７５．８ ＋０．３/７５．８ ＋０．４/７３．４ ＋０．１/７４．１ ＋０．１/７４．９ ＋０．１/７５．６ ＋０．２/７４．８ ＋０．２/７４．３

０．３ ＋０．３/７６．４ ＋０．２/７６．６ ＋０．３/７３．８ ＋０．３/７４．１ ＋０．３/７５．５ ＋０．３/７５．４ ＋０．３/７４．５ ＋０．２/７４．２

０．４ ＋０．６/７６．２ ＋０．１/７６．１ ＋０．５/７３．６ ＋０．２/７４．１ ＋０．４/７５．２ ＋０．４/７５．２ ＋０．１/７３．９ ＋０．３/７４．４

０．５ ＋０．４/７５．６ ＋０．０/７６．１ ＋０．３/７３．８ ＋０．３/７４．３ ＋０．２/７５．３ ＋０．２/７５．２ ＋０．３/７４．４ ＋０．２/７４．１

０．６ ＋０．６/７５．８ ＋０．２/７６．０ ＋０．２/７４．０ ＋０．２/７４．２ ＋０．２/７５．２ ＋０．２/７５．０ ＋０．３/７４．７ ＋０．２/７４．８

０．７ ＋０．２/７５．８ ＋０．２/７５．８ ＋０．３/７３．９ ＋０．３/７４．１ ＋０．３/７４．９ ＋０．３/７４．９ ＋０．２/７５．８ ＋０．１/７５．６

０．８ ＋０．３/７５．２ －０．１/７５．３ ＋０．３/７４．２ ＋０．２/７４．３ ＋０．３/７４．５ ＋０．４/７４．７ ＋０．３/７５．９ ＋０．３/７５．５

０．９ ＋０．２/７５．５ ＋０．１/７５．２ ＋０．２/７４．６ ＋０．３/７４．６ ＋０．２/７５．０ ＋０．３/７４．８ ＋０．２/７５．９ ＋０．２/７５．６

均值 ＋０．３４/７５．８ ＋０．１２/７５．９ ＋０．３１/７３．７ ＋０．３１/７４．２ ＋０．２４/７５．１ ＋０．２４/７５．２ ＋０．２４/７４．９ ＋０．２２/７４．８

　　第２轮采用扩充标注数据训练后提高了静音段

识别精度,各个静音时长特征单独用于韵律边界检

测的F１ 值有所提高了.
从该实验结果还可以观察到,将提取到的时长

进行归一化处理,结合输出概率及考量静音段占发

音音节时长的方式,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音节间的

静音段在全句中声学时长的分布.

４．３　韵律边界标注系统构建及评价

本节所有实验中,韵律词、韵律短语和语调

短语边界的标注都采用层级标注的方式,低一级

的韵律标注结果会作为高一级韵律标注模型的

输入.
为了将文本特征和声学特征更好地结合以

提高韵律层级自动标注的精度,本文尝试了２种

方式:１)将文本和声学特征直接在特征层面融

合;２)分别训练基于文本特征和声学特征的标

注模型,在决策层面融合.

１)基于传统声学特征的系统构建.
将传统 方 法 中 所 采 用 的 包 括 时 长 (音 节 时

长、静音时长、相邻音节时长比例等)、基频(拟
合参数、极值、区间、均值、梯度等)、能量(极

值、均值、比例等)共２０ 维特征,用基于 LSTM
的循环神经网络训练基于声学特征的韵律边界

标注模型.

２)基于静音时长声学特征的系统构建.
将音节时长和节２．２中介绍的一系列静音时长

特征共７４维,用基于LSTM 的循环神经网络训练

基于声学特征的韵律边界标注模型.

３)基于文本特征的系统构建.
文本特征包括了词性、字和词层面的数量和位

置信息、音调,还有根据５度标音法给出的字之间

基频的差异.所有文本特征均采用独热编码的方式

进行归一化,文本特征共２１４维.

４)基于特征融合的系统构建.
将文本和静音时长声学特征直接组成一个２８８

维的向量作为网络的输入,采用两层基于 LSTM
的循环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５)决策融合的系统构建.
将基于静音时长声学特征和文本特征分别训练

得到模型,用节３的决策策略进行融合.

６)实验中的超参数设置.
本文实验所采用的超参数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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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实验中的超参数设置

系统
隐含层

节点数

隐含层

层数
学习率

输出层

节点类型

基于传统

声学特征
２５６ １ ０．００１ softmax

基于本文

声学特征
２５６ ２ ０．００１ softmax

基于文本

特征
２５６ ２ ０．００１ softmax

基于特征

融合
５１２ ２ ０．００１ softmax

　　７)实验结果.
表３为５个系统的评价效果,本文使用F１ 值

作为对各个韵律层级预测的评价指标.

表３　韵律自动标注F１ 评价结果

韵律

层级

传统声

学特征

本文声

学特征

文本

特征

特征

融合

决策

融合

韵律词 ８３．７２ ８５．９８ ９５．１０ ９５．０８ ９６．３５

韵律短语 ７２．３１ ８５．６４ ６９．４３ ８７．７０ ８７．８５
语调短语 ７４．６２ ８４．８１ ８４．２４ ８５．６６ ８５．８３

　　８)分析与讨论.
相比传统声学特征,本文所采用的静音时长

等一系列声学特征对韵律标注的准确度有明显

提高,其原因是本文所采用的是边界自动切分,
其切分精度的误差会传递给后续基频、能量等参

数的提取,会给传统方法所用到的声学参数带来

较大误差.本文采用静音时长特征的出发点就是

考虑到自动音节切分精度不高的问题,因此所提

取的静音时长特征受切分不准的影响较小.从另

一个角度看,传统声学特征中所涉及的关于基频

的参数已经在文本特征中的声调信息有所体现;
传统声学特征更多体现了某个音节的发音状况,
而不是音节间的停顿.

声学特征对韵律短语这一层级的预测效果提高

明显.在人工韵律标注中,这一层级是最难标注

的,有较大的不一致性,本文所采用的静音时长对

各音节间的停顿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度量,弥补了本

文所采用的文本特征对句内各音节间停顿关系描述

的不足.
对于直接在特征层面对文本和声学特征进

行融合的方法,本文发现:就韵律短语和语调短

语这两个层级而言,特征融合提高了自动标注的

性能;但是,对于韵律词这一层级,融合未能提

高该层级标注的性能,其原因是静音时长对于韵

律短语和语调短语这两个层级的判别区分度较

大,而静音时长对韵律词这一层级的区分度较

小,只要依靠文本特征就可以达到较好的识别

效果.
决策融合的方式比特征融合的方式在各个

韵律层级的标注效果都有所提高,其原因在于本

文目前采用的特征融合方式对于静音时长和文

本这２类不同特征不能进行有效的区分训练:静

音时长特征比文本特征有着更大的贡献,但无法

应用于目前的网络结构,同时该网络不能凸显较

高韵律层级的标注.决策融合的方法由于考虑了

各子模型的先验概率,更加易于“取长补短”,在

每个标注过程中都综合给出最优的判别结果,从

而获得较好的效果.

５　结　论

本文研究了静音时长特征的提取及其比传统声

学特征在韵律边界自动标注性能上的提升.实验结

果表明:在音频采用自动音节切分未经过人工校对

的情况下,本文所采用的静音时长特征对韵律边界

的检测性能有明显提升.同时,特征直接融合和模

型决策融合的对比实验表明:模型决策融合更加适

用于２类不同数据类型、不同抽象程度的特征,决

策融合的方式可以进一步提高中文韵律边界标注的

精度.
下一步将改进文本特征,如加入词向量等语

义、语法结构特征等;同时,采用其他更合适网络

拓扑结构,使文本特征和声学特征在模型中融合得

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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