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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MPEG-4 首次作为国际标准正式定义了视位（Viseme）的概念，它是指与某一音位相对应的嘴、
舌头、下腭等可视发音器官所处的状态。本文通过对汉语发音时各可见部分器官动作和发音规则的研究，
将汉语发音分为 28 个基本静态视位。利用语音信息从 AVI 文件中自动抽取出这些基本视位图像，从
MPEG-4 所规定的 68 个面部动画参数（FAP）中提取出 28 个来描述这些口形，并实现了部分 FAP 参数
的自动测量。最后，我们给出一个视位研究应用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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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人类对语言的理解是多模态的，即人们在相互交谈时，不仅听声音，而且用眼睛去观察说话人的面
部表情。人们说话时复杂多变的面部表情不仅可以传达丰富的感情，而且可以增强对语言的理解。有的
声音在听觉上是很容易混淆(如/bi/和/di/)，但因为它们在发音时口形有较大的差别，如果观察说话者
的口形就很容易把它们区分开来。因此，人们在许多方面研究如何利用这种多媒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如
依靠人工合成的虚拟人脸去提高人们在环境噪声较大的情况下对语音的理解；利用视觉信息辅助的双模
态语音识别提高语音识别的识别率；利用人脸表情与语音的关系提高多媒体数据的压缩率，等等。
随着人们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许多实际应用的驱动，新的国际标准 MPEG-4 提出了视位（Viseme）的
概念，它由英文的 Visual 和 Phoneme 两词拼接而成。MPEG-4 对视位的定义是：Viseme is the physical
(visual) configuration of the mouth, tongue and jaw that is visually correlated with the speech
sound corresponding to a phoneme，即视位是指与某一音位相对应的嘴、舌头、下腭等可视发音器官
所处的状态[1]。现在的 MPEG 标准仅定义了静态视位（Static Viseme），但同时也指出不排除将来定义
其它类型的视位。为叙述方便，我们将嘴、舌头、下腭等可视发音器官所处的状态简称为口形。
音位是与某一特定的语言密切相关的，因而视位也是与语言相关的。虽然 MPEG-4 把国际音标的发
音分为 15 个静态视位，但考虑到各种语言的发音特点和不同的音位组成，各国学者对不同语言的发音
口形作了很多研究，现今多限于静态视位。如 Bothe 将德语发音口形分为 12 个静态视位[2]、Le Goff 将
法语发音口形分为 19 个静态视位[3]、Ezzat 将英语发音口形分为 16 个静态视位[4]、Lande 将意大利
语发音口形分为 23 个静态视位[5]等等。也有人提出了一些动态视位的雏形，如用[2]中用 0-4 帧图片
表示一个音位的口形，[6]和[7]用小段原始图像序列合成新的图像序列，但还没有正式提出动态视位
(Dynamic Viseme)这个概念，更没有上升到参数化和模型化的高度。国内对于汉语视位的研究相对较少，
晏洁将汉语分为 6 个基本口形[8]，实现文本驱动的唇形合成,但分类过于简单；钟晓等人将汉语口形分
为个 12 类(包括 10 个基本口形和两个过渡口形)[9]，研究基本口形的识别，但分类时显然没有考虑到
汉语的发音方式和舌位等口内器官的差别。
本文首先在分析了汉语发音拼音结构的特点和发音口形后，将汉语发音口形分为 28 个基本的静态
视位（第 2 部分）。对于视位的量化描述，我们采用了 MPEG-4 定义的面部动画参数 FAP(Facial Animation
Parameter)；对静态视位原始数据的获取，采用了一种基于语音信息指导的自动视位抽取方法，并利用
图像跟踪技术实现了部分参数值的自动提取 (第 3 部分)。我们讨论了连续语流中视位变体的问题，给
出了一个视位研究应用的实例（第 4 部分），最后是我们工作的总结(第 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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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语静态视位
每种语言均具有特定的音位集和特有的发音特点，所以不同语言的视位并不能完全共用。如汉语的
/a/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中对应不同的国际音标[A](啊)和[a](派)，而 MPEG-4 所定义的 15 个静态视位中没
有与汉语中/o/口形对应的视位。根据汉语发音的特点和音位组成，我们对汉语的发音口形建立了一个
基本静态视位集。
从音位的角度来考虑，汉语音位有 32 个，包括 22 个辅音音位和 10 个元音音位；从汉语发音的基
本组成单位来考虑，可以分为 21 个声母和 38 个韵母，其中韵母又可分为单韵母和复合韵母。针对汉语
的发音习惯，我们从声韵母的角度来研究口形的分类。每个声母对应一个辅音音位，但音位到口形的映
射中存在着多对一的关系，如/b/、/p/、/m/ 音位的发音口形非常相似。另一方面，由于协同发音的影响，
同一个声母在不同的拼音组合中口形可能发生变化，如/du/和/da/中的/d/口形不同，因此音位到口形的
映射也不是一一对应。按发音部位，声母可分为双唇音、唇齿音、舌尖中音、舌尖边音、舌根音、舌面
音、舌尖后音、舌尖前音。我们研究了声母发音口形与发音部位的关系，分析了大量有关的发音图像数
据，对声母的分类如表 1 所示。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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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韵母中的ê 很少用，对剩余的 38 个韵母可分为单韵母和复合韵母，单韵母的发音口形比较稳
定，彼此之间有较大的差别，所以每个单韵母的发音口形可以作为一个静态视位，包括/a/、/o/、/e/、/i/、
/u/、/ü/、/-i/(知)、/-i/(资)和/er/。其中/o/的口形是一个特例，指得出/o/音发出后稳定的口形，唇
形成圆形，开口度适中。实际发音我们发/o/音的口形是先作出/u/的口形，再过渡到/o/的口形。
复合韵母由多个音位组成，口形由一个口形过渡到另一个口形。但有些复合韵母组合较为紧密，口
形难以再拆分为多个口形的组合，如汉语中前响二合元音韵母的口形接近第一个元音的口形，可以作为
单一口形来考虑，包括/ai/、/ei/、/ao/和/ou/。另外，汉语鼻韵尾-n 和-ng 处在开口呼音位后时对口形的
影响较小，-n 较-ng 舌位靠前、开口幅度略小，从而使/an/与/ai/相似、/en/与/ei/相似，也可以把它们作
为单一口形来考虑。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将韵母的基本口形分为 13 个静态视位，其它复合韵母的口
形则由多个单韵母视位组合而成，如表 2 所示。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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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无声自然状态的口形(以 NA 表示)，我们将汉语总共分成 28 个基本静态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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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静态视位的定量描述
以往语音学对发音口形的描述只是定性的，如圆唇、扁唇、开口的大小，舌位的高低等等。为了能
更好的从客观上对汉语的视位给以度量，需要一个对视位定量的描述，现在许多应用领域也需要有对视
位进行客观上的定量的度量，如虚拟人脸合成、机器自动唇读等等。在对视位的量化度量中，我们选择
了 MPEG-4 所定义的 FAP(Facial Animation Parameter)参数。
MPEG-4 是经各国专家总结多年的研究成果制定的，它
对人脸的模型和参数化描述作出了详细的定义。MPEG-4
定 义 了 一 组 面 部 定 义 参 数 FDP(Facial Definition
Parameter)，用来定义一个人脸模型，包括 84 个特征点，
对其中部分特征点位移的定义形成了一组 FAP 参数。图 1
是嘴唇和下腭区的特征点，实心点是影响 FAP 参数的点。
图 1 嘴唇和下腭区的 FDP 特征点
FAP 共有 68 个参数，包括 2 个高级参数和 66 个低级参数，
其中 28 个与发音有直接的关系，如表 3 所示[2]。
表3

用于描述汉语口形的 FAP 参数

FAP#

名 称

FAP#

名 称

FAP#

名 称

3
4
5
6
7
8
9
10
11
12

open_jaw
lower_t_lip
raise_b_midlip
stretch_l_cornerlip
stretch_r_conerlip
lower_t_lip_lm
lower_t_lip_rm
raise_b_lip_lm
raise_b_lip_rm
raise_l_cornerlip

13
14
16
17
44
45
46
47
51
52

raise_r_cornerlip
thrust_jaw
push_b_lip
push_t_lip
raise_tongue_tip
thrust_tongue_tip
raise_tongue
tongue_roll
lower_t_lip_o
raise_b_midlip_o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stretch_l_cornerlip_o
stretch_r_conerlip_o
lower_t_lip_lm_o
lower_t_lip_rm_o
raise_b_lip_lm_o
raise_b_lip_rm_o
raise_l_cornerlip_o
raise_r_cornerlip_o

在这些参数中，FAP3 和 FAP14 定义了下腭的上下和前后移动量；FAP4，FAP5 和 FAP8~13 定义了
内唇边缘 8 个点的上下移动量；FAP6、FAP7 和 FAP53、FAP54 分别定义了内外唇角的水平方向的位移；
FAP51，FAP52 和 FAP55~60 定义了外唇边缘 8 个点的上下移动量；FAP16 和 FAP17 分别定义了下唇和
上唇的突出度；定义了下腭的上下和前后移动量；FAP44~47 定义了舌尖和舌体的上下、前后位移及舌
头弯成‘U’形的成度。
为了获得静态视位参数的量化值，有人利用从镜子中观察人的发音动作来调节其人脸模型，并以此
获得视位的参数值[10]。但这种方法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我们首先设计发音文本进行录像，再从图
像序列中提取相应的视位图片，进而测量其相应的 FAP 参数。
对于静态视位图像的抽取，多是采用手工从图像序列中提取相应的图片。但对手工选择视位的准确
定与特定人的理解有一定的关系，不同的人可能选不同的图像作为某一音位的视位。另一方面，当所要
选取的视位量较大时，这也是一个很繁重枯燥的工作。Jie Yang 等人提出一种自动寻找最佳视位的方法
[11]，先利用语音识别确定每个音位的时间段及图像的起始帧和终止帧，而后以每个图像帧作为参考来
作线性插值得到某个音位的其它帧图像，并将合成后图像与原始图像比较，计算总的像素值平方误差和，
取误差和最小的一帧图像作为相应音位的视位。但在 Jie Yang 等人的方法中，首先其所依据的线性假设
和其逐像素的评价标准有待进一步的讨论，其次对于汉语声母视位的选取显然是不合适。
通过对汉语发音特点的研究，我们提出一种快速有效的视位图片自动抽取方法。汉语韵发音在整个
音节中所占时间较长，口形在发音的中间呈现出稳定的口形。图 2 中是发单韵母时语音短时能量与开口
高度的关系。图中实线为语音的短时能量，虚线为外唇高度。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语音的中间时刻附近
口形比较稳定，所以我们抽取韵母视位所选取的时间坐标为切分出的语音时长的中央，如图中竖线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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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一个包括声母和韵母的汉语音节时，其
声母的口形在声音发出前已形成，发音时向
韵母的口形过渡,所以应取语音出现之时的
口形,如图 3 中竖线所示。
对于视位参数值的测量，我们采用类似
于 Rui Wang 所介绍的唇形跟踪技术，用一
个由两条四次曲线组成的变形模板来表示
外唇边缘轮廓，两条抛物线来表示内唇轮
廓。对嘴唇附近的唇区和面部图像在 rgb 空
间进行聚类，进而计算使其 Fisher 投影向
时间(s)
图 2 韵母视位抽取时刻示意图
量，以 Fisher 变换后的标量梯度作为变形模
板搜索的能量函数，实现了嘴唇外轮廓的跟
踪[12]。因为内唇的准确跟踪较为困难，对
于内唇的高度和宽度近似为外唇参数的线
性组合。另外，录像时在人脸上加上一些标
志点，作为参考点和某些参数的测量点；面
部某些 FDP 特征点在人脸上并没有明显的
特征，加上标志点有利于准确跟踪和测量。
通过对内外唇轮廓和这些标志点的跟踪，我
们可以计算出外唇区和下腭部分的上下和
左右位移，从而计算出 21 个与内外唇轮廓
时间(s)
图 3 声母视位抽取时刻示意图
和下腭位移相关二维 FAP 参数值。图 4 是
对唇形跟踪的一些实验结果，包括正面图中
的内、外轮廓，侧面图中的上下唇突出度、下腭突出度，以及下腭张开度。图中两幅图片分别对应于自
动抽取的视位/a/和/b/的口形。
为了测量 FAP 中的三维参数值，如上下唇和下腭的突出度，我们在对发音人的口形进行录像时，在
紧靠面部侧面放置一个镜子，同步地记录发音时的正面和侧面图像，再利用鼠标手动测出相关的 FAP
参数。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我们现在可以测量 FAP 参数仅限于外观看得见的 24 个参数，也就是说，
不包括与舌头运动有关的四个参数(FAP44~47)。对于这些参数，我们根据发音侧面的 X 光录像，并参
考发音习惯来确定，如何获取这些参数的准确值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在对 FAP 测量的过程中存在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如不同人发音时口形的差别、测量时的误差等等。
因此在测量过程中，我们首先对多个人录像测量取平均值，然后根据用这些参数合成图像的反馈信息反
复调整，以获得汉语静态视位较为理想的 FAP 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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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口形自动跟踪的结果及自动抽取的静态视位/b/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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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视位变体及视位的一项应用
我们知道，同一个音位在不同的环境中或由不同的人发音时不尽相同，这就是音位变体。同理，人
们说话时所表现的视位在不同环境下也是不相同的，我们称之为视位变体。这主要来自协同发音对口 形
的影响，如果不对它进行有效的处理，将会严重影响合成口形的质量。对于连续语流中协同发音的影响，
我们定义了一个协同发音影响因子，用来控制每个视位受其前后视位影响的程度，通过这个因子调整每
个视位在实际应用环境中的参数值，以获得不同的视位变体。
在人们正常发音的过程中，口形在不停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合成动态连续的说话者口形，
仅有静态视位是不够的，必须得到各个静态视位之间过渡帧口形。为此，我们定义了一个二阶分段值函
数来计算视位间过渡帧口形的参数，通过对分段函数切换点位置的调整可以实现不同速率的参数过渡，
适应汉语声母到韵母和韵母到声母的口形过渡。
作为对汉语视位研究的一个直接应用，我们制作了一个汉语文本-可视语音合成(Text-to-visual
speech)系统。合成中汉语拼音序列及每个音节的时长等信息来源于我们已有的汉语文本语音合成
(Text-to-speech)系统[13]。
基于我们建立的汉语基本静态视位参数库和已有的汉语 TTS 系统，并经过到对视位变体和中间口
形插值的处理，我们实现了一个帧速率可调的汉语 TTVS 系统。

5.总结：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环境要求了解语音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对人们说话口形的准确的、定量的描述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首先通过对汉语发音规则和发音特点的研究，得出了一组基本的汉语静态视
位集。进而从客观性和国际通用性出发，选择了 MPEG-4 定义的 FAP 参数作为对视位的定量描述参数。
对于视位的获取，结合汉语的发音特点，提出一种基于语音信息的自动提取方法，并已利用图像跟踪技
术实现了视位部分参数值的自动测量。最后，我们给出一个视位研究应用的实际例子，并讨论了视位变
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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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Chinese Viseme
Wang Zhiming, Cai LianHong
Dep. of Computer Sci. and Tech.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MPEG-4 gives the definition of viseme as the physical (visual) configuration of the mouth, tongue
and jaw that is visually correlated with the speech sound corresponding to a phoneme.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visual articulators movement in uttering Chinese speech and of the pronunciation rules, we define 28 basic
static visemes of Chinese. We describe these visemes in term of 28 of the total of 68 MPEG-4 FAPs, extract
these visemes automatically from AVI files based on speech information, and measured partial FAP values by
automatically tracking the mouth contour and some marked points. Finally, we give an example of usage of
these viseme.
Keyword: Viseme, Facial animation parameter, Text-to-speech, Text-to-visual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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