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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信息与韵律结构的分析与预测
王永鑫，蔡莲红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要：韵律结构的白动预测是高自然度文语转换（ＴＴＳ）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合成语音的自然度和

摘

表现力。该文建立了一个同时具有语法信息与韵律结构标注的汉语语料库。在这一语料库的基础上，对汉语的韵
律结构组成、韵律结构与语法语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进行了预测试验。研究发现，汉语的韵律结构虽与语

法结构不同，但是有着密切的联系，韵律结构可以通过语法结构进行预测。韵律结构除与语法结构有关之外，还要
受到语句语义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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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表达和理解，还反映说话人的态度、期望、情
１

引言

绪等高层信息。连续语流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韵
律层级结构的存在。韵律结构之间在感知上存在着

高自然度和高表现力的语音合成离不开韵律预

边界，这种边界对应的声学表现可能是停顿、音高曲

测。韵律是指语音的超音段特征，是从语音所抽象

线的变化以及边界之前的音段延长。汉语韵律结构

出的节律、重音和语调特性，在感知上表现为语音的

主要包含韵律词、韵律短语、语调短语三个层次。

音高、速度和音量随时间的变化，在声学参数上的表

为了实现更加自然的韵律预测，首先要得到更

现为基频、音段时长和能量随时间的变化。此外韵

加准确的韵律结构。现在对韵律结构进行预测，主

律还是言语的自然属性和固有特征，隐含了语法、语

要是基于语句的词法信息，如词性、词长等Ｈ￣６］，也
有研究者使用语法树、语法短语等特征［７］。在这些

义、语用等多种语言功能。它不仅体现了说话人对

研究中，有些使用从录音语料得到的韵律标注，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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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从１ ０００句到６ ０００句不等［１￣８］。使用从录音

长。通常韵律短语为７个音节左右，一般最长为９

标注得到的语料库，可以得到自然语音中的韵律短

～１０个音节。语调短语相当于语法上较短的子句，

语结构，但是由于录音、标注的过程比较复杂，使用

是音系规则作用在句子层面上的辖域Ｌ９］。其边界主

录音语料通常语料库的规模比较小。也有研究者使

要服从于语义，通常出现在比较完整的语义成分之

用通过文本标注的方式得到的语料库。由文本直接

后。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将句子中的某些标点直接

标注时标注过程可以得到简化，从而可以得到规模

作为语调短语边界的标志。

比较大的语料库［２．６］，覆盖更加广泛的韵律现象。

在语音合成应用中，通常更关心韵律词与韵律

现在的韵律结构预测多数是从语法信息出发对

短语边界，而使用标点作为语调短语边界的标志。

句子的韵律结构进行预测。在韵律预测的研究中，

本文中也将对韵律词边界与韵律短语边界进行

研究者通常比较关心预测所使用的特征与算法，以

考察。

提高预测的准确率。如果可以对语法与韵律的关系
进行分析，得到汉语韵律结构的生成特点，可以加深

３

具有语法信息与韵律结构标注的语料库

对汉语韵律结构的了解，为韵律预测技术的发展提
为了可以得到更准确的韵律结构预测结果，从

供支持。
本文通过人工标注建立了一个含有十万句新闻

而提高合成语音的质量，现在的韵律结构预测多使

文本的汉语韵律语料库。通过在标注过程中制定详

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从句子的语法信息出发对韵律

细的标注规范和对标注者长时间的训练保证标注结

结构进行预测。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同时具有语法信

果的一致性和正确性。在这一语料库的基础上，基

息与韵律结构标注的语料库不但有助于对汉语的韵

于语料库中语法信息的标注对韵律结构的组成进行

律结构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加深对汉语韵律结构组

了分析，并在这一大语料库的基础上进行了韵律预

成规律的认识，还可以提高韵律结构预测的准确性。

测的试验。通过分析与试验，发现通过语法信息进
行韵律结构预测可以得到较好的效果。但是同时也

３．１

原始文本与标注过程

发现，韵律结构除了与语法信息有关之外，还会受到

本文标注的原始文本来自２００１年全年的《人民

语义的影响，要进一步提高韵律预测的准确性，需要

日报》。北京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对其进行了

对韵律与语义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语法分词与词性标注［１ ０｜。本文随机抽取十万句语
料，从文本上直接进行韵律结构的标注。在文本上

２汉语的韵律结构

直接标记韵律结构，需要标注人根据自己对句子的
读法对句子的韵律结构进行标注。这样可以加快标

本文关注汉语韵律结构中的韵律词、韵律短语、
语调短语。较小的韵律成分包含在更大的韵律成分
中，由此形成了一个层级结构。

注速度，并可以通过标注人之间对标注规则的探讨
保证标注结果的一致性。
本文选用三位标注人（大学学历）。首先在专家

韵律词是语流中节律的基本单位也是语音一语

的指导下对标注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训练。三名标

法界面上的基本单位。在韵律词内部没有静音段，

注人共同标注了一万个语句，在标注过程中反复比

在韵律词边界处停顿不是必须的。从语音上来说，

较异同，指出错误，讨论问题，共同理解语法结构与

韵律词总是作为一个音步出现，即内部只有一个连

韵律结构在语言表达中的作用与不同、韵律词与韵

调域，不会出现韵律分界现象。汉语的标准音步是

律短语的生成原则、语法、语义对韵律的约束原则。

两个音节，单音节音步是退化音步，三音节音步是超

要求他们排除个人朗读习惯对标注的不良影响。实

音步，实验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的韵律词为２～３个音

验表明仅依据少数规则和语法信息，标注人能够很

节。包括轻声的韵律词可能延长到４～５个音节。

好地把握韵律词划分粒度，三位标注人韵律词边界

韵律短语由一个或几个韵律词组成，是介乎韵

划分的一致性达到９７％。韵律短语边界划分的一

律词和语调短语之间的韵律单位，边界表现为能感

致性为８６％。经过分析我们发现，韵律短语划分的

知到的停顿。韵律短语具有相对稳定的短语调模式

不一致主要是由于韵律短语本身的灵活性导致，各

和短语重音配置模式［９］。韵律短语的长度与语速关

份标注结果均无明显的错误。可见标注人依据对句

系很大，当语速快的时候韵律短语也会相应变得更

子语法、语义和韵律的理解能够较准确地分辨出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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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子的韵律结构。在训练的基础上，由两位标注一致
性比较高的标注人分别标注了其余九万句语料，抽

４韵律结构分析

查结果表明，标注的一致性很高。
３．２语料库与标注结果

在标注完成的九万句语料中，语法词的平均
长度为１．７７个汉字，韵律词的平均长度为２．２１

汉语韵律结构与语法结构虽然不同，但是存在
着一定的关系。这也是从语法信息预测韵律结构的
基础。通过对标注语料库的分析，可以揭示韵律结
构与语法信息的关系。

个汉字，韵律短语的平均长度为５．６１个汉字。语

在进行韵律结构划分的时候，可以认为所有的

法词、韵律词、韵律短语长度的详细分布情况如

韵律词边界都出现在语法词边界处。在实际语料

图１所示。

中，会出现四个音节以上的语法词。这些语法词应

该被切分为多个韵律词。但是，由于这样的语法词
数量非常少，仅占语法词总数的０．７％，因而可以暂
时认为这些语法词独立成为韵律词，这样可以极大
的简化标注与分析过程。
汉语韵律结构划分中韵律组词的过程，实际上
是单音节语法词与其他语法词组合生成韵律词的过
程。在标注语料库中，单音节韵律词的数量仅为单
音节语法词的２４．２％，即７５．８％的单音节语法词通
过合并生成了韵律词。而任何两个非单音节语法词
合并都会导致韵律词长度达到或超过四音节，突破
图１语法词、韵律词与韵律短语的长度分布

韵律词的词长限制，因而是不可能出现的。连续的
单音节语法词出现时，它们总是会互相合并生成韵

从图１可以看到，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单音节语
法词，但韵律词的长度以两个音节为主，单音节韵律

律词。连续的单音节韵律词出现很少，在九万句语
料库中仅出现了４ ８８１例。

词的数量很少。同时，四字及以上的多音节韵律词

在单音节语法词与其他语法词合并时，根据具

的数量也很少。事实上，在由语法词生成韵律词过

体语法词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合并规律。总的来

程中，大多数单音节语法词都会和他前面或后面的

说，但单音节语法词与双音节语法词合并时，倾向与

语法词合并生成韵律词，而两个音节以上的语法词

附着在双音节语法词之后。在由两个语法词组成的

除了可以和单音节语法词合并之外，很少和其他的

三音节韵律词中，“双音节＋单音节”结构的数量，是

语法词合并成为韵律词。这完全符合汉语的标准音

“单音节＋双音节”结构的２．５倍。轻声的单音节语

步为两个音节，单音节词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成为一

法词总是和它前面的语法词合并生成韵律词。比较

个韵律词［９１的规律。

典型的如“的”、“着”、“了”等。这些语法词在标注语

在标注结果中，韵律短语的长度一般为四到九

料库中，与前一语法词合并的比例都为１００％。

个音节。其中，四个字韵律短语出现最多，接近韵律

在语料中出现的单音节语法词中，助词所占的

短语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七到九个字的长韵律短语

比例最大，其次是介词、动词和连词。助词、介词与

则相对比较少。这是因为本文的韵律短语标注粒度

连词由于不是实词，会更倾向与黏附在其他词上。

较细，同时汉语文本中存在大量的四音节结构。考

因而本文重点考察了这些词类对韵律结构生成的

虑到汉语的长短语内部大多包含多个小短语，在人

影响。

工标注中，本文倾向于将它们划分开来，为下阶段的

助词没有自己的实体意义，在语流中也不会重

韵律预测提供便利。另外，标注结果中单音节韵律

读，有很多的轻声词。助词通常用于协助前词形成

短语的数量极少，因为单音节韵律短语基本只出现

一定的语法成分，因而，助词通常都会与前词结合生

于单字句中。十音节及以上的韵律短语也属于特殊

成韵律词。在标注语料中，助词与前词结合的比例

情况，多半包含了结构助词“的”或连词“和”之类本

占到了９４．２％。

身带有分界信息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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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词用于连接前后两个并列的成分，实际上无论在语

／（ＰＷ＞召开／ｖ／＜ＰＰＨ）新闻界／ｎ／（ＰＷ＞座谈会／

法与语义上与前后词都没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因

ｎ”）在标注语料中，单音节的副词与介词连续出现，

而，单音节并列连词只有在前后成分仅含有一个音

合并的比例为９４．５％。

节时才会与其合并，多数情况下都独立的形成韵律

介词前可能存在其他介词，此时两个介词的辖

词。但相对来讲，并列连词与后词的联系更加紧密，

域虽然不同，但它们之间也可以合并成为韵律词。

因而通常在词前会比词后有更高等级的停顿。
以连词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和”为例。“和”所连
接的成分通常比较长，因而独立形成韵律词的趋势

（Ｉｎ“李／ｎｒｆ保东／ｎｒｇ／＜ＰＰＨ）在／ｐ就／ｐ／（ＰＷ＞少
数／ｍ人／ｎ／（ＰＷ＞权利／ｎ／（ＰＷ＞议题／ｎ／＜ＰＰＨ）
发言／ｖｉ时／Ｎｇ／（ＰＷ＞说／ｖ”）。

比较明显。５６．９％的“和”前都有一个韵律短语边

当句子的主语是单音节词时，介词还可以附着

界，并且独立形成一个韵律词。另有３０．５％前后各

在句子的主语之后。当介词的宾语比较长时，介词

有一个韵律词边界。总的来讲，“和”独立形成韵律

与主语可以形成独立的韵律短语。这种韵律结构组

词的比例达到了８７．５％。“和”字向前合并一共出

成方式，与动词很相似。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到，

现了０．８％，而向后合并的情况也只有１１．８％。从

在介词的韵律组词中，也要循序韵律约束（韵律结构

上面的结果中可以看到，并列连词在语音上并不轻

长度限制）、语法约束（介词与前后词的语法关系）等

读，可以获得独立形成韵律词的资格，在语法上并列

多种因素的限制，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句子的

连词只起到连接的作用，所以并不倾向与附着在某

韵律结构。

一方上，在语义上并列连词用于引出下一个并列成

在由韵律词生成韵律短语时，同样需要同时考

分，因而与下一成分的关系要相对更紧密一些。与

虑韵律、语法、语义等多方面的影响。与韵律词的划

“和”相比，“与”所连接的成分相对较短，因而其周围

分相比，在韵律短语划分时语义约束将起到更重要

韵律短语边界出现比较少，仅有３３．４％，而两边均

的作用。韵律短语的划分要符合句子的语法结构，

为韵律词边界的情况达到了４２．１％。它与前后词

因而，韵律短语边界经常出现在句子较高层次的语

合并的比例都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独立形成韵律

法边界上，但由于韵律短语的划分还要满足长度的

词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限制，因而不能总是完全按照语法结构划分。同时，

非并列连词的韵律构成上的表现与并列连词就
有很大的不同。当连词所连接的两个成分的地位不

韵律短语结构对语义表达有更重要的作用，因而也
要受到语义表达的约束。

相同时，连词要引出其后的成分，并指明两者之间的

关系。此时连词与其后的成分连接更加紧密。同

５

自动预测试验

时，非并列连词所连接的通常并不是词语，而是短
句，因而连词之前会有更容易出现韵律短语边界。

分析标注语料库可以发现韵律结构与语法结构

以表示转折的连词“但”为例，它有９９．５％的情况前

虽然不同，但是存在着较多的联系。因而从语法信

面出现了韵律短语边界。

息进行韵律结构的预测是可行的。本文在标注语料

汉语中，介词与动词的在韵律组词的表现上比

库的基础上，进行了韵律结构自动标注的试验。

较类似，也比较复杂。介词用于表示其后的词的语

试验中，使用两名标注人分别标注的九万句语

法作用，他总是与其后的词或词组组成介词短语，所

料作为试验语料，并选取其中的一半作为训练集，一

以他与其后的词有着自然的联系。因此，当介词的

半作为测试集。对于语料中的每一个语法词边界，

宾语只有一个音节时，介词与其宾语总是会合并形

将该边界前后各两个语法词，共四个语法词的词性

成一个韵律词。

与词长信息组织成为一个八维的特征向量。对于词

同时，单音节介词与出现在它前面的单音节副

性特征，使用文献［１０］中的词性定义，词长信息则分

词或副词作用的词有很强的合并趋势。副词与介词

为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及以上四个等级。

短语在句子中的语法地位是相同的，于是在介词没

对于位于句首与句尾的边界，其前方或后方第二个

有单音节宾语时，单音节的副词与引导介词短语的

语法词不存在，在特征向量中使用特殊的标记表示。

单音节的介词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甚至形成了一种

同时标点也被分别赋予了不同的词性与词长标记。

副词＋介词组成的复合介词的结构。（如“省委／ｎ／

每个特征向量对应的输出为语法词边界、韵律词边

＜ＰＷ＞宣传部／ｎ／（ＰＰＨ＞也／ｄ于／ｐ／（Ｐｗ＞近日／ｔ

界、韵律短语边界三类。试验使用ｗａｇｏｎ决策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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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训练与预测。本文试验的预测结果与其他一些同
类工作的预测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韵律边界预测结果比较
韵律词边界

６９

语法分词结果

韵律切分结果

走ｌ法治ｌ的Ｉ道路

走△法治的道路

练ｌ体操Ｉ的ｌ经历

练体操的△经历

韵律短语边界

句中三角形表示韵律词边界。上面的两个短语
正确率

止佣翠

召回率

Ｃ４．５Ｅ３３

８２．９％

７１．２％

关系也不相同。第一句中，“道路”为“走”的宾语，

Ｃ４．５－ｔ－ＴＢＬ［３］

６８．４％

８５．９％

“法治”与“道路”的结合更为紧密，因而“走”只能单

ＭＥ［－２］
本文的结果

召回率

有相同的词性组合，但由于语义不同，语法词之间的

９３．６％

９６．３％

７９．８％

７８．４％

独成为韵律词。但是在后句中，“练体操”却是一个

９７．５％

９７．６％

８４．０％

７４．３％

整体，因而“练体操的”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韵律词。

在自动预测结果中，后句就多出了“练”后的一个韵
从对比结果可以看到，使用语法信息对韵律结

律词边界。上面两句的区别无论是用语音信息还是

构进行预测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结果，特别是对韵律

词性的信息都难以区分。上例表明语言中韵律要为

词边界预测，所得到的预测精度已经比较高。但是

语义表达服务，仅依据词性特征和语音平衡对韵律

在韵律短语预测方面，由于其划分与语法结构及语

结构进行定界和预测还存在很大的不足。

义有关，因而仅通过词性等语法信息预测的精度还
比较低。

虽然本文没有使用复杂的预测算法，但是在一
个标注一致性比较好的大规模语料库上，仍然取得
了与其他工作类似的结果。一个大规模的语料库可
以包含更加丰富的韵律现象，可以更加真实的反映

再比如：荣获本届“口文华大奖”的剧目口还有
口陕西省口戏曲研究院的口眉户剧《迟开的玫瑰》、
口重庆市川剧院的口川剧《金子》、口湖南省湘剧院

的口湘剧《马陵道》等口戏曲剧目。

，

句中方块表示韵律短语边界。如果仅考虑语音
与词性信息，“还有”应该与“陕西省”合并成一个韵
律短语，这样使得韵律短语的长度比较平衡。但是

汉语韵律结构的特点，从而从中得到的分析结果也

考虑后面出现的排比句式，该韵律短语的边界则应

更加真实可信。同时，本语料库在建设过程中，通过

该调整至“还有”之后。类似的情况还有：

对标注人的训练，减小了韵律结构划分灵活性对韵

口体操技术口委员会的委员口

律标注的影响，在保证韵律结构标注正确的基础上，

口中国体育口代表团的口

提高了语料库标注的一致性。

上面两个短语，在自动切分长短语时，依照语音
平衡原则都被划开。但是两个短语中的词结合比较

６

语法及语义信息对韵律结构的约束

紧密，朗读时应属于同一个韵律短语。这类长短语
是否应该进一步划分很难通过词性信息判断，必须

语音、语义跟语法是人类语言中的几个独立

综合考虑句子的语义。

又互相制约的平面。纯语法理论已不再是汉语语

在进行韵律短语划分时，对同样的文本，根据语

法研究的唯一目标，语音、韵律、语法等研究相互

义表达的不同需要还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韵律短语

渗透。韵律预测是语音、语法和语义的一个非常
好的结合点。韵律预测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很好
的例证。最初，韵律预测是基于机械式的语法分
词和规则处理；进而引入语法信息，基于统计生成
规则；目前基于人工标注的大规模语料库，引入语法
和语义信息，再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实现韵律预测，取
得了很好的结果。标注人能根据对文字的理解，很

划分方式。如在下面的例子中：
孝义市经济实力口显著增强
孝义市口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两句都是合理的短语划分方式，但前一句强调
增强的程度。后一句强调增强的是经济实力而不是

其他。也就是要，在句子中没有明显的语义重音的
时候，韵律短语边界处的词语由于基频重置会获得
一定程度的强调。

好的平衡语音、语法和语义的关系，准确地表达文字

文献［７］中将句子的语法树加入韵律结构预测

要表达的信息，但机器处理距离这一要求还有不小

的特征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预测精度，但其

差距。例如：

利用的是人工标注的语法结构信息，还很难在大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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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ｉｎ 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料库及自动预测中应用。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可见，在韵律结构的划分中，语法和语义信息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将语法和语义信息融入韵
律结构的预测过程中，将成为进一步提高韵律结构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Ｔｅｘｔｓ［Ｊ］．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１，６（１）：６１—８２．

［２］Ｘｉａｏｎａｎ Ｚｈａｎｇ，Ｊｕｎ

预测精度的关键问题。

Ｃａｉ．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Ｘｕ，Ｌｉａｎｈｏｎｇ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ｏｄ—

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Ｑｉａｎｇ

ｅｌ ｗｉｔｈ ＥｒｍｖＤｒｉｖｅｎ

Ｈｕｏ，Ｂｉｎ

Ｍａ，ｅｔ ａ１．ＦＡ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５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
７

ｐｏｓｉｕ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ｏｋ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结论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Ｇｅｒｍａ—

ｎ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０６：１４９—１６０．

本文在一个已完成语法分词与词性标注的语料
库上，进一步进行了韵律结构的标注，得到了一个含

［３］赵晟，陶建华，蔡莲红．基于规则学习的韵律结构预测
［Ｊ］．中文信息学报，２００２，１６（５）：３０—３７．
［４］Ｈｏｎｇｈｕｉ 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ａ Ｔａｏ，ＢＯ

有十万句文本语料的人工标注的同时具有语法信息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与韵律结构信息标注的语料库。语料库标注过程中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２００５

通过对标注人训练，保证了语料库内部标注高度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５３

Ｈｏｎｇｈｕｉ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ｌｌ

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ｏｋ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着比较紧密的关系。文中通过对汉语文本中出现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多的单音节语法词的韵律组成规律进行分析发现，

１６９－１７８．

［６３

和单音节并列成分合并之外，倾向于独立形成语法
词，非并列连词倾向于与后词组合形成韵律词，介词

Ｈｅｎｇ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Ｋａｎｇ，Ｗｅｎｊｕ

Ｌｉｕ．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７］

［ｃ］／／Ｑｉａｎｇ

Ｈｕｏ，Ｂｉｎ

Ｍａ，ｅｔ ａ１．Ｅｄ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ｏｋｅｎ Ｌａ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Ｇｅｒｍａｎ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Ｚｈａｏ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Ｓｐｅｅｃｈ，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

分不但与韵律约束相关，还与句子的语法、语义等多

Ｂｉｎ

韵律短语边界预测精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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