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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汉语语音合成中，音节内清音和浊音的时长是影

unvoiced part in the adaptation data. In synthesis, a reference

响自然度的重要因素、并且与说话人关系较大的个性化特征

relative duration of unvoiced part with the target speaker is

之一。本文针对基于 HMM 的汉语语音合成说话人自适应，

generated from this decision tree, and the duration of unvoiced

提出了一种清浊音时长优化算法。将原始说话人训练语料的

part and voiced part in the synthesized speech is adjusted

清音在音节中的相对时长特征根据语境特征进行决策树聚

accordingly.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is approach can improve

类，并进一步使用自适应算法将决策树中的特征值自适应到

the accuracy of duration prediction in the speaker adaptation of

目标说话人的清音相对时长。在语音合成时，从该决策树得

HMM-based Mandarin TTS, and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到目标说话人的清音相对时长参考值，合成语音的清浊音时

similarity of speaker adaptation and the naturalness of

长按照参考值进行调整。实验表明该算法可以提高 HMM 汉语

synthesized speech.

语音合成中说话人自适应的时长预测准确度，有效地提高说
话人自适应的相似度和合成语音的自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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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人自适应是基于语音模型转换的一种声音
转换技术，HMM 语音合成的说话人自适应相对经典

The duration optimization of speaker
adaptation in Mandarin TTS

的基于声学特征转换的声音转换，需要的目标说话
人语音数据量更少，并且在保证很高的声音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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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保持了较高的音质和自然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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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uda 在 1998 年提出了基于最大似然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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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Likelihood Linear Regression, MLLR)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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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is adapted by target speaker using the relative duration of
1

YAMAGISHI 等人在 2003 年提出了平均声音模型

人自适应，提出了一种音节内清浊音时长的优化算

(Average Voice Model)的概念以及其模型训练方法和

法。首先，从原始说话人的大量训练语料中提取清
音在音节中的相对时长特征，并根据语境特征进行

决策树聚类方法[2][3]，并将 MLLR 算法引进到平均声
音模型上

[4]

了决策树聚类。同时，从少量的自适应语料中，提

。 Zen 等 人 在 2004 年 提 出 了

取清音相对时长特征，进行了对原始说话人清音相

HSMM(Hidden Semi-Markov Model)的概念[5]，并将

对时长决策树的说话人自适应。合成时，从该决策

MLLR 算法应用到 HSMM 上[4]。在算法本身的性能

树得到目标说话人的清音相对时长参考值，合成语

提高上，Nakano 等人在 2006 年提出了将经典的
MAP(Maximum a Posteriori)

音的清浊音时长按照参考值进行调整。

算法和 MLLR 算法结

[6]

1

合的方法[7][8]。但以往说话人自适应算法的研究都比

音节内清音相对时长的个性化分析
在汉语语音中，当音节时长变化时，音节内清

较注重转换算法，也就是注重提高模型的转换准确

音和浊音的变化比例并不相同，清音时长变化和其

率，转换参数一直局限在 MFCC 等频谱参数和基频

发音等语境特征和说话人关系较为密切，而浊音时

参数。

长变化则根据音节和清音时长的变化而定[12][13]。不

考虑到汉语语音中清浊音时序性，在基于 HMM

同说话人表现不同的说话风格、情感表达和语速，

的汉语合成中，有些研究通过清浊音判决的改进，

相应地其清音时长也会不同。即对于不同的说话人，

减少清浊音预测的误差。康世胤等人在音节级汉语

即使说话的文本内容是相同的，音节内的清浊音时

语音合成系统中，统计了训练语料的音节内清音相

长分布也会不同。

对时长，构造了根据拼音的清音相对时长参考值表，

因此，清音对音节的相对时长是表示不同说话

指导合成时的清浊音判决[9][10]。在音素级汉语语音合

人和不同语境下时长变化的重要声学特征。本文选

成系统中，Qian Yao 等人提出了清浊音累积误差

用清音时长与音节时长的比例 ruv 表示清音相对时

(accumulated u/v error)，描述“清音-浊音”双音素序

长：

列中清浊音转换点位置误差，并以最小误差状态边

ruv 

界作为最终清浊音的转换边界[11]。清浊音判决的改
进可以减少激励和频谱的清浊性不一致的问题，但

tu
ts

(1)

无法修正清浊音时长的预测误差。同时，由于清浊

式中，t s 为该音节的音节时长，tu 为该音节的清音段
时长。

音判决的改进算法是基于大量统计数据的，难以应

为了测量音节内清音相对时长与说话人个性之
间的关系，本文进行了不同说话人清音相对时长的

用于只有少量目标说话人语料的说话人自适应。

对比分析。在分析实验中，采用自然语音与合成语

在基于 HMM 的汉语语音合成中，基元（音节、
声韵母、音素等）的时长由时长模型预测出来的状

音之间的清音相对时长平均误差，对比了不同说话

态时长序列决定。在音素级的中文语音合成系统中，

人对清音相对时长特征的影响。清音相对时长平均

每个音节被分解成为一个或多个音素（复合韵母将

误差为同文本的自然语音与合成语音各对应音节的

被分解为若干音素），每个音素的时长是独立预测

清音相对时长差值的平均值：

的。由于其时长预测会存在误差，会影响音节内清
音和浊音的时长预测。另一方面，音节内的清浊音

d

时长是与说话人相关的个性化声学特征之一。因此，
汉语语音合成的说话人自适应中，合成语音的清浊

 r  r
uv

N

uv

(2)

其中，d 为清音相对时长平均误差，N 为总音节

音时长分布会影响说话人自适应的相似度。

数， ruv 与 ruv 分别为合成语音与录音中对应音节的清

本文针对音素级的 HMM 汉语语音合成和说话
2

了清音相对时长特征的说话人自适应，提高了合成

音相对时长。

语音的清浊音时长预测准确度和说话人相似度。

实验分别使用说话人 A 和说话人 B 的 5,000 句

添加清音相对时长的说话人自适应后，语音合

语料合成语音，选取了 50 句说话人 A 的合成语音和

成流程如图 1 所示。原始说话人 A 的大量语料经过

50 句说话人 B 的合成语音，分别计算了清音相对时

HMM 建模和决策树聚类，构造 A 的参数化模型库

长平均误差。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包含基频、频谱和时长特征的决策树）和清音相
对时长模型库（决策树结构）。从目标说话人 B 的少

表 1 不同说话人的清音相对时长平均误差
平均误差值

说话人 A
0.10769

量语音中提取基频、频谱、时长等声学特征和清音

说话人 B
0.176687

相对时长特征，采用其基频、频谱、时长声学特征
对 A 的参数化模型库进行自适应，而其清音相对时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不同说话人对清音相对时

长特征对 A 的清音相对时长模型库进行说话人自适

长的影响是不同的。结果验证清音相对时长特征是

应。最后，在合成阶段，根据自适应后的清音相对

与说话人相关的个性化声学特征。

时长决策树调整每个音素模型的状态时长。

2

本文的清音相对时长采用了单状态 HMM 进行

基于清音相对时长自适应的时长优化

建模，其自适应原理和一般 HMM 语音模型的说话

2.1 算法框架

人自适应相同。

本文在汉语语音合成的说话人自适应中，增加

图 1

具有清音相对时长自适应的汉语语音合成流程

2.2 清音相对时长的预测建模

首先，在基于 HMM 的汉语语音合成的训练阶

音节中清音时长不仅与其拼音有关，并与其上

段，根据训练语料的基频标注信息，提取了清音相

下文语境有关。如送气清音时长比不送气清音长，

对时长特征。之后使用上下文语境信息对音节的清

孤立音节的清音时长比词语中音节的清音时长长。

音相对时长特征进行决策树聚类，聚类所使用的语

本文采用决策树建立了基于语境特征的音节内清音

境特征包括发音特征、位置特征和长度特征。发音

相对时长预测模型。

特征包含当前音节和前后音节的拼音以及发音方式
3

和部位等；位置特征包含当前音节在韵律词、韵律

tv*  ts  tu*

短语和语句中的前向位置和后向位置等；长度特征

(5)

确定清音和浊音的目标时长之后，当前音节的

包含当前韵律词、韵律短语和语句的音节数等。

所有音素的 HMM 状态时长按照清音和浊音的时长

聚类之后的预测模型为决策树结构，决策树的
每个叶节点中包含相同语境的音节。每个叶节点中

调整比例进行相同比例的调整。

所有音节的清音相对时长特征被训练得到一个

3 实验及结果分析

GMM 模型，其 GMM 模型的均值为该叶节点的清音

3.1 实验环境


uv

相对时长预测值 r 。叶节点 GMM 模型的分布服从：

本文使用一个女性说话人（说话人 A）的 5,000

K

p ( x |  )   k N ( x |  k ,  k )

句训练语料，建立了音素级的 HMM 中文合成系统。

(3)

k 1

另一个女性说话人（说话人 B）的 500 句语料使用于

式中，k 为第 k 个高斯分量的权重， N ( x | k , k ) 为

说话人自适应。

高斯密度函数。

语料库中的训练语音数据保存为 16 KHz 采样率

本文将清音相对时长的 GMM 模型看作为单状

的 wav 格式文件。使用 HTS-2.1.1 工具及脚本建立了

态的 HMM 模型，并直接使用 HTS 工具进行了训练。

两个具有说话人自适应的音素级 HMM 汉语语音合

2.3 清音相对时长的说话人自适应和时长优化

成系统 S1 与 S2。在 S2 系统中增加了清音相对时长的

在清音相对时长的个性化分析中，已验证了该

说话人自适应和清浊音时长调整模块，而 S1 系统中

特征与说话人之间的相关性。为了提高合成语音的

不包含清音相对时长的自适应和调整。

说话人相似度和自然度，本文在基频和频谱参数的

合成系统使用的声学特征为 25 维 MFCC[14]，1

说话人自适应中，增加了清音相对时长特征的说话

维 log F0 及其一阶和二阶动态特征，共 78 维。每个

人自适应。

音素包含 5 个状态。

在 HMM 语音合成的说话人自适应当中，频谱

本文通过客观实验和主观实验，比较了原始说

特 征 和 基 频 特 征 采 用 HTS-2.1.1 工 具 中 的
CSMAPLR(Constrained

Structural

Maximum

话人自适应系统 S1 和清浊音时长优化之后的合成系

A

统 S2 的合成语音。

Posteriori Linear Regression)算法，而本文的清音相对

3.2 客观实验

时长模型也采用了该算法。

本文在目标说话人的训练集内随机选择了 50 句

在合成阶段，首先根据 HMM 模型预测得到状

语音，比较了原始自适应系统 S1 和具有清音相对时

态时长序列，即当前音节的清音和浊音的时长。然

长自适应的自适应系统 S2 的清音相对时长平均误差

后根据清音相对时长预测模型预测的清音相对时长

值。为了评估目标说话人的自适应数据量对自适应

参考值，并对音节内清音和浊音的时长进行了调整。

结果的影响，分别选择了 50 句、100 句和 500 句的

当音节时长 t s 确定后，通过该音节的清音相对时

数据量，进行频谱、基频、时长特征和清音相对时

长参考值 ruv ，先计算清音段的目标时长为：

tu*  ruv  tu

长特征的说话人自适应。

(4)

在中文语音合成的说话人自适应中，随着不同
自适应数据量的、清浊音时长优化之前和之后的清

式中，tu 为该音节的清音段时长。根据清音段目标时

音相对时长平均误差结果如图 2 所示。结果表明，

长，得到浊音段的目标时长为：

经过清浊音时长优化之后，清音相对时长特征的预
4

测误差明显减少，可以有效地提高说话人自适应的

主观测听实验结果如图 3 所示，结果表示增加清音

相似度。

相对时长的说话人自适应，可以有效地提高说话人
自适应的相似度，即语音合成中的个性化表现力。

4 结论
音节内的清音相对时长是影响说话人个性和语
音自然度的一个重要声学特征。本文针对基于 HMM
的汉语语音合成的说话人自适应，提出了基于清音
相对时长自适应的清浊音时长优化算法。在频谱和
基频声学特征的说话人自适应的基础上，增加了音
节内清音相对时长特征的自适应。合成时，根据目

图 2 在说话人自适应中，随着不同自适应数据量的、清
浊音时长优化之前和之后的清音相对时长平均误差比较

标说话人的清音相对时长参考值，调整合成语音的
清音和浊音的时长。

此外，不同的自适应数据量对说话人自适应结

客观实验和主观实验结果表明，经过清浊音时

果的影响很小，结果说明清浊音时长优化算法可以

长优化之后，目标说话人的清音相对时长特征预测

使用于少量目标说话人语音的说话人自适应中，实

误差明显减少，可以有效地提高说话人自适应的相

际上，当只有 50 句目标说话人语料时，算法已经达

似度，即语音合成中的个性化表现力。

到了很好的自适应效果。
3.3 主观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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