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的表现力及其声学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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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增加 TTS 系统的表现力，本文分析了语音的表现，利用“有效性”和“一致性”实验研究
了 5 种情感和 3 种风格的语音特征在感知上的作用，并统计分析了 3 种风格语音的时域特征。结果表明，
基频和时长等时域特征在风格和情感的表达中起到显著的作用，为合成出具有风格和情感表现的语句，
需要优先对风格和情感的韵律特征建模。
关键词：表现力，情感，风格，语音合成，TTS

1.引言
语音不但能表达语言信息，而且也能表达情感、意向、态度和说话者特性等信息，因此，语音是人
们相互交流的最重要、最自然、最便捷和最有用的手段，也是人机交互中最为方便直接的方式之一。随
着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语音技术也广泛应用到人机交互中。语音识别技术使得计算机能够 “听懂”
人的语音，而语音合成技术使计算机能够“说出”人类的语言。目前，语音合成技术获得了飞速发展，
尤其是可以将任意文字转换成语音信号的文语转换系统（TTS），其输出语音的音质已经基本接近真人
的发音，在人机对话、远程语音信息服务、机器阅读、电信、娱乐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目前
国内外的大多数语音合成系统只能以某种朗读风格将书面语言转换成口语输出，缺乏不同年龄、性别特
征及语气、语速的表现，更不用说赋予个人的感情色彩和语言风格。随着信息社会的需求发展，人们试
图为合成语音增加情感、变换风格，以提高合成语音的自然度，促进人机交互的发展[1]。这不仅涉及到
计算机语言生成以及人类大脑的高级神经活动，也涉及到语音的表现力的分析。
目前的语音合成系统多采用数据驱动的拼接语音合成。这种方法的合成语音可达到很高的可懂度，
但参数的修改范围小，难以满足语音表现力的需求。为了进一步提高拼接合成系统的表现力，一方面研
究利用信号处理方法，对中性的语音信号直接进行修改以产生目标风格和情感的语音；另一方面，通过
录制不同人的不同情感、风格的大语音库来实现富有表现力语音合成。信号处理的方法造成音质的下降，
频域参数的修改也难以达到理想的目标。而录制不同大语音库的代价太高[1]。
为了增加 TTS 系统的表现力，需要对富有表现力语音的声学特征进行分析。本文利用“有效性”
和“一致性”实验[1]研究了 5 种情感和 3 种风格的语音特征在感知上的作用，并统计分析了 3 种风格语
音的时域特征。结果表明，基频、时长等时域特征在风格和情感的表达中起到显著的作用，因此，只对
风格和情感语音的韵律特征建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合成出具有风格和情感表现的语句，这样可以在
拼接语音合成系统中减小录制语音库的代价。

2．语音的表现
对于人机交互来说，理想的合成语音不仅要能将“字”读正确，而且要能够表达出“言外之意”，
不仅仅是“说什么”，更重要的是“说话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能够根据情境表达出合适的语义信息。也
就是说，理想的合成语音应该具有非常丰富的表现力。在这里，语音表达的“情境”不仅指文本内容，
还应包括交互内容、交互背景、交互对象、交互场景、语体风格等多方面的因素，所有这些都影响着言
语的表达。比如，如果通过TTS陈述一些事实、道理（播报一般新闻），希望听者明知，则需要合成语
音的语调平稳，声音清晰；要解说体育比赛，则合成语音应该表现出激情；而机场的信息广播系统，则
需要语气平缓，字真意切。
* 本工作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0433030,60418012）资助

语音的表现可分为表事、表意和表情三个层次。通常“中性语调”的语音可以用来说明事实；韵律
丰富的语音可以隐含意向（称之为“逻辑语调”）
；而富有表现力的语音则可以表达更丰富的情感（称之
为“情感语调”）。富有表现力的语音包括了不寻常的重音、音高的整体变化、讲话速度的变化等。自然
对话中，同一句话，文字虽然相近，如果语音表现不同，则表达的意向和情感也不同甚至相反。
语音表现的三个层次可以从情感、风格和个性这三个方面来研究。情感是由心理－生理变化引起的
情绪反应，这导致说话人的音质以及韵律特征的改变；风格是由说话者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说话的情境所
决定的某种表达模式；个性是由说话人的生理特征和发音习惯决定的，这反映在音质参数上。情感、风
格和个性形成的语音表达是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通常，个性和风格是指相对稳定的、全局
的语音表现；而情感重在表现变化，它更多是一种短时的、局部的语音现象。情感、风格和个性的相互
联系表现为：人们可以借助风格传递情感；同一个人也可以不时变换说话风格与情感；不同人表达情感
内涵的语音表征不尽相同。
对于情感，目前有两种主要的表示方法，一是范畴表示方法，二是维度表示方法[2]。范畴表示方法
利用不同的词刻画某一类情感。目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存在害怕、愤怒、悲伤、高兴等少数几种基本情
感。维度表示方法在连续变化的维度上表示情感。最常见的维度为激发度（arousal）和评价度
（evaluation）。激发度主要从生理的角度描述情感。高激发度的情感（如愤怒，高兴等），在语音的声
学信号上表现为基频升高，能量加强和语速加快；低激发度的情感（如悲伤），在声学上表现为基频降
低，能量减弱和语速减慢。评价度描述情感在认知方面的属性。例如，高兴是正性的情感，而愤怒，悲
伤则是负性的情感。
不同于情感，对于语音的风格，目前在学术界尚无统一的定义。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定义风
[3]
格 。我们认为，在言语工程中，风格是由说话者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说话的情境所决定的某种表达模式。
这种表达模式可以借鉴情感的表示方法来表示。我们根据 Schlosberg[4]的三维情绪模型，按照语音表达
的愉快-愤怒，紧张-松弛以及激活水平来表示语音风格。例如，信息播报风格的语音，其在愉快-愤怒维
上表现为中性，在松弛-紧张维上表现为松弛，激动水平低，我们定义为松弛的风格；新闻播报在三个
维度上均表现为中性，我们定义为中性的风格；而体育解说在这三个维上的变化都较大，我们定义为活
跃的风格。
[5]
语音的个性特征分为生理特征和心理/社会特征 ，前者与音质及情感有关，后者与说话风格有关。
生理特征随性别、年龄、体重等变化，主要由说话者的声道形状和尺寸、声带的长度、质量和弹性、肺
容量等决定。声道形状和尺寸影响共振，即共振峰频率和带宽，声带和肺容量分别影响基频和响度。心
理/社会特征是在人的社会生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它们通常显示语言学、语义、情感等方面的差异，主
要对韵律特征有贡献。

3．语音表现的声学特征分析
语音最主要的感知特征包括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质。从语音的产生模型来看，语音的声学参数分
为两类：声源参数和声道参数。这些参数的静态和动态特征与语音的生理特征以及心理/社会特征相关。
声源的声学特征包括基频、时长等时域特征，声道的声学特征包括共振峰等频域特征。
(a) “一致性”测试示例文本：
语句：如今我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
问题：请问该语句的表现方式是否与文本内容一致？
选项：A. 一致 B. 不大一致 C. 很不一致
(b) “有效性”测试示例文本：
语句：我已经知道自己的考试结果了。
问题：考试结果最有可能的是下面哪一个？
选项： A. 考的不好 B. 我不知道 C. 考的很好
图 1 “一致性”测试和“有效性”测试的例子

为了考察时域特征和频域特征对不同情感和风格语音的感知作用，我们设计了“一致性”和“有效
性”的感知实验。所谓“一致性”，是指语句在声学上的表现应与它的文本内容和出现的具体情境相一
致。例如，好消息应当高兴地表现，坏消息应当悲伤地表现。图 1 的上半部分给出了一个“一致性”测

试的例子。
“有效性”是指当语句的文字内容不具情感倾向时，声学表现出的情感信息是否被听者感知。
例如，
“我已经知道自己的考试结果了”，若高兴地表现，则传递出“考的还不错”的信息；若悲伤地表
现，则很有可能是考的不理想。若语句被判断为与文字内容一致，或者有效地传递出了情感信息，则认
为语句具有情感表现。图 1 的下半部分给出了一个“有效性”测试的例子。
3.1 情感和风格语音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测试
本文对愤怒、害怕、高兴、悲伤、惊讶 5 种基本情感和松弛、活跃两种风格进行了测试。为每种情
感和风格设计了 4 个语句（2 句具有情感倾向，2 句中性）。由一位女性播音员录制。另外，对松弛、中
性和活跃三种风格又录制了 100 句语句。所有的数据均以 16 位 16k Hz 采样率的 wav 文件格式保存，
并用 Visual Speech 手工标注。
我们分析了不同语句基频、时长和能量的差异。采用拷贝合成的方法，利用 STRAIGHT 算法[6]，
交换中性语句以及情感或风格语句的韵律参数，产生具有情感/风格韵律特征或中性韵律特征的合成语
音，然后进行测听试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列出了被判断为具有情感或风格表现的平均比率。被测听的语句是录制的情感或风格语句和中
性语句，以及合成的带有情感或风格韵律特征的中性语句和带有中性韵律特征的情感或风格语句。由表
1 可见，至少 89%的录制的情感或风格语句被判断为具有情感或风格表现（列 2）
，而录制的中性语句
则很少被判断为具有情感或风格表现，但是录制的表现悲伤的中性语句被判断为悲伤的比率较高（列
3）。因此，录音数据在总体上“一致性”较好。当中性语句改换为情感或风格韵律时，大部分情况下被
判断为具有情感或风格表现，
“有效性”较好（列 4）。但将情感或风格语句改换为中性韵律时，合成语
句被判断为具有情感或风格表现的比率稍高（列 5），这说明情感或风格表达中除韵律参数外，还受频
谱参数的影响，但是，与频谱特征相比较，基频、时长等时域特征起到更显著的作用。
表 1. 自然语句以及合成语句被判断为具有情感/风格表现的平均比率（%）.
录制的中性语

录制的情感/

句+情感/风格

风格语句+中

韵律

性韵律

2

87

30

89

1

76

5

高兴

91

1

68

7

悲伤

93

16

66

49

惊讶

90

6

80

13

松弛

92

4

82

18

活跃

93

6

86

14

被判断为具有情感/

录制的情感/

录制的中性语

风格表现的比率（%）

风格语句

句

愤怒

99

害怕

3.2 风格语音的时域特征分析
对三种风格的语句，计算了以音节为单位的语速和语速的变化。在语速的计算中，没有考虑停顿。
表 2 显示了实验结果。由表 2 可以看出，这三种风格的语音在语速上明显不同，松弛风格的语速最慢，
而中性风格的语音语速最快。此外，在这三种风格中，语速的变化也不相同，松弛风格中的变化最小，
而活跃风格中的变化最大，这是松弛风格多为短句，而中性和活跃风格多为段落的原因。中性风格中的
语速变化少于活跃风格的，这是由于新闻需要用平缓的调来说明事实，因而语速变化的次数少；而在活
跃风格中，则利用语速的变化来达到积极的效果。
表 2 三种不同风格的时长信息
松弛

中性

活跃

消除停顿的语速（ms/音节）

255

172

202

语速的变化（%）

17

6

37

我们也分析了三种风格的基频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和基频变化率等特征。图 2 给出了三种风格的
基频范围变化的统计结果。图 2 中，左边是松弛风格的基频范围变化率，中间是中性风格，右边是活跃

基频变化范围
(%)

风格。由图 2 可以看出，不同风格的基频变化范围不同。松弛风格和活跃风格的基频的变化范围明显不
同于中性风格的基频特征，对于松弛的风格，基频其变化范围窄，这说明在这种风格中，语调平缓。而
在活跃风格中，基频的变化范围大，说明在这种风格中，语调的变化丰富。此外，这两种风格的基频平
均值也不同于中性风格的。
3
2
1
0
-1
-2

均值以上
均值以下

松弛

中性

活跃

风格

图 2 松弛、中性和活跃三种风格的基频变化范围

4．结论
为了实现高表现力的语音合成，本文探讨了语音的表现，并用一致性和有效性分析了语言与表达的
关系，研究了 3 种风格的语音的声学表现。从这些研究中，我们认为语音的表现力包括情感、风格和个
性。在风格和情感的表达中，与频谱特征相比较，基频、时长等时域特征在风格和情感的表达中起到更
显著的作用。当合成语句不包含风格和情感时，可以通过风格和情感韵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风格和情
感，满足交互的需要。为合成出具有风格和情感表现的语句，需要优先对风格和情感的韵律特征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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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better expressiveness of synthesized speech,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peech and expression is
analyzed through the appropriateness test and efficiency test. The acoustic features are studied for different
speaking styles and emotions. From the results, 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iming domain parameters such
as pitch, energy and duration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he expression of speaking style and emotion, thus
modeling prosod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odeling spectrum for expressive TT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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