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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语音的韵律特征分析与转换
熊文婷，崔丹丹，孟凡博，蔡莲红
摘要 本文分别以整句和句内音段（句首、句中、
句末）为单位对情感语音的六种典型韵律特征
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当语音信号由中性变换成
愤怒、高兴、惊奇和悲伤情感时，其声学特征
的变化特点。根据分析结果，进一步地选择时
长、能量、最大基频、基频范围这四个韵律特
征，进行了由中性语音到情感语音的转换实验，
并对全局和局部分音段两种转换模型的转换效
果进行实验比较，也对局部分音段情感转换模
型的有效性进行了主观评测。实验结果表明：
情感语音的韵律特征对于不同情感，语句内不
同音段，其变化不尽相同。这种音段间韵律特
征的局部差异对情感的表达感知有贡献，并可
用于指导情感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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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音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重要交流
手段，它不仅能够表达文字所含的语义
信息，还可以通过说话者的说话方式，
如语气、音调变化等表达出说话者的态
度和情绪，即我们常说的“言外之意”[4]。
情感 语音的研究 已成为语音 研究的 热
点。
情感语音的研究表明，语音情感信
息主要体现在韵律特征的变化上[1] [2] [4]。
有的进一步指出，基本情感的声学特征
差异，主要反映在基频的高低，能量的
增减和语速的快慢[4]。运用少量的韵律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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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可以较为有效地识别悲伤，高兴，
愤怒，惊奇等情感[5][8]，并且通过修改韵
律参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情感
[5]
。但遗憾的是，对于高兴，愤怒，惊奇
等高激活的情感区分，一直较为困难。
已有的研究，大都是以整个情感句
为单位分析语音信号的韵律特征[6] [8]。但
语音特征具有时变性：时长的伸缩，音
调升降在句中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变化
规律[3]。情感的表现和感知也会随音段的
位置改变。因此，有必要研究句内局部
音段的韵律特征和音段间的韵律特征变
化特点。这对发掘情感语音声学表达的
规律，实现更高质量的情感语音转换，
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了研究韵律特征在语句内部的局
部差异对情感表达的影响，本文设计了
文本对齐的无意义短句，并用五种情感
录制了情感句，分别从整句话和局部音
段两个角度对六个情感韵律特征进行统
计分析与对比，研究了不同情感下韵律
特征的变化特点，总结出基于全局（整
句话）韵律特征和局部（句内音段）韵
律特征的两种情感转换模型。实验评测
结果表明，局部分音段情感转换模型在
惊奇和愤怒情感方面效果明显。

2 语料与特征
本文研究韵律特征参数的时域变化
对情感表达的贡献，因此分析中应尽可
能的消除文本语义对情感韵律特征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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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尽量确保用于分析的语音同种情
感表达方式前后一致。先以短句为单位
对录入的情感语音的平均基频、最大基
频、最小基频、基频变化范围、平均能
量和平均时长进行统计分析；再将短句
分为句首、句中、句末三个音段，并以
音段为单位对以上 6 个声学特征进行统
计，得到情感语音句内不同位置音段的
局部韵律特征。

2.1 分析用语料
本文设计的语料是文本对齐的短句
（五字--六字）
，共 48 个。为了避免情感
表达方式受文本内容、音调的影响，文
本涵盖所有单、双音节声调组合的 24 种
情况，每种组合在句首、句中、句末各
出现一次。每个短句均为 5 个或 6 个音
节组成。为了研究句语音韵律结构的局
部特点，根据词的位置将每个短句分成
句首、句中、句末三个音段，每段为 1-2
个音节。
录音者用中性、愤怒、高兴、惊奇、
悲伤五种情感共录制了 240 句情感句。
虽然一种情感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但
在录音时要求录音者对同一种情感保持
相同的表达方式。
然后，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评估，选取
情感表达明显的样本，进行语句切分；
再利用分析工具进行音节切分、基频提
取；最后手工进行修正，剔除野点，进
行平滑, 并用四次曲线对基频曲线进行
拟合。

2.2 韵律特征提取
本文分析研究的特征是短时能量、
时长、平均基频、最大基频、最小基频、
基频范围。短时能量计算的帧长 20ms，
帧移 10ms，以 db 为单位。为排除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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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只计算句中能量过某特定阈值的
那些音节。时长计算的是从语句第一个
音节的开始到最后一个音节结束的时间
间隔，包括了音节之间的停顿部分。其
它四个参数可从标注数据中得到。
为便于对比情感语音与中性语音韵
律特征差异，将同文本语句的非中性情
感的参数与中性情感的参数相比，得到
归一化的表示。
例如愤怒的全局基频均值 F 0 愤怒 的
计算公式如下，其中 F 0愤怒 ( x) 表示的是
愤怒情感中第 x 句的基频均值：
48

F 0 愤怒 =

 F0

愤怒

( x)

中性

( x)

1
48

 F0
1

局部分析局内音段的韵律特征时，则
是将将句子分为句首、句中、句末三个
部分，依次统计这三个音段的愤怒、高
兴、惊奇、悲伤四种情感下的局部韵律
特征（相对值）
。局部统计时，每个位置
（句首、句中、句末）各有 48 个音段。

3 韵律特征分析对比
3.1 全局韵律特征分析
首先，考察统计的 6 种全局韵律特征
在语音由中性转为愤怒、高兴、惊奇、
愤怒时的变化区别（图 1）
从图 1 看出，悲伤较中性时有所延长，
而其它三种的语速均有提高。在能量方
面，悲伤的能量明显小于其他三种情感。
通过全局特征可以容易区别悲伤情感。
愤怒、高兴和惊奇明显提高了基频均值。
同时该图也反映出，单从全局的角度，
以语音的韵律特征来区分激活度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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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高兴和惊奇比较困难。特别是当
这三种情感的时长、最大基频、最小基
频、基频范围的统计方差相对较大时，
更是对这三种情感的区分造成困难（表
1）
。
愤怒
惊奇

高兴
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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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本文将一句话分为句首、句中、
句末三个部分，分别考察语音在情感从
中性情感变至愤怒、高兴、惊奇、悲伤
时的局部变化情况。

3.2 句首/句中韵律特征分析
统计句首音段的韵律特征（图 2）
。
结果表明，愤怒的能量明显高于高兴和
惊奇；高兴的时长大于愤怒和惊奇，在
频率范围上则比他们要窄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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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情感的全局韵律特征变化对比
A: 平均基频；E 平均短时能量；D: 时长；
Max: 最大基频；Min: 最小基频；R: 基频范围
表 1 全局韵律特征变化的平均值与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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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情感的句首韵律特征对比

统计句中音段的韵律特征。我们发
现：惊奇在基频最大、最小和基频均值
上是可以与愤怒和高兴区分开的，而愤
怒和高兴的这三个特征参数值则十分接
近。高兴在句中部分的时长要比愤怒和
惊奇稍长。

3.3 句末韵律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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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节的韵律特征与其所在的韵律结
构位置相关，即其特征会随音节所在的
韵律词内、韵律短语、语调短语的位置
变化。为了进一步的研究不同情感，特
别是愤怒、高兴与惊奇之间的韵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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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情感的句末韵律特征变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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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句末音段的韵律特征（图 3）
。
结果表明，在句末部分，惊奇的基频范
围的变化幅度明显增大，增幅是愤怒的
两倍，是中性情感下的 2.2 倍。同时惊奇
在最大基频方面进一步的增大，已能较
为明显地和愤怒、高兴区别开来。此外，
愤怒在句末音段的时长明显短于愤怒和
高兴，是愤怒区别于其他情感的又一特
点。

3.4 综合分析对比
综合 3.2-3.3 的局部分析结果，激活
度较高的愤怒，惊奇的区分能力已有较
大改善。愤怒情感的平均短时能量在句
首、句中、句末均为最大，并且其句末
的时长最为短促；惊奇的句末的基频范
围明显大于其他情感，句末音调提高，
基频范围的显著增宽也是惊奇的特点之
一。相较于愤怒和惊奇，高兴的局部特
点并不十分显著，只是比愤怒、惊奇在
句首、句中的语速更加缓慢，句首部分
的基频范围更窄。
另一方面，横向比较这三种情感可
以发现，句末音段中不同情感的韵律特
征差异最为突出。这表明句末部分的说
话方式是情感表达的关键之一，从而也
印证了句内分音段研究角度的有效性。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出局部分析对
区别愤怒、高兴、惊奇有较大贡献的主
要是平均短时能量、最大基频、基频范
围这几个特征。

4 转换实验及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选取与情感表达感
知最为密切相关的四种特征——平均短
时能量、时长、最大基频、最小基频—
—分别从全局和局部两个角度对语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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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由自然中性语音到愤怒、高兴、惊奇
悲伤的情感语音的转换过程进行建模，
得到全局和局部两种基于韵律特征的情
感转换模型。例如，局部转换模型的句
末段部分如下：
表 2 局部转换模型——句末段
句末

愤怒

高兴

惊奇

悲伤

平均能量

1.22

1.13

1.02

0.76

时长

0.56

0.74

0.65

1.03

最大基频

1.28

1.37

1.52

0.95

基频范围

1.19

1.37

1.63

0.55

为了验证上文的分析结果，证明局
部音段韵律特征对情感表达和感知的影
响，进行了偏向性测试，比较了上述全
局情感转换模型和基于句内分音段（句
首、句中、句末）的局部模型的转换效
果，然后对局部模式的情感转换结果进
行了主观测试并给予评价。

4.1 实验语料
一共录制了 10 组集外测试用句，每
组有四个不同的情感句。各组中每句话
都可分成两个部分：含有情感倾向的不
同文本的半句和不含情感倾向的相同文
本半句。录音者先用不带情感的中性语
音朗读四种情感句，然后再用相应的情
感语音朗读一遍。随机选择其中两组进
行本次测试。

4.2 转换方法
为了给测试者提供一个具体情感语
境，令其更好的评价情感转换结果的有
效性，分别截取两个半句，对其用全局
模型和局部模型进行中性到四种情感的
转换。再将转换结果和该句中未转换部
分的录入情感语音进行拼接。为了避免
录入的情感语音段给测试者造成听音干
扰，对每组句测试语句都给出了被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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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中性录入语音作为参照。
因此，四种情感各有测试句 4 组，
每组包括 1 个参考句，2 个转换结果句。
共 16 组 48 句。参与测试的 10 位同学分
别就每组中的两种转换结果进行比较，
选出 更加符合相 应 情感语境 的转换 结
果。另外，也请这些同学单独对基于分
音段的局部情感转换模型的转换效果进
行具体评价，评测语料为 16 句，测试时
提供情感转换句的同文本自然中性语音
作为参考。

4.3 偏向性测试结果
统计每种情感中，测试者认为较好
的转换模型的分布情况，结果如表 3 所
示。
表 3 偏向性测试结果
1

2

愤怒

0%

5%

高兴

0%

35%

50%

15%

0%

25%

27.5%

35%

10%

12.5% 52.5%

35%

0%

惊奇 2.5%
悲伤

0%

3

4

32.5% 57.5%

5
5%

可以看出，大多数人（77.5%）认为
惊奇情感的转换使用局部模型明显优于
全局模型。在高兴及愤怒上，局部略有
优势。而对于悲伤情感，更多人认为全
局模式的转换效果要好于局部模式。测
试结果基本符合分析结果。

4.4 局部模型主观评价结果
对分音段的局部情感转换模型的转
换结果的进行主观评价。评价标准共分 5
级：1—没有情感信息， 2—有正向的情
感信息，但目标情感不清楚，3—稍有目
标情感，4—能较好的表达目标情感，但
可以听出与自然情感语音的差别，5—非
常好的表达了目标情感，非常自然。
统计出每种情感大家评价等级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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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用百分数形式表示，如表 4 所示。
表 4 分音段局部情感转换模型的主观评测结果
全局更优

局部更优

相当

愤怒

12.5%

17.5%

70%

高兴

22.5%

30%

47.5%

惊奇

15%

77.5%

7.5%

悲伤

35%

10%

55%

对局部情感转换模型的转换结果的
主观评测表明：局部情感转换模型能较
好的 实现由中性 语音到目标 情感的 转
换。其中，愤怒转换效果最好，其次是
惊奇和悲伤，最后是高兴。

4.4 实验结果分析
综合两项主观测试的结果，可以得
到以下启示。
对于悲伤情感，采用全局韵律特征
已能很好地与其它情感区分，但全局模
型的基频低于局部模型。
对于高兴情感，两种转换模型的区
分度不大，并且转换的结果语音在听感
上虽然有较强的激活性，但与理想的愉
悦性还存在一定距离。
对于惊奇，测试结果显示，韵律特
征参数的局部变化，特别是句末音段的
变化对该情感的表达有明显贡献。

5 结语
本文验证了语音的韵律特征承载着
主要情感信息这一结论，并进一步地通
过将语句分为句首、句中、句末三个音
段，以音段为单位对情感语音的局部韵
律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时长、
平均短时能量、最大基频和基频范围这
四个韵律特征的局部（尤其是句末）的
变化对语音情感的表达与感知有着显著
贡献，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激活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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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近的愤怒、高兴和惊奇 3 种情感。
通过对基于全局情感转换模型和局
部转换模型的中性到情感语音的转换实
验，证明了上述结论。
不可否认，情感的语音表达具有多
样性。但是，由于研究是基于排除语义、
声调影响的语料进行的，所以分析得到
的情感表现方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这为进一步描述语音情感，及建立相应
的语音情感转换模型提供了有价值的参
考。
当语义本身具有情感倾向时，或者
情感焦点改变时，都将会对本文研究的
韵律特征产生影响，其规律也将更为复
杂。而激活度较高的愤怒、高兴、惊奇
情感 的特征差异 也还需要进 一步的 研
究。我们愿和语音学界的各位同行共同
努力，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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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osodic
Features of Emotional
Speech and the
Experiment of Convers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global and local prosodic
features of emotional speech.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unit of whole sentence, the segments at
different place (head, body, tail) within it are
consider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coustic
differences of speech signal from neutral to anger,
surprise, joy and sadness were investigated by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this result, duration, energy, maximum
pitch and pitch range were used in following
conversion experiments, based on global and local
model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two scopes
were compared and a subjective test was also
scheduled to evaluate the local conversion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ocal prosodic variations
are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emotion and such
variations contribute to the expression and
perception of emotional spee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