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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提出一种基于汉语语块结构并利用 AdaBoost-SVM 集成学习算法的汉语韵律短语识别方法。首

先，对语料进行自动分词、词性标注和初语块标注，然后利用基于结合紧密度获取的规则对初语块进行归

并，得到最终的语块结构。其次，基于语块结构并利用 AdaBoost-SVM 集成算法，构建汉语韵律短语识别

模型。同时，该文利用多种算法分别构建了利用语块信息和不利用语块的多个模型，对比实验结果表明，

表示浅层句法信息的语块能够在韵律短语识别中做出积极有效的贡献；利用 AdaBoos-SVM 集成算法实现

的模型性能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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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ethod for Chinese prosodic phrase recognition based on Chunk and AdaBoost-SVM algorithm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initial chunks are marked on the corpus of automatic word segmentation and 

part of speech tagging, and then they are merged using the rules based on the closeness between initial Chunks. 

Secondly, based on the block structure and the AdaBoost-SVM integrated algorithm, a Chinese prosodic phrase 

recogni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Meanwhile this paper utilized various algorithms to build different models which 

use or not use Chunk information, the comparativ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allow syntactic 

information Chunk has made a positive and effective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prosodic phrase recogni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daBoost-SVM model is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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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音合成是制造语音的技术。它涉及声学、语言学、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科学等多

个学科技术，是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的一项前沿技术。目前机器合成的语音与人讲的话之间

还有明显的差距，其自然度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韵律的差距是影响语音自然度的重要因

素之一，合成的语音单调枯燥，且在节奏、轻重、停顿等方面的处理不当使其听起来非常

别扭。充分掌握和运用自然语言的韵律信息，是提高合成语音自然度的关键。 

http://baike.baidu.com/view/3385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5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0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4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82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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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说话时往往会按照话语表达的核心、语义和发音的生理机能等，自然地在话语中

添加必要的停歇。停歇的位置、时长等对于语义表达、语流的生动性和自然度等有着很大

的影响。 

语音上的停歇与文本的韵律结构紧密相关。目前比较公认的是将韵律结构从下到上分

为三个级别，即：韵律词、韵律短语和语调短语。在韵律结构边界会出现长短不同的停歇，

韵律层次越高，停歇的时间就越长。由于韵律词往往与语法词相对应，而语调短语则通常是

一个完整的分句，因此，韵律短语是人们研究的重点。针对韵律短语识别研究，已有的工作

有基于语言学规则的方法[1]，这类方法复用度低且很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限制；有基于统计

的方法，如基于二叉树[2,3]、马尔科夫模型[4]、最大熵模型[5]、决策树[6]等等，这些方法使用

的特征大多为词、词性等词法特征，或者使用依赖人工标注的语法特征；还有规则和统计相

结合的方法等，这些工作使得韵律结构划分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通过对大量语料的分析可知，韵律结构和句法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韵律结构

是以句法结构为基础的，在句法上不能够出现停顿的地方（如词内音节之间），韵律上也

不允许出现停顿；而在句法上的高层结构之间、特别是标点符号出现的地方，韵律上一定

会出现停顿[7]。但是由于汉语句子和句法结构的复杂性和灵活多变性，往往存在着一定的

嵌套关系，且句法分析器的生成较为复杂，对随机的句子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还不甚理想。

为了降低句法分析难度，语块在 CoNLL-2000 被提出。语块分析能够对句法分析起到很好

的中介作用，并为后续的句法分析提供依据。另外，通过观察和统计发现，人们在朗读或

说话的时候往往会自然地将句子切分成一定长度的语块流，语块的切分还会把句法上相关

的词进行整合，对韵律短语的识别起到积极作用。所以，本文在汉语语块识别的基础上，

提出将语块结构这种非递归嵌套的浅层句法结构应用于韵律短语的识别。  

另外，要实现韵律短语的自动识别，就需要构造一个具有较高泛化能力的高精度学习机。

但由于寻找一种较强的分类算法用于韵律短语识别较为困难，基于强、弱学习算法的等价性

问题，利用集成学习方法能够使多个准确率略高于随机猜测的弱分类器进行加权融合，形成

一个强学习算法，达到比强分类器更好的分类效果。所以，本文使用 AdaBoost 集成学习算

法，用 SVM 方法训练生成多个基分类器，再将多个基分类器用加权投票的方法集成，形成

一个新的强分类器完成对韵律短语的预测。多项对比实验结果显示，基于语块结构并利用

AdaBoost-SVM 集成学习算法构建的模型性能更佳。 

2 AdaBoost-SVM 集成算法 

实现韵律短语的自动识别，需要构造出一个具有较高泛化能力的高精度学习机。而领域

知识和学习数据集本身及其分布对泛化能力的制约较大。传统的数理统计与模式识别的方法

需要尽可能精确地找到预测的规则，故构造精度高的学习机很难；而集成学习的思想大大改

变了以往研究的思路。 

2.1 Boosting 算法 

集成学习是一种机器学习方法，对于分类问题其主要思想是：使用一些分类效率只需略

高于随机猜测的弱分类学习算法学习生成多个不同的基分类学习机，然后将多个基分类学习

机组合成强分类学习机[8]，这个新形成的分类学习机具有较强的泛化能力。 

从 Schapire
[9]证明一个强分类学习机可以被多个弱分类学习机通过某些方法得到开始，

Boosting 算法便得以出现。此后，Freund
[10]提出了一种更有效的 Boost-by-majority 算法。但

是，这两种算法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就会有许多问题产生。在使用弱分类学习算法前，必须先

知道其最差正确率。1997 年，Schapire 和 Freund
[11]提出的 AdaBoost 算法解决了这一问题，

且其算法效率与 Boosting-by-majority 相当，而且极易应用于实际问题中。之后，又提出了

可以控制投票机制的 AdaBoost.M1、AdaBoost.M2 和 AdaBoost.R 算法。 

2.2 基于 AdaBoost 的 SVM 集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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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AdaBoost 方法自适应能力强且实现简单，可以提高任意一种弱分类器的分类精度。

但却特别容易受到噪声数据的影响[13]。这是由于 AdaBoost 算法强调分类错误的数据更为重

要，所以在每次训练结束后会对训练错误的数据赋予更大的权重。这种现象在迭代多次后更

为明显，因此导致最终的集成分类器效果下降。所以，为了保证和提高算法效果，本文在使

用 AdaBoost 算法训练时对数据权重的赋值加入了一个参数进行调节。 

AdaBoost-SVM 集成算法的主要思想是：选用 SVM 作为基分类器，再用 AdaBoost 算法

进行迭代生成 T 个子 SVM 分类器，在迭代的过程中为保证每次生成的子 SVM 分类器之间

的差异性，对每个子分类器输入大小相同但内容包含前面分类器给出的错分样本的子训练集。

这样能使得算法更关注错分样本，并不像 AdaBoost 算法使用的是原始训练数据集。最后将

这些子 SVM 分类器按照加权投票的方法组合生成最终的集成分类器。 

本文中的 AdaBoost-SVM 算法描述为： 

输人：训练样本集         Ni yyyy ,x,,,x,,,x,,xL Ni2211  ，其中 n

i Rx  ,  1,1iy ，

迭代次数T，基分类算法 SVM。 

输出：用于韵律短语识别的集成分类器 )(xH 。 

初始化训练集样本权重 Nxi 1)(1  ， Ni ,,2,1  ，迭代次数 t=1。 

For t=1,…，T： 

① 根据分布 t ，从原始训练样本集L中有放回的随机抽取M （ NM  ）个训练样本，

得到新的训练集      N

1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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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得到的训练集 tL 上利用 SVM 分类算法训练生成一个基分类器 }1,1-{:t xh ，并计

算分类器在整个训练集L上的分类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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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更新样本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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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Z 为归一化因子。 

End For 

输出最终集成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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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语块结构及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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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语块的分类 

语块是指介于词汇和句子之间的模式化的短语。语块的识别和分析属于浅层句法分析的

范畴。目前中文语块的定义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从进行了句法标记的句法树库中直接抽取

出句法树的非终结点作为语块[12,13]，另一类是根据具体的中文语法现象对句子进行分析，构

造出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语块定义[14]。 

本文建立的语块属于第二类，共分 8 种类型，分别是：名词语块（NC）、动词语块（VC）、

形容词语块（JC）、副词语块（AC）、介词语块（PC）、连词语块（CC）、数量词语块（QC）、

方位语块（LC）。它们具备两个特征：一是语块之间无重叠，句子中的任一词都只能属于一

个语块，且语块之间无嵌套，若有歧义则按照最长匹配的原则进行划分[10]；二是句子中的

每个词都必须进行语块标注，且语块内部不再进行细分。 

3.2 语块的加工处理 

3.2.1 初始语块的标注 

初始语块的标注方法为：首先根据汉语的句法特征总结归纳出各类语块的具体特征，如：

助词“的”往往依附于其前面的成分，数词和量词往往是一个整体等；然后利用正则文法，设

置不同的子文法限制，各子文法结合有限状态自动机嵌套递归对文本中的句子进行正则匹配，

从而完成初始语块的标注。 

例如，经过分词和词性标注的句子为： 

我们/r 从/p 实际/n 出发/v，大力/d 种植/v 石榴/n，摸索/v 出/v 了/u 一/m 条/q 治理

/v 水土/n 和/c 治穷/v 致富/v 相/d 结合/v 的/u 成功/a 之/u 路/n 

上述例句的初始语块标注结果为： 

【NC 我们/r】【PC 从/p】【NC 实际/n】【VC 出发/v】，【AC 大力/d】【VC 种植/v】【NC 

石榴/n】，【VC 摸索/v】【VC 出/v 了/u】【QC 一/m 条/q】【VC 治理/v】【NC 水土/n】【CC 和

/c】【VC 治穷/v】【VC 致富/v】【AC 相/d】【VC 结合/v 的/u】【JC 成功/a 之/u】【NC 路/n】 

其中，位于每个“【】”之间的部分就是语块。 

3.2.2 基于结合紧密度的初始语块归并 

将各类语块间的结合紧密度定义为： 

)81,81(
)(

)|(
)|(  ji

CCC

CCBC
CCBP

ji

ji

ji
 

其中：
jiCC 表示两个相邻语块分别为

iC 类和
jC 类；B 表示两个相邻语块间未出现韵律

短语边界； )( jiCCC 表示
iC 类、

jC 类语块相邻共现的总次数； )|( jiCCBC 表示
iC 类、

jC 类语

块相邻共现且其分界处不作为韵律短语边界的次数。 

两类语块的结合紧密度 )|( ji CCBP 的值越大，表明它们结合得越紧密，即当此两类语

块邻接时，其中间不出现韵律短语边界的概率也越大。通过挖掘初始语块边界与韵律短语边

界之间的潜在关系，依据任意两类语块的结合紧密度计算结果，总结归纳出以下 8 条初始语

块的归并规则[15]。 

（1） VC+NCVC； 

（2） JC+NC/VCJC； 

（3） QC+NC/JCQC； 

（4） CC+NC/VC/JC CC； 

（5） xC+LCLC，xC 表示任意语块类型； 

（6） PC+yCPC，yC 表示除介词语块 PC 外的其余任意语块类型； 

（7） AC+zCAC，zC 表示除连词语块 CC 外的其余任意语块类型； 

（8） mC + xC mC ，mC 为以“的”结尾的任意语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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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述规则，将初始语块进行归并，生成最终的语块结构。这样，就能筛选剔除结合

紧密的语块间的边界，缩小了待预测边界的范围，更有利于韵律结构的分析标注。 

例如，3.2.1 中例句经过初始语块归并后的结果为： 

【NC 我们/r】【PC 从/p 实际/n】【VC 出发/v】，【AC 大力/d 种植/v】【石榴/n】，【VC 摸

索/v】【VC 出/v 了/u】【QC 一/m 条/q】【VC 治理/v 水土/n】【CC 和/c 治穷/v】【VC 致富/v】

【AC 相/d 结合/v 的/u】【JC 成功/a 之/u 路/n】 

在初始句子中，共有 22 个词间边界，它们都是潜在的韵律短语边界；经过语块标注和

归并后，最终待预测的边界缩减至 12 个，共有 10 个结合紧密的词间边界被首先剔除。 

4 利用 AdaBoost-SVM 和语块信息的韵律短语识别 

4.1 模型特征及处理 

考虑到 SVM 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且本文使用 SVM 主要用于 AdaBoost 算法的基分类

算法，也就是说，只要 SVM 分类效果好于随机猜测的结果就行，所以基分类器选取的特征

为：当前语块内容c、当前语块的类型 t、当前语块所含词的个数wlen 、当前语块所含字的

个数clen 。特征向量表示为： 

 clenwlentcx ，，，  

另外，为了进行对比实验，本文也实现了不利用语块信息的分离器，选用的特征为：当

前词的内容w，当前词的词性 p ，当前词的长度 l。特征向量表示为： 

 lpwx ，，  

使用 LibSVM 工具包作为 SVM 分类器进行实验，由于 SVM 只能处理数值型的特征数

据，而本文采用的特征：语块内容、语块类型、词、词性均为文本型数据，所以本文首先采

用构建词袋和词性袋等方法，对数据集中的文本数据进行数值化处理，使其适用于 SVM 分

类器的数据处理过程。 

4.2 AdaBoost-SVM 算法实现 

在利用 2.2中描述的算法进行韵律短语识别时，令 1iy 表示当前边界是韵律短语边界，

1iy 表示当前边界不是韵律短语边界；在利用语块信息时， ix 表示不同类型的语块；不使

用语块信息时， ix 则表示语法词。 

为了使算法更精确，引入参数 来降低被正确分类个体上赋予权重减少的量，或被错误

分类个体上赋予权重增加的量。 的值不宜过大，随着  的增大算法的误差有上升趋势[16]，

所以本文将 设定为 5。 

使用 AdaBoost 算法每生成一个子 SVM 分类器，该分类器就会在整个训练集上测试其

分类效果，根据测试结果更新训练集上样本的权重，若错分则增加权重，若分类正确则降低

权重，并由分类结果计算出每个分类器的权重
t 。若分类错误的样本较多，说明分类器的

分类效果不好，
t 的值较小；若分类错误的样本较少，则说明分类器的分类效果好，

t 的

值较大。为了保证 AdaBoost 做种生成的集成分类器的效果，往往更多地集成比较好的分类

算法，所以以
t 作为各个基分类器

th 的权重。 

在进行韵律短语边界预测时，对于一个测试语料集 L，输入未标注韵律结构的句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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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过程中生成的 T 个子 SVM 分类器
th ，会生成 T 个韵律短语标注结果。若

it yxh )(

（i=1，…，N），代表第 t 个子 SVM 分类器分类正确，则对子 SVM 分类器
th 投一票。最后，

根据投票结果，将得票最多的分类作为 AdaBoost-SVM 对输入句子 x 的集成分类结果。 

5 实验结果及分析 

实验语料是来源于 1998 年《人民日报》的 3200 个句子，经过分词、词性标注以及人工

韵律结构标注，平均每句含有 34.61 个词，10.36 个韵律短语。随机抽取 2800 句作为训练集，

400 句用于开放测试。 

5.1 语块标注与归并的影响 

基于不同加工粒度的实验语料，即颗粒大小为“词”的词标注语料和以“语块”为单位

的语块标注语料，分别统计和计算自然边界（词边界或语块边界）与韵律短语边界的对应关

系，得到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词/语块边界与韵律短语边界 

语料 韵律边界占自然边界的总比率 韵律边界在词/语块间 韵律边界在词/语块内 

词标注语料 19.55% 19.55% 0.00% 

语块标注语料 54.69% 50.46% 4.23% 

从表 1 可以看出：一方面，实验语料经过分词后，韵律边界仅占所有词边界的 19.55%；

而进行语块标注和归并后，由于大量词边界被包含到语块内部自然剔除，韵律边界所占比例

大幅提高到 54.69%，语块的引入剔除了大量的噪声边界，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

语块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有 4.23%的韵律短语边界会因被归并在语块内部而丢失，这类

情况大多是多个名词、或多个动词同时出现导致的，可利用如长度约束机制等来解决。 

5.2 分类器个数的影响 

在生成 AdaBoost-SVM 的过程中，本文将子训练集大小设定为 N*3/4（N 为总训练集的

大小）并进行迭代，直到达到训练次数或分类误差 5.0t 为止。不同分类器个数下 AdaBoost 

-SVM 的韵律短语识别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分类器个数下 AdaBoost-SVM 的识别结果比较 

分类器个数 正确率 召回率 F 值 

5 0.5876  0.8729 0.7024 

10 0.6294  0.9028 0.7417 

15 0.6431  0.9162 0.7557 

20 0.6829  0.9193 0.7837 

25 0.7344 0.9231 0.8180 

30 0.7948 0.9269 0.8558 

35 0.8324 0.9376 0.8818 

40 0.8341  0.9438 0.8856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随着分类器个数的增加，AdaBoost-SVM 的分类效果也越来越好。

基分类器个数为 5 时韵律短语识别的 F 值为 70.24%；当基分类器数增加到 40 个时，其 F 值

提高到 88.56%，提升了 18.32%。但是，基分类器个数的增加也会增加时间开销，导致训练

时间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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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不同方法的实验结果比较与分析 

基于词标注和语块标注两类语料，分别采用 CRFs、SVM、AdaBoost-SVM 方法构建实

现了 6 个相应的韵律短语识别模型。各个模型的实验结果对比情况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模型的实验结果比较 

方法 正确率 召回率 F 值 

CRFs 0.8094 0.7339 0.7699 

CRFs+语块 0.8966 0.8342 0.8640 

SVM 0.5235 0.7656 0.6218 

SVM+语块 0.8629 0.5963 0.7053 

Adaboost-SVM 0.6628 0.9098 0.7669 

Adaboost-SVM+语块 0.9438 0.8341 0.8856 

 

利用语块前后 CRFs、SVM、Adaboost-SVM 这 3 类模型韵律短语识别 F 值的比较如图

1 所示，同样利用语块时 SVM 算法与 Adaboost-SVM 算法的性能比较如图 2 所示。 

 

图 1 利用语块前后 3 类模型 F 值的比较                     图 2 SVM 算法与 Adaboost-SVM 算法性能比较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看出：（1）对于上述 3 种方法，引入并利用语块信息之后，模型的总

体性能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CRFs 模型韵律短语识别 F 值提高了 9.41%，SVM 方法提高了

8.35%，AdaBoost-SVM 方法提高了 11.87%；（2）利用语块信息的模型，韵律短语识别的正

确率都大大提高，这是通过语块标注将大量的噪声边界自然剔除的结果；（3）同样基于语块

结构，与 SVM 方法相比，Adaboost-SVM 集成算法获得了更好的效果，召回率、正确率都

得到了大幅的提高，其 F 值提高了约 18%。 

综上所述，反应浅层句法信息的语块结构能够被应用于汉语韵律结构的分析，并做出积

极有效的贡献；而且，集成学习方法的识别效果高于其他强分类器的识别效果。通过语块结

构的标注和归并，实现了对语料中结合紧密语法词的整合，从而准确缩小了待识别边界的范

围。另外，由于语块的粒度较大，选用语块特征相当于缩小了训练空间上的大小，模型训练

的时间开销也会明显缩减，尤其在使用集成学习算法时，表现更为明显。 

6 结论 

正确划分句子的韵律结构对于提高机器合成语音的自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

基于语块结构并利用 AdaBoost-SVM 算法实现了一个汉语韵律短语识别模型。首先，对语料

进行自动分词、词性标注、初语块标注和归并处理，建立以“语块”为单位的语料。然后，

基于上述语块标注语料并利用 AdaBoost-SVM 集成算法训练生成最终的分类器用于汉语韵

律短语的识别。本文利用 CRFs、SVM、AdaBoost-SVM 共 3 种算法分别构建了利用语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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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不利用语块的 6 个韵律短语识别模型，并将测试结果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表明，不论

是上述哪种方法，引入并利用语块信息之后，其韵律短语识别效果都能得到明显的提升，反

应浅层句法信息的语块能够做出积极有效的贡献。同时，利用 AdaBoos-SVM 集成算法实现

的模型性能更佳，其韵律短语识别的 F 值为 88.56%，比 SVM 模型提高了 18%左右。 

由于集成学习算法只要求基分类器的效果大于随机猜测的即可，故本文中 SVM 算法选

用的特征仅限于当前词的内容、词性和长度，没有考虑和利用上下文语境信息。而且，在利

用 LibSVM 对数据进行训练时，耗时较长，导致 AdaBoost-SVM 算法的时间复杂性仍然较

高。另外，利用正则匹配的方法进行语块的识别，不可避免地会使部分韵律短语边界包含在

语块结构的内部。今后的研究中会针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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