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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标签与维度空间结合的语音数据库设计
(

陈 颖，肖仲喆
苏州大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摘要：建立了一个将离散情感标签与维度情感空间结合起来的汉语情感语音数据库。该数据库由 16 名母语为汉语的
说话人对情感语音进行表演型录制。语音样本是根据中性、愉悦、高兴、沮丧、愤怒、哀伤，以及悲伤等七种离散
的情感标签采集而得，每名说话人有 336 条语音样本。随后由三名标注人在维度空间上对每条语音样本进行标注。
最后，根据标注所得的数据来研究这七种情感在维度空间的分布情况，并分析了情感在一致性、集中性和差异性方
面的性能。除此以外，还计算了这七种情感的情感识别率。结果显示，三名标注人对该数据库标注的一致性都达到
了 80%以上，情感之间的可区分度较高，并且七种情感的情感识别率均高于基线水平。因此，该数据库具有较好的
情感质量，能够为离散情感标签到维度情感空间的转化提供重要的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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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discrete tags and dimensional space combined
emotional speech database
CHEN Ying, XIAO Zhong-zhe
(School of Optoelectron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andarin emotional speech database that combines discrete emotion tags with dimensional emotion space. The database is recorded for 16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in performing Chinese emotional
speech. The speech samples are acquired from seven discrete emotion tags, such as neutrality, pleasure, happyness,
frustration, anger, sorrow, and sadness. Each speaker receives 336 utterances. Then, each of the speech samples is annotated by three annotators in dimensional spac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obtained data,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se seven
emotions in the emotion space are studied, and the performances in consistency, concentration and difference of these
emotions are analyzed. Besides, we calculate the emotion recognition rates of these seven emotional speech. The analyses show that the consistencies of the three annotators for the database are more than 80%, and these emotions can be
distinguished, in addition, the recognition rates of these seven emotions are all higher than baseline level. Therefore, the
database has a good emotional quality, and can provide important research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crete
emotion tags to dimensional emotion space.
Key words: discrete emotion tags; dimensional emotion space; Mandarin; emotion recognition

0 引 言

1

语言是人类交换信息最方便、最快捷的一种方
式。人类之所以能够通过聆听语音，捕捉到对方的
情感状态，是因为语音不仅包含有语义信息，还携
带了人类所要传达的情感信息 。情感语音数据库
是实现情感语音识别和合成的重要基石，因此，越
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开始致力于对情感语音数据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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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如何建立一个情感自然、表达流畅的情感
语音数据库逐渐成为了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在国
外，已经有很多机构建立了相关的情感语音数据
库 ，如：德语电视谈话节目“Vera am Mittag”现
场录制保存的语料库(The Vera am Mittag Corpus,
VAM) ，面向自然人机交互和人工智能研究的
Semaine 数据库 ，柏林工业大学录制的德语情感
语音库 (The Berlin Emotional Speech Database,
以及由 Queen 大学 Cowie R 和 Cowie E
Emo-DB) ，
录制的 Belfast 情感数据库 等。近些年，国内的众
多高校也建成了大规模的情感语料库。例如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建立的双模情感语音数据库 、东南大
学建立的实用情感语料库 、清华大学的面向情感
变化检测的汉语情感语音数据库(Chinese Emo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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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以及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所录制的汉语情感语音数据库(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orpus, CASIA) 等。上述语料库的情感收集、诱
发方式、规模大小以及情感状态各不相同，以满足
不同的情感研究。
依据情感描述模型的差异，情感描述方式被大
致分为离散和维度两种形式。前者是用离散的情感
标签(如高兴、悲伤、生气等)来描述情感,目前的离
散情感语料库较多，如 Emo-DB，Belfast，CESD，
CASIA 等；而后者以连续的实数坐标值来表示情
感，它认为不同情感之间的转换是平滑的、逐渐的，
可以使用不同的情感在维度空间的距离来表示其
相似性和差异性 ，目前维度情感数据库只占少数，
如 VAM，Semaine 等。
不同的语料库采用的情感标签也各有不同。例
如宋静等 建立的情感语料库包含了高兴、惊奇、
悲伤、生气这四种不同的情感；陈浩等 建立的情
感语料库包含正常、喜悦、忧伤、愤怒等情感；黄
程韦等 设计了包含烦躁、紧张、喜悦、平静这四
种情感的语料库。上述的离散情感数据库包括的情
感类型都具有单一、易辨识的特点。而生活中的自
然情感往往是多样、复杂且模糊的，人们对某一情
感的表达可以有若干程度的体现，例如对于悲伤情
感，人们可以表现为郁郁寡欢、愁眉不展甚至是痛
哭流涕。维度情感空间更能对自然状态下模糊、复
杂的情感进行描述和区分，可以更加直观、精确地
展现出语音所包含的情感信息以及各情感间的联
系与区别 。
为探索离散情感标签与维度空间模型之间的
联系，本文建立了一个将离散情感标签与维度情感
空间结合起来的汉语情感语音数据库。该语料库将
除中性情感以外的三种情感(愤怒、高兴、悲伤)分
别设定了强弱两类，共包含七种情感的语音样本。
其录制过程是采用离散情感标签进行表演型录制，
但情感的标注工作是标注人将其对语音样本的听
觉感知转化为效价度/唤醒度(Valence/Arousal, VA)
空间中某个具体的坐标值。因此，本文设计的语料
库不仅从离散的角度描述了情感类型，还从维度情
感的角度来分析了语音库中的情感内容，为以后的
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al Speech Database, CE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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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信息。但有些情感状态应用得更加广泛、更具
有研究价值，这样的情感被归结为基本情感类别 。
在情感语音早期研究中，Ververidis D 等 对早
期的 32 个情感语音数据库进行了回顾，这 32 个数
据库涉及的语言类型广泛，包括英语、德语、日语、
荷兰语、西班牙语、丹麦语、希伯来语、瑞典语、
汉语，以及俄语等，并且每个语音库包含的情感类
别以及数量各有差异。对这 32 个情感数据库中的
情感使用情况总结如表 1 所示。
[2]

[15]

表 数据库中的情感使用情况

1
Table 1 The usage of the emotions in these databases

情感状态
生气
悲伤
高兴
害怕
厌恶
惊奇
紧张
不屑
不满
羞耻，骄傲，忧虑，
惊吓，绝望，幽默等

[11]

[12]

[13]

[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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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用次数
26
22
22
13
10
6
3
2
2
1

并且此后出现的数据库 包含的情感类型都
与其类似。因此本文选择了中性情感以及使用数量
最高的三种情感状态，分别为生气(Anger)、悲伤
(Sadness)、高兴(Happiness)，并将这三种情感分为
强弱两类，以分析强弱不同的情感在连续维度空间
上的联系。表 2 所示为所使用的七种情感类型。
[16-18]

表 情感状态

2
Table 2 Emotional states

高兴
生气
悲伤
中性
弱 强 弱 强 弱 强
(无情感)
愉悦 高兴 沮丧 愤怒 哀伤 悲伤

说话人的选择及语料文本的设计
语音的录制由 16 名在校大学生(8 名男性，8
名女性)参与完成。这些学生的年龄在 20～24 岁之
间，并且都是非表演专业的人士。参与录制的说话
人均以汉语为母语，普通话流利，发音清晰，没有
咽喉疾病，且录音当天没有患感冒等影响发音的疾
病。说话人根据所给定的情感标签，用相应的情感
朗读指定的文本语料从而获得语音样本，因此该数
情感语音数据的设计
据库属于表演型情感语音数据库。这种方法录音的
好处在于：一是操作的可行性，该实验不需要在专
情感的选择
业的录音棚进行操作，在安静的环境下，说话人便
在人们的日常交流过程中，语音包含了丰富的 可参与语音的录制；其二是情感易于分类，因为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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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样本是由说话人根据给定的情感标签，对固定的
语料文本进行朗读采集而得，所以情感区分度更高。
对于文本语料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 选择的录音语句不带有情感倾向，说话人
能对其施加不同的情感进行朗读；
(2) 录音语句采用口语化的陈述句，并且语句
统一采用普通话，不能带有方言 ；
(3) 录音语句的长度要选择适当，每个句子的
时长，按正常的语速读，要大于 1 s，小于 5 s；
(4) 所有的句子集中起来，基本涵盖汉语拼音
中的所有声母和所有韵母，四声经常出现，轻声也
在一部分句子中出现。
我们选择的 16 句文本语料如表 3 所示。
[19]

表 文本语料

3
Table 3 Text corpus

序号

文本
我看见 桌 子 上 有一个粉色的西 红 柿。
蜜蜂 飞起来会有 嗡 嗡 的 声 音。
她每个 周 末都会到那儿去一趟。
再过几天就要开始落叶了。
他们住的是六个人一间屋子的宿舍。
而且，去年七月他亲自写了一首歌。
可是这所学校有几百位老师。
今年的梅雨季实在是挺 长 的。
他很喜 欢 用 钢 琴弹 欢 乐 颂 。
现在已经很 少 有人 用 磁带录音机了。
前天食堂根本就没有卖包子。
小兰经 常 盼着快点下雪。
他最喜 欢 唱 的歌是祝你 生 日快乐。
你每次去游 泳 都不爱涂防 晒 霜 。
对了，昨天打雷的时候门前有一只海鸥。
颜色 应 该涂的 更 均匀点就好了。
wǒ kàn jiàn zhuō zǐ shànɡ yǒu yí ɡè fěn sè de xī hónɡ shì

1

mì fēnɡ fēi qǐ lái huì yǒu wēnɡwēnɡ de shēnɡ yīn

2

tā měi ɡè zhōu mò dōu huì dào nà ér qù yí tànɡ

3

zài ɡuò jǐ tiān jiù yào kāi shǐ luò yè le

4

tā men zhù de shì liù ɡè rén yì jiān wū zi de sù shè

5

ér qiě

6

qù nián qī yuè tā qīn zì xiě le yì shǒu ɡē

kě shì zhè suǒ xué xiào yǒu jǐ bǎi wèi lǎo shī

7

jīn nián de méi yǔ jì shí zài shì tǐnɡchánɡ de

8

tā hěn xǐ huānyònɡɡānɡ qín tán huān lè sònɡ

9

xiàn zài yǐ jīnɡ hěn shǎo yǒu rén yònɡ cí dài lù yīn jī

10

le

2018

年

数据库的采集
情感录音实验容易受到设备状态、说话人心理
变化的干扰。为了采集到表达流畅、情感自然的语
音样本，说话人需要熟悉录音的文本内容以及整个
录制的流程。在正式录音前，说话人需要对所朗读
的文本内容进行了解，并进行模拟录音实验。说话
人根据模拟实验所得到的录音来调整自己的情感
状态、音量大小，以获得最佳的发音状态，随后开
始正式的录音。
说话人根据图 1 录音界面上的情感标签对文本
进行朗读，即完成该条语音的录制。每录完一条语
音样本，说话人都需要对该条语音进行回放，以检
查语音是否有噪声，是否为所期望表达的情感，以
实现对语音的及时补录。每位说话人需要录制的语
音样本由表 3 中 16 句文本内容所组成，每句文本
需要以 7 种不同的目标情感状态进行表演录制，一
共录制三遍，共计 16×7×3=336 条语音样本。因此
整个数据库共包括 16×336=5 376 条语音样本，并且
每种情感有 16×16×3=768 条语音。考虑到在不同的
录音顺序下，说话人情感表达会受到影响。因此将
这三遍设为不同的录音顺序，它们的区别为：
第一遍：每句文本依次录制 7 种情感状态，录
完后进行下一句；
第二遍：每种情感状态依次录制 16 句文本，
录完后进行下一句；
第三遍：随机顺序。
1.4

qián tiān shí tánɡ ɡēn běn jiù méi yǒu mài bāo zǐ

11

xiǎo lán jīnɡchánɡ pàn zhe kuàidiǎn xià xuě

12

tā zuì xǐ huānchànɡ de ɡē shì zhù nǐ shēnɡ rì kuài lè

13

nǐ měi cì qù yóu yǒnɡ dōu bú ài

14

duì le

15

tú fánɡ shài shuānɡ

zuó tiān dǎ léi de shí hòu ménqián yǒu yì zhǐ hǎi ōu

yán sè yīnɡ ɡāi tú de ɡènɡ jūn yún diǎn jiù hǎo le

16

录音环境及软硬件设备选择
录音地点是在一间空旷的教室里。为了使外界
的干扰达到最小，录音时间基本选择在周末，以减
少人员走动及喧哗产生的杂音。录音使用的设备包
括：戴尔 Inspiration N4110 笔记本电脑一台、铁三
角 AHT-SR5 头戴式耳机一副、铁三角 AT2020 麦克
风一个 。
录音程序采用 Matlab 软件编写。录音采用
44.1 kHz 的采样频率、16 bits 的量化精度、单声道
采样的音频格式。录制的语料保存为.WAV 格式。

图 录音界面

1
Fig.1 Recordings interface

1.3

[20]

2 情感语音的标注与分析

情感语音的标注
维度论认为多维情感空间基本能够描述生活
中存在的、任意的情感状态，也就是说，任一情感
状态都对应于情感空间中的某一点，并且该点的坐
标值大小能反映该情感在各维度上的强弱程度 。
目前使用得较为广泛的情感空间包括效价度/唤醒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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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Valence/Arousal, VA)空间与效价度/唤醒度/控制
度(Valence/Arousal/Dominance, VAD)空间。
本文的标注工作是在 VA 空间上进行操作的,
如图 2 所示。其中，水平轴是效价度，又称为愉悦
度，体现主体的情感正负面程度，“Positive”表示
愉悦，如高兴，“Negative”表示厌恶，如愤怒；
垂直轴是唤醒度，也称为激活度或能量度，它是用
来度量情感激烈程度的，“Active”表示激活度高，
如愤怒，“Passive”表示激活度低，如低沉 。标
注在 Valence 和 Arousal 两个情感维度上进行，实现
了离散情感标签到维度情感坐标的转变。这样，标
注者标注的 VA 空间坐标与说话人录制的情感所在
的目标象限的差异情况将被用于情感发出者的情
感表达愿望与听者感知差异方面的研究。
[21]

图

空间

2 VA
Fig.2 VA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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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指的是每个语音样本对应的二维坐标值。我们
将标注人 m 对第 j 种情感样本的标注结果表示为
1
emj11, emj 21, ⋯ , emj 768

X mj =  m2 m2
m2 
e j1 , e j 2 , ⋯ , e j 768 

(1)

其中： m =1, 2, 3 ，对应于三名标注人； (e , e ) 表
示标注人 m 对第 j 种情感中的第 i 个样本标注所得
的坐标值，上角标 1 和 2 分别表示效价度和唤醒
度， j =1, 2,⋯, 7 ，其对应的情感类型如表 2 所示，
下标 i 代表第 i 个样本， i =1, 2, ⋯ , 768 ，则标注人
m 对所有样本的标注结果为
m1
ji

E m = { X m1, X m 2 , ⋯ , X m 7}

m2
ji

(2)

主观分析
为了分析这七种目标情感在 VA 空间的分布情
况以及评估该语音库的情感质量，对 2.1 节得到的
标注结果，分别进行了三个方面的研究：(1) 情感
分布；(2) 标注人之间的一致性；(3) 情感的集中性
与差异性。
2.2.1 情感分布
标注完成后，可得到每种情感样本的坐标点在
VA 空间中所处的范围，对于距离大面积分布区域
较远的散点，将忽略不计。如图 4 所示，使用闭合
的椭圆曲线来包围每种情感的坐标值，每个椭圆的
长半轴表示该情感数据的分布方向。
2.2

由于不同的人对同一情感语句的认知可能不
同，因此本实验选择三名未参与录音的人员对语音
进行标注，标注界面如图 3 所示。

图 情感分布

4
Fig.4 Emotion distribution

图 标注界面

3
Fig.3 Annotation interface

标注者通过聆听随机播放的情感语料，再根据
自身的主观判断评价所听到的语音样本，将自己对
情感的判断数值化，即标注为 VA 空间中某个具体
的坐标点。在标注完成后，每个标注人所得的标注
结果中都包含了 5 376 个情感标注文件。情感标注

观察图 4 得到，高兴与愉悦基本都处于 VA 空
间的第一象限，因为它们的愉悦度高，激活度高；
此外，与高兴成纵坐标对称的是愤怒，愤怒的唤醒
值与高兴相近，但在效价维度上离高兴较远；哀伤
在 VA 空间中基本处于第三象限，但比哀伤情感较
强的悲伤却跨越了第二和第三象限，这是因为表达
悲伤情感时，有的人情绪会比较激动，而有的人会
处于低沉的状态，从而导致悲伤在唤醒度上有较大
的浮动范围；沮丧的情感分布与悲伤相似，同样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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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了二、三象限，但其愉悦度比悲伤高；中性情感
的坐标值基本都处于原点附近。研究发现，相对于
强烈情感而言，微弱情感的坐标更靠近于原点。除
此以外，不同情感的分布范围存在着相互交叠的部
分，如高兴与愉悦，哀伤与沮丧等。这是由于存在
交叠的两种情感在表达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
在情感识别的应用中，容易对存在交叠的这两种情
感产生误判。
2.2.2 标注人之间的一致性
Pearson 相关系数 是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相关
程度的指标，这里用 r 来表示。r 的值介于−1 与+1
之间。|r|的值越大，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越高；|r|
的值越接近于 0，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就越低。并
且当 r > 0 时，表示两个变量正相关；当 r < 0 时，
表示两个变量负相关。
若三名标注人的标注结果具有一定的正相关
性，则说明三名标注人对同一条语音的理解具有一
致性。因此，两名标注人之间的相关系数 r 越接近
于 1，则这两个标注人之间的相关程度越高，该语
音库的一致性越好；反之，则说明该语音库的一致
性越差。本文计算了这三名标注人标注结果之间的
相关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22]

7

r =
d
mn

N

∑ ∑ (e
j =1 i =1

7

md
ji

N

d
− emd )(end
ji − en )
7

(3)

N

∑ ∑ (emdji − emd )2 ⋅∑ ∑ (endji − end )2
j =1 i =1

j =1 i =1

其中， m, n=1, 2, 3 ，并且 m ≠ n ，分别对应于三名标
注人； r 为标注人 m 和 n 的 d 维标注结果之间的
相关系数；N = 768 为每名标注人中每种情感的语音
样本数； e (e ) 是指标注人 m(n)的标注结果在 d 维
上的坐标平均值：
d
mn

d
m

emd =

d
n

1 7 N md
e ji
5 376 ∑∑
j =1 i =1

(4)

三名标注人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4 所示。
表 标注人之间的一致性 相关系数

4
(
)
Table 4 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 three annotator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维度
效价度
唤醒度

标注人 1&2 标注人 1&3 标注人 2&3
0.925 5
0.902 4

0.955 6
0.812 9

0.941 0
0.854 8

无论在效价维还是在唤醒维，任意两名标注人
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 0.80 以上，甚至标注人 1 和标
注人 3 之间的相关系数在效价维度上达到了
0.955 6。综合来看，三名标注人之间的相关性都较
好，即听者感知的一致性较好。这表明三名标注人

2018

年

在标注同一条语音时理解较为一致，因此该语音库
的情感质量较高。同时，效价度上的相关系数均高
于唤醒度上的相关系数，表明情感在效价度上的一
致性更好。
2.2.3 情感的集中性与差异性
首先，将三名标注人的标注结果进行集合，再
以情感差异进行分类，得到 7 个分别包含不同情感
样本的标注结果。令仅包含第 j 种情感的标注结果
为 O ，即：
O ={X , X , X }
(5)
O 是三名标注人对第 j 种情感样本辨听得到的
坐标集合，每种情感有 768×3=2 304 个标注文件。
如 O 中仅存在中性情感样本的情感标注文件。
通过选择类内标准差来描述这七种情感的集
中性。类内标准差反映的是一个数据集的离散程
度，它是各数据偏离平均数的距离的平均数。类内
标准差越大，代表大部分数值和其平均值之间的差
异越大；类内标准差越小，代表这些数值越接近平
均值，集中性越好。
同类情感坐标分布的标准差反映了该情感的
离散程度，计算公式为
j

j

1j

2j

3j

j

1

σ dj =

1
M

3

768

∑∑ (e
m=1 i =1

md
ji

− Odj )

(6)

式中，σ 是第 j 种情感 d 维标注结果的标准差；并
且 M=2 304，表示有 2 304 个样本的二维坐标；O
表示第 j 种情感在 d 维上的坐标平均值，计算如下：
d
j

d
j

O dj =

1
M

3

768

∑∑ e

md
ji

(7)

由于语音样本的坐标是二维的，因此计算得到的标
准差也是二维的，分别属于效价维和唤醒维。得到
这七种目标情感的标准差如图 5 所示。各种情感的
标准差都处于 0 到 1 之间，相比较而言，标准差越
接近于 0，表明该情感在相应维度上的离散程度越
小，如中性情感在效价度上的标准差最小，则中性
情感在效价度上的离散程度最小；反之，标准差越
接近于 1，则该情感在相应维度上的离散程度就越
大，如悲伤情感在唤醒度上的标准差最大，则其在
唤醒度上的离散程度就最大。并且除高兴情感以
外，其余六种情感在效价度上的标准差均比在唤醒
度上的标准差小，说明情感在效价维度上的离散程
度更小，集中性更好。这与 2.2.2 节中情感在效价
度上一致性更好的结论一致。李嘉等 针对生
气、高兴、悲伤和平静这四种情感，提取了其唤醒
度和效价度上对应的情感特征，发现效价度上的情
感特征对语音识别具有重要作用，这也与本文结论
一致。
m=1 i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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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中性情感的椭圆面积最小，为
0.214 9；其次是愉悦情感，其面积值为 0.380 2；而
情感椭圆面积最大的是悲伤，面积达到了 1.122 9。
这说明中性情感的集中性最高，其具有明显的情感
特征；其次是愉悦；而悲伤在这七种目标情感中集
中性最差。东南大学的罗武骏等 对高兴、伤心、
害怕、惊讶、生气和中性六种情感状态进行了听辨
性实验。实验得出悲伤的识别错误率最高，中性情
感的识别错误率最低，原因在于中性情感的情感特
征较为鲜明，这与本文的结论一致。
另外，为了分析不同情感样本标注结果的差异
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来评判情感因素对标
注结果的影响程度。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能够分析
多组数据样本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的均值，即确定多
组数据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不同列的数
据表示某一因素的变化情况。本文将同一情感样本
的标注结果表示为一列数据，即不同列的数据代表
为情感因素 E 的变化情况，如矩阵 C：
C =[O , O , O , O , O , O , O ]
(8)
式中， O 表示第 j 种情感的标注结果。
单因素方差分析中计算了每一列数据均值相
等时的概率 P，从而判断这一因素是否对结果有显
著的影响。P 的值越小，表示这个因素对观测结果
的影响越显著 。
本文计算的两个 P 值分别属于情感因素对效价
度和唤醒度标注结果的影响程度，分别令它们为 P
和 P 。计算得到 P = 0 并且 P = 0 ，则说明情感对效
价度和唤醒度的标注结果具有高度显著的影响，也
说明这七种情感样本的标注结果区分度较高。
2.3 客观分析
由于标注人对语音的主观辨听以及对语音在
VA 空间中情感表现力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会受到
主观情感的干扰，因此主观标注并不能真实、客观
地反映该数据库中语音质量的高低。因此，本文还
进行了客观分析，通过分析这七种情感语音的基
频、短时能量、前三个共振峰以及前 12 个梅尔倒
谱系数(Mel-Frequency Cepstrum Coefficient, MFCC)
及其一阶差分的相关统计值，包括均值、标准差、
最大值、最小值以及中位值，用这 145 维特征参数
来对情感进行分类。特征参数的具体内容如表 5
所示。
随后，实验利用后向传播(Back Propagation, BP)
人工神经网络实现了语音的情感识别。我们选取
80%的语音样本用来训练，余下 20%的语音样本用
来识别。最终得到情感的平均识别结果如图 8 所
[24]

图 情感标准差

5
Fig.5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emotions

为了比较各种情感的集中性强弱，研究以每种
情感的平均坐标值 (O , O ) 为圆心、两个维度上的标
准差 σ 和 σ 为短半轴或长半轴画椭圆。通过计算
每种情感的椭圆面积来反映该情感的集中程度。图
6 展示了每种情感的椭圆区域。其中，每个椭圆中
的“+”表示其中心位置。
1
j

1
j

2
j

2
j

[22]

1

2

3

4

5

6

7

j

[25]

V

A

图 每种情感的椭圆面积

6
Fig.6 The elliptical area of each emotion

由于情感表达的集中性不同，因此得到的椭圆
面积大小也不同。面积越小，说明该情感的集中性
越高；反之则说明该情感的集中性越差。计算得到
每种情感的椭圆面积结果如图 7 所示。

图 情感对应的椭圆面积值

7
Fig.7 The corresponding area values of different emotions

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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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特征统计值

特征类别
基音频率
短时能量
共振峰
MFCC

5
Table 5 Characteristic statistics

相关统计量
最大值、最小值、标
准差、均值、中位值
最大值、最小值、标
准差、均值、中位值
前三个共振峰的最大
值、最小值、标准差、
均值、中位值
前 12 个 MFCC 及其
一阶差分的最大值、
最小值、标准差、均
值、中位值

数量
5

120

示。观察得到，这七种情感的识别率均高于基线水
平(1/7 ≈ 0.143 )，说明该数据库的情感语音具有一定
的区分性。其中，愉悦情感的识别率较低，这是因
为愉悦的情感特征易与中性和高兴的情感特征产
生混淆。而悲伤情感的识别率最高，达到了 60%以
上，这与 2.2.3 所述的悲伤情感集中性最差的结论
不一致，也说明主客观分析会存人工神经网络实现
了语音在差异。这是由于主观分析时，说话人发出
的情感与听者感知的情感可能存在差异，并且标注
人易受到自身主观情感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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