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维虚拟说话人对汉语发音学习的影响

Evaluating a 3-D virtual talking head on pronunciation learning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ftwar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彭晓兰，陈辉，王岚，王宏安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2018, 109: 26-40.



3D说话人已有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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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说话人对母语非汉语者汉语发音学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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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3D talking head的接受程度

用户对“声音(AU)“、”真人(HF)”、“虚拟说话人(3D)”

在interest、functionality、future use三方面的对比评价

用户在AU、HF、3D三种学习界面中的发音学习效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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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学习界面——AU、HF、3D

+

AU-只有声音 HF-真人视频

3D-内部可视化（正面一次+侧面一次）



实验一：Q1、Q2

Q1

Q2

用户对3D的接受程度

用户对AU、HF、3D的对比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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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结果

appearance

用户对3D的主
观接受程度

articulatory m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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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结果

用户在

interest
Functionality
future use
三个方面的主观评价

HF = 3D > AU



实验二：Q3

Q3 用户在AU、HF、3D三种学习界面中的发音学习效果对比



实验二：Q3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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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结果

AU、HF、3D三种界面条件下的发音提高量

大部分声母、韵母：

第三声调：

3D > AU = HF

3D = AU > HF



Q3结果-发音分类统计分析

1.按发音部位分类（声母）

◆ 双唇音: b p m

◆ 唇齿音: f

◆ 舌尖前音: z c s

◆ 舌尖中音: d t n l

◆ 舌尖后音: zh ch sh r

◆ 舌面音: j q x

◆ 舌根音: ɡ k h

2. 按发音部位分类（“四呼”韵母）

◆ 开口呼：
a、o、e、ê、 er、i(前) 、i(后) 开头的韵母

◆ 齐齿呼：
i或i开头的韵母如 iou、iao、ie、ia

◆ 合口呼：
u或u开头的韵母如 ua、uo、uai、uei

◆ 撮口呼：
ü或以ü开头的韵母如 üe、ün、üan



Q3结果可能的解释

◆声母、韵母：3D > AU = HF

◆第三声调：3D = AU > HF

3D > AU 主要表现在内部发音器官驱导的发音音节

AU = HF HF有无关细节干扰了学习

3D > HF 主要表现在内部发音器官驱导的发音音节

3D = AU 音调主要由听觉通道习得

3D > HF HF有无关细节干扰了学习

AU > HF 音调主要由听觉通道习得



不足

◆由于3D和HF不仅内部发音器官呈现不同、它们的形象也不同，故本文只能
推断是内部可视化导致了3D的优势，但不能确定其中形象这个因素所起的
作用。

◆汉语是音调语言，音调的可视化呈现一直是难点，本文学习材料中音调多
以一声为主，对于音调的评估不够全面。

◆只测了performance of production，没有评估performance of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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