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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目的

本實驗目的主要是建構在一個基本的歌曲辨識系
統，透過人聲錄音的特徵值來判別某歌曲片段為
哪一首歌曲的歌名。

目前大多透過關鍵字(例如:歌曲名稱，專輯名稱)
的查詢方法，進而找到想聆聽的音樂，比較少有
直接拿音樂的內容來當作索引的依據。然而辨識
歌曲最簡單的方法，是直接拿查詢資料與資料庫
中所有的歌曲，每一取樣點做比較，比對出於想
找到最相近的歌曲的曲目。



實驗目的

一般歌曲辨識多是萃取出特徵，例如:旋律、歌
詞、節拍、和絃…等

我們可以使用DTW(Dynamic Time Warping)的比對
技術辨識歌曲的旋律

DTW是計算輸入的音高向量和資料庫中標準答案
的音高向量之前的歐幾里德距離

在本實驗中我們採用一般語音辨識用的方法，將
輸入資料取出MFCC參數，和其他用htk軟體訓練
成的歌曲模型做比對



原理說明-Hidden Markov Model

天氣問題

以機率模型來描述發音的現象

做語音辨認時，須要先建立語音單位的隱藏式馬
可夫模型，由一串連結起來的模型，來代表一段
語音。因此，對於一句輸入的測試語音，辨識的
結果是由某一模型所產生的機率大小來判斷。



原理說明-Hidden Markov Mode

問題一 : 已知模型參數，計算某一特定輸出序列
的機率.通常使用forward演算法解決

問題二 : 已知模型參數，尋找最可能的能產生某
一特定輸出序列的隱含狀態的序列.通常使用
Viterbi演算法解決

問題三 : 已知輸出序列，尋找最可能的狀態轉移
以及輸出機率.通常使用Baum-Welch演算法以及
Reversed Viterbi演算法解決



原理說明-EM演算法

在資料遺失或隱藏的情況下，用來推算未知參數
的最大相似度估計

Expectation(猜測)

Maximization(最大化)

EM演算法過程要求在E步驟和M步驟之間不斷迭代
直至收斂為止



Expectation

我們用x表示能夠觀察到的不完整的變數值，用y
表示無法觀察到的變數值，這樣 x和y 一起組成
了完整的數據。 可能是實際測量丟失的數據，也
可能是能夠簡化問題的隱藏變數，如果它的值能
夠知道的話



Maximization

反覆計算直到

或是依照經驗給定次數
( 1)t tθ θ ε+ − <



原理說明-Viterbi

基於動態規劃的Viterbi演算法在每個時間點上的
各個狀態，計算解碼狀態序列對觀察序列的後驗
機率，保留機率最大的路徑，並在每個節點記錄
下相應的狀態信息以便最後反向獲取詞解碼序
列。

在htk中用來做force alignment



原理說明-Viterbi



實驗步驟

收集語料(副歌)

取feature(39 dimensional MFCC)

對各首歌曲用htk軟體訓練成GMMmodel

即時錄音取feature對訓練好的model做比對，分數
高的就是辨識結果



Training 
Data

Hcopy:
擷取訓練語料

特徵

Outmacro:
製作

emplate.hmm

HcompV:計算訓練語
料的mean及
covariance

根據modelList來製
作init.mac

用Hrest訓練產生
對應的高斯模型

利用Hvite作進
行校對

用HHDEd做高斯分佈分
裂

(複製高斯分佈)

重複步驟直到分裂
的高斯混和型型為

32個

最後用Hrest訓練2
次，以達收斂



流程圖

Testing 
Data

歌曲model

Grammar
Hparse:

產生wordnet

辨識結果

Hvite:每組 test data 對各
個model產生一個分數



結果與討論

我們先以一個Real Time軟體名叫Tunatic作示範:

嘗試尋找歌曲名為Linkin Park‐In The End

歌名

查詢結
果

成功



結果與討論

嚐試下一首歌曲名稱為
The Beach Boys‐Wouldn’t It Be Nice

歌名

查詢結
果

成功



結果與討論

嚐試下一首歌曲名稱為
Katty Perry‐I Kissed A Girl

歌名

查詢結
果

成功



結果與討論

錄音前

按下錄音



結果與討論

以唱高山青為例

結果



結果與討論

Tunatic Demonstration

辨識器 Demonstration

Inside test



結果與討論

我們提出的方法不能說是個很好的歌曲辨識方
法，它只能辨識training data中有的歌曲，當做為
test的歌曲並不是我們預設的那幾首歌曲時，就會
發生誤判，因為一定會有找出一首歌和test歌曲的
特徵最相近

最理想的辨識方法是利用辨識器去辨識人唱的歌
詞，再用辨識結果和一個有大量歌詞的資料庫去
做比對、搜尋，但是現有的人聲辨識器並無法做
到辨識率百分百，當人唱歌時，會受到歌曲的旋
律影響，和在一般講話發音並不相同，音高的提
升或降低以及音長都有可能造成辨識上的困難



結果與討論

一首歌可分為歌曲和歌詞兩部分，有些人可能不
知道歌詞，只對歌的前奏或是某一小段的旋律有
印象， 我們認為一個好的歌曲辨識器，除了該考
慮歌詞的辨識外，也該對旋律做辨識，可以讓結
果更為精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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