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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音樂產生 

5.1 概論 

 

圖 5.1：音樂產生流程圖 

在前三個章節中，我們已經介紹了電腦作曲系統在音樂結構、和弦和動機三部分的分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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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且建構出音樂結構模型、和弦風格模型和動機挑選模型。這個章節中，我們要討論

是如何使用這三個模型產生出符合音樂理論的音樂。 

圖 5.1為音樂產生的流程圖，首先經由音樂結構模型決定產生音樂的結構，結構中

的樂句則由樂句安排演算法決定樂句的結構及類別，接下來由和弦風格模型及樂段為輸

入和弦產生模組產生和弦序列，在動機挑選模型的部份中，若樂句是屬於動機構成的類

別，才會挑選出音樂動機，最後的音符產生則會根據和弦序列來產生符合樂理的音樂。 

 

圖 5.2：音樂產生流程範例 

圖 5.2為音樂產生流程的一個範例。首先產生音樂的結構，為 AABA的結構，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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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段中的樂句配置為 1-1-2，在 B 樂段的樂句配置為 2-2。接下來以樂段為單位產生和弦

序列，A 樂段的和弦序列為<C, G, C, C>，B 樂段的和弦序列為<G, G, C, C>。在獨立的樂

句 A 和 B 中，有樂句是屬於動機構成的類別，因此，由音樂動機挑選模型挑選出音樂

動機，最後的音符產生則會根據和弦序列來產生音樂。 

5.2 音樂結構產生 

音樂結構的產生部分中，我們分成樂段決定及樂句配置兩部分來討論，在曲式決定中產

生樂段序列及每個樂段中的參數，而樂句配置決定了樂句在樂段中分佈的方式。 

5.2.1 樂段決定(Section Determination) 

產生的方式是根據第 4.3節提到的音樂結構模型，模型中已統計各種曲式做成長條統計

圖(histogram)，橫軸為相異的曲式，縱軸為出現的個數。將長條統計圖轉成機率分布圖，

從這個機率統計圖產生一個曲式，也就是樂段序列。樂段序列的樂段中，四個參數仍有

兩個參數樂句個數和樂段長度尚未決定，這兩個參數將由給定音樂資料庫中的音樂分析

其條件機率來產生這兩個參數的值。 

[範例] 

假設在音樂資料庫有三首音樂，分別為M1、M2和M3，其樂段序列如下： 

M1’s sequence of sections: <(A,1,1,4), (B,1,2,4)> 

M2’s sequence of sections: <(A,2,4,8), (B,1,4,8), (A,2,4,8)> 

M3’s sequence of sections: <(A,2,2,8), (B,1,2,4), (A,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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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樂段資料表 

Section ID label occurrence num_phrase length 
1 A 1 1 4 
2 B 1 2 4 
3 A 2 4 8 
4 B 1 4 8 
5 A 2 2 8 
6 B 1 2 4 

  

在音樂資料庫中有一首是 AB曲式，兩首是 ABA曲式，則產生 AB的機率為 1/3，

產生 ABA的機率是 2/3。接下來產生序列中樂段裡尚未決定的參數，表中為音樂資料庫

根據曲式序列中相異的樂段來建立一筆紀錄，表 5.1 中的三首音樂共可建立出六筆紀

錄，其參數如表 5.1所示。假設我們已經產生 ABA的曲式，A與 B的兩筆紀錄，A的

部份中已經決定的參數 label與 occurrence分別為 A和 2，B則是 B和 1。A部分對照到

表中共有兩筆紀錄 3和 6的 label和 occurrence與之相同，這兩筆紀錄產生#phrase為 4

的機率為 1/2，2 的機率為 1/2，產生 length的值 100%是 8，而 B 的兩個參數也是這樣

決定。 

5.2.2 樂句配置(Phrase Arrangement) 

在這個部份我們將採用經驗法則來配置樂段中的樂句。前一個步驟中我們可以得到樂段

參數，但是樂句的配置問題尚未解決。當我們樂段長度為 8，樂句個數為 3，可能是 1-1-6、

1-2-5、1-3-4…等多種組合，這相當於相同球投入相異箱子，每個箱子皆不可為空的問

題，也就是 x1+x2+x3=8, x1,x2,x3>0的問題，這個問題共有 45種可能的解。 

因此該如何符合樂理地配置樂句的長度及先後順序，是接下來的問題。根據對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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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可歸納出下列兩條規則： 

1. 樂句長度大多為二的冪次方 

2. 相同長度的樂句大部分都配置在樂段的前置位置 

圖 5.3為三個例子，第一個例子是”小蜜蜂”的 A 樂段，長度為四小節，樂句個數為三，

則樂句配置為 1-1-2。第二個例子是”小蜜蜂”的 B 樂段，長度為四小節，樂句個數為二，

則樂句為 2-2。第三個例子是”小星星”的 A 樂段，長度為四小節，樂句個數為三，則樂

句配置為 1-1-2。 

 

”小蜜蜂”的 A 樂段，長度 4，樂句個數 3 

 

”小蜜蜂”的 B 樂段，長度 4，樂句個數 2 

 

”小星星”的 A 樂段，長度 4，樂句個數 3 

圖 5.3：樂句配置的例子 

我們將描述樂句的參數分為(1) 樂句長度(length)、(2) 是否為前一樂句的變形

(isVariance)、(3) 是否為動機所構成(isMoti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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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Phrase-Arrangement 
Input: the length of the section (sLength) and the number of phrase in this section 
(numLength) 
Output: phrase arranged 
1) initialize all pLength in this section to zero 
2) i = 0 
3) avePhrase = sLength / numPhrase 

4) avePhrasee x

x
−= 2minarg  

5) pLength = x2  
6) while 0)( >− pLengthsLength  or )1( ≠numPhrase  
7) phrase[i].pLength = pLength 
8) 60% set isMotivic is true, 40% is false 
9) sLength = sLength - pLength 
10) sLength = numPhrase – 1 
11) i++ 
12) phrase[i] = sLength 
13) except the first phrase, set parameter isVariance of all phrase with the same length 

to true  

圖 5.4：樂句配置演算法 

根據前述兩條規則，對於樂句的配置採下列步驟，圖 5.4為演算法。 

1. 計算平均樂句長度 avePhrase=sLength/#phr 

2. 找出距離平均長度最近的二次方指數 arg min[abs(2x-avePhrase)] 

3. 以 2x做為 pLength的長度 pLength=2x  

4. 分配 pLength直到#phr=1，分配剩餘的長度給最後一個樂句 

5. 判斷樂句序列連續兩個樂句長度相同則將 isVariance設成 true 

6. 在 isMotivic則根據對音樂的觀察將 60%設成 true，40%設成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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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音樂和弦產生 

在 5.3節中，音樂和弦學習的結果會得到音樂和弦模型，其為一個由樣式所構成的模型。 

Algorithm Generatingi-Chord-Sequences 
Input: length len 
Output: chordal sequence 
1) randomly generating 100 chordal sequences of length len 
2) for each chordal sequence do 
3) Scoring-Chord-Sequence(chordal sequence, chord style model) 
4) return the highest score of chordal sequence 
 
Algorithm Scoring-Chord-Sequence 
Input: chordal sequence and chord style model 
Output: score of chordal sequence 
1) score=0 
2) for each pattern 
3) if chordal sequence matches this pattern then 
4) score+=normalized support of this pattern 
5) return score  

圖 5.5：音樂和弦產生演算法 

系統所要產生是一和弦所組成的序列，我們希望這個序列具有和弦模型的性質。我們所

採用的方法其演算法如圖 5.5，產生數個和弦序列，並對每個序列去比對和弦模型中的

每個樣式，若符合樣式的性質則此序列會加分，因此每條序列會計算出一個分數，我們

取其中分數最高的一條序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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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旋律及音符產生 

在這個步驟前，系統已經產生了樂段及樂句所構成的一個階層式架構，並沒有實際的音

符。而這個小節中將介紹如何根據音樂結構及和弦來產生音符序列。圖 5.6為旋律產生

的演算法，是貫穿這個小節的一個演算法。 

Algorithm Melody-Generation 
Input: form f 
Output: note sequence 
1) note_sequence ns=null 
2) for each section thisSec in form f 
3) if exist a forward section sec, it’s label is the same as this section’s label 
4) then duplicate note sequence in sec 
5) else 
6) for each phrase phr in section thisSec 
7) if phr.isVariance is true then 
8) shifting phr up and down 3 note in tonal and recording in candidatePhr
9) Scoring-Note-Sequence(candidatePhr) 
10) select the highest score candidatePhr append to ns 
11) else 
12) Note-Generation(phr) append to ns 
13) return ns  

圖 5.6：旋律產生演算法 

音符產生模組根據樂句及和弦來產生音符，在系統中樂句有個 isMotivic的參數，其

決定樂句是否為音樂動機發展而產生的。因為這個因素，音符產生演算法分成兩個部

份，若樂句為音樂動機法展產生，將從動機挑選模型選出一個動機，藉由這個動機發展

產生樂句，若非音樂動機發展產生的樂句，將任意的選出音符來產生。最後這個樂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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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音符序列分數計算，算出一個分數，系統將重複上述這些動作多次後，挑選出分數

最高的一個樂句來輸出，演算法如圖 5.7。 

另外，系統中的音樂理論模組是將不符合樂理的部分去做調整，我們所指不符合樂

理的部份是音樂的終止式。音樂終止式是宣告一段旋律的結束。我們簡單地將樂段中的

最後一個音符的音高設定成調子的主音，如 C大調則音高設成 C。在樂句的最後ㄧ個音

符的音高設成其和弦的組成音。 

Algorithm Note-Generation 
Input: phrase phr 
Output: note sequence 
1) note_sequence ns=null 
2) if (phr.isMotivic) then 
3) for (i=0;i<100;i++) 
4) select a motif m from motif selection model 
5) while total duration of notes less than candidatePhr[i].pLength 
6) developing motif m append to candidatePhr[i].pLength 
7) Scoring-Note-Sequence(candidatePhr[i].pLength) 
8) select the highest score of candidatePhr[i].pLength append to ns 
9) else then 
10) for (i=0;i<100;i++) 
11) while total duration of notes less than phr.pLength 
12) generating pitch in tonal and duration randomly 
13) appending note ns 
14) Scoring-Note-Sequence(candidatePhr[i].pLength) 
15) select the highest score of candidatePhr[i].pLength append to ns 
16) return ns  

圖 5.7：音符產生演算法 

和弦序列分數計算將根據音符序列及所在和弦計算出音符搭配和聲和諧的程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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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樂理，音符及和弦是相輔相成的，旋律中所使用的和弦，和弦的組成音大都為旋律中

的音符，另外，根據音樂的韻律，位於小節中不同位置的音符也有不同趨向於和弦組成

音的程度。在 4/4拍的音樂，我們定出了一個表格，如表。和弦序列分數演算法如圖 5.8。 

表 5.2：4/4拍音樂小節位置加權表 

position 1 1.5 2 2.5 3 3.5 4 4.5 

weight 1 0.2 0.6 0.2 0.8 0.2 0.6 0.2 

  

Algorithm Scoring-Note-Sequence 
Input: note sequence and chord 
Output: integer 
1) score=0 
2) for each note n in note sequence 
3) if n.pitch is component note of chord then 
4) isHarmonic=1 
5) weight=check_table(n.position) 
6) weightisHarmonicscore ×=+  
7) return score  

圖 5.8：和弦序列分數計算演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