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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汉语韵律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曹剑芬 

摘要 本文是对汉语韵律研究、特别是韵律结构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的简要回顾。主要内容：

（1）汉语韵律研究现代化的大致历程；（2）以韵律结构为核心的汉语韵律研究大规模兴起

的时代背景及其发展进程。 

关键词 韵律研究，韵律结构，现代化 

Talk about the Modernisation Progress of Prosody Study in Chinese 

CAO Jianfen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a retrospect to the modernisation progress of prosody study in Chinese. 

Main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1) the general course on the modernisation  of prosody study in Chinese; 

and (2)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developing processes of the rise of research on Chinese 

prosody with prosodic structure as the core. 

Key words Prosody study, Prosodic structure, Modernisation

0. 引言 

如今有句时髦话，叫做不忘初心。所谓

初心，简单说就是最初的目标或愿望。我们

做任何语音学研究也都有个初心。譬如说，

韵律结构的研究，如今在语音学界已经司空

见惯，尤其是普通话的韵律研究已经硕果累

累，除了继续向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扩展以

及加强应用研究以外，似乎没有什么需要深

入探究的了；然而，如若回望一下当初启动

韵律结构研究的初心，即使就汉语普通话而

言，无论从基础理论水准，还是从应用方面

的问题来看，韵律结构的研究恐怕还有不少

值得深究的地方。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尚未

真正解开语句内部非终端成分错综复杂的音

高运动之谜。应该说，那才是认清汉语韵律

结构生成机制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韵律结构作为汉语语音研究明

确的探索目标之一，是在 20世纪中、后期才

大规模兴起的。当初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通

过对自然话语语音的实验分析，考察人说话

时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语音结构及其生

理和声学表现，探讨言语韵律结构生成的自

然机制，为迅速崛起的自然语言处理和日益

增长的语言教学与研究的需要提供理论和实

践的支持。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无论是理论

探讨还是应用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

且，早已从单纯普通话韵律特征的研究扩展

到了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不同方言和语

言间对比等领域。此时此刻，不妨回望一下，

看看我们在实践初心的道路上究竟走到哪一

程了。或许，这对进一步深化韵律结构的研

究不无裨益。同时，也可透过与此相关的复

杂多变的语音现象去揭示言语产生和感知的

深层机制。 

1. 早期汉语方言—韵学中的韵律研究 

从根本上看，汉语韵律研究的历史不可

谓不悠久，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欧美语

言学界韵律研究起步更早；只不过现代化的

进程、尤其是韵律的语音表征和音系结构的

研究起步较晚。可喜的是，自从 20世纪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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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步伐迅速加快，几乎一步到位，实

现了与国际接轨。 

传统方言—音韵学中的韵律研究主要涉

及声调、节奏和轻重音，基本不涉及语调，

即使有，也多半是简单地照搬英语的升降语

调模式。 

1.1 声调和变调 

声调方面主要探讨古今四声的分合以及

声调的阴阳和舒促，变调的研究虽然相对后

起，但涉及的汉语方言很广，资料非常丰富，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2 节奏 

汉语里传统的节奏概念，其实源自诗词

乐律的节律（metre）和节拍（tempo）概念；

而现代意义上的节奏（ rhythm）则是计时

（timing）的概念，是从“音节—节奏(计

时)”（  syllable-timing）和“重音—节奏

（计时）”（stress-timing）中泊来的。但是，

最初人们往往并不了解 timing 的实质，只是

笼统地把汉语称为音节-节奏语言或音节性

语言，实质性的研究较少。 

1.3 重音 

主要关注汉语有无词重音，而且长期意

见纷争，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于语句中语音

的轻重，除了像普通话的轻声（还往往当做

声调来讨论）之外，很少关注句子层面的重

音。至于有关重音的客观性质，由于当初缺

乏客观检测手段。所以，多半根据主观感受，

认为重音就是音强更强。 

2. 汉语韵律研究的现代化历程 

应当说，汉语韵律研究的现代化，起码

是从赵元任、刘复等先贤开始的。当时的研

究不但不输于西方的水准，而且更胜一筹。

以赵元任的研究为例，且不说他对声调语言

里语调特性分析之精湛，单说音调五度制的

发明，就已在世界上力压群芳，而且至今仍

然辉煌无比。 

2.1 20世纪初期到中期的韵律研究 

20 世纪初期，刘复、赵元任、王力、白

涤洲和罗常培等开始应用语音实验的方法研

究汉语的字调。譬如，刘复的《四声实验录》

[27]、王力的《博白方音实验录》[37]、白涤

洲的《关中方言实验录》[10]等等都是这个

时期的代表作，稍后还有罗常培的《临川音

系》[24]的单字调和连字调也采用了浪纹计

的实验分析方法。 

在以上研究中，尤以赵元任的实验研究

最为全面深入。首先，他吸取和融合了当时

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腔调实验方法，从汉语

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拟定了兼备分析与综

合的实验方法[45]。接着，在此基础上，他

从系统阐述汉语字调的性质和各处方言字调

的分类切入，不但从物理上详细解析了字调

现象在言语里的声学地位，首次提出了声调

概念，而且通过严谨的实验研究，界定了声

调与语调的性质，并进而揭示了汉语语调与

印欧语语调的异同。同时，从 20世纪初期到

中期，随着声调和语调研究的不断深入，还

融入了重音与节奏的探索。 

赵元任的韵律研究可简要概括如下。 

2.1.1 声调与语调 

在统观不同类型语言里音调（tone）特

性及其音系功能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声调

的概念，创制了如今举世公认的五度制标调

系统，系统地阐述了汉语语调的类型，透彻

地解析和论述了汉语声调和语调的关系。他

认为，语调实际上是“词的或固有的字调和

语调本身的代数和”，提出了“耳朵听到的

总语调（ resultant）是由‘中性语调’与

‘比较的普通一点的口气语调’构成的总和”

的著名理论。他以小波浪与大波浪的“代数

和”关系和“橡皮带”效应的生动比喻，言

简意赅地阐明了汉语声调与语调的内在关系，

深入透彻地揭示了不同语言语调结构的一般

原理。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1）“声调”

概念的问世及其五度制标调系统的创制；

（2）变调和轻声及其与中性语调的关系；

（3）语调的语言个性与共性——中性语调

和口气语调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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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赵元任的语调思想大家都已相当熟

悉，此处不再赘述。相关讨论的详细内容可

参见《赵元任语调思想探微》[12]一文。 

2.1.2 节奏 

1975 年，赵元任在《汉语词的概念及其

结构和节奏》一文中，通过对汉语口语中节

奏成分在词和短语的构成和使用中所起的作

用的讨论，概括论述了关于汉语节奏的基本

思想。 

首 先 ， 赵 元 任 提 出 了 “ 音 节 词 ”

（word-syllable）的概念。他认为，一方面，

针对汉语里相当于其他语言里“词”（例如

word）的角色往往是“字”，而“一个‘字’

总是一个音节，通常还有一个意义”；另一

方面，其他语言里的“词”跟汉语的“字”

在结构上又存在很重要的区别，所以，就

“词”这个术语而言，汉语跟外语没有对应

一致的定义。事实上，“如果深入观察现代

汉语的话语结构并试图找出类似其他语言里

word 那样的小单位，就会发现，有时一个音

节词像一个 word，有时则两个或更多的音节

词结合在一起才像一个 word”，因此，就

“词”所表达的概念意义而言，西方语言里

的“词”往往既可以跟汉语里的“字”，也

就是单个音节词相对应，又可以跟汉语里的

“字”组，也就是多个音节词的组合相对应，

这就涉及汉语中词的节奏究竟是单音节还是

多音节的问题了。 

针对汉语中没有其他语言里那样的词，

但却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的问题，赵元任指

出，“一个语言是单音节还是多音节，实际

上是一个语言的词单位是单音节还是多音节

的简略说法”。根据汉语的实际情况，汉语

“话语中大多数有意义的词根是单音节的”，

并且非常活跃；而“在句法关系中作为单位

而行动的结构词，则常常是多音节的”。而

且，这种两个音节以上的结构形成了一种

“易于抓在一个思维跨度中的方便的单位”。

所以，他认为，汉语中词的节奏“既不是单

音节的又不是多音节的”。实质上，赵先生

关于节奏的这个基本思想正是符合现在大家

熟知的、与思维跨度和短时记忆相匹配的韵

律短语跨度的原理。这种“易于抓在一个思

维跨度中的方便的单位”是一种更大的、方

便表情达意的节奏单位，也就是语调变化赖

以实施的基本单位，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特

征。事实上，这个思想始终贯穿于他对汉语

语调结构的分析之中，只是鲜为后人关注。

由此可见，赵元任的节奏概念对理解汉语的

调群结构以及不同口气对调群的调节具有重

要作用。 

2.1.3 重音 

在汉语韵律研究方面，赵元任对重音的

专门探索虽然不那么集中，但在论述汉语的

词、声调和语调的时候则不乏关于重音的讨

论。在《汉语口语语法》[46]一书中专门有

一小节讲述重音，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汉

语重音首先是扩大音域和持续时间，其次才

是增加强度。因此，第三声重读会降得更低，

第四声重读起点更高些，降得更低些。从物

理学的观点看，有许多程度不同的可以感觉

得到的重音，但从音位学的观点看，最好分

为三种重音：正常重音、对比重音和弱重

音”。这段叙述虽然文字不多，但却言简意

赅，一语中的，集中体现了他的重音观。 

所谓正常重音是“所有音节，既没有弱

重音，又没有对比重音”，尽管“其实际轻

重程度不是完全相同”，但“它们都是同一

音位重音的变体”。 

对比重音“在于它的音高幅度更宽，持

续时间更长，音强通常也增加”。但他特别

指出，即使对于特别加重的重音而言，音强

的增加也是其次的[47]。 

关于汉语的弱重音，赵元任主要是指紧

跟在重音音节之后、声调幅度差不多压缩到

零、持续时间相对缩短的轻声。并从语法的

角度，分析了作为弱重音的轻声出现的大致

规律。 

以上只是对赵元任语调思想及相关韵律

研究的简要介绍。然而，这些已足以说明，

早在 20世纪上半叶，赵元任的语调思想就不

但代表着这一时期汉语韵律研究的最高水准，

也是那个时代世界水平的实际反映。这就是

为什么赵元任的语调思想能够独领风骚、至

今仍然辉煌无比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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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 世纪中期以后的汉语韵律研究及

其现代化进程 

在因战乱而一度中断之后，20 世纪中期

以后韵律研究再度兴起。这个兴起，首先得

益于罗常培的承上启下及其持之以恒的推动

作用，使得中断的研究得以迅速恢复和振兴。 

如上所述，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罗常

培就在《临川音系》的单字调和连字调的分

析中采用了浪纹计的实验方法；后来，又在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执掌由刘复创建的“语

音乐律实验室”工作；到了 50年代，他以原

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的人员和设备为基

础，在新建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内设立

语音实验小组，并亲自主持实验室工作。他

和王均合作的《普通语音学纲要》[25]一书

介绍了实验语音学的内容，并对声调实验的

方法、步骤和研究成果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在罗先生的带领和推动下，语音实验小组对

汉语普通话的韵律特性开展了系统的实验研

究。 

这个时期的韵律研究大致可分前后两个

阶段。 

前一阶段的研究可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

方面：（1）普通话声调的实验分析；（2）

普通话语句中的声调研究——二、三、四字

组的变调模式；（3）普通话二、三字组的

轻重音实验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以吴宗济、

林茂灿对普通话的韵律研究为代表。 

后一阶段除了吴宗济、林茂灿继续致力

于汉语语调和重音研究之外，一大批新生力

量迅速崛起，各种韵律模型纷呈，尤其是韵

律结构的探索成了语音学界关注的焦点。 

2.2.1 吴宗济的韵律研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吴宗济就开始从

事汉语普通话语句中声调变化的研究，通过

对二、三、四字组的变调行为分析，考察汉

语声调在语句中的变化规律，分别归纳出了

二、三、四字组的变调模式，为进一步考察

汉语的语调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与言语工程越来

越紧密的结合，吴宗济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

了对声调与语调关系以及汉语语调模式的探

究之中。 

首先，他继承和发展了赵元任的语调思

想，采用乐律上的“半音”作为研究和处理

字调与句调的度量单位，并提出了从赫兹标

度换算为半音程标度的原理和方法，对赵元

任提出的“代数和关系”及“橡皮条效应”

进行量化研究，从语法、语音和音系三个层

面，揭示了汉语语句中的必然变调和或然变

调规律。因此，他认为，普通话的句调实际

上是单字调、多字连读变调与句子语气变调

的混合体。 

第二，在探索自然言语中从“底层调形”

到“表层调形”的实现方式的过程中，通过

对不同语境中选取的具有不同语气语句的深

入分析，他发现了短语调群在不同语气语调

中遵从“调位守恒”“移调”“变域”“韵

律互补”等一系列“移调规则”，从而通过

“跳板规则”“多米诺规则”和“极化规则”

等处理，建立了从中性语调到感情语调的转

换模型，解决了赵元任当年“暂时没有想出

好法子”的难题。 

第三，在语音处理上，他主张采用乐律

上的“移调”原理来量化语句中短语调域和

音阶（即调阶）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为语音

合成制定了相应的韵律标注系统和合成规则。 

第四，更难得的是，他以愤怒兼命令的

感情句为例，考察了情感语调和篇章韵律的

声学表现，巧妙地吸收和融会贯通自然话语

跟诗文、乐律及书法、绘画等艺术表达手段

的某些共通性，进一步深入剖析了汉语篇章

韵律的特点，开创了汉语篇章韵律的探索。 

关于吴宗济韵律研究的详细情况，可参

见《吴宗济语言学论文集》[40]。 

2.2.2 林茂灿的韵律研究 

林茂灿的韵律研究始于音高显示器的研

制和对普通话声调的声学分析，逐渐发展到

普通话语调模型的研究。大致也可分为三个

阶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20世纪 60

年代初用自制的音高显示器研究普通话声调，

70 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词重音和词语的其他一

些音高表现，90 年代开始研究陈述语调和疑

问语调，以及句重音”。 

第一，声调研究。首先，通过音高显示

器得到普通话声调的声学特性，看到音高曲

线除了调型段外，还可能出现弯头降尾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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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调型段是最重要的，因为同一调类的

音节，不管其声韵结构如何，其调型段音高

变化都有大体相同的模式。其次，通过感知

实验表明，基频是辨认声调的充分而又必要

的本质成分，时长的作用很小，音强的作用

更小。此外，声调信息域的感知实验表明，

不同声调的信息主要存在于主要元音及其邻

近过渡中，调型起始和末尾部分的基频变化

与声调感知无关。 

第二，词重音研究。首先，通过声学分

析，着重考察不包含轻声的两音节和三音节

词的正常重音性质。其声学表现是后面音节

音高曲拱的高点不会比前面的高，而后面音

节音高曲拱的低点都比前面的低。正常重音

的感觉是其末音节音高较完整、清晰、明显。

感知实验表明，两音节词声调信息同样也是

主要由主要元音及其邻近过渡携带。其次，

是轻声分析。通过声学分析证明轻声是弱重

音，应当归属重音系统。再就是词重音类型

研究，认为两音节词重音宜分“重轻型”和

“中重型”为好。前者存在于含轻声的两音

节词里，后者就是不含轻声的两音节词里的

正常重音。 

第三，焦点重音和语调研究。焦点重音

研究主要考察普通话短语窄焦点重音和宽焦

点重音的音高凸显。窄焦点重音表现为某个

或某几个非上声音节音高曲线的高点相对其

前后的明显抬高，音域加大，时长往往加长；

而上声音节音高低点的下压，音域加大，时

长延长。宽焦点重音的声学表现是，后面韵

律词音高曲线的高点不会比前面的高，但其

低点逐步下降，最后一个或几个音节音域较

大，时长可能长。 

林茂灿的语调研究主要包括功能语气和

边界调。这部分除了应用赵元任的语调理论

以外，吸取调群理论的核心要素，特别注重

引入 AM 自主音段理论中的音高重音（pitch 

accent）和边界调（boundary tone），并以此

作为两个独立变量，提出了汉语语调的双要

素模型。 

关于林茂灿韵律研究的详细情况，可参

见《汉语语调实验研究》[26]。 

2.2.3 若干代表性的汉语韵律模型 

如上所述，在吴宗济的带动之下，一大

批新生力量迅速崛起。广泛开展的实验研究

除了极力理解和弘扬赵元任的语调理论之外，

还吸收了国外的一些理论，诸如以 Halliday

为首的传统“调群”理论、Fujisaki的短语调

加短语重音模型以及最初基于 Pierrehumbert

的博士论文[3]的 AM 自主音段节律音系学理

论，等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种语调模型

或者叫韵律模型，主要代表有： 

（1）沈炯的双线模型 

首先，明确指出汉语的声调和语调属于

两个不同的音高运动体系，为了说明语句中

语调对声调的调节，他提出了高音线和低音

线双线模型。这个模型采用高音线和低音线

两个独立变量，取代赵元任所说的声调音域

的上移、下移、变宽、变窄四种调节形式所

表达的音域宽窄和平均音高的变化。高音线

的调节变化和语义的加强相关，可据以确定

重音位置；低音线的调节变化和节奏的完整

性相关，可据以确定节奏的边界。 

其次，比较集中地阐述了汉语重音的音

高凸显问题，指出重音凸显的特征是高音线

音高值的明显提升和紧接着的非重读部分高

音线的骤落。 

此外，他还吸收和融合了 Halliday 的

“调群”理论，探索汉语的语调结构，高音

线最高点叫做调核，调核之前的成分叫调冠，

调核以后的成分叫调尾，并据此归纳出若干

种语调类型。 

沈炯语调思想的详细内容可参见《北京

话声调的音域和语调》[28]、《汉语语调刍

议》[29]、《汉语语调构造和语调类型》[30]

以及《汉语语势重音的音理》[31]。 

（2）许毅的 TA 理论和 PENTA 模型 

许毅从汉语声调的调连模式入手，对语

调以及音段层次的协同发音进行详细研究后，

提出了目标接近（TA）理论和并行编码

（PENTA）模型。 

TA 理论的核心在于应用言语生成过程

的生物学制约以及由交际功能决定的语言学

制约机制，来解释声调在具体语流中的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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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因此，比较适合于对汉语语调特别之

处的考察。 

PENTA (Parallel Encoding and Target 

Approximation)模型[7][8]。这个框架提出的

理 论 基 础 是 言 语 的 发 音 — 功 能 观 

(articulatory-functional view of speech)：各种

语音现象来自于通过发音机制对交际功能的

并行编码。他认为，目标接近是基本的发音

机制，该机制的各个控制参数(target, range, 

strength, duration)是交际功能编码的基本单

元。各层信息通过目标接近实施并行编码。

PENTA模型认为语调的成分是由表意功能定

义的，这些功能是相互独立的，每种功能都

有自己有效的表现手段。声调(包括轻声)通

过与音节同步的音高目标来实现，焦点、新

话题通过调整局部目标的调域来体现，多种

表意功能在基频中同时、平行存在，表面的

整体倾向来自于多种相互独立的因素，不存

在统一的、以形式为定义的整体语调结构。 

关于许毅的声调语调观点的详细情况可

参阅以下主要文献[2][4][5][6][7][8][9]。 

（3）郑秋豫的阶层式多短语韵律句群

构 架 HPG (Hierarchical Prosodic Phrase  

Grouping） 

在大规模语料库语音分析基础上，基于

对连续口语语流韵律现象规范制约来源的梳

理，发现语流韵律实际来自语篇语义的关联

性所造成的各级韵律单位的制约与互动，而

不仅是字调与句调的互动，提出了大于句调

的韵律单位——语篇韵律（discourse prosody）

以及阶层式多短语韵律句群 (Hierarchical 

prosodic phrase grouping HPG)模型。 

这个模型证明了多短语韵律语段 PG 是

韵律短语的上层单位，找到了 PG 的管辖制

约证据。因而认为，在赵元任的小波浪、大

波浪之上，还有范围更大的浪潮，与其所管

辖的各级下属单位层层相扣。语流中各短语

句调多变的调型，其实是由于上层韵律单位

系统性的规范制约所致。所以，她认为，

“语流韵律研究不能只采‘由下而上’着重

小单位的微观研究角度；必须兼容‘由上而

下’，进行较大单位的宏观研究。” 

由上可见，许毅的模型着重从微观的角

度揭示表层基频生成的深层机理；而郑秋豫

的模型则着重从宏观的角度整合微观的观察。

关于郑秋豫模型的发展和形成的详细内容比

较集中地体现在《台湾语音学及相关研究近

况》一文中[50]。 

2.2.4 各大高校或科研院所师生的韵律研

究 

这一时期，比较系统的还有北大等高校

或科研院所的一大批师生的语调和韵律研究。

例如，杨玉芳关于韵律与句法关系的研究和

语句韵律结构的知觉[41][42]；王蓓、郑波、

杨玉芳、吕士楠等基于声学分析和感知实验

的韵律研究[9][32][33][34]；王洪君对汉语的

韵律词和韵律短语的研究[35][36]；王韫佳、

初敏等关于重音分布和感知的实验研究

[22][38][39]；陈玉东基于播音语言中的一系

列韵律问题研究[18][19][20][21]；江海燕的

汉语语调问题实验研究[23]；陈虎的语调和

焦点重音研究[16][17]，等等。此处只是择要

举例，恕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更为集中的韵律研究是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室团队实施

的，稍后将在 2.4 节介绍。这里首先回顾一

下汉语韵律结构研究的兴起及其发展的大致

过程，因为这跟语音研究室团队全面铺开的

韵律研究具有共同的历史背景。 

2.3 20 世纪中后期悄然兴起的汉语韵律

结构研究 

20 世纪中期以后，汉语韵律结构的研究

悄然兴起。可以说，这是言语工程迅猛发展

催生的直接结果。 

80 年代中、后期，我国的自然言语处理

的发展正如火如荼，尤其是在文—语合成成

为语音合成主流的情况下，如何改进合成语

音的自然度便成了迫在眉睫的难题。于是，

寻求音系学和语音学的支持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在当时的汉语语音研究领域，除了声

调、连读变调以及有关字组轻重音的基础理

论研究之外，无论是音系学还是语音学的整

体水准，一时还都无力承担如此重任。 

记得当时工程部门曾经专门请专家去讲

音系学的规则，后来好像没了下文；在我看

来，这并不是因为音系学没有用；其实，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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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讲变化规则，这正是工程界梦寐以求

的，只不过在当时尚未找到恰当的应用接口。 

再看当时语音学研究状况，且不说为语

音合成提供相关的韵律结构参数和规则，甚

至连“韵律结构”的概念都还相当罕见。正是

在这种客观形势的逼迫下，语音学界不得不

仓促上阵，起初只是“星星之火”，但在客

观需求的推动下，很快便形成了“燎原之势”。

可以说，现代意义上汉语韵律结构的研究几

乎就在一夜之间遍地开花了。 

毫无疑问，汉语韵律结构研究的突飞猛

进，是整个语音学界和言语工程学界共同努

力的结果，上述 2.2 节中列举的一些例子就

是最好的明证。但是，以笔者本人的知识结

构和认知能力，不可能对遍地开花的韵律结

构研究做出任何中肯的概括。这里仅以笔者

的亲历，对这一现代化进程的大致脉络作一

个粗略回顾，希望能够以此一斑而窥全豹。

但这丝毫没有忽略其他团队或学者贡献的意

思，敬请各方谅解。 

2.3.1 从语言信息分布的 timing 探讨开始 

如上所述，汉语韵律结构的研究实际上

是在言语工程应用需求的强力促动下悄然兴

起，并迅速地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形成了

后来的“燎原之势”。不客气地说，笔者也算

是最初的小“火星”之一，多少可以见证汉

语韵律结构研究发展的进程，尽管当初是被

动地踏上这个艰难征程的。那时，笔者虽然

刚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回

来，但很遗憾，在美期间，由于一心扑在吴

语发声方式的研究上，根本没有注意过韵律

的问题，更不用说研究汉语的韵律结构了。

回国伊始，仓促接受研究 timing 的任务，当

时两眼摸黑，不知 timing 为何物。更要命的

是，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不但国内没有任

何参考资料，而且难以获得国外资料。无奈

之下，不得不白手起家，从查词典看 timing

基本词义入手，再到处搜寻可能相关的资料。

幸运的是，最终总算找到了当时国内唯一可

得的两个相关文献，那就是张家马录和齐士钤

关于普通话辅音音长分布的研究以及冯隆关

于普通话声、韵、调音长变化的研究。从中

获得启发，便尝试分析研究普通话双音节词

内的时长分布特性。没曾想，当第一篇分析

报告《汉语普通话双音节词的时长特性分析》

在第四届全国语音图像信号处理学术会议上

发表时，竟引起了言语工程界的极大关注，

当即就有人提出合作意向。此事让我朦胧地

意识到，语音处理非常需要了解自然语言的

语音结构。于是，就从最初对字组内音节内

外的时长分布，再到语句中的时长分布，逐

步深入探索；同时，也从最初单纯的时长信

息分析扩展到对语音信息在时域和频域协同

分布的探索，从而一步步走上了汉语韵律结

构研究的道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跟外界

接触和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韵律结构”

的概念逐步登陆中国，人们对汉语的“韵律

结构”也越来越关注。此时，除了笔者之外，

语音研究室其他同仁也逐步展开了一系列相

关研究。下面跟大家分享的，只是作为这个

研究领域一个匆匆过客的亲历和点滴认识，

以资相关讨论参考。 

2.3.1.1 从发现语句中语音单元时长的非

线性分布到对节奏本质的探究和思考 

首先，受语音合成遭遇的瓶颈的启发，

尤其是受语音合成从单音节到语句过程中出

现的有关连贯性和自然度问题的启发，意识

到自然话语并不是简单的音节连缀，也不是

词和短语的简单组合。当时直观地感觉到，

合成语音的很多问题都跟语音单元之间的时

长分布有关。于是，便尝试从双音节组合中

音节内外的声学分析切入，不但发现了自然

话语里双音节组合词语中的音节并非等长，

而且进一步发现了音节内部信息时域分布的

非线性特性。 

接着，通过比较系统地对语句中音节时

长分布关系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连续话

语的合成，不仅仅涉及词内音节的长短伸缩，

更需要考虑词语内外音节之间的时长分布关

系。考察结果发现，以所谓“音节节奏”著

称的汉语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音节等长；同时，

国外也有相关报道发现，所谓“音节节奏”

（syllable-timing）或“重音节奏”（stress-

timing ）并非音节的等间隔出现或者重音的

等间隔出现。这就促发了我对语言节奏本质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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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汉语语句中时长分布规律的考察，

获得的主要认识是：语言的节奏本质上是话

语信息时域分布(timing)规律的反映，所谓

“音节—节奏”或者“重音—节奏”，并非

语音单元的等长或某种语音现象的等间隔出

现，而是由于某种语音现象的规律性出现、

而导致对语音单元似乎等长或者等间隔出现

的主观听感印象（一般认为，人的听感具有

求平衡的习惯）。譬如，相关单元语速的调

整以及单元末尾停顿或延长的规律性出现，

往往会导致语音单元大致等长的听感印象，

语句中规律性的时长和音高凸显往往会导致

重音等间隔出现的听感印象。由此可见，节

奏的本质在于反映语言信息时域分布

（timing）的规律性（regularity），而不是

等时性(isochrony)或者等距性（isometry）。 

2.3.1.2 从语句的韵律切分与组块分合的

讨论到对整句韵律结构的初步探索 

从自然语音处理涉及的韵律组块分合

（prosodic segmentation and grouping）获得

启发，意识到必须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揭示切

分和组块（chunking）的关联关系，也就是

韵律单元之间的分界与连接的辩证关系。 

自然语言本身是个关系网络，从一般语

言学的角度来看，起码包括纵向的聚合关系

和横向的组合关系，而且具有一定的层次结

构。所以，要想了解韵律组块分合的规律，

必须要从自然话语中去寻求答案。 

首先，通过对自然语句相对系统的分析

研究发现，语句中韵律单元之间的分界与连

接是矛盾的辩证统一：同一个语音现象，往

往既体现某一层级韵律单元内部各下位单元

之间的分界信息，同时又构成更高层级韵律

单元内部各下位单元之间的连接信息。通常，

音段的时长伸缩或音高起落是语句中常见的

韵律边界标志；然而，它们同时又是体现整

句结构关系的连接信息。譬如说，韵律短语

的末尾延长及不低性（NON-Low）边界调，

从韵律短语层面看是不同韵律短语彼此分界

的标志，而从句子层面、或者从较长的句法

短语层面看，这些语音现象又是话语待续、

语言信息前后连贯的体现。 

其次，对自然语句相对系统的分析研究

还发现，无论是韵律单元之间的分界与连接，

还是韵律单元内外的重音分布，又都体现出

一定的层次结构关系：同样一类韵律现象，

例如单元末尾的时长伸缩或者音高起落，表

现出一定的层级特点。譬如说，在韵律短语

的末尾，通常表现为音段的延长及不低性边

界调；而在句子或语段的末尾，则表现为音

节的相对缩短和低或特低（Low or L%）边

界调。同样，音高凸显作为语句中不同重音

等级的客观反映，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层级关

系。 

2.3.1.3 从单个句子的合成到连续话语的

文—语合成获得的启发 

从单个句子到连续话语文—语合成的实

践告诉我们，合成语音自然度的改善并不是

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连续话语的合成不但不

等于单句合成的简单连缀，也不等于某种默

认的（default）分界和连接模式（譬如基于

语法的切分和组合模式，边界音段时长伸缩

及音高重置的一般模式）的简单重复。 

首先因为，自然言语是个有机的统一体，

话语的韵律表现不仅涉及边界信息或轻重地

位的层级结构，而且涉及韵律现象载荷语言

信息的多功能性。譬如，句子或语段末尾音

节的相对缩短和低边界调的出现，既是句子

或语段切分的根据，又是语段和篇章结构的

连接标志；它们不但意味着句子或段落的结

束，也传递出篇章层面上话题或话轮转换的

信息。因此，在建立处理模型时必须统筹考

虑。 

其次，这里还涉及话语的语音层面与语

法层面的复杂关系。人们早就注意到，语言

的韵律结构与语法结构的关系非常密切。所

以，自然语言处理部门都希望通过相对成熟

的语法结构规则进行预测；然而，自然语音

处理的实践表明，尽管韵律结构与语法结构

密切相关，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直

接对应。这就引发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笔

者基于本人的语言学基础训练背景，结合感

知试验和文本分析，通过对自然语料的声学

语音学分析，对韵律结构与语法结构的关系

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梳理，重点考察了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韵律词与韵律短语的界定、韵

律词与语法词的关系以及实际话语中的韵律

词组词规律；二是停顿分布与句法结构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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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关系；三是重音分布与语法结构的关系

以及重音跟其它韵律特性的关系。 

基于以上基础研究，笔者提出了基于文

本信息的韵律结构预测方法以及整体增进汉

语文—语合成语音自然度的策略。 

2.3.2 从节奏的探索到总体韵律结构整合

的思考 

如上所述，笔者是受语音信息时域分布

特性的启发、从对节奏本质的思考而逐渐被

引入韵律结构研究的。正是在这个探索过程

中逐渐意识到，韵律研究的核心和难点其实

在于总体韵律结构的整合。我很赞同这样一

句话：“文章做在耳朵上”。这是从多年前

一篇谈论播音艺术的文章[43]获得的启示。

其实，无论是播音时不应死守文本上的标点

符号，而应正确把握停连和轻重的问题，还

是二语习得中出现的洋腔洋调或 Chinglish 之

类的偏误，以及语音处理中遭遇的“摁了葫

芦又起瓢”的无奈，问题都出在整体韵律结

构关系的整合这个环节上；你的认识或者处

理是否符合自然语言信息综合分布的法则，

最最权威的判官就是人的听觉。用一句话概

括，就是能否正确反映自然语言整体的韵律

结构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韵律包括节奏、重音和语

调在内的整体韵律特征，所以也有人称之为

“广义的语调”。作为韵律结构或者叫“广

义语调”结构的语音相关物，不仅仅涉及语

音的音调方面（声调、语调及其相互关系），

而且涉及语音的长短伸缩和强弱变化（节奏、

轻重），更主要的是所有这些语音信息在时

域和频域的协调分布关系。所以，最初的韵

律特征探索，可以、而且必须分解开来分别

研究；但是，最终必须对整体韵律结构关系

的方方面面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才能有效

地实施各方面的协调和整合。 

这里想举一两个实例，解析一下隐藏在

自然话语错综复杂的音高曲拱背后的多重影

响因素，看看它们究竟是怎样协同作用的，

以便进一步揭示自然话语里表层音高曲线的

生成机制。 

2.3.2.1 如何看待汉语的语调结构？ 

中国语音学界对汉语语调结构的认识有

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1）传统上不是认为汉语没有语调，

就是囫囵吞枣地引用一般语言的升、降语调

模式。 

（2）现代化初期，认识到汉语不但有

语调，而且具有自己的特殊模式，主要关乎

声调与语调的关系以及韵律结构的语言共性

与个性的关系，那就是始于 20世纪初期赵元

任首次揭示的秘密。 

（3）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对汉语进

行广泛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前面所说

的各种不同的汉语语调和韵律结构模型。在

这些模型中，对于语调或者叫韵律结构持有

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许毅的模型认为，汉

语并不存在统一的、以形式为定义的整体语

调结构，表层 F0的整体倾向来自于多种相互

独立因素的同时平行作用，是多种交际功能

通过对底层音高目标的调整来体现的；而其

余的模型尽管各有特点，但基本都脱不开短

语调加重音或者边界调加重音凸显的整体语

调框架。 

（4）就笔者本人而言，由于一开始并

没有致力于语调的研究，因而最初对汉语语

调结构的认识，也仅限于对声调跟语调并存

叠加关系的一般理解。后来，随着对自然言

语处理中不断暴露出的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逐渐认识到，单纯“短语调+重音”或者

“边界调+重音凸显”的相对宏观的框架，

已不足以反映汉语语调结构的特别之处。于

是，便开始认真思考汉语语调更深层次的结

构问题。 

通过对普通话自然话语音高实现的具体

剖析，发现汉语语调结构真正的复杂之处在

于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句子内部反映短语调

之间层级结构关系的独特的音高实现方式；

二是短语调内部取决于声调之间音系制约关

系的音高实现特性。而这两个方面正是汉语

语调有别于其他语言语调的特别之处，而且

两者密切相关。 

中间短语是语调结构的一个重要层级，

然而，对于中间短语连续的基频曲拱，却很

难定量地加以描写。如上所述，通常看到的

音高表现，是各个声调从底层向表层转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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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层面到最高层面之间的多层、多次转换

累积的结果，早已不是我们熟知的变调或轻

声的一般模式所能准确描写的了。从自然话

语的情况来看，中间短语基频曲拱复杂表现

的关键，主要在于焦点与非焦点词之间的音

高组合关系，这里既涉及音系学的底层构架，

又涉及语音学的实现规律。 

重音是焦点表达的语音形式，重读情况

下的声调一般表现为音阶的抬高和音域的扩

大。在普通话里，这主要是通过高音点的抬

高实现的；不过，上声除外，它的音高运动

行为相当复杂，尤其是在中间短语内部。许

多相关研究曾对上声问题作过专门的探讨，

但众说不一，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疑问：

第一，上声的重音凸显究竟能否通过自身音

高的调节来实现？第二，上声的重音凸显究

竟是跟高音点提升还是低音点的下落相关？ 

下面仅以普通话语句中上声音高运动行

为为例，解析一下短语内部取决于声调之间

音系制约关系的音高实现特性。 

2.3.2.2 普通话语句中上声音高运动行为

解析 

一个语言里语调的基频曲拱特点主要取

决于重音凸显和短语结构的语音实现，这是

一般的共识；然而，对于声调语言来说，除

了认识语调对声调音高调节的一般原理之外，

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各个声调的音高运动究

竟是怎样调节变化，以适应和实现一定韵律

域内的重音凸显和短语结构层次的表达需要

的。 

就如今的种种模型而言，多半还是宏观

地探讨语言的共性方面多一些，而对于汉语

个性方面的探索仍显不足，这就严重影响着

对话语表层基频曲拱变化规律的认识。仅以

普通话的上声为例，不是看不到它对重音凸

显的作用，就是看不清它跟其余三个声调的

内在关系。有的认为上声跟重音凸显没有太

大关系，认为它的重读不可能通过自身的音

高调节来实现；有的认为上声强重音会抬高

前面音节的音高，有的认为重读上声会压低

后面音节的高音点。总之，众说纷纭，仍然

难以解开中间短语内部音高运动的错综复杂

之谜。 

笔者注意到，此前的这些研究有两个方

面的倾向可能影响其考察结果，一是只用高

音点是否提升作为衡量凸显的标准，二是只

关注重读上声的音高表现，而忽略了上声音

高在语流中的一般运动规律。此外，自然话

语中的重读是跟其他多重因素影响同时并存

的，而此前的相关研究中所用的语料，多半

是专门设计的、用以典型的焦点与非焦点对

比的实验语句，这跟自然话语中的实际情况

可能存在一定的系统差异。 

关于普通话音高凸显的衡量标准问题，

其实不必多说，只需回顾一下赵元任的说法

就明白了，他早就指出，“中国语里头的加

重在音高方面就是‘高的更高，低的更低’，

第三声重读会降得更低”。然而，究竟如何

理解“高的更高，低的更低”却并不那么简

单直观。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尝试采用Praat对多

人朗读语篇语音库的语料的分析，从解剖中

间短语里的上声音高运动的一般行为入手，

根据对自然语句本身包含的重读与非重读上

声音高运动的比较，进一步考察它的音高突

显方式，以及它在形成错综复杂的短语基频

曲拱方面的影响。 

结果发现，无论是焦点重读的上声还是

一般非重读的上声，其音高运动的方式都跟

其余几个声调不同。 

首先，实验证据表明，跟一般声调重读

表现为高音点的提高相反，所有的上声，不

管轻重地位有何不同，它们的低音点无一例

外地低于参考基准值，而且重读程度越高，

低音点的向下偏离越明显，而高音点则没有

一致的趋势，尚未发现它跟重读程度有什么

内在的关联[1]。由此可见，跟其余几个声调

一样，焦点位置重读上声的音高凸显也是通

过自身的音高调节实现的；其特别之处仅在

于凸显方式跟其余几个声调不同，包括音域

的扩大和音阶的下压，都是通过低音点的向

下突出实现的。 

其次，语流中上声音高跟相邻声调音高

之间的所谓组合关系，其实是由普通话声调

系统的音系特性决定的音高制约关系，是由

四声各自的底层音区特征（音高目标）区别

决定的一种自然状态，并不是什么间接地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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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上声重读的特殊方式，它在重读和非重读

的情况下同样都存在。至于这竟是怎样的制

约机制，或许可以从许毅的相关研究得到启

示。 

 

图 1：相邻声调之间音高运动关系图解（摘编自 

许毅，1997） 

根据许毅的理论[4][8]，首先，一个声调

的底层目标是保持不变的，而它实际的基频

曲拱则取决于一个音节的起始基频。第二，

每个声调的底层音高目标总是在接近它所在

音节的末尾得以实现。因此，它在不同声调

环境中的音高曲拱的表层实现是不同的。譬

如，当普通话的一个高调（阴平）分别后随

高、升、低和降调（阴、阳、上、去）的时

候，后接声调的起始音高都很高，而且彼此

很接近；然后便逐渐分开，并趋向各自的音

高目标，如图 1 左侧情况所示。这说明前临

声调会对后接声调产生明显的顺同化作用。

第三，每个声调趋向其目标的音高运动是从

音节的开头起始，而到音节的末尾结束。这

种通过逐渐改变基频、从而逼近其音高目标

的过程必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声调连

读的时候，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基频

曲拱的过渡状态，涉及的声调不同，过渡状

态就不同。譬如，当上声分别前接阴、阳、

上、去调的时候，这个上声不仅起点音高不

一样，过渡状态也各不相同，如图 1 右侧情

况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

看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作为前

调的阴、阳、上、去末尾音高都显著地抬高

了；另一方面，作为后调的上声的起始音高

也毫无例外地被显著抬高了。那么，在这种

情况下，究竟是前调抬高了后面上声的起始

音高，还是后面的上声抬高了前调的末尾音

高呢？根据许毅[6]，在音节连读的时候，从

前调向后调的音高目标的转移不可能在瞬间

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有个逐渐过渡的过

程。因为一个声调的音高目标必须在音节之

内完成，而基频 F0变化的速度又因发音生理

的制约而有限。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前

一音节的基频变化必须加速（accelerate）以

确保在音节末尾达到目标；结果，由于惯性

的作用，不但因快速趋近自己的音高目标而

导致末尾 F0的上升，也就抬高了后一音节的

起点 F0。 

这个事实说明，在普通话里，当上声前

临任何声调的时候，不管它本身是否重读，

它的起始音高都会被显著抬高。实际上，这

是个协同发音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要是

自前向后的顺同化效应，而不是自后向前的

逆异化作用，尽管两者都存在。因此，上声

音节起点音高的这种提升应该看作其跟前临

音节末尾音高的一种过渡状态。而且，不管

是否重读，它的起点基频的具体高度都是取

决于前邻声调结尾处的基频高低，这是一种

自然状态。唯一不同的就是，重读上声情况

下的基频曲拱会更加陡峭，因为它的起点基

频被抬高了，要达到它底层的低目标所需的

路程就更长，但由于时间是有限的，必须采

用更快的速度来接近其底层目标，因而使得

它的基频曲拱更加陡峭，音域也就显著扩大。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上声的重读会抬高前临

声调末尾音高的看法，实际上只是基于基频

曲拱表层表现的判断，而没有探究这种基频

曲拱表层表现的生成机制。了解这一点，不

仅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上声在重音凸显方面

的实际作用及其作用方式，而且有助于揭开

中间短语内部基频曲拱的复杂之谜。 

跟 2.3 节相关的详细考察情况可参阅

《现代语音研究与探索》[11]及《语言的韵

律和语音的变化》[13]中的相关篇目。 

2.4 21 世纪新生代的韵律研究 

进入 21世纪之后，韵律研究更是突飞猛

进，不仅研究队伍迅速壮大，而且探索的范

围也显著扩大。这里仅以语言所语音研究室

团队的新生力量为例，对进入 21世纪以来的

韵律研究做一简要介绍。由于笔者早已退休，

对这个时期的研究了解不全面，所以，这个

部分的介绍主要是由研究室主任李爱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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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详情可参阅各年《语音研究报告》[44]

以下引用就不一一标出了。特此说明。 

实际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有些

单项韵律特征的探讨就已陆续展开。譬如，

李爱军关于时长特性的分析（1992—1993）

及其合成规则的探讨（1995）、华武关于语

句停顿分布的感知实验（1998）[44]，都是

较早的、适应自然语音韵律处理需要的探索。 

进入 21世纪以后，韵律研究更加兴旺起

来。以若干重点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以及“863”和“973”项目为依托，

特别是 201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创

新工程以后，研究室很大力量都集中到了韵

律研究中来，而且都是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

比较系统的分析考察，使实验研究的基础更

加扎实，获得的数据更具科学意义和应用价

值。同时，这个阶段韵律研究的起点较高，

一开始就具有国际视野。 

从研究内容来看，涉及的方面也更加广

泛。首先，探索的范围早已从单纯的普通话

韵律分析扩展到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

韵律研究；探索的视角也从单语的韵律研究

发展到方言之间、或者汉语与民族语言或外

语之间韵律的比较分析；近几年从言语交互

和言语理解的角度出发，开展了语篇韵律的

研究，研究句法、语义与韵律的互动关系；

更为可贵的是，系统地开展了对婴幼儿语言

习得中的声调范畴研究，这无疑是个开创性

的工作，对于言语产生和感知机制的探索具

有重要意义。 

截至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创新

工程结项，仅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报告》

[44]收录的与韵律相关的研究论文或研究报

告就有近 120 篇。为节省篇幅，以下所有引

用就不再列参考文献。这部分主要内容涉及

以下几个方面。 

2.4.1口语语料库的标注标准和语音库建

设 

这部分工作包括语料库标注标准的创制

和语音库的建设，为后续韵律研究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语料库标注标准的创制，包括汉

语韵律标注标准 C-ToBI（李爱军，2000）和

音段标注标准 SAMPA-C（Li, Chen, et al., 

2000）以及英语韵律标注标准 IViE（贾媛、

李爱军，2005）。建立的语音语料库有：汉

语朗读语料库 ASCCD（LI Aijun, CHEN 

Xiaoxia, SUN Guohua，etc., 2000）；即兴话

语语料库 CASS (LI Aijun, ZHENG Fang, etc., 

2000)；包括了语音和 EMA 发音运动信息的

多模态普通话情绪语音库 EMOTION-CASS

（王海波、李爱军 2003，LI Aijun 2015）；

涵盖朗读语篇和口语对话，具有语音、语义

和语用等多层级语篇结构标注的大规模口语

语篇库 Discourse-CASS（JIA Yuan, LI Aijun，

2016）；还有记录了 23 名儿童从 1 岁到 4 岁

的发音发展的录音和录像的多模态儿童语言

历时语音库 Child-CASS（高军，2012）；包

括北京城区 4100 多名 1 岁半到 6 岁的儿童词

汇发音的普通话话儿童发音词库 Child-

CASS-word（Gao, et al, 2013）；超过 1 万个

小时的汉语方言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覆盖所

有主要方言和三大少数民族语言地区）英语

习得者的（英语、方言和普通话）跨语言语

音库 AESOP-CASS（贾媛，2011）；以及包

括 60人普通话单音节、多音节词和句子的汉

语基础语音库 CASS-DIA-PTH （贾媛，

2008）。 

2.4.2 基于语料库的韵律特征研究 

这部分内容非常丰富，大致可分以下几

个方面。 

2.4.2.1 普通话韵律特征研究 

（1）声调、语调及其关系 

音系学上，声调一直被视为一个抽象的

自主段。胡方（2016）认为，从音节的声调

音高曲线在语流中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而有

着纷繁复杂的表现，但绝大多数音节内部的

音高对比关系在语流中仍然具有较强的稳定

性。熊子瑜（2005，2008）主张，可以用降

阶效应来解释两字组音高模式中出现的一些

有规则的异常现象。在语流中，每个音调位

置上的音高值受由声调音高特征（如 “H”和

“L”）和作用于声调音高特征之上的各类音

高调节效应（如降阶效应）共同决定着。王

天庆、李爱军（2005）认为，可以通过 SFC

分析工具，去除语料中下倾影响，得到韵律

词在连续语流中的音高变化模式，也得到不

同层级的音高下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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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了不同语气语调研究。如对普通话

疑问词在特殊问句、是非问句、回声问中的

韵律表现，以及句子焦点成分和语音表现进

行了研究。譬如有胡方（2005）的《普通话

疑问词韵律的语音学分析》； SUN Jia, LU 

Jilun, LI Aijun, JIA Yuan（2008）的 The pitch 

analysis of imperative sentences in Standard 

Chinese; LIU Xuefei, LI Aijun, JIA Yuan (2016) 

的 How does prosody distinguish Wh-statement 

from Wh-question? A case study of Standard 

Chinese。 

 此外，还开展了 L2 语调研究和基本情

感语调研究。前者如宁波、山东等方言区发

音人的英语语调模式研究，并与英语母语者

进行对比分析；后者包括《情感句重音模式》

（李爱军，2007）、Friendly speech analysis 

and perception in Standard Chinese （LI Aijun, 

WANG Haibo, 2004 ） 和 《 Encoding and 

Decoding of Emotional Speech: A Cross-

Cultural and Multimodal Study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的探索（李爱军 2015 年 英文

专著）。 

（2）焦点与重音 

在有争议的词重音问题上，开展了《普

通话同音异构两音组重音类型辨析》（贾媛， 

2011），通过感知实验和声学分析，系统地

考察了普通话中具有相同发音和不同结构的

两音组的重音类型问题，结果说明普通话双

音组中具有区别意义的重音类型为“左重”，

即“重—轻”组合；单念情况下的非轻声的

两字组，不存在具有辨义作用的“词重音”；

但由于受末音节时长延长的影响，多数两字

组听起来倾向于“右重”，且重音分布与句

法结构无关。 

开展了一系列跨方言焦点重音的声学特

征研究。包括普通话的单焦点、多焦点句的

音高和时长模式研究：例如，《普通话焦点

重音对语句音高的作用》（贾媛、熊子瑜、

李爱军，2006）；Phonetic and phonological 

analysis of  focal accents of  disyllabic words in 

Standard Chinese (JIA Yuan, XIONG Ziyu and 

LI Aijun，2006a)；Narrow focus patterns of 

disyllabic words with different morphosyntactic 

structures in Standard Chinese (JIA Yuan, 

XIONG Ziyu and LI Aijun，2006b)；Relation 

between focus and accent in Standard Chinese 

(JIA Yuan, LI Aijun, 2009); A phonetic and 

phonological analysis of dual and multiple 

focuses in Standard Chinese (JIA Yuan, LI Aijun, 

XIONG Ziyu, 2009);《论普通话重音的层级性》

（ 贾 媛 、 李 爱 军 ， 2009 ） ；  Stress 

distribution in double-object syntactic structures 

in Standard Chinese（YUAN Yi, LI Aijun, JIA 

Yuan, HU Jianhua, Balázs Surány, 2015）；

《普通话中具有焦点指示词的焦点实现》

（ Intonational prominence of “Shi… (De)” 

construction in Standard Chinese（JIA Yuan, LI 

Aijun, XIONG Ziyu，2008） ；Interaction of 

syntax-marked focus and Wh-question induced 

focus in Standard Chinese（JIA Yuan , LI Aijun，

2009）；以及对大连、济南、哈尔滨、天津

和西安等方言的焦点重音的语音实现研究：
The typology of focus realization of Northern 

Mandarin （ DUAN Wenjun, JIA Yuan ，

2014）。 

（3）韵律结构、时长、节奏 

基于大规模普通话语音语料库，采用建

模预测和残差分析的方法，对普通话韵律结

构的语音特性进行了分析。譬如有《浅析普

通话韵律词的组构规则》（熊子瑜，2006）；

《普通话韵律结构的语音特性分析》（梅晓

硕 士 论 文 ， 2010 ） ； Cues of prosodic 

boundaries in Chinese spontaneous speech

（LIU Yabin, LI Aijun, 2003）。还考察了语

速对韵母时长的影响，例如《语速对韵母时

长的影响及其消除》，（熊子瑜，梅晓，李

健，李爱军，2009）；《语速对韵律特征的

影 响 》 （ Speech rate effects on prosodic 

features ）（ZU Yinqing, LI Aijun, LI Yang, 

2006） 等。 

（4）语篇韵律 

 开展了自然话语中的交际功能与韵律特

征研究。包括《自然话语中语句边界的韵律

特征及其交际功能研究》（熊子瑜，2002）；

《自然话语音高研究》（王茂林，2002）；

《自然口语对话中的韵律特征分析》（刘亚

斌、李爱军，2002）；《普通话自然话语中

的下倾》（熊子瑜、林茂灿，2003b）  ；

《语句边界韵律特征的话轮提示功能》（熊

子瑜，2004）；《话语标记的功能与韵律特

征研究》和 《 “啊”的韵律特征及其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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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功能》（熊子瑜、林茂灿，2003a）；
Study on “Ng, A” type of discourse markers in 

Standard Chinese （ YIN Zhigang, LI Aijun, 

XIONG Ziyu，2008）。 

 开展了语篇结构的韵律接口研究，如修

辞结构、信息结构、依存结构与韵律特征关

系。有董一巧，贾媛，李爱军（2015） 的

《基于向心理论的汉语朗读篇章韵律特征研

究》；王毓钧，贾媛，李爱军（2015） 的

《语篇中生理呼吸与韵律切分的关系研究》；
PANG Yu, JIA Yuan, LI Aijun, SONG Dawei, 

HE Ruifang (2016)的 Influence of dependency 

parsing on the prosody of Chinese discourse； 

ZHANG Liang, JIA Yuan, LI Aijun (2016) 的
An interface research on rhetorical structure and 

prosody features in Chinese reading texts.  

 还有对不同语体语篇中疑问代词句的重

音分布的研究，包括《口语对话中疑问代词

功能与句重音分布研究》（柳雪飞等， 

2015），以及《疑问代词句的疑问和陈述语

气的声学特征》（LIU Xuefei et. al., 2016)。 

2.4.2.2 方言与普通话、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

或外语的韵律比较研究[48][49] 

地方普通话与普通话语音特征对比研究，

如《上海普通话和普通话词重音的差异》

（陈娟文、李爱军、王霞， 2003）；A 

contrastive investigation of Standard Mandarin 

and accented Mandarin（LI Aijun,  WANG Xia，

2003）；Phonetic research on accented Chinese 

in three dialectal regions: Shanghai, Wuhan and 

Xiamen (LI Aijun, FANG Qiang, XIONG Ziyu，

2006) ； Contrastive study on tonal patterns 

between accented and Standard Chinese (LI  

Aijun , XIONG Ziyu, WANG Xia, 2006)。 

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韵律特征与母语者对

比研究。包括节奏、焦点和重音、疑问语调

和命令语调等对比研究。例如，A rhythmic 

analysis on Chinese EFL speech (LI Aijun, YIN 

Zhigang, ZU Yiqing, 2006)；  A comparative 

study on prosody of English negative 

imperatives for Chinese EFL learners（WANG 

Xia, SUN Jia, LI Aijun, 2009 ） ; Prosodic 

analysis on English mild imperatives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WANG Xia, LI Aijun, SUN Jia, 

MAI Yun, 2009 ） ； Intonation patterns of 

exclamations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from 

Zhenjiang (SHAO Pengfei, JIA Yuan, LI Aijun, 

2011)；A comparative study on accentuation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vs. 

American Native Speakers（WANG Xia, JIA 

Yuan, LI Aijun，2011）；《汉英语调的异同

和对外汉语语调教学——避免“洋腔洋调”

之我见》（ 林茂灿、李爱军，2016）。 

少数民族语音及其中介语的语音研究。

包括《中介语声调系统的评价方法研究》

（熊子瑜，2007）； 《甘孜藏汉中介语声

调系统研究》（贾媛、熊子瑜、李爱军，

2007）；《拉萨话的调型分类和推导》（熊

子瑜， 2009）和 Lhasa Tones（HU Fang, 

XIONG Ziyu，2009）。 

此外，还通过生理实验和语音实验相结

合的方法，揭示朗读、复述和自述三种言语

任务下，生理呼吸与韵律切分的对应关系，

比较汉语母语者和汉语学习者所表现出的不

同，探究这种对应关系产生的原因及差别。

例如王毓钧、贾媛、李爱军（2015)的《语篇

中生理呼吸与韵律切分的关系研究——基于

汉语母语者和汉语学习者的分析》。 

2.4.2.3 韵律特征的感知研究 

包括韵律边界的感知，是连续的还是明

确的分类，如 Prosodic boundary perception in 

spontaneous speech of Standard Chinese（LI 

Aijun，2003）；语调感知与语境的关系，自

然口语对话中无疑问句法标记的回声问句，

在有上下文语境和离境两种情况中疑问信息

的解码情况，如《自然口语对话语境中回声

问句的解码初探》（李爱军、贾媛等，

2013）；不同信息结构中，轻声感知特性声

学相关量音高和时长哪个作用大，与语境和

轻声的底层调的关系如何，如 Pitch and 

duration as cues in perception of neutral tone 

under different contexts in Standard Chinese

（LI Aijun et. al. ，2014）; L2 的重音感知和

产出关系研究，如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of prominenc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WANG Xia, LI Aijun, JI Xiaoli，

2009）。 

2.4.2.4 婴幼儿言语习得的韵律研究 

 实验室从 2008 开始，对普通话儿童声

调范畴感知进行了系列研究（Percep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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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cal tones in infants, SHI Rushen , GAO Jun 

and LI Aijun, 2011）；《普通话婴幼儿声调

的感知发展》（高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论文，2011）。对儿向语的动词和名词范畴

的韵律特征进行分析（《普通话婴幼儿输入

语言中动词和名词的韵律特征》，李爱军，

史如深，张钊，2011）。对婴幼儿轻声范畴

习得进行产出和感知研究（范珊珊，中国社

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16）。利用自组织神

经网络模拟不同年龄段婴幼儿语音范畴习得

机制[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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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言复制的方法记录濒危语言——锡伯语案例 

祖漪清 高丽 王祖燕 黄维 吴朗 

摘要 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濒危语言记录方式——濒危语言的“复制”。语言复制指

还原一个语言的全貌。通过技术手段向文语转换系统中输入任意文本后，可以获得这个语

言的语音输出，从而实现复制该语言。在濒危语言锡伯语上进行的文语转换研究案例中，

我们系统地建立了锡伯语标准口语的音素体系，完成了包括音变预测在内的文语转换系统，

实现了将任意锡伯文输入文本转换成合成锡伯语语音。锡伯语的案例说明语言保护工程应

该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语言记录。 

关键词 濒危语言，语言复制，文语转换，锡伯语 

Speech Replic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 A Case Study of Xibe 

ZU Yiqing   GAO Li   WANG Zuyan   HUANG Wei   WU Lang 

Abstract Speech replication is a method we proposed to record all aspects of the speech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This is achieved by transferring textual input of a target language into audio 

output by using speech synthesis method. With real speech data, we defined Xibe phonetic system 

and the patterns of segmental variability in continuous speech. Then we built the Xibe speech 

synthesis system, which produced intelligible and natural Xibe speech. The result demonstrated 

that speech replication using text-to-speech system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serving 

endangered languages. 

Key words Endangered languages, Speech replication, Text-to-speech, Xibe Language

1. 引言 

经济、文化活动的全球化现状以及区

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主流语言或通用语言

更加强势，也使得弱势语言的交际功能不断

衰弱，甚至濒临消亡[8]。例如由于经济、

政治、文化、教育、国家政策等因素的作用，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汉语普通话在全国范围

内得到了全面普及。与此同时，普通话的优

势已经造成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等弱势

语言的使用人数明显减少，有些语言已经发

展到濒临灭绝的地步。如果不能有效地对濒

危语言进行完整记录，我们将失去对人类文

化遗产完整记录的机会。语言濒危全球化现

象已经引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以及我国教育 

部的高度重视。 

1.1 濒危语言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国内濒危语言或濒危方言进

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例如濒危语言的界定标

准[9][10]、濒危语言的研究重要性[8][11]、

濒危语言的形成原因[12][13]、濒危语言现

状的描述[9][14][15][16]、濒危语言的保护

[10][11][18]、濒危语言的记录[19][20][21]等

等，都表现了对文化保护的重视。 

濒危语言的处理包括两个方面：保护和

复兴。濒危语言的复兴问题已经超出了科学

范畴，因此本文的讨论内容只限于濒危语言

的记录问题。语言记录的传统做法是进行田

野调查、通过录音记录语言，录音内容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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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为两类：（1）传统文化：内容包括

口头传说，例如本民族世代相传的口传历史

故事、神话传说、英雄史诗、民间故事、诗

歌童谣、传统习俗的仪式用语、说唱艺术等。

这类语音带有艺术性，和日常会话风格不同；

（2）自然话语：内容包括个人陈述、情景

对话、多人会话等形式。自然会话反映了实

际语言运用的情形，是语言记录中不可忽视

的内容。 

我们正处在一个语音技术和产业风起云

涌、人工智能崛起的时代，利用最新技术研

究濒危语言应该成为一个发展方向。国际上

有些科学家采用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的手段

对濒危语言做出了探索性的研究。科学家通

过已知语言或者资源丰富语言的声学模型对

未知语言或资源稀少（under-resource）的语

言进行语音识别，从而获得该语言语音结构 

[1]；利用资源丰富语言的音素定义或字符

对资源稀少语言的语音进行转写，形成语音

文本，然后进行语音合成[2]。在荷兰，说

弗里斯兰语（Frisian）的人主要生活在

Fryslân 省，目前使用该语言的人正在不断

减少，荷兰科学家[3]采用荷兰语语音合成

技术对弗里斯兰语进行了语音合成的尝试，

经过母语者评测，基本可以达到可懂的程度。

艺术家 Espen Sommer Eide 希望让死去的语

言复活，采用深度学习的方法[4]对俄罗斯

西北部已消失的 Akkala Sámi 语存留的最后

的语料、在没有任何标注的条件下进行学习，

生成了该发音人的无意义声音。 

国内对濒危语言的记录手段以录音为主，

语音数据分析通常局限于少量孤立音节和孤

立词汇方面。利用智能语音技术系统地研究

一个语言的语音结构，并进一步在语句层面

进行的分析基本属于空白。 

1.2 研究锡伯语缘起工信部项目 

2015 年，科大讯飞承接了工信部项目

“智能语音技术及产品研发与产业化 —— 

面向少数民族的智能语音技术及系统开发”。

该项目包括四个少数民族语言：维吾尔语、

藏语、蒙古语、锡伯语。核心项目指标是语

音合成、语音识别、语义理解的引擎开发。

锡伯语以和满文高度相似的语言地位[22]而

进入此项目。 

虽然在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的研究

项目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很多，但还是取得了

可喜的进展。正在接近或已经成为濒危语言

的锡伯语语音资源收集过程中发生的困难超

出了我们的预期。客观现实迫使我们放弃常

规开发语音系统的方法，思考濒危语言的处

理方法。 

1.3 锡伯语语言概况及使用现状 

锡伯族人先期生活在松花江中下游及远

东滨海地带，先秦时期逐步迁至东北平原中

部，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1122—1588

年在长春建立锡伯国，共存 466 年。16 世

纪编入满洲“八旗”后，转入农业生产。18

世纪中叶，新疆发生准噶尔贵族叛乱，1764

年清政府决定调大批八旗兵入驻新疆，并从

东北盛京等处征调年龄在 20—40 岁的锡伯

族官兵 1000 余人。这些官兵连同他们的家

属共 4000 余人，于 1764 年农历四月告别家

乡，踏上漫漫西迁路，赴新疆伊犁戍边。

1766 年锡伯军队到达察布查尔地区，在此

编制牛录，建立锡伯营。现在乡的命名，是

基于当时的牛录编号。锡伯军队及其家属在

伊犁察布查尔县生活了 250 多年，人口超过

两万。居住在此的锡伯人居住集中、与外部

接触有限的特殊的生活环境使锡伯语保留至

今[23]。由于锡伯语由满语衍化而来，并与

满语高度相似，因此对锡伯语的保护意义非

凡。 

锡伯语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面临濒危。

锡伯语使用人口只有几万人，其中大部分人

员只会口语，不能使用文字。一部分年轻人

甚至没有口语能力。据王敌非[16]调查，能

够熟练应用锡伯语且识字的多为 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20—60 岁的人大多只是能用锡

伯语交流，懂锡伯文的人很少；20 岁以下

的锡伯族人，多数能听懂，但会说得较少，

识字的更是寥寥无几。懂锡伯文的人大多是

老人，他们使用电脑不熟练，因此锡伯文数

字化速度非常缓慢。此外，在农村生活的锡

伯族年轻人多数只会锡伯语口语，在城镇生

活的年轻人很少使用锡伯语口语，因此口语

能力很差。另外锡伯语的文本资料多为纸质

书籍，电子化的文本资料匮乏，在网上能收

集到的锡伯语资料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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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锡伯语语音系统开发中遇到的难题

及工作调整 

1.3 节说明的锡伯语语言现状，造成了

在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中可以实现的工

作方法，在锡伯语上难以实现。例如，锡伯

语语音识别系统训练需要的朗读数据的收集

就很难进行下去，很多人需要临时培训识字

才能朗读文本，录音进程缓慢，很难满足语

音识别所要求的语料规模。因此锡伯语语音

识别朗读数据收集计划搁浅，取而代之的是

自然口语的收集。然而将口语数据转写成文

本同样遇到了很大困难。 

现实告诉我们，需要大量发音人数据支

持的濒危语言语音识别系统只有在该语言成

功复兴后才会有操作意义和实用意义。而在

目前状态下，寻找少量能够使用标准锡伯语

朗读的发音人并不困难。建立锡伯语文语转

换系统的方案更加切合实际。进行锡伯语完

整的语言记录比研制锡伯语实用系统更加迫

切。通过实现锡伯语文语转换系统，我们可

以系统地确定标准锡伯语的语音结构体系，

分析连续话语的语音状况，可以将任意锡伯

语文本转换成锡伯语语音，最终留给世人比

田野调查更全面的语言资料。 

1.5 文语转换技术对濒危语言处理的意

义 

在锡伯语文语转换系统上的努力，使

我们产生了用新技术和新方法对濒危语言进

行记录的想法。当我们将比较自然的锡伯语

合成语音效果让锡伯族老人听后，他们非常

兴奋，表示愿意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积极参

与整理锡伯语文字，一定要把自己的语言记

录下来。事实证明，通过文语转换技术展现

出来的合成语音是母语人群认可的语音记录

方法。其他濒危语言记录完全可以参考在锡

伯语语音处理上的实践经验。 

2. 语言复制在锡伯语上的尝试 ——

锡伯语文语转换系统的建立 

科大讯飞多语种文语转换系统MTTS为

锡伯语研发提供了研究平台。文语转换系统

由文本分析和语音合成两大模块构成。文本

分析包括以文本规整、分词算法、词典及字

音转换（Letter To Sound，或 LTS）、文本

韵律结构预测等，语音合成包括声学模型和

语音合成器等。图1是通用的文语转换系统

框架，这个框架也适用于濒危语言的文语转

换。 

构建一个基础的合成系统包括如下几个

步骤： 

（1）录音脚本设计及音库制作。 

（2）基本文本分析：包括文本规整、词典

建立及 LTS、基本韵律分析。 

（3）声学模型训练。 

（4）语音合成系统集成及评测。 

 

图 1：科大讯飞 MTTS 框架 

2.1 录音脚本设计及录音 

支持文语转换系统的语音数据库必须

覆盖足够的语音现象。其中对濒危语言而言，

音段覆盖是首要条件。录音脚本设计目的就

是实现覆盖，即在规定的文本尺寸中尽可能

覆盖不同语音环境中的音素。首先，我们通

过一切可能的手段获得相对大量的文本，然

后依据 Unicode 国际编码标准进行字符分析，

去除非法信息，形成锡伯语句子库。我们以

基本音素集、音素出现频率及词频等统计结

果作为覆盖目标，采用 Greedy 算法在句子

库中选取了 1000 句作为录音脚本。 

为了保证合成语音质量，语音数据是

由在电台工作的锡伯语专业女播音员、在专

业的录音设备下录制而成的。最终 1000 句

录音脚本产生了 2.5 小时的有效数据。 

锡伯语文语转换系统的音库发音人是

察布查尔县播音员，她的口音基本标准，但

文本规整 

词典 

 

韵律模型 
 

声学模型 

 

语言相关   语言无关   

字音转换 

分词及词性预测

文本规整 

韵律预测 

语音合成器 

输入文本 

输出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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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读音反映了她所生长的牛录的语音特点。

对于语言复制，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大家

基本接受的声音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2.2 语音数据标注 

语音数据标注包括音段标注和韵律标

注。锡伯语初始音素集以及从文字到音素的

初始转换参考了索贝特公司的锡伯语发音规

则[24]。 

经过字音校对的 2.5 小时的语音数据库

的初始音段切分，是通过建立隐马尔科夫模

型（HMM）并采用强制对齐技术得到的。

初始标注文件包括四个层级：音素层、单词

层、重音层、韵律结构层。在此基础上，训

练有素的专业人员进行人工调整的重点是音

素层和韵律层。 

锡伯语初始音素序列与实际语音数据

的音素序列之间存在很大差别。锡伯语的口

语和书面语发音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别。即使

是正规朗读方式下产生的语音,仍然包含了

许多口语化的读法。通过人工干预调整的音

段切分和韵律标注，提供了与实际发音一致

的音素序列。 

2.3 锡伯语文本分析 

文语转换系统的前端即文本分析模块，

包括文本规整、字音转换（LTS）、韵律预

测等主要模块。建立一个新语言的语音合成

系统的工作量主要集中在文本分析前端。 

2.3.1 文本规整 

对于强势语言而言，文本规整内容涉

及领域广泛，例如量纲、年月日、计算、常

用机构、缩略语、导航等领域出现的阿拉伯

数字、英文等特殊符号。但是对于锡伯文文

本，上述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很少，文本规整

的重点在于数字的读法。 

2.3.2 字音转换 

锡伯语的 LTS 需要以实际发音为依据。

基于索贝特公司发音规则提供了锡伯语初始

发音，以及 HMM 强制对齐技术给出的自动

切分结果，由专家进行音段标注调整后的标

注数据将作为 LTS 训练数据。 

锡伯语连续话语语流中，相同音素在

不同上下文环境下声学表现不同，有些单词

的发音方式和初始音素序列大相径庭，我们

将这些现象统称为音变。锡伯语的音变包括

元音清化、脱落、丢音、增音、弱化、替换、

音素对调、辅音叠音、辅音音节化、跨单词

逆向协同发音等。 

通过标注结果分析锡伯语的音素包括

如下成分： 

·6 个单元音； 

·25 个复合元音； 

·27 个辅音。 

由于篇幅的关系，全部音素内容在此

不予罗列。表 1 给出锡伯语的音变实例。 

表 1: 锡伯语的音变实例（“-”为音节边界） 

现有文献提供的发音 实际发音 

d eh  d 

eh l- zh eh-m eh ehl- zh eh m 

a ch a-n a m-b i  a ch a-n a m 

eh-m uw-l eh-h eh eh-m uw-l eh-k eh 

j a-s a  j a-s e 

w eh-h eh-j eh-r eh w eh-h eh-r a 

 

上述基本音素的结论，与学界发表的

锡伯语定义[25][26][27][28]存在一些差异，

这些差异可能来自不同发音人的个人特点，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来自连续话语中实

际语音中普遍存在的音变现象。锡伯语合成

效果评测结果可以证明修改后的音素定义基

本合理。 

综上所述，音素调整的标注过程是对

锡伯语语音结构分析、理解和归纳的过程，

也是锡伯语语音结构记录的重要内容。 

我们把锡伯语音库标注数据去冗后得

到的 5000 个单词及其人工干调整的发音序

列作为 LTS 训练数据，其中样品较多的单

词读音以出现率最高的读音序列为训练样本。 

由于训练数据较少，我们采用决策树

算法建立字音预测模型。十抽一的交叉测试

结果表明当前锡伯语 LTS 的准确率约为

72.5%。训练样品少、以音变序列作为训练

目标后增加了读音的复杂度等因素是预测正

确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在音变丰富的语言中，一个单词在语

流中往往会发生多种读法，而这些读法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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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接受的。衡量锡伯语文语转换的正确性

也不应该仅仅参考 LTS 的正确率。读音的

不可接受率可以作为另一个指标。通过基本

发音规则，限制每个字符的预测范围，可使

LTS 预测的不可接受率降到 3%之内。 

正是因为濒危语言不像强势语言那样

拥有成熟的音素定义和 LTS 方案，这部分

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见图 2）。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由于专业人员不懂锡伯语，而母语

者不熟悉语音分析手段，语音数据标注修改、

声学模型训练、语音合成评测这样的过程反

复进行了多次。系统评测包括客观声学信号

分析和主观合成效果测听。严格的评测机制

证实了最终的数据标注和音素调整是合理的。 

 

图 2：锡伯语语音处理流程 

2.3.3 基本韵律分析 

标注文件中的韵律标注包括韵律边界

的位置、边界的级别、边界调、重读等信息。

对于濒危语言，像强势语言那样花费大量时

间通过积累数据建立韵律预测模型的路线并

不现实。我们建议采用规则的手段实现必要

的停顿预测。基于其他语言的开发经验，知

识迁移的手段或许还有机会进行弥补数据不

足带来的问题。 

2.4 锡伯语语音合成声学模型训练 

声学模型在语音合成阶段用于合成语

音参数序列的生成。在语音数据规模不大的

情况下，采用基于科大讯飞多语种 HMM 的

统计参数文语转换平台 MTTS[5][6]是一个

合理的选择。MTTS 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对输

入语音数据提取声学特征并训练统计模型，

最后建立合成系统。 

录音数据的采样率是 16kHZ 采样、量

化精度是 16bit 的 PCM 格式。声学参数是

126 维 LSP 参数，经人工调整后的音素切分

和韵律标注用于声学模型的训练。此外，设

计上下文属性和决策树聚类的问题集、利用

先验知识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区分性的上下文

属性，在声学模型训练时发挥了指导作用。

HMM 的拓扑结构采用了 5 个状态自左向右

无跳转的方式。HMM 的训练基于最大似然

准则。 

最终的声学模型包括频谱模型、基频

模型和时长模型。 

2.5 锡伯语文语转换系统集成及评测 

在锡伯语语音合成阶段，输入文本经

过 LTS 和韵律处理被转换为带有停顿信息

的音素序列，考虑上下文属性后，系统便分

别对时长、基频和谱参数的聚类决策树进行

决策，生成相应的模型序列，最后由语音合

成器生成基频和频谱参数，合成出最终的语

音。 

若干名锡伯语母语测试者进行的合成

样例测听结果表明：锡伯语文语转换效果的

综合 MOS 分数达到 3.8 分以上（见表 2），

母语被试反馈整体效果较好，可懂度高。 

表 2: 锡伯语文语转换系统 MOS 分数 

初始 LTS 模型 带有音变的 LTS 

3.3 3.8 

3. 语言复制的概念及其实现框架 

锡伯语文语转换系统在语言保护方面

的意义远远大于实用意义。锡伯语文语转换

系统开发使我们产生了对濒危语言进行语言

复制的构想。 

3.1 语言复制的概念 

语言复制是完整记录一个濒危语言全

貌的概念或处理框架。当世界上没有人使用

某个语言时，常规录音数据能够提供的可能

至多是这个语言的声音效果。如果我们对语

言复制系统输入主流语言（在本文中称为参

优化 LTS 

初始 LTS 

现有文献读音规则 

语音数据精标 

强制对齐 

语音合成 

语音数据 

初始模型初始声学模型 

初始模型初精准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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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语言）的任意文字或语音时，系统可以输

出这个濒危语言的语音（本文中称为目标语

言），使人们可以同时了解该语言的语音和

内容，这样的系统称为完整的语言复制系统。 

语言复制系统输出的语音并不是自然

语音，而是通过文语转换技术记录并还原出

来的语音。当一个语言真的消失了，人们仍

然可以通过语音复制系统和这个语言进行交

互。同时，语言复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

机会研究这些语言。 

3.2 语言复制的实现框架 

有文字语言的语言复制系统框架见图 3。

假设参考语言为汉语普通话，目标语言为某

个濒危语言。输入任意中文文字，系统可以

输出这个濒危语言的语音，同样输入任意濒

危语言的文字，系统也可以输出汉语的语音。

汉语普通话语音识别技术十分成熟，我们也

可以在语言框架的输入端，也就是翻译系统

之前增加一个参考语言语音识别模块，这样，

输入任意中文语音，即可输出濒危语言的语

音。而目标语言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很难实

现目标语言的语音输入。 

事实上，很多语言的资源很少，人们

很难获得濒危语言和参考语言之间内容对应

的平行语料。对资源很少的语言，只要这个

世界上还有人会说这个语言，录制 2 个小时，

甚至更少的语音数据是可以实现的，人们完

全有机会实现目标语言的文语转换。 

 

图 3：有文字的语言复制系统框架 

图 3 中暗色的模块，即目标语言文语转

换系统是语言复制系统的底线。对于一些没

有文字的语言，则无法采用图 3 所示的语音

复制框架。 

针对有文字的语言，语言复制系统至

少需要包含两个系统：文语转换系统和翻译

系统。文语转换系统功能是获得输入目标语

言的文字后可输出目标语言的语音。翻译系

统的功能是建立参考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

文本互译。利用语言复制系统，人们可以通

过输入参考语言的文字、获得目标语言的语

音，或者输入目标语言的文字、获得参考语

言的语音。 

4. 讨论 

资源收集困难重重，因此进行语言复

制是艰难的。采用技术手段记录濒危语言，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资源不足带来的困难，

因此也一定是语言记录的方向。我们有必要

在如下方面对濒危语言的记录做进一步讨论。 

4.1 濒危语言处理的困境 

资源处理的困难包括：文本资源、语

音资源少，缺乏有效支持主流统计技术的海

量数据积累；口语和书面语有明显差距；文

字规范工作力度有限；句法分析几乎难以实

现；强势语言的入侵造成了事实上的混语效

果；人们缺乏正字意识，为本来就不多的文

本添加了文本编码错误；智能终端不支持输

入法，更加影响了文字的规范性。小语种、

特别是濒危语言使用人群少，能够参与资源

收集的人更少，因而困难更大。 

4.2 有文字的濒危语言处理 

锡伯语的记录实践可以作为有文字语

言的语言记录样板。锡伯语文语转换系统是

锡伯语语言复制的重要部分。 

以锡伯语和满文高度一致的语言地位

和历史地位，我们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结

合满文资料，收集足够多的中文—锡伯文平

行语料，建立一个中文—锡伯文（或满文）

的互译系统。锡伯语文语转换系统和中文—

锡伯文（或满文）翻译系统可以完整地实现

锡伯语的语言复制。 

如前所述，如果没有条件对一些语言

建立一个濒危语言和强势语言之间的翻译系

统，起码应当设法建立一个濒危语言的文语

参考语言任意文字 

参考语言/目标语言 

翻译系统 

 

目标语言 

文语转换系统 

目标语言任意文字 

目标语言语音 

目标语言任意文字 

参考语言 
文语转换系统 

参考语言任意文字 

参考语言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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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系统。录制、标注 2 小时的语音数据是

完全可以操作的。 

本文第 2 节描写的锡伯语文语转换系统

实现似乎被描述得有些轻松。其实对于濒危

语言而言，语言描写的程度也相对落后，进

行语音标注具有一定困难。科大讯飞近 30

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在语言分类和语言共性研

究上积累的经验，可以提供值得在濒危语言

处理领域进行分享的处理规范，并帮助开发

者较快地实现一个濒危语言的语言复制。 

4.3 没有文字的濒危语言处理 

前面的讨论局限于有文字的濒危语言

处理。而没有文字的濒危语言记录涉及的技

术问题更为复杂，难度也更大，但是语音技

术能够为没有文字的语言研究开拓更多的空

间。 

利用一个已知语言的声学模型，对一

个未开发的、没有文字的语言进行语音数据

分析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研究方法。由于已

知语言和未知语言的语音体系不同，未知语

言的语音结构几乎不可能被完整地挖掘出来，

更不用说挖掘句法结构等更高层次的语言内

容了。但是部分地解决问题仍然不失为一个

研究方向，例如文献[1]中提到的、将已知

语言的音素划分成几个大类别，然后通过声

学模型识别出未知语言中的音素类别串。但

是这样做只能算是部分地记录未知语言的语

音结构。 

如果我们已经积累了几十个语言的语

音资源，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多语种的跨语言

的声学模型，我们将有更大机会在声学层面

上分析处理未知语言。 

获得一个未知语言的语音结构已经十

分困难，挖掘未知语音数据的内容将是更难

的问题。序列—序列的分析技术[7]也许可

以帮助建立目标语言的音素序列和用参考语

言翻译成内容的词汇序列之间的对应关系，

进而实现未知语言的语言复制。密歇根大学

的端木三教授对此有很多想法。但是，实现

这一过程的最大障碍是很难获得将未知语音

转写成主流语言文本的内容序列的数据支持。

如果没有足够的数量，序列—序列的分析难

以进行下去。 

通常没有文字的语言使用者更少，能

够进行资源处理的人力极其匮乏，语言使用

更加随意。对无文字的濒危语言普遍进行研

究几乎不可能。选取具有特别研究意义的语

言、召集专家会诊、招募志愿者、由权威机

构主导立项或许是合理的运作方式。 

4.4 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问题 

通常主流语言的书面用语和口语的差

别不大，而小语种往往在口语和书面语之间

存在很大差别，口语数据处理任务艰巨而复

杂，即使对于有文字的语言，往往也很难找

到合适的文字进行语音转写。并且口语和书

面语的差异超过了词汇层面。 

值得欣慰的是几乎在所有濒危语言地

区，都有一些热爱自己母语的热心人愿意积

极参与他们母语的保护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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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度标调法到五度值的准确推算 

陈玉东  吕士楠 

摘要 以赵元任五度制经典论述为起点，强调声调在五度间的“四等分”和“成比例”伸缩，

提出精准定义调域是五度值准确推算的关键。五度值标度是基于“五度制”的合乎数值测量

归一化标准的普遍“标度”方法，五度调值是对声调音高等级的“归类”结果。虽然“标度”

和“归类”出发点和运算理念不同，但只要两种方法应用得当，得出的五度（整数）值是一

致的。 

关键词 声调,调域,归类,标度,五度值 

Five-Point Numeric Scale of Chinese Tones and Its Accurate Calculation  

CHEN Yudong   LÜ Shina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first reaffirmed the definition of the five-point numeric scale of tones, 

based on the original work of Y. R. Chao, and then presented a computational formula, in which 

the quartering of pitch range and the expansion or contraction in logarithmic coordinates were 

emphasized. We consider it a standard scaling method. In addition, tone values can also be 

calculated based on classification, but the calculation appears to result in significant errors on both 

ends. Therefore, the statistically based pitch range calculation method that we proposed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classification-based calculation to obtain results matching standard scaling. 

Key Words Tone, Pitch range, Scale, Classification 

1. 引言 

调位描写需要一套符号系统，既要把不

同调类区分开，又要能描绘各声调的基本

（音高）特征。根据不同语言描写的需要，

语言学界可以把声调的音高分为不同的等级

（例如，Yip[1][2]）。“五度制”是赵元任

[12][13]提出的，他的“五度标调法”作为

一套标记声调音高的归一化系统，对描写汉

语各方言复杂的声调是最有效的，因此也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几乎所有汉语教材都

采用五度标调法，几乎所有言语工程上的汉

语声调模型都基于五度制。然而，赵先生对

于五度值的计算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公式。

后人对赵元任五度制经典文献的理解不同，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进行推算，这很不利于学

术的发展，也造成了汉语语音教学上的混乱。 

声调音高的等级，反映声调的听觉范

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描写声调就是要根

据声调的音高特征，概括出不同的调类。这

是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我们用抽象概

括出来的“五度制”来认识声调，就是对

“五度制”的应用，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

过程。调域是可伸缩的，在调域伸缩下，声

调的曲拱也会随之成比例伸缩。赵元任所说

的“等比例”伸缩的理念，体现在他的“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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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说”[15]之中。沈炯[9]继承了赵元任

[15]的这一重要思想，明确界定了调域（声

调的音域）的概念，他所关注的声调和语调

的关系就是在语调影响下声调的“成比例”

伸缩现象。 

赵元任[12]在提出声调五度标调法时说：

“每一个标调字母由一条垂直的参照线构成，

其高度为 n，附着一条表示声调的简化的时

间音高曲线，全程等分为四段，这样就有了

五个点，编号为 1、2、3、4、5，分别对应

于低、半低、中、半高、高”。很显然：

（1）全程从音高最大值到最小值四等分不

是五等分。（2）调值标为 1，2，3，4，5，

基值是 1，不是 0，分别表示低、半低、中、

半高、高。虽然这里没有指出声调的标度是

对数坐标，但读者一定注意到了这个方法是

赵先生在经过数年的汉语字调“数值”方法

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15]。他一直将声

调和音乐的音阶作比较，按对数值计算也是

毋庸置疑的。 

吕士楠[5]根据赵元任的相关描写，把

五度值（D 值）和基频的关系表示为公式

（1）： 

𝐷 = 1 +
𝑙𝑔𝑓0−𝑙𝑔𝑓𝑚𝑖𝑛

𝑙𝑔𝑓𝑚𝑎𝑥−𝑙𝑔𝑓𝑚𝑖𝑛
× 4              (1) 

其中，𝑓𝑚𝑎𝑥是基频极大值，𝑓𝑚𝑖𝑛为基频

极小值，𝑓0为基频测量值。这是一种数值度

量的归一化“标度”。朱晓农[16]对声调的

归一化标度的意义和方法作了详细阐述。赵

元任提出的方法属于“阈值归一化”，这里

的 D 值可以用朱文的公式1 [E]中的 d1 表示

为：D=1+4d1，与按“平均值和方差归一化”

不同。 

白涤洲[3]利用刘复[7]的“乙二声调推

断尺”，对北京话的声调做了一次“比较精

细的测断”[8]，北京话四个声调的音高曲

线测量的结果是：阴平 a#-b，阳平 f#-c’（中

央 c），上声 f-c#-a#，去声 b-c 。其做法是

把实际测量中得到的汉语字调大体占据的

12-24st 的音程作五等分，将不同区间中的

                                                           
1 朱晓农[16]中公式[E]为:𝑑1 =

𝑙𝑜𝑔10𝑥𝑖−𝑙𝑜𝑔10𝑥𝐿

𝑙𝑜𝑔10𝑥𝐻−𝑙𝑜𝑔10𝑥𝐿
，其

中𝑥𝐻和𝑥𝐿分别指频域的上限和下限，相当于本文

中所指的音高极大值和极小值。 

音高值分别定义为 1，2，3，4，5 五个度，

如图 1。 

 

图 1： 白涤洲的五度值推算 

白涤洲的归类方法和声调的“标度”不

同。曹剑芬[4]和林焘[6]显然是继承了白涤

洲的方法。石锋[10][11]提出了 T 值的计算

公式，但他随后补充说明，使 T 值计算

（公式 2）回归到传统的“归类”中： 

𝑇 =
𝑙𝑔𝑥−𝑙𝑔𝑏

𝑙𝑔𝑎−𝑙𝑔𝑏
× 5                                    (2) 

“标度”和“归类”不同，以定义纯净

水的温度为例，把标准大气压下它的冰点定

义为 0℃，沸点为 100℃。将其间等分为

100 份，切分点依次标度为 0，1，2，……，

100℃。这是一种客观的标度方法。同理，

赵元任将声调的最低值标为 1，最高值标为

5，中间 4 等分，标度为五个调值。如果将

温度归类，可以各色各样，如超低温，低温，

中温等，随用途不同，有着不同定义。又如

地标，国际公约规定以格林威治为起点，标

出经度；以赤道为起点，标出纬度。因此，

北京的位置有了客观的东经 116 度、北纬

40 度的定义。对地理位置，也有许多归类

定义。时区是其中之一，即在经度 360 度中

等分为 24 个时区，这也是人为的。回头看

图 1 右边的附注，白涤洲的定义声调调值的

方法是与时区一样的。  

同样是“五度”，却有“标度”和“归

类”的不同。哪种方法更妥当？不同方法导

致的结果差异是不是值得重视？这些都是必

须要面对的。另外，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这些都是本文要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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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调域的精准界定 

2.1 标调法的适度精细 

五度标调法，既要考虑能够充分地区

分声调，也要考虑不能使标调法过于复杂。

定义为五度，就是定义了五个区分性的点，

1—5 度分别代表声调调域的高、半高、中、

半低和低五个等级。在赵元任[12]的五度标

调法中，甚至可以在垂直的线上不标任何刻

度，而只是把这个垂直的直线当作曲直变化

的一个参照而已，我们可以大致通过目测来

判断标记的五度值。这些都体现了声调描写

上的适度精细原则。 

赵先生强调五度标调法所规定出来的

这“一套表达的字母”符号是“调位符号”，

他甚至对这套符号的书写方式（线的粗细）

做出规定[13]。 

2.2 五度值是调位的量化描写 

音位系统的归纳讲究经济原则，调位系

统的归纳也同样需要统筹调位总数和调位变

体多少的平衡。五度制作为描写汉语调位的

方法中，1—5 度都是声调音高等级的描写。

在等级描写时，只用 1—5 度的整数值，而

不用 1.5 度、2.37 度那样的小数值。任何一

个音节的声调音高都要归为 1—5 中间的某

一度（等级）。无论是赵先生说的那“一套

字母”符号，还是后来人演绎出来的五度值

刻度，都是用 5 个“点”代表 5 个音高等级。

赵先生明确强调 5 点之间的“等距”性

[13][14]；那 5 点等距图上也只能是 4 等分

的了。 

五度标调法的 5 点之间等距，赵先生举

例描写为首调唱法体系中的 1，2，3，#4，
#5 或者扩大成减七和弦中的 1，b3，#4, 6，i

（如图 2）。以此看来，赵先生更加强调五

度各自的实际值以及相邻度值之间的等距，

而同时相邻度值之间的宽窄又是弹性变化的。 

 

 

图 2: 赵元任增五度和八度域下的五度值 

2.3 五度值推算的根本依据——调域 

声调所负载的实际音高是变化的，主要

体现在五度所跨的音高区域是不确定的。因

个体差异的影响，这个区域始终都在变化。

现有的所有五度值推算法，都是根据发音人

发所有声调的音高极大值和极小值来确定调

域的，无论是白涤洲、赵元任，还是林焘、

吕士楠、曹剑芬、沈炯、石锋都没有区别。

但是，在确定调域的具体方法上却并不是完

全不同的。白涤洲把一个八度（12st）五等

分，每等分为一度区间，每个区间 2.4st，

但他的四个声调并没有全出现在这 12 个半

音的区间内，例如阳平的末点达到了 24.4st，

这表明他可能并没有完全以发音人实际音高

的极大值当作五度的上限。沈炯[9]明确界

定了声调的音域（即调域）是所有声调聚合

下的音域，他没有把发音人的音高极值当作

上下限，而是用声调聚合下四个声调的音高

点（4*10 个点）均值上下各两个标准差

（共四个标准差）的范围作为调域的。而其

他的几位学者（林焘、曹剑芬、石锋）基本

都是发音人音高极大值和极小值作为调域上

下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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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等比例伸缩是五度值推算的基础 

按照赵元任的举例表述，五度值是等距

的，也是可以“成比例”伸缩的。从增五度

到八度就是相邻度值之间从小 2 度(2st)到大

3 度(3st)的伸展。可见，定义五度值应遵循

五度间等距的原则，在音高伸缩中保持原有

的五度等距也是赵先生“橡皮带”说的一种

直接体现。 

3.调域的精准确定 

3.1 声调音高的极值和调域 

声调音高变化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赵先

生所说的五度制中的 1 度是“说话人嗓音的

最低限”（the lowest limit of the speaker’s 

voice）[15]，指的应该是发 1 度调值时嗓音

处在其音域的最低区间内。发音人每次发声

调的最低音都是一个音高“点”，而这个点

是发音人低音“域”内的一种可能。同理，

5 度也就是发音人嗓音的最高限，发音人每

次发声调的 5 度音时，他的音高“点”也是

发音人高音“域”的一种可能。 

一个发音人多次发所有声调，每次的 1

度也会略有不同，但总的来说都会落在最低

的区间内。发音人多次发音的音高最低值会

在一定的区间内浮动。发音人多次发所有声

调，声调音高的极大值和极小值都会在相应

的区间内浮动。多次发音的极大值和极小值

的均值，就是五度制的 5 度和 1 度的“点”

值。实际上，这两个点值并不是发音人嗓音

的最高限和最低限，其最高限要比 5 度的点

值高，最低限要比 1 度的点值低。如果只有

发音人一次发所有声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那么它们就相当于多次平均的结果，也不是

发音人嗓音的最高限和最低限，因为如果让

发音人再发一次，极大值和极小值都会有变

化。 

这里把 1 度理解为发音人调域区间的

“低等级”是准确定义调域的关键所在。发

音人每次发所有声调的实际音高的极大值和

极小值，并不是理所应当的调域的上限和下

限。直接测量（一次或多次）到音高极大值

和极小值（一次值或多次的均值），就可以

据此来确定调域的上限和下限。 

3.2 调域的精准推算 

如果把直接测量到的音高极大值和极小

值分别定义为𝑓𝑚𝑎𝑥和𝑓𝑚𝑖𝑛，极大值和极小值

之间的域称为音高的“极限域”，那么如何

由此精准确定调域上限（ 𝑓𝑡𝑜𝑝 ）和下限

（𝑓𝑏𝑎𝑠𝑒  ）呢？ 

沈炯[9]在研究语调时的做法是，在特

定发音人（发音人分别算）声调聚合条件下

音高均值上下各加两个标准差，这样可以覆

盖正态分布图 95%以上的面积。这种方法

虽然是语调调节下声调调域的推算方法，但

也同样为我们推算准确的调域提供了一个基

本的思路。 

按照前文的思路，把测量到的极大值和

极小值分别当作 1 度和 5 区间的均值（正态

分布下也是中值），那么在五度值调域空间

中，音高的极大值𝑓𝑚𝑎𝑥和极小值𝑓𝑚𝑖𝑛所覆盖

的音域应该占调域的 80%，其余的 20%中，

极大值上方占 10%，极小值下方占 10%。

依此，我们就能推算声调的调域的上限

（𝑓𝑡𝑜𝑝）和下限（𝑓𝑏𝑎𝑠𝑒）。 

如图 3 所示，调域中五度的每一度都取

中点作为五度标调的代表“点”值，这样五

个点之间四等分占整个调域的 80%，调域

在极限域上限各伸展 10%。反过来讲，调

域的上下限也就是在极限域上下各伸展了

1/8。根据测量音高极大值和极小值推算调

域的公式表示为： 

𝑙𝑔𝑓𝑡𝑜𝑝 = 𝑙𝑔𝑓max +
1

8
(𝑙𝑔𝑓𝑚𝑎𝑥 − 𝑙𝑔𝑓𝑚𝑖𝑛)          （3） 

𝑙𝑔𝑓𝑏𝑎𝑠𝑒 = 𝑙𝑔𝑓𝑚𝑖𝑛 −
1

8
(𝑙𝑔𝑓𝑚𝑎𝑥 − 𝑙𝑔𝑓min)         （4） 

 

图 3：五度制下极限域和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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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域的推算步骤是：取基频对数值，再

依据比例进行推算。其中𝑙𝑔𝑓𝑡𝑜𝑝和𝑙𝑔𝑓𝑏𝑎𝑠𝑒分

别是调域上限和下限的对数值，𝑓𝑚𝑎𝑥和𝑓𝑚𝑖𝑛

分别是极限域的极大值和极小值。 

3.3 五度值的弹性音高空间 

五度标调法标记的声调调值在声学空间

上是有弹性的，这种弹性是在调域伸缩下实

现的。调域的确定也有多种方法，最直接的

方法是把说话人发所有声调的音高最大值和

最小值作为调域的上限和下限，但这种方法

的缺点是默认了某种状态下调域伸展到了最

宽，随之带来的是五度值的上下成比例伸展。

如果把这种状态的调值声学空间定义在 1—

5 的范围内，就出现上下紧、中间松的五度

调域空间。图 4 是对增五度的极限域（8st）

分别伸展 25%和压缩 25%的情况描写： 

6st ← 8st → 10st 

变窄←  →变宽 

按照等比例原则，当调域伸展 25%，上限

和下限分别向上和向下伸展 12.5%；在调域

压缩时同理。 

 

图 4：调域的成比例伸缩举例图 

4.精准调域定义下的五度值推算 

区分了调域和极限域两个概念之后，五

度值的推算就有了两种路线可供选择，一个

是基于极限域内四等分的理念，一种是基于

调域的五等分理念。 

4.1 极限域直接推算法 

极限域直接推算法，是依据发音人所有

声调的音高，取极大值𝑓𝑚𝑎𝑥为极限域上限、

极小值𝑓𝑚𝑖𝑛为极限值下限，按照极限域内四

等分的理念，对发音人声调的五度值进行推

算。 

由于音高的极大值和极小值都已经偏离

到了调域的上限和下限，也就是说此刻的五

度实际值不可能超出极大值和极小值了，这

样如果把这时的调域归到 1—5 度之间，每

一度的取值区间就出现不平均的现象：1 度：

1—1.5；2 度：1.5—2.5；3 度：2.5—3.5；4

度：3.5—4.5；5 度：4.5—5。 

吕士楠的 D 值推算法就是极限域音高

四等分条件下的一种推算方法，见公式

（1）。 

4.2 准确调域间接推算法 

因为调域需要通过极限域间接算出，然

后再根据推算出的调域进一步推算五度值，

所以这种方法称为准确调域间接推算法。这

种方法是把发音人所有声调的音高极大值

𝑓𝑚𝑎𝑥和极小值𝑓𝑚𝑖𝑛分别当作 5 度域的中值和

1 度域的中值。也就是说，把代表 5 度的

𝑓𝑚𝑎𝑥值和代表 1 度的𝑓𝑚𝑖𝑛值看作五度值声学

空间中高值和低值区间的中值。可以认为，

𝑓𝑚𝑎𝑥和𝑓𝑚𝑖𝑛是处在最为舒展状态下的音高极

大值和极小值。 

此时我们就不能把𝑓𝑚𝑎𝑥和𝑓𝑚𝑖𝑛当作调域

的上限和下限。如上文所述，按比例推算，

声调音域的上限和下限都应该在𝑓𝑚𝑎𝑥和𝑓𝑚𝑖𝑛

的基础上上下浮动 10%。因为按照五度值

区间推算，如果五度值的中值在声调音域区

间分别处在归一化（0—1）的 0.1,0.3,0.5,0.7

和 0.9 的位置上，那么𝑓𝑚𝑎𝑥和𝑓𝑚𝑖𝑛就应该处

在 0.9 和 0.1 的位置上。这时，1—5 度的域

（0—5 之间）分别为：1 度：0—1；2 度：

1—2；3 度：2—3；4 度：3—4；5 度：4—

5。按照调域内五等分的算法，五度值(D)的

推算方法应该是： 

𝐷 = 5
𝑙𝑔𝑓𝑥−𝑙𝑔𝑓top

𝑙𝑔𝑓top−𝑙𝑔𝑓base
                               （5） 

其中，𝑓𝑥为实际音高的基频，𝑓top为调域的

上限，𝑓base为调域的下限。我们把调域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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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和下限定义在𝑙𝑔𝑓top和𝑙𝑔𝑓base两个点上。

鉴于五度值的经典定义是极限域内四等分，

故而要在音高极限域的基础上增加音高极限

域的 1/4 来推出调域的范围，即上下各伸展

1/8 个极限域(相当于五度值空间上面的

4.5—5 和 0.5—1 的音高区间)。0.5—5.5 的

五度五等分度值空间（0.5—1.5，1.5—2.5，

2.5—3.5，3.5—4.5，4.5—5.5）可以覆盖调

域内所有的音高值。 

把公式（3）和（4）分别代入（5）得

到公式（6）： 

𝐷 = 0.5 + 4
𝑙𝑔𝑓𝑥−𝑙𝑔𝑓min

𝑙𝑔𝑓max−𝑙𝑔𝑓min
                 （6） 

公式（6）得出的 D 值，是一个以 0.5

为起点，音高极大值和极小值之间四等分下

的值。与吕士楠的 D 值公式（1）相比，不

同之处在于：公式（6）是建立在调域五等

分（0—5 六个点）基础上，发音人音高极

大值和极小值分别作为 5 度和 1 度空间的中

值来计算的。理论上讲，当𝑙𝑔𝑓𝑥 = 0（低于

极小值 𝑙𝑔𝑓𝑚𝑖𝑛 的 1/8 ）时， 𝐷0 = 0 ；当

𝑙𝑔𝑓𝑥 = 5（高于极大值𝑙𝑔𝑓𝑚𝑎𝑥的 1/8 时），

𝐷5 = 5，运算如下： 

𝐷0 = 0.5 + 4 ×
0 − 0.5

4.5 − 0.5
= 0 

𝐷5 = 0.5 + 4 ×
5 − 0.5

4.5 − 0.5
= 5 

但发音人的实际音高都是出现在极限域

（0.5—4.5），那么 D 值也只能在其间： 

𝐷0.5 = 0.5 + 4 ×
0.5 − 0.5

4.5 − 0.5
= 0.5 

𝐷4.5 = 0.5 + 4 ×
4.5 − 0.5

4.5 − 0.5
= 4.5

图 5：两种 D 值推算结果的平移比较 

公式（6)算出来的五度空间内是五等分，

也就是说五度之间是等宽的；而公式（1）

是建立在声调极限域内，五度空间内四等分

（1—5 五个点）基础上，以音高极大值和

极小值作为 5 度的极高值和 1 度的极低值计

算的： 

𝐷1 = 1 + 4 ×
1 − 1

5 − 1
= 1 

𝐷5 = 1 + 4 ×
5 − 1

5 − 1
= 5 

公式（6）得到的 0.5—4.5(调域 0—5 下)是

处于极限域上下线之间的区间值，相当于公

式（1）的 1—5(调域 0.5—5.5 下的极限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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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都是对五度值之间音高现实的四等

分描写，其中 1 度和 5 度的域只有 0.5，而

2，3，4 度的域却有 1。这是因为 0—0.5 和

4.5—5 是现实音高中不出现的，只是在用极

限值推算调域值时的一个理论空间而已。如

果把现实音高极限域定义在 1—5 度之间的

话，只需要把公式（6）计算得到的 D 值向

上平移 0.5 度（如图 5 所示），即可与吕士

楠的 D 值结果完全重合。吕士楠强调五度

值“标度”在极限域下的精确四等分，而在精

确“标度”基础上也完全可以得出与此处一

致的五度值“归类”结果。 

4.3 五度值不同推算法之间的差异性 

为了验证三种推算法结果的差异性，我

们假设发音人发出普通话四个声调的音高极

限 域 是 150-300Hz ， fmin =150Hz ，

fmax=300Hz，那么此人发音的极限域就在一

个八度音域（12st）内，此时的调域就应该

是 15st（12×1.25=15st）。用公式（1）和

（6）算出的五度值完全相同，而与公式（2）

算出的 T 值则不同（见表 1）。 

表 1： D 值和 T 值五度边界比较 

度边界 推算法 半音 基频 

1-2 

D 值 1.54  164 

T 值 2.47  173 

差值 0.92  9.00  

2-3 

D 值 4.54  195 

T 值 4.81  198 

差值 0.26  3.00  

3-4 

D 值 7.55  232 

T 值 7.25  228 

差值 -0.30  -4.00  

4-5 

D 值 10.56  276 

T 值 9.66  262 

差值 -0.90  -14.00  

由于 T 值算法定义的调域窄（只有极

限域的 12st），从表 1 可以看到 T 值推算下

的 1—2 度和 2—3 度的边界值都比 D 值高，

3—4 度和 4—5 度的边界都比 D 值低。1—2

度的（低）边界要高出 0.92st（9Hz），而

4—5 度 的 （ 高 ） 边 界 要 低 出 0.90st

（14Hz）。用不同的推算法得出的度间边

界值在高音区和低音区相差近一个半音之多，

对调值的推算必然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是不

容忽视的。 

5.五度值算法本质及其应用范围 

声调音高是相对的，归一化可以消除性

别、年龄、风格、情绪和语调等原因造成的

个体差异。总的来说，音高归一化有两种常

见方法：一种是以调域为参照，在调域内定

义均等的五度值空间；一种是以均值为参照，

把均值当作标准正态分布下的音高中心极限

值，以标准差反映声调音高在均值上下的变

化幅度。五度制采用的就是第一种方法，标

准分（Z-score）计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方

法，例如朱晓农[16]的 Z-score（LZ）。 

声调的音高在调域内的分布不是完全随

机，不同调类又都有各自的调形，音高曲线

会有特定轨迹。这样看来，以均值为参照的

归一化就不太理想。五度制虽然是以调域为

参照，但每一度内的音高分布却是随机的，

体现中心极限原理。五度中每一度都有一个

中心，每一度的取值可认为是以均值为中心

的正态分布，在随机中五度值无限接近于中

央均值。 

五度制是建立在声调聚合下调域概念之

上的。沈炯[9]的声调音域观完整地继承了

赵元任的调域理念，但在其声调和语调的关

系研究中，D 值计算却并没有对调域进行归

一化处理，而是一种类似半音转换的 5 度值

转换： 

𝐷 = 5 × 𝑙𝑜𝑔2(𝐹/𝐹0)                             (7) 

其中，F 为基频值；F0 为参考频率，

男女声分别取 55Hz 和 100Hz。沈炯 D 值的

归一化对基频进行了对数处理，并通过男女

参考频率的不同取值实现平移式的规整化；

乘以 5 使得一个倍频程内跨 5 度（五等分）。

他并没有对调域进行规整化，因为调域的变

化是其观察的核心内容，调域的伸缩变化特

征正是语调调节声调的结果，对调域的归一

化必然会抹掉语调对声调的调节作用。 

沈炯 D 值算法给我们的启发是：归一

化方式要根据研究的需要来确定。五度值是

对调域归一化处理后的结果，目的就是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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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个体差异所造成的调域差异。从理论上讲，

归一化的声调五度调值在任何调形不变的条

件下都是一个定量。五度值只适用于孤立、

静态的调位特征描写，研究表达词汇意义之

外的音高变化时使用五度制调值是有风险的。 

6.结语 

五度是对声调感知的音高等级，五度制

是调位描写的有效工具；在汉语声调的描写

中五度制是充分的和必要的。五度标调法是

标记调位的一套系统符号，在五度标调法的

参照轴上，五度值分别表示五个音高等级，

表示五度值的点之间有四个等分，表示等级

间等距特征。五度值推算的关键是调域的确

定，在声调聚合下调域是音高浮动的可能区

间，而非现实区间。调域内五等分，分别是

1—5 度的域，在每一度域内，音高的实际

发音值呈正态分布，可以把区间的中值当作

代表值。 

精准调域下的五度值推算法，可以厘清

理论空间上的五等分与等级标度间的四等分

之间的关系。在精准调域内五等分下推算的

五度值，与在极限域内四等分下的推算结果

是吻合的。我们认为，在极限域下五等分推

算的实质是：在不精准的区间内实施精准的

操作。不同算法的差异在高低音区间较大，

中音区间较小，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五度值的精确程度在不同领域有不同要

求，在音系的调位描写中只需整数就足够了，

在言语工程应用中可以采用更加精密的小数

值。五度值是对调位的描写，功能是区分词

汇意义。五度值不适用于语调变化的研究，

语调调节下的声调音高变化十分丰富，但其

调值（五度值）在理论上是恒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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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付马话的文白两套声调系统的实验研究 

刘新中  吴艳芬  梁嘉莹 

摘要 本文基于《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单字字表 1000 个汉字的全部录音，运用熊子瑜

编写的系列脚本，在描写简单的声调系统的基础上，对所有有效读音的单字音高做了分析、

归纳，较为全面总结付马话的单字音的文白两套声调系统。同时根据中古四声中声母清浊

的配合情况，按照清浊分化的 16 种类型，分析了共计 988 个音节的古今演变情况，在共时

实验描写的基础上，观察了中古各个调类在今天付马话中的读音情况。最后做出一个兼顾

文白两个系统的综合声调系统。 

关键词 文白读声调，实验描写，声调系统，古今声调对照，海南东方付马话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wo Tonal Systems in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in Fuma Dialect of Hainan 

LIU Xinzhong   WU Yanfen   LIANG Jiaying 

Abstract The study reported in this paper was based on recordings of a word list consisting of 

1,000 characters from the Survey Manual of Language Resources in China. After a simple 

description of the tonal system, pitch contours of all the effective pronunciations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leading to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wo synchronic tonal system of Fuma 

dialect, one in literary reading and one in colloquial reading. A total of 988 monosyllables were 

then classified into 16 types acco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of tonal registers with the voicing feature 

of initials in their Middle Chinese pronunci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ir tones from Middle 

Chinese to Modern Chinese was analyzed. Finally, we came up with a comprehensive tonal system 

of Fuma dialect, covering both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Key words Tones in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Descriptions based on experimental study, 

Tonal system, Historical comparisons of tones, Fuma dialect in Hainan

1. 引言 

汉语方言语音描写中，声调是第一个需

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汉语方言语音描写大都

可以借助于有关的实验设备和软件，对声调

进行实验分析、描写，但是多数的实验研究

都只是对挑选出的例字进行基频数据的提取、

分析，概括出音高的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

总结一个方言的共时声调系统，这样的描写

大体上能够为共时的声调给出一个确定的声

调系统，这比只是基于调查者听感的声调描

写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任何一个方言的

声调系统都会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实际读音，

而只是依靠几个、几十个声调例字是很难反

映一个方言多数音节的声调的具体变化情况

的。本文基于《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的

单字调查字表约 1000 个汉字的全部录音，

在描写简单的声调系统的基础上，对所有有

效读音单字的音高做了分析、归纳，较为全

面总结付马话的单字音的声调系统，分析了

988 个音节的古今演变情况，在共时描写的

基础上，观察了中古各个调类在今天付马话

中的读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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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东方的付马话是一个只有一个村子

使用的高度濒危的汉语方言，使用人口约

3000 人，它处在海南话、哥隆话等较为强

势的方言的包围之中，近些年又受到普通话

的强烈冲击。讲付马话的人一般都是双语人，

除了付马话一般都会讲哥隆话、海南话、普

通话等，付马话本身因为弱势而接受了很多

外来的词语和发音，使得它的文白异读、训

读等现象极为普遍[4]。根据语音材料付马

话与客赣方言较为接近，但是又有很多海南

话、哥隆话的成分。对付马话的描写除了刘

新中、区靖《海南东方市四更镇付马话同音

字汇》[3]等之外，很少见到其他成系统的

研究。对付马话的记录和描写对抢救濒危语

言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通过文白读音的对

比研究，也可观察一个弱势方言为生存而作

出的适应和调整。 

2. 实验的方法概述 

本文在方言学田野调查研究、分类的基

础上，主要采用相对的大数据与实验语音学

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付马话的声调系统，所

有数据的提取分析都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

言研究所熊子瑜、胡方的相关研究以及熊子

瑜编写的程序脚本[8][9][10]，具体方法如下：

（1）根据《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的字

表进行调查录音；录音采样率 44100Hz,16

位单声道，在当地电视台的演播厅录音，录

音质量达到要求。（2）运行脚本对于已有

的录音声、韵、调进行记录、描写，建立一

个声音以及与声音记录相对应的文本文档；

（3）运行脚本生成与声音对应的 TextGrid

文件；（4）运行脚本对自动生成的声韵调

材料进行检查、校验；（5）根据标注好的

声音文件提取音高的基频、时长等语音数据，

然后依据汉字的古声调类型（平、上、去、

入）和古声母清浊类型（全清、次清、全浊、

次浊）作为分类依据；（6）统计各类字的

语音数据，由此观察付马话共时的声调调类

系统以及声调演变规律；（7）声调图的制

作一是根据所得声调的均值的赫兹值直接成

图，二是根据石锋的 T 值转换[6]并完成相

对归一，做成五度制为基础的声调图。 

本文的录音材料主要依据老年男性蒙先

生的读音，声调类型的总结参照的发音人有

其他 3 位男性发音人的数据。 

3. 实验结果：共时的两套声调系统 

在对所有 988 个有效音节数据的提取、

分析之后，我们发现付马话共时的声调呈现

出非常复杂的跨类现象，经过比对中古的调

类系统，可以看到两套声调系统，古今调类

演变较为一致的多为白读音，那些看似异常

的调类归并，正好反映了因为借用、消化强

势方言、共同语的语音所形成的文读音系统。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两个系统的实验分析情况。 

王福堂对文白异读有过很好的概括：

“方言中，字音原有的读音和借入的读音叠

置在一起，构成字音的层次。同一音类中，

字音的读书音构成文读层，字音的口语音构

成白读层。”[7]付马话共时的声调系统中

调类表面上很乱的原因就是文白读声调系统

的不同表现，我们在研究和记录时必须加以

分别。 

（1）白读系统 

我们根据已提取的数据，将付马话白读

声调系统的数据进行归纳，得出付马话白读

声调系统声调的均值_Hz，然后相应的赫兹

值用石锋的公式转换为相对范围在 5 度的对

数值，见表 1。 

表1：付马话白读声调系统声调的T值均值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入 阳入 

时长 289 338 306 326 201 188 

十 2.13 4.32 2.7 2.47 3.22 2.25 

个 2.25 4.32 2.75 2.47 3.27 2.25 

点 2.53 4.36 2.8 2.53 3.47 2.25 

音 2.96 4.49 2.96 2.53 3.72 2.3 

高 3.37 4.62 3.12 2.47 3.95 2.3 

均 3.77 4.49 3.22 2.3 4.23 2.36 

值 4.18 4.09 3.27 1.95 4.36 2.36 

Log 4.58 3.42 3.32 1.46 4.54 2.36 

 4.88 2.42 3.42 0.8 4.58 2.19 

 5 1.14 3.37 0 4.5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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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表 1 做出付马话白读的声调图

如下： 

 

图1：付马话白读的声调系统 

我们根据已获得的数据概括出付马话的

白读声调的调类和调值。阴平 35，阳平 52，

上声 44，去声 31，阴入 4，阳入 2。这里需

要说明的是记为平调的上声略有上升的趋势，

记为 34 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了避免描写中

过多的上升调我们把它记为 44 调。阴入是

一个高升的短调，因为它位于 4—5 之间，

加上要与文读系统中的高短调 5 区别，就记

为 4，但是记为短调 45 也是可以的。阳入

调比 2 略高且带有些许下降的一个短调，记

为 2。 

（2）文读系统 

有系统的文读系统是弱势方言面对当地

强势方言和通语的声调时做出的系统反映，

文读是一种借用和嫁接的方式。文白异读都

具备时，它们被定义为具有相同音韵地位的

同一个汉字（音节），在口语和书面等不同

场合发音不同；文白异读在声母、韵母、声

调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像付马话这种与通语

差别较大的方言，文白异读的情况是较为突

出的，白读系统较多保留与中古声调大类的

一致性，但是文读则是吸收了共同语以及包

围付马话的海南西部的强势方言和民族语言。

文白读本身也有不同的历史层次问题。 

我们还是将所分析的付马话文读系统的

语音数据的 Hz 值进行数据归一，用石锋的

T 值法转换如表 2。 

表2：付马话文读声调系统声调的T值均值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1 

去声
2 

入

声 

时长 296 327 307 285 299 127 

十 2.49 0.81 2.06 3.69 1.68 4.1 

个 2.54 0.81 2.06 3.69 1.73 4.14 

点 2.66 0.81 2.06 3.83 1.92 4.23 

音 2.74 0.87 2.01 3.93 2.19 4.39 

高 2.83 1.08 1.87 3.9 2.49 4.58 

均 2.91 1.34 1.68 3.69 2.83 4.7 

值 2.95 1.68 1.44 3.29 3.25 4.82 

Log 3.02 1.97 1.03 2.62 3.59 4.91 

 2.98 2.24 0.59 1.59 3.76 5 

 2.98 2.37 0 0.7 3.9 4.94 

我们根据上表制成付马话文读声调系

统的声调图如图 2。 

 

图2：付马话文读的声调系统 

因为专门用于文读的入声调值特别高，

因此白读中记为 35、53 的调就相对变成 24

和 42，但是我们还是把它们记为 35 和 53，

因为这里的 35、24 和 53、42 没有区别意义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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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常培的厦门音系中的文白描写[5]、

丁邦新的儋州话的文白系统，都是文白记录

中的经典著述。丁邦新曾经系统记录了海南

儋州话的文白系统的音韵情况[1]，李蓝文

白读的形成模式[2]等这对于我们记录类似

的方言有很多启发。同处海南西部，高度濒

危的弱势方言付马话，有一整套文白系统，

在声调层面，以白读系统为基础，进行调整。

首先是已有声调的转类来表现文读的声调，

比如阴平白读调值为 35，去声的文读也是

35，去声原本的白读调是 31，去声字读为

35 调都是为了说明借用的文读音；其次新

增白读系统中所无的声调，比如阳平文读调

为 23，不同于阴平的 35 调，入声中有一个

特别高的短调 5，不分阴阳，是专用来表示

文读的。 

从文白两个系统来看，付马话声调的总

的语音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条：（1）

基本没有真正的平调；（2）所有的降调在

开头部分都有平略带升起的部分；（3）舒

声调、促声调相互匹配，阴平与阴入调型近

似，阳入与去声部分重合。 

4. 小结：付马话声调的综合归纳 

如果我们不考虑来源，把所有出现的声

调摆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无论文白只

要区别意义作用的单字调系统。 

对于像付马话这样复杂声调，我们分为

白读声调系统和文读声调系统就会解决共时

表现上的纷乱和历史演变方面的规律性问题。

然而我们在记录和分析一个方言的声调时，

也需要一个能够反映语素意义的所有声调类

别，因此我们将包含文、白两套系统的各类

声调作一综合，形成一个较为通用的付马话

声调系统。下面是综合了付马话共时的文白

读声调系统的声调数据。 

表中的数据以白读系统为基础，增加了

文读系统中新出现的调类，名之为“付马话

综合声调系统”，我们还是将音高的赫兹值

用 T 执法转换成表 3。 

 

 

 

 

表3：付马话综合声调系统的T值 

调

类 

阴

平 

阳

平 

阳平 
-

文 

上

声 

去

声 

阴

入 

阳

入 

入声 
-

文 

 1.68 3.59 0.81 2.32 2.01 2.58 1.78 4.1 

十 1.78 3.59 0.81 2.37 2.01 2.62 1.78 4.14 

个 1.97 3.69 0.81 2.45 2.06 2.78 1.78 4.23 

点 2.28 3.8 0.87 2.58 2.01 2.98 1.83 4.39 

音 2.62 3.83 1.08 2.66 1.92 3.18 1.83 4.58 

高 2.95 3.66 1.34 2.74 1.78 3 . 4 1.87 4.7 

均 3.33 3.29 1.68 2.78 1.49 3.51 1.87 4.82 

值 3.66 2.7 1.97 2.87 1.08 3.66 1.87 4.91 

L og 3.87 1.78 2.24 2.87 0.59 3.69 1.73 5 

 3.97 0.81 2.37 2.87 0 3.66 1.54 4.94 

时

长 
294 312 327 301 317 201 188 127 

我们把上表做成相应的声调图如下： 

 

图3：付马话综合声调系统 

根据表 3 和图 3，我们将付马话的声调

综合系统概括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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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付马话综合声调系统 

调类 
白读 

调值 
例字 

文读 

调值 
例字 

阴平 35 高通东多 44 冰衣东多 

阳平 52 油门铜人 23 楼移蓝情 

上声 44 九草五老 31 果谱显宝 

去声 31 二动卖问 ①35 拜暗汉中 

   ②53 绕骂庙用 

阴入 4 谷百拍屋 5 曲策测铁 

阳入 2 石六毒十 5 属服族实 

这里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个既可以涵盖可

能出现的所有单字调的一个声调系统，也反

映文白不同系统的声调，这里的声调系统首

先是包括白读的所有单字调，其次还包括专

用于文读的两个声调阳平文读调 23 和入声

的文读调 5。 

基于一个方言所能够收集到的音节的所

有语音数据来分析一个方言的共时声调系统,

对于像付马话这样具有复杂声调系统的方言

来说，为我们解决白读声调系统和文读声调

系统以及历时演变等问题，提供了系统而有

效的方法。但是有了相对大的声学数据之后,

也会出现调型接近的不同声调的重合和交叉

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做出感知与识别方面的

进一步的探索。在有了大量的声学数据的基

础上，加上感知实验验证等进一步的研究，

将会为汉语方言声调的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广

阔的研究空间。 

我们还根据古今演变的调类分化对今读

的不同来源做了考察，将古调类、今调类以

及相应的音节数总结为表 5。 

 

 

 

 

 

 

 

 

 

 

表5：中古调类与付马话调类的对照 

序号 古调类 今调类 调值 音节数 

1 平全清 阴平 35 142 

2 平次清 阴平 35 36 

3 平次清 阴平_文 44 10 

4 平全浊 阴平_文 44 27 

5 平次清 阳平_白 52 7 

6 平全浊 阳平_白 52 22 

7 平次浊 阳平_白 52 12 

8 平全浊 阳平_文 23 19 

9 平次浊 阳平_文 23 23 

10 平次浊 阳平_文 23 31 

11 上次清 上声_白 44 54 

12 去次清 上声_白 44 11 

13 上全浊 上声_白 44 44 

14 上全清 上声_白 44 19 

15 上全清 上声_白 44 40 

16 去全清 上声_白 44 11 

17 上次清 上声_文 31 15 

18 上次浊 上声_文 31 9 

19 去全浊 去声_白 31 50 

20 去次浊 去声_白 31 13 

21 去次清 去声_白 31 49 

22 去次浊 去声_白 31 30 

23 上全浊 去声_白 31 11 

24 上全浊 去声_文 35 20 

25 上次浊 去声_文 35 33 

26 去次清 去声_文 35 33 

27 去全浊 去声_文 35 9 

28 去全浊 去声_文 35 7 

29 去次浊 去声_文 35 28 

30 上全清 去声_文 35 38 

31 上次浊 去声_文 35 12 

32 去全清 去声_文 35 30 

33 去全清 去声_文 52 17 

34 入全清 阴入 4 14 

35 入次清 阴入 4 6 

36 入全浊 阳入 2 8 

37 入次浊 阳入 2 8 

38 入次浊 阳入 2 1 

39 入次清 入声_文 5 14 

40 入全浊 入声_文 5 5 

41 入次浊 入声_文 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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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阴影部分是文读调类。表 5 反映了

古调类在今付马话中的 11 个不同类属的分

配情况，统计的有 988 个音节的声调演变情

况。总的来说，白读层的声调相对整齐，主

要的规律是，平分阴阳，分化条件是古声母

的清浊。古上声和古去声中古清声母分化较

乱，浊声母的演变相对整齐。虽然表面上部

分全浊上与上声的文读相同，读为 31，但

是全浊上实际上是去声的白读，这既符合

“浊上归去”的大方向，同时可以用去声的

文读来印证，具体表现是全浊上的文读与去

声的文读调值相同。入声的内部读音较为复

杂，大体的规律是清入是一个半高促调，是

白读的阴入，阳入读为一个半低促调的是白

读的阳入。阴入、阳入的文读不分阴阳，是

一个促声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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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普通话基础元音三维空间的统计性研究 

王萍  石锋 

摘要 本文利用调整后的“V”值算法对《汉语语音数据库》中 52 位北京人的汉语普通话基础

元音/a、、、、、、 /的三维声学空间进行了较大样本的声学实验和统计分析，发现了

它们在不同维度的分布特点和相互关系。和二维空间相比，三维空间能够更加科学、全面、系

统地反映元音的实际分布情况。同时它对于复杂元音系统的表现更具优势，所以三维空间对于

不同语言具有更广阔的应用范围。 

关键词 汉语普通话，基础元音，三维空间，统计研究 

The Statistical Study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of the Basic vowels in 

Standard Chinese 

WANG Ping   SHI Feng 

Abstract  Using the adjusted “V” value, we made an acousic experiment and s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three-dimenshional acoustic space of seven basic vowels, /a, , , , , , /, pronounced by 52 

Beijing native speakers chosen from "Chinese speech database", and found their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utual relation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Compared to two-dimensional spac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can reflect the actual distribution of vowels more scientificly,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ly, with more advantages for complex vowel systems, so it has a 

broader application range for different languages. 

Key Words  Standard Mandarin, Basic vowels, Three-dimensional space, Statistical Study

1.引言 

1.1 元音声学空间研究回顾 

关于元音声学空间的探索由来已久。

Joos[5]主张以 F1 为舌位的高低维（线性标度

或对数标度），F2 为舌位的前后维（对数标

度）来绘制声学元音图。Ladefoged[6][7]主

张以 F1 为纵坐标（线性标度），F2-F1 为横

坐标（对数标度）来绘制声学元音图。Fant[2]

提出以美（Mel）这种听觉等效值为标度，

即分别以 M1（F1）、M2（F2）为纵轴和横

轴来绘制声学元音图，即 Fant 型声学元音

图。Peterson 和 Barney[10]曾以赫兹值（Hz）

为单位，对 76 位发音人的英语 10 个单元音

的共振峰数据进行测量和统计，这是经典的

元音统计性研究实例。Schroeder，Atal & 

Hall[11]、Traunmü ller H[13]、Zwicker & 

Terhardt[14]、Syrdal& Gopal[12]等学者提出

以 Bark 这种听觉等效值为单位来绘制声学

元音图。Summerfield 等（1985）建议使用

F1-F2（Bark）为 x 轴、F3-F2（Bark）为 y

轴和 F2-F1（Bark）为 z 轴的三维立体元音

图，他们称这种声学元音图为“元音听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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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三维模型”。[21]国内关于元音声学空间的

探索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吴宗济[20]

对普通话元音的频谱和共振峰进行分析和测

算，得到男、女、儿童三组发音人（每组各

4人）的普通话 10个单元音的共振峰平均值。

他主编的《汉语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22]

中,给出了男女各 10 位发音人所发的普通话

10 个单元音的声学元音图，这是关于普通话

元音的经典性的语音学分析。ERIC ZEE（徐

云扬）[1]以赫兹值（Hz）值为单位，用声学

实验的方法分析了 20 位北京发音人（10 男

10 女）北京普通话的单元音、复合元音的频

谱性质。石锋[16]从元音格局的角度对普通

话 10 个单元音的声学元音图进行再分析，考

察普通话元音的定位特征、内部变体的表现

以及整体的分布关系。于珏、李爱军、王霞

[23]以 Bark 值为标度，通过单音节字的测量

及分析，对比了上海市普通话和普通话的元

音系统。王萍、贝先明、石锋[18]以 V 值为

标度分别对汉语中的北京话、广州话、上海

话以及英语、日语的一级元音在三维空间的

表现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 

上述研究使我们对于元音声学空间的

认识不断推进和深化。同时，我们也看到多

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在二维空间的框架下来探

讨元音的性质和表现。尽管少数学者曾经涉

及元音的三维研究，但他们主要是针对典型

发音人的举例性研究，鲜有大样本的统计性

研究。而且在统计过程中所选取的单位，或

者是线性标度的赫兹（Hz）值，或者是美

（Mel）、巴尔克（Bark）等听觉等效值，这

些单位都不能够有效去除那些非语言学意义

的随机性差异，所以其统计结果的普遍性和

代表性还是有待商榷的。 

1.2 元音三维声学空间的特点和优势 

虽然元音的音质主要由 F1、F2 确定，

但 F3 这一维度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首

先，F3 对于特殊的发音特征具有重要的标志

性作用[24]。Ladefoged[8]认为由 F1 和 F2 两

个维度组成的声学元音图并不足以表现以圆

唇作为元音区别性特征的语言，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必须将 F3 这一维考虑进来。例

如，F3 能够有效区分前高元音//、//,尽管这

两个元音有着非常相近的 F1、F2 值。

Hayward, Katrina[3]认为虽然元音的主要发

音特征（高低、前后、圆唇）可以和 F1、F2

相对应，但对于元音的次要发音特征，如鼻

化、ATR、卷舌、咽化则需要增加第三个声

学维度，即 F3 来说明。UPSID 数据库[9]显

示：随着语言系统中的元音数量增加，附加

特征（如鼻化、长短、咽化）就会出现，那

么附加维度，如 F3 就会被使用。三个正则

元音（cardinal vowel）在 F1,F2 的平面中占

据了最大元音空间的三个角，而/y/在 F2、F3

的平面中占据了第四个角，F3 能够更好地表

现圆唇维[4]。其次，相对于二维空间，三维

空间对于元音的表现更具优势。王萍、贝先

明、石锋[8]曾对汉语中的北京话、广州话、

上海话以及英语、日语的一级元音在三维空

间的表现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结果表

明：相对于单纯的二维声学空间，三维立体

声学空间在表现各元音的空间分布及相对关

系上更具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它能够

更准确、更全面地对不同元音的分布进行定

位，形成更为准确鲜明的元音区别和对立，

从而能够更真实地反映语音的实际表现。 

综上，相对于二维空间而言，三维声学

空间在表现元音的定位和分布以及圆唇、卷

舌、咽化等附加特征方面具有优势。这也就

是说，三维空间能够更有效地表现复杂元音

系统，具有更广阔的适用范围。 

1.3 研究内容和目的 

王萍、石锋[19]曾利用调整后的“V”

值算法对 52 位北京元音的汉语普通话基础

元音/a、、、、、、/在二维声学空间

的表现进行了大样本的声学实验和统计分

析。结果表明：调整后的“V”值不仅能够

最大限度地剥离和去除随机性差异，得到具

有语言学意义的信息，而且能够有效消除/、
、/等外缘性元音（peripheral）在高低维、

前后维受到的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和赫兹

（Hz）、美（Mel）、巴尔克（Bark）等单位

相比，更适合元音的大样本统计性研究。基

于此，本文以汉语普通话为例，在二维空间

统计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调整后的“V”值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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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汉语语音数据库》
①
中 52 位北京人的

汉语普通话基础元音/a、、、、、、/
的三维声学空间（F1、F2、F3）进行较大样

本的声学实验和统计分析，以期深入探索它

们在不同维度的分布位置、分布范围、相互

间的差异度及关系等。 

2. 算法说明 

本文分别以第一共振峰（F1）、第二共

振峰（F2）、第三共振峰（F3）作为元音三

维空间的三个维度，三个维度的单位均选择

调整后的 V 值。V 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1）     

  （2）      

 （3）

[17] 

因为每个人的发音自成体系和格局，所

以 V 值是基于每位发音人进行的归一化计

算。公式中的 B 表示 Bark 值。（ 1）

B1max+SD1max 、 B2max+SD2max 、

B3max+SD3max 表示：7 个元音 F1 维、F2

维、F3 维，每个维度中全部测量点的平均值

的最大值（B1max、B2max、B3max）加上

此组样品的标准差（SD1max、SD2max、

SD3max）；（2）同理， B1min-SD1min、

B2min-SD2min 表示：即 7 个元音 F1 维、F2

维、F3 维，每个维度中全部测量点的平均值

的最小值（B1min、B2min、B3min）减去此

组样品的标准差（ SD1min 、 SD2min 、

SD3min）；（3）B1x、B2x、B3x 表示测量点

的三个维度的 Bark 值。 

3.汉语普通话基础元音三维声学空

间的统计分析 

                                                           
①
 《汉语语音数据库》由美国学者 Robert Sanders

和石锋教授合作完成。 

我们选取每个元音稳定段上的中间点

作为测量点，共得到 3120 个测量点的赫兹

（Hz）值数据。然后将赫兹值数据转换为

Bark 值
②
，最后按照上文的公式转换 V 值。

本文使用统计软件 spss19，分别计算出 52

位发音人中每个元音的平均值、标准差。我

们采用平均值加减标准差的方法得到每个元

音在不同维度的相对位置和分布范围，然后

将每个元音在三个维度的分布范围（2 倍的

标准差）相乘,得到每个元音的三维立体空

间。 

3.1  语音样本的三维空间分布 

    图 1 为汉语普通话 7 个基础元音/a、、
、、、、/的三维立体空间分布图，图

形为正方形，六面体。从图中可以清晰直观

地看到各个元音的空间位置。 

 

图 1: 汉语普通话基础元音三维空间分布图 

表 1: 汉语普通话基础元音的分布位置（平均值）

及分布空间（体积）（V 值） 

 

表 1 显示出 7 个基础元音在三维空间的

                                                           
②

 Hz值转换为Bark值的公式为： 

Bark=7ln（f/650）+[（f/650）^2+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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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位置和分布空间。本文利用计算体积的

方法来表示各个元音的分布空间，相比较之

前在二维空间内单纯计算面积的方法更准确

更全面。分布位置：F1 维度上，//、//分别

占据了最大值和最小值；F2 维度上，//、//

分别占据了最大值和最小值；F3 维度上，//、
//分别占据了最大值和最小值。体积：//的
空间最小，分布最集中；//次之；//、//、

//分布空间居中；舌尖元音//分布空间较

大；//最大。总体来看，外缘性元音/、、
a/分布空间相对较小，其他系统内部元音分

布空间较大。 

3.2 不同平面下基础元音的表现和特点 

    为了更清晰地表现各个元音在不同平面

的表现和特点，本文将图 1 拆解为二维平面

图（图 2、图 3、图 4）。图 2 为 F1/F2 平面，

图 3 为 F1/F3 平面，图 4 为 F2/F3 平面。 

    

   图 2a 

   

                   图 2b 

   图 2：汉语普通话基础元音 F1/F2 平面分布图 

    

 图 3a 

 

                 图 3b 

图 3：汉语普通话基础元音 F1/F3 平面分布图 

                 
图 4a 

   

图 4b                                           

图 4：汉语普通话基础元音 F2/F3 平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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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图 4 中成对的两个图形就是从相

反方向观察同一平面的结果。两个平面中，

只改变各元音排列方向，并没有改变每个元

音在格局中的定位和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

是它们的相对关系不变。7 个基础元音在三

维空间内不同平面的排列方式和次序均发生

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外缘性元音（顶点元音）

//、//、//比较稳定。具体来说，//最稳定，

在不同维度的平面始终位于最前方； //、//

次之，相比 F1/F2 平面，它们在 F3 的维度上

均略微前移；相比 F1/F2 平面，在 F3 维度，

/y/发生了后移，与//的距离明显增大；//发

生了前移；相比 F1/F2 平面，舌尖元音//、
//在 F3 维的前后位置发生了颠倒，即//在
前，//在后，而且二者的距离增加，重叠现

象消失。 

本文采用 52 位发音人每个基础元音不

同维度（F1、F2、F3）的标准差来量化它们

的分布范围，具体数值参见表 2。 

表 2 ：汉语普通话基础元音在 F1、F2、F3 各

个维度的分布范围（标准差）（V 值） 

 

F1/F2 平面，各元音音位之间的相对位

置（高低维、前后维）呈现出一种有序的平

衡分布。外缘性元音/、、a /位于三个顶点

位置，分布范围较小，集中性强；非外缘性

元音/y、、 、/位于元音框架的内部，分

布范围较大，分散性强。//、//由于圆唇的

作用彼此接近，舌尖元音//、//彼此有交叠

的部分。 

F1/F3、F2/F3 平面，除//外，各个元音

F3 维度上的分布范围都显著大于它们在 F1、

F2 两维度的分布范围。所以 F3 维度上各元

音出现大范围的交叠现象。但是对于 F1/F2

平面中，//、//彼此接近，舌尖元音//、//
彼此交叠的现象，在 F3 这一维度上得到了

很好的改善，即//、//，//、//两对元音之

间的距离均显著增大，而且//、//的交叠现

象消失。这一方面说明 F3 能够很好地表现

圆唇、舌尖的特征，另一方面也说明元音在

不同平面的区别度存在着规律性的补偿关

系。 

3.3 小结  

 综合考虑各个元音的数据分布情况，我

们将判断数据集中/分散程度的标准设定为

6，即无论 F1 维，还是 F2 维，只要标准差≤6，

就表示数据分布比较集中，反之，标准差>6

且≤10，就表示数据分布比较分散，如果标

准差>10，就表示数据很分散。那么根据表 2

可知： 

//  F1 维、F2 维、F3 维的数据都集中。 

//  F1 维数据集中，F2 维数据较分散，F3 

维数据很分散。 

//  F1 维数据较分散，F2 维数据很集中，

F3 维数据很分散。 

/y/  F1 维、F2 维数据较分散，F3 维数据很

分散。 

//  F1 维、F2 维数据较分散，F3 维数据很

分散。 

//  F1 维、F3 维数据很分散，F2 维数据较

分散。 

//  F1 维、F3 维数据很分散，F2 维数据较

分散。 

综上，我们看到，F1 维，舌尖元音//,//
很分散， //,/y/, //都是较分散，//, //集中；

F2 维，//,//,/y/, //,//较分散，//,//集中； F3

维，只有//分布范围集中，其他元音都是很

分散。据此，综合各元音的表现，三个维度

的离散度排序：F3>F1>F2。 

前高元音//的分离性最强。在三组图形

（图 2、图 3、图 4）中//都没有与其他元音

发生重叠的现象。而且它在 F1、F2、F3 三

个维度上都是分布范围最小，数据最集中。 

低元音//和后高元音//的分离性次强。

具体来说，低元音//在图 2、图 3 两组图形

中没有和其他元音重叠，只有图 4 和元音//、
//有部分重叠。后高元音//在图 2、图 4 两

组图形中没有和其他元音重叠，只有图 3 和

元音/y/、//有部分重叠。数据的离散度显示：

//、//都是一维数据集中、一维数据较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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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数据很分散。 

前高圆唇元音/y/、//的分离性较弱。/y/

在图 3 中与//、//、//均有部分重叠，在图

2、图 4 中与//有微小边缘重叠。//在图 3

中和//、//有部分重叠；在图 4 中和//有部

分重叠。数据的离散度显示：/y/、//均为 F1、

F2 维数据较分散，F3 维数据很分散。 

舌尖元音//、//的分离性最弱。它们在

图 2、图 3 和图 4 中都不同程度地和其他元

音发生交叠的现象。而且数据的离散度显示：

//、// 均为 F1 维、F3 维数据很分散，F2

维数据较分散。 

F1、F2、F3 在分离各元音时所起的作用

是不同的，F2 作用最大，F1 次之，F3 对于

区分卷舌和圆唇等附加特征有很好的效果。

就整个元音的分布空间而言，舌头前后的动

程大，高低的动程小。这与人的生理有一定

的关系，即口腔的横向长，纵向短 [15] 。

同时结合各元音在不同维度离散度的排序：

F3>F1>F2，我们认为 F2 作用最大。具体来

说，从发音生理的角度来看，F2 维的空间更

大，且各元音 F2 维的离散度最小，这就意

味着 F2 维能够容纳更多的相互区别的音位。 

F2 可以分离的元音组对为：//&/y/-//, 

//&/y/-// ， //&/y/-//,//-// ， //-// 、

//&/y/-//&// 、 //&//-// 、 //&//-// 、

//&//-//。单因素方差（ANOVA）分析结果

表明：每个元音组对间的 F2 值差异均显著。

具体来说，//&/y/分别与//的 F2 值差异显

著，F(2,101) =6427.818, p=0.000，F(2,101) 

=2307.075, p=0.000；//与//的 F2 值差异显

著，F(2,101) =592.034, p=0.000；//与//的

F2 值差异显著，F(2,100) =957.875, p=0.000；

/y/与//的 F2 值差异显著，F(2,101) =218.218, 

p=0.000；/y/与//的 F2 值差异显著 F(2,101) 

=413.143, p=0.000；//与//的 F2 值差异显

著，F(2,101) =420.696, p=0.000；//&/y/分别

与//的 F2 值差异显著，F(2,101) =153.383, 

p=0.000，F(2,101) =119.226, p=0.000；//&/y/

分别与 // 的 F2 值差异显著， F(2,101) 

=318.827, p=0.000 ， F(2,101) =209.953, 

p=0.000；//分别与//&//的 F2 值差异显著，

F(2,101) =171.321, p=0.000，F(2,101) =68.074, 

p=0.000；//分别与//&//的 F2 值差异显著，

F(2,101) =66.008, p=0.000，F(2,101) =12.962, 

p=0.000；//分别与//&//的 F2 值差异显著，

F(2,101) =1287.449, p=0.000 ， F(2,101) 

=818.418, p=0.000。 

F1 可以分离的元音组对为： //-//, 

//-//&/y/, //-//, //-//&/y/,  //-// 、

//&//-//、//&//-//。单因素方差（ANOVA）

分析结果表明：每个元音组对间的 F1 值差异

均显著。具体来说，//-//的 F1 值差异显著，

F(2,101) =414.663, p=0.000；//分别与//&/y/

的 F1 值差异显著， F(2,101) =227.651, 

p=0.000，F(2,101) =147.711, p=0.000；//-//

的 F1 值 差 异 显 著 ， F(2,101) =80.256, 

p=0.000；//分别与//&/y/的 F1 值差异显著，

F(2,101) =2778.288, p=0.000 ， F(2,101) 

=1606.106, p=0.000；//-//的 F1 值差异显著，

F(2,101) =1073.167, p=0.000 ； // 分别与

//&//的 F1 值差异显著，F(2,101) =33.572, 

p=0.000，F(2,101) =20.669, p=0.000；//分别

与//&//的 F1值差异显著，F(2,101) =577.257, 

p=0.000，F(2,101) =489.549, p=0.000。 

F3 对于卷舌和圆唇有很好的分离作用：

它对于//&// 和//&/y/这两对元音的分离效

果最佳，即它们都是在 F3 维度上彼此距离

最大。单因素方差（ANOVA）分析结果表明：

//&//的 F3 值差异显著，F(2,95)=73.683, 

p=0.000;//&/y/ 的 F3 值 差 异 显 著 ，

F(2,101)=103.066, p=0.000。 

4.结语 

本文利用调整后的“V”值算法对《汉

语语音数据库》中 52 位北京人的汉语普通话

基础元音/a、、、、、、/的三维声学

空间进行了较大样本的声学实验和统计分

析，发现了它们在不同维度的分布特点和相

互关系。具体来说：①外缘性元音/、、a /

分布空间相对较小，其他系统内部元音分布

空间较大。②各元音在不同维度离散度的排

序按照 F3>F1>F2 依次递减。F1、F2、F3 三

个维度相比，各元音 F3 的分布范围普遍都

是最大的，所以，F3 维度上各元音会出现比

较多的交叠现象。③7 个基础元音的区别度/

分离性存在显著的差别，其中，//的分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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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和//的分离性次强；/y/、//的分离

性较弱；舌尖元音/ /、//的分离性最弱。④ 

F1、F2、F3 三个维度在分离各元音时所起的

作用是不同的，F2 作用最大，F1 次之，F3

对于卷舌和圆唇等附加特征有很好的表现和

区别作用。各元音在不同平面的区别度存在

着规律性的补偿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和二维空间

相比，三维空间能够更加科学、全面、系统

地反映元音的实际分布情况。同时它对于复

杂元音系统的表现更具优势，所以三维空间

对于不同语言具有更广阔的应用范围。另外，

元音三维声学空间的统计性研究对于听觉、

生理方面的元音量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

值。本文只选取了汉语普通话的基础元音作

为研究对象，今后还需增加其他语言、汉语

方言的相关研究，以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

元音三维空间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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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 Ghomáláʹ语声调实验研究 

Simo Feyom Sandrine  郑 梅  曹 文 

 

摘要 早期文献记载喀麦隆 Ghomálá́语有 5 个声调。本文通过声学实验对现代 Ghomáláʹ语的

基本声调（单音节）和双音节的连调情况进行了考察。实验结果表明：（1）Ghomáláʹ语是

曲拱型声调语言，共有 4 个调类：高平调、中降调、升调和高降调；（2）Ghomáláʹ语有连

读变调现象；两个高降调组合中，后者变为中降调。 

关键词 Ghomáláʹ，声调，连读变调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Tones of Ghomáláʹ in Cammeroon 

SIMO Feyom Sandrine   ZHENG Mei   CAO Wen 

Abstract Ghomáláʹ in Cameroon was reported to have five tones. This study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basic tone patterns in monosyllables and tone sandhi in disyllables in modern 

Ghomálá, using acoustic experimental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Ghomáláʹ is a contour 

tone language with four tones -- High (H), Mid-Falling (MF), Rising (R) and High-Falling (HF); (2) 

it has one tone sandhi process -- when two HF tones are combined, the second one changes into a 

MF tone. 

Key words  Ghomáláʹ, Tone, Tone sandhi

1. 引言 

Ghomáláʹ语是尼日尔—刚果语系班图语

支的一个分支，是一种声调语言，主要分布

于喀麦隆西部的巴米累克族生活地区。目前

能够找到的最早的关于 Ghomáláʹ语的记录

是：1927 年牧师 Christol[1]开始用该语言向

巴米累克人传教。此后，一些有关的教材[5

—7]陆续出版。这些教材大体都是按照 20

世纪 Christol 基于“听音、记音”的方法对

Ghomáláʹ语的认识编写的。根据这些教材的

介绍，Ghomáláʹ语共有 5 个声调，分别为高

调 T1“´”、中调 T2“¯”、低调 T3

“`”、升调 T4“ˇ”、降调 T5“ˆ”（引

号中分别为各声调的标调符号）。Ghomáláʹ

语的声调除了有区别词义的功能外还兼有语

法功能，即一个词在句子中会因语法功能的

不同而改变声调[10—11]。如：gho 单用时

是中调，表示“去”；而在句子“我还没

去”中，gho 为了兼表否定的语法功能而变

为降调；在句子“去了”中为兼表过去时态

又变为升调。 

用声学实验的方法研究声调始于 20 世

纪早期，Bradley[2]首次运用浪纹计研究了

泰语和汉语的声调。刘复[13]以包括北京话

在内的 12 种汉语方言的声调为实验对象，

明确指出声调的高低实质是语音基频的高

低。赵元任[3]创制了声调的五度标记法，

为汉语乃至世界各声调语言中声调测定、描

写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吴宗济[15]首次运用

实验的方法得出了普通话二字组的 15 种连

读调型。易斌、阮氏发[16]也用五度制对越

南标准语声调进行了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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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发现，对 Ghomáláʹ语的研究

从 20 世纪即已开始，但却一直停留在传统

的“口耳之学”的基础上，缺乏实证的研究

与分析。另外，对 Ghomáláʹ语声调的描写

也仅停留在单音节词的层面，对其双音节词

语声调连读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文打

算通过声学实验对 Ghomáláʹ语的声调进行

考察，并进一步研究其双音节词语是否存在

连读变调现象。 

2. 实验一 

2.1 实验方法 

对 Ghomáláʹ语的每个声调选取了 5 个

单音节词（共 25 个）进行录音。这些词语

的音节结构为 CV 或 CVC，为消除辅音清

浊和元音高低可能对音节音高和时长造成的

影响，实验尽量保证清辅音与低元音、浊辅

音与高元音的混合搭配。实验过程中，将

25 个词重复 5 次并打乱顺序随机展示，发

音人每次读一个词。实验开始前有 10 分钟

的练习时间。 

参与实验的发音人为年龄在 30—40

岁、母语为 Ghomáláʹ语的 19 位喀麦隆人。

其中女发音人 10 名，男发音人 9 名。 

2.2 数据测量与处理 

实验使用的语音分析工具是网络共享软

件 praat(http://www.fon.hum.uva.nl/praat/) 。

为避免起始辅音的清浊可能对声调测量带来

的影响，测量时不算音节起始浊辅音的音高

和时长。音高测量具体做法是对相关音段的

时长 9 等分后取 10 个点记录基频值，单位

是半音(St) ——其参考频率是 100Hz，最后

分别对男、女发音人各声调的半音值进行平

均，并算出五度区间。 

2.3 结果与分析 

2.3.1 时长比较 

表 1 显示的是男、女发音人 Ghomáláʹ

语单音节词各调的平均时长。对男、女发音

人各个声调的平均时长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男、女发音人在各调时长上无

显著差异（P>0.5），说明 Ghomáláʹ语各声

调时长在性别上没有差异。对各声调时长进

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除 T2、T3

时长没有显出差异外（P>0.5），其他声调

两两成对比较均差异显著（P<0.05）。

Ghomáláʹ语各声调时长按从长到短的顺序排

列依次为：T4>T1>T5>T2\T3。 

  表1: 男、女发音人各调平均时长（单位：ms） 

 T1 T2 T3 T4 T5 

男发

音人 

221.1 156.5 171.2 283.0 182.3 

女发

音人 

224.0 160.7 169.6 274.6 203.5 

2.3.2 调形与调值比较 

图 1 和图 2 是男、女发音人单音节各声

调的调形图。从调域上看，男发音人的调域

约为 8St,女发音人的调域为 7St，均不到一

个倍频程，可见 Ghomáláʹ语的调域较窄。

从调形走势上看，Ghomáláʹ语的 T1 是高平

调；T2 和 T3 均是中降调，降幅一致，且均

降到了调域下限；T4 是升调；T5 是高降

调。据此，我们认为 Ghomáláʹ语的声调属

于曲拱型声调。这在非洲大陆的声调语言中

是比较少见的[12]。 

从调值上看，T1 为/55/，T2 和 T3 均为

/31/，T4 为/25/，T5 为/52/。进一步观察

我们发现，女发音人 T2、T3 调形线基本重

合，而男发音人 T2、T3 的调形线有稍许分

离。为考察这两个声调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我们对男发音人 T2、T3 的起点、中点、末

点音高，以及中点—起点、中点—末点的音

高差进行了 T 检验，结果显示均无显著差异

（P>0.2）。结合上文时长研究的结果，我

们有理由相信，Ghomáláʹ语的 T2、T3 可以

归并为一个声调，即 Ghomáláʹ语只有 4 个调

类，分别为高平调、中降调、升调、高降

调。这与 Bomda[1]、Domchie et al[5—7]

认为 Ghomáláʹ语有 5 个调类的观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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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男发音人调形图 

 

图 2：女发音人调形图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考察 Ghomáláʹ语两

音节词语连读时的时长和调形表现。一来看

看有无连读变调，二来也是为了探究

Ghomáláʹ语的“T2”“T3”在与其他声调

组合时是否会发生调类的分化——如果发

生，则其底层有别；反之，则二调当并。 

3. 实验二   

3.1 实验方法 

对 Ghomáláʹ语的每两个声调组合选取 5

个双音节词语进行录音，共 125 个词语。实

验步骤及发音人与实验一基本相同，发音人

每次读一个词语。但为了控制时间，有关词

语只出现一次，不再重复。实验开始前仍有

10 分钟的练习时间。 

3.2 数据处理 

分别对去掉起始辅音的前、后音节进行

时长测量并在各 5 个时长均分点上测量其基

频半音值。实验过程中我们发现如果将前、

后音节的调域一起计算，则得到的调域比单

音节时的调域明显加宽，不能很好地反映

Ghomáláʹ语的调域特点。赵元任[17]、沈炯

[14]都曾提出，不同位置上音节的调域可能

不同。受他们的启发，我们分别计算了发音

人前、后音节调域的五度空间，并在作图时

用粗框标出。 

3.3 结果与分析 

对两音节词连读时前后音节时长分析发

现：除 T4 无论在前、后音节时长均显著长

于其他声调外，其他声调在时长上均无显著

差异，因此，下文我们重点考察调形的变化

情况。 

3.3.1 T1+TX 组合 

图 3 和图 4 显示的是男、女发音人

T1+TX 组合的调形图。当 T1 位于前音节

时，仍保持高平的调形。分别对男、女发音

人的前 T1 起点、中点、末点进行 T 检验，

结果显示没有显著差异（P>0.05），说明前

T1 的调值不受后音节的影响，其调值为

/44/，比单音节时降低 1 度。 

 

图 3：男发音人 T1+TX 组合调形图 

 

图 4：女发音人 T1+TX 组合调形图 

T1 位于后音节时，调形仍为高平调，

但男、女发音人的调值略有差异，女发音人

的调值为 /55/，男发音人的调值为 /44/，

男、女发音人调值相差 1 度。T2、T3 位于

T1 后时，它们的起、末点不完全重合。男

发音人 T2 调值为/42/，女发音人 T2 调值为

/32/，而男、女发音人的 T3 均保持了单音

节时的/31/。分别对男、女发音人 T2、T3

的起、末点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

示均无显著差异（P>0.05），即男发音人

T2 的/42/与 T3 的/31/无显著差异，女发音人

T2 的/32/与 T3 的/31/无显著差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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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发音人 T2 的调值均可归并为/31/，

/42/和/32/均可视为 T2 调值的量化变体。当

T4 位于 T1 之后，其调值从/25/变为/35/。当

T5 位于 T1 之后，调值仍保持/52/。 

3.3.2 T2+TX 组合 

图 5 和图 6 显示的是男、女发音人

T2+TX 组合的调形图。T2 位于前音节时，

调形仍为中降，调值为/31/，分别对男、女

发音人的前 T2 起点、末点、末点减起点的

差值进行 T 检验，结果显示没有显著差异

（P>0.05）。 

T1 位于 T2 之后，T1 仍为高平调，且

与在 T1 后的情况相似，男、女发音人的调

值有所差异，女发音人的调值为/55/，男发

音人的调值为/44/,男、女发音人调值相差 1

度。T2、T3 位于 T2 后时，其调值无论

男、女发音人均为 /32/，且调形线基本重

合。T4 位于 T2 之后，从/25/变为/35/。T5

位于 T2 之后，男发音人 T2 的末点落在 2

度和 3 度之间的边界上，可以将其视为保持

了单音节时的调值/52/，而女发音人的调值

则非常明显，仍为/52/。 

 

图 5：男发音人 T2+TX 组合调形图 

 

图 6：女发音人 T2+TX 组合调形图 

3.3.3 T3+TX 组合 

图 7 和图 8 显示的是男、女发音人

T3+TX 组合的调形图。T3 位于前音节时，

与上文 T2 的情况相同，调形仍为中降，调

值为/31/，分别对男、女发音人的前 T2 起

点、末点及末点减起点的差值进行 T 检

验，结果显示没有显著差异（P>0.05）。 

T1 在 T3 之后，调形仍为高平，且与在

T1、T2 后的情况相似，男、女发音人的调

值有所差异，女发音人的调值为/55/，男发

音人的调值为/44/，男、女发音人调值相差

1 度。T2、T3 在 T3 之后，男、女发音人的

调形线均基本重合，与这两个声调在其他声

调后的表现相同。但男发音人的 T2、T3 起

点和末点都高 1 度，变为/42/；女发音人的

T2 变为/43/，T3 的调值变为/42/，对女发音

人 T2、T3 的末点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

果显示无显著差异(P>0.5)，可将女发音人

后音节的 T2、T3 调值暂记为/42/。结合上

文我们发现，T2 位于前音节时，后面的

T2、T3 的调值为/32/，T3 位于前音节时，

后面的 T2、T3 的调值为/42/，为进一步考

察 T2、T3 此时是否出现分化，我们对位于

T2 后的 T2、T3 和位于 T3 后的 T2、T3 的

起点音高进行了配对样本 T 检验，成对比

较结果显示均无显著差异（P>0.1）,即位于

T3 后的 T2、T3 的调值仍可记为/32/，而

/42/、/43/可视为其变体。T4 在 T3 之后，调

值变为/35/。T5 在 T3 之后，调值仍为/52/。 

 

图 7：男发音人 T3+TX 组合调形图 

 

图 8：女发音人 T3+TX 组合调形图 

3.3.4 T4+TX 组合 

图 9 和图 10 显示的是男、女发音人

T4+TX 组合的调形图。T4 位于前音节时，

后接不同声调的调值分布有所不同，为考察

后接不同声调的 T4 有无差异，分别对男、

女发音人的前 T4 的起点、末点以及末点—

起点的差值进行 T 检验，结果显示均无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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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异（P>0.05）。故仍可将前 T4 的调值

视为/25/，而将/24/、/35/视为其量化变体。 

T1 位于 T4 后时，男、女发音人的调值

仍有差异，女发音人的调值为/55/，男发音

人的调值为/44/。T2、T3 位于 T4 后时，T2

的调值仍保持/31/，T3 在 T4 后变为/41/，分

别对男、女发音人的 T2、T3 起点音高进行

T 检验，结果显示均无显著差异(P>0.5)，因

此 T3 位于 T4 后的调值仍可记为/31/，与

T2 相同。T4 位于 T4 后时，调值从/25/变为

/35/。T5 位于 T4 后时，调值仍是/52/。 

 

图 9：男发音人 T4+TX 组合调形图 

 

图 10：女发音人 T4+TX 组合调形图 

3.3.5 T5+TX 组合 

图 11 和图 12 显示的是男、女发音人

T5+TX 组合的调形图。T5 位于前音节，后

接不同声调时，前音节的音高末点在 2 度和

3 度之间，有所不同，为考察后接不同声调

的 T5 有无差异，分别对男、女发音人前 T5

的起点、末点，以及末点—起点的差值进行

T 检 验 ， 结 果 显 示 均 无 显 著 差 异

（P>0.5）。因此，仍可将前 T5 的调值视为

/52/，而将/53/视为其量化变体。 

T1 位于 T5 后时，男、女发音人的调值

仍有所不同，女发音人的调值为/55/，男发

音人的调值为/44/。男、女发音人调值相差

1 度。T2、T3 的调值为/31/。T4 在 T5 之后

调值从/25/变为/35/。T5 在 T5 之后，调值从

/52/变为了 /31/，为考察此时 T5 是否与

T2、T3 合并，对 T5 作后音节时的起、末点

音高和 T2、T3 作后音节时的起、末点音高

进行 T 检验，结果显示均无显著差异

（P>0.1）。该结果表明，T5+T5 组合，后

音节的 T5 发生了调型的改变，其调型与

T2、T3 合并。 

 

图 11：男发音人 T5+TX 组合调形图 

 

图 12：女发音人 T5+TX 组合调形图 

4. 讨论 

4.1 T2、T3 是否合并 

在实验一中我们提出由于 Ghomáláʹ语

的 T2、T3 调型相同，调值一致，它们应当

被归并为一个声调。但是，考虑到有的声调

有可能在双音节连读时会“暴露”出本调的

调性，所以是否归并还需有连调来确认。双

音节实验的结果显示，T2、T3 无论位于前

音节还是后音节，调型均相同，调值均无显

著性差异，并未因前后音节的影响而出现分

化。所以，结合单、双音节声学实验的结果

我们可以确定：Ghomáláʹ语的 T2、T3 应合

并为一个声调。为了避免行文的歧义，暂将

该调记作 T（2/3）。也就是说，Ghomáláʹ语的

声调实际只有 4 个调类：高平调、中降调、

升调、高降调。 

本研究结果与引言中前人对 Ghomáláʹ

语声调的认识相异。我们认为原因可能有

二：一是前人的研究所采用的是传统的基于

“口耳之学”的方法，由于缺乏客观的声学

数据而导致了研究结果的偏差；二是世界上

的各种语言都在不断的变化中，作为语言物

质外壳的语音是在语言各要素中变化速度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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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要素。本研究与 Christol[1]对 Ghomáláʹ

语的介绍相距了近一个世纪，语音极有可能

在此段时间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能

是由于在 Ghomáláʹ语方言区人们均以法语

或英语为工作语言，而无论是法语还是英语

都属于非声调语言。因此，在频繁的交换使

用过程中，Ghomáláʹ语的语音系统极有可能

受到上述非声调语言的影响而发生声调合

并、系统简化的现象。参与本研究的发音人

均为年龄在 30—40 岁的中年人，他们的发

音可以作为当下 Ghomáláʹ语发音的典型代

表。 

4.2 Ghomáláʹ语的连读变调模式 

双音节声调实验结果还表明 Ghomáláʹ

语双音节词语声调组合存在调位性变调和非

调位性变调。调位性变调指调型发生改变，

与其他声调相混。Ghomáláʹ语两个高降调组

合中，后一个高降调变为中降调。非调位性

变调指调型不与其他声调相混，但调形曲线

在调域中的位置允许有一定程度的改变，表

现为调值的抬高抑低，调型压缩，可以视作

本调位的量化变体。在 Ghomáláʹ语中我们

发现除 T1 作前音节时发生了调阶的下降以

外，其他声调作前音节时都能保持单音节时

的调值不变，调值和调域的改变基本发生在

后音节。如：T（2/3）位于 T（2/3）后时，后音

节末点音高抬高 1 度；T4 位于后音节时起

点音高降低 1 度； T5 位于后音节时

（T5+T5 除外）末点音高抬高 1 度。我们也

注意到，当 T1 作后音节时，所有女发音人

的调值均为 /55/，而男发音人的调值均为

/44/，这有可能反映出了 Ghomáláʹ语在社会

语音学上的差异，说明男发音人倾向于用更

省力的方式发音。 

如果我们把非调位性的变调看作调位的

量化变体，把调位性变调看作连读变调的一

种类型，那么，Ghomáláʹ语双音节声调组合

的类型就可以归纳为 15 种模式。 

4.3 Ghomáláʹ语的连读变调的底层机制 

Ghomáláʹ语双音节词变调大部分可归因

于协同发音现象。Chomsky & Halle [4]指出

协同发音是语言器官的物理性质。Lindblom 

[8—9]分别用“发音目标理论”和“省力原

则”解释协同发音现象。在 Ghomáláʹ语双

音节声调组合中我们看到，当前音节声调的

末点音高具有“H”的音高特征时（如

T1、T4），若后接降调 T（2/3），则此时发音

器官在惯性作用下无需再度紧张，而只需持

续放松即可完成发音，因此 T（2/3）调值可以

保持不变；若后接升调 T4，则前音节末点

到后音节起点发音器官需要有一个从紧张到

快速放松的过程，由于时间的限制，发音器

官无法在短时间内达到 T4 单音节的发音目

标，而只能使 T4 的起点音高抬高，同时，

T4 的末点音高也受到前音节声调“H”音高

特征的限制而降低。当前音节末点音高具有

“L”的音高特征时（如 T（2/3）、T5），则

由于声带维持长时间的低频震动比较困难，

因此，后接声调起点音高被抬高；若后接声

调具有“非 H”的音高特征且音高运动方向

与前音节声调相同时（如 T（2/3）），则后接

声调的末点被抬高，降幅被压缩；若后接声

调的音高起点具有“H”的音高特征（如

T1、T5），则后接声调的音高将受前音节

的末点音高的影响而降低；在 T5+T5 组合

中，这种现象尤其明显，甚至导致了后音节

调型由高降调变为中降调，与 T（2/3）调型合

并。 

然而我们也发现当前音节声调的末点音

高具有“H”的音高特征时（如 T1、T4），

若后接声调的起点同样具有“H”的音高特

征（如 T1、T5），前、后音节声调的调值

并不能用协同发音现象来解释。另外，T4

位于前音节时，调值完全不受后音节影响，

始终保持/25/。这些发音现象的底层机制还

需在未来继续探讨。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声学实验对 Ghomáláʹ语基本

声调（单音节）和双音节连调情况进行了考

察，实验结果表明：（1）Ghomáláʹ语为曲

拱型声调语言，共有 4 个调类：高平调、中

降调、升调、高降调。（2）双音节连调的

表现进一步证明 Ghomáláʹ语现只有 4 个声

调，而且存在连读变调现象；在两个高降调

组合中，后者变为中降调，Ghomáláʹ语双音

节声调组合因此可归纳为 15 种模式。 

中国语音学报 第8辑，2017年，北京

52



本文从声学层面证明了旧说 Ghomáláʹ

语的 T2、T3 应归并为一个调类，但我们也

注意到其词汇正词法中存在如 dō（屋顶）

和 dò（不幸）这样音段相同、仅以 T2、T3

声调的不同区别意义的现象。那么 T2、T3

合并以后，人们在听感上是否仍能感知到这

些词义的差别？以及旧说 T2、T3 在句子层

面上体现出语法上的不同是否属于语调的表

现？这些问题也都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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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城关方言单字调研究 

曹梦雪 

摘要 本文结合纸笔调查和语音分析的方法探究了昌黎城关方言单字调的调类情况和语音

特点。分析结果显示，今昌黎城关方言共包含 4 个单字调，分别为阴平 41、阳平 243、上

声 213和去声 453。这 4 个声调全部为曲拱调。其中，阴平和去声为单拱（即“凸拱”）型，

时长较短；阳平和上声为双拱（即“凹凸拱”）型，时长较长。研究还发现，古全浊上和

古浊去字的调类归属和调值特点正处在动荡期。分析认为，这一类字的声调调类应归入阳

平，而其兼读 453调的情况应列为又音，属单字层面的跨调现象。 

关键词 河北方言，昌黎城关方言，单字调，语音分析 

Study of Changli-Town Dialect’s Citation Tones 

CAO Mengxue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tonal categories and tonal features of Changli-town dialect 

based on analyses from both the paper-based and audio-based investig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angli-town dialect has four citation tones, which are Yinping 41, Yangping 243, Shangsheng 

213 and Qusheng 453. All of those are curve tones, where Yinping and Qusheng are single-arch 

(i.e. convex-arch) tones with shorter duration, and Yangping and Shangsheng are double-arch (i.e. 

concave-convex-arch) tones with longer duration. The research also reveals that, the tonal 

categorization and tonal features of ancient-fully-voiced Shangsheng and ancient-voiced Qusheng 

characters are now experiencing an unstable period. The analyzed results prove that those 

characters should be categorized as the Yangping tonal category, and their concurrent 

pronunciation, the 453 tone, should be judged as a paralleled tonal representation, which belongs 

to the cross-tone phenomenon at character level. 

Key words Hebei dialect, Changli-town dialect, Citation tone, Phonetic analysis

1. 引言 

昌黎县地处河北省东缘，今属秦皇岛市

管辖。昌黎城关镇位于昌黎县北部。城关镇

的口音与周围乡镇有所不同，当地人将城关

话称为“昌黎话”，将周围乡镇的话称为

“庄里话”
①
。前人对昌黎方言的描写非常

有限，相关调查材料和研究成果只见于

1960 年出版的《昌黎方言志》[3]。 

                                                           
①
 “庄里”的意思是“乡下”。 

据《昌黎方言志》记载，昌黎城关方言

的单字调包含轻声在内共有 7 个，分别是： 

阴平 32  阳平甲 13 阳平乙 11  

上声 213  阴去 55   阳去 24  

轻声  

由于轻声在昌黎城关方言中分布十分广

泛，《昌黎方言志》将轻声归入单字调系统，

并以单字同轻声的搭配情况来区分阳平的甲

乙及去声的阴阳：阳平甲 13 不用于轻声前，

阳平乙 11 只出现在轻声前；阴去 55 不用于

轻声前，阳去 24 多数用在轻声前。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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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昌黎方言志》中所记载的阳平乙、阳

去和轻声实际上都具有词汇层面的连读调特

点。 

在《昌黎方言志》所记载的昌黎城关方

言的单字调系统中，调类之间的区别十分精

细。阳平甲 13 起头略降，与上声 213 差别

很小，但发音人可以清晰地区分这两个调类。

此外，发音人也能够区分阳去 24 与阳平甲

13，因而这两个调类也不可以合并。 

根据上述《昌黎方言志》中所记载的情

况，昌黎城关方言的单字调类之间区别细微，

整个声调系统在北方官话中具有鲜明的特点

[10]。本文在纸笔调查和语音实验分析的基

础上，详细考察了现今昌黎城关方言的单字

调特点，对单字调的语音特点进行了描写和

分析，力求客观翔实地反映昌黎城关方言单

字调系统的语音面貌。 

2. 材料及方法 

本研究的语料采集工作在中国语言资源

保护工程的技术规范框架下执行，采用了纸

笔记录与音视频摄录相结合的调查方式。遴

选发音人时，我们严格限定了个人经历、家

庭语言环境等条件，保证了发音人方言语音

的纯正性；录音的采集在当地隔音条件良好

的专业录音室中进行，使用“北语录音”软

件逐条录音，采样率为 44.1 KHz。 

2.1 发音人及语料 

本研究的调查地点为河北省秦皇岛市昌

黎县昌黎镇一街，调查及录音时间为 2016

年 5 月至 10 月。发音合作人为马季强，

1953 年生于昌黎镇四街，小学文化，其父

母及配偶均于昌黎镇出生长大，他本人及其

家人都只说昌黎城关话。马季强自出生至今

没有长时间离开过昌黎城关镇，他年轻时在

生产队干活，随后主要做小买卖或在家务农。

发音人身体健康，嗓音清晰，牙齿健全，无

语言或听力障碍。 

本研究所采用的调查表分别为《中国语

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4]中第 61－65

页的音系调查表（包含声母、韵母和声调的

基本音系例字）和第 67－81 页的单字调查

表（包含 1000 个单字）。 

2.2 实验分析方法 

在分析单字调的过程中，首先，我们需

要根据纸笔调查的结果来确定今昌黎城关方

言单字调的调类。调查时，我们参照《中国

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中第 61 页的

声调调查表，以古声调的“平、上、去、入”

和古声母的“全清、次清、次浊、全浊”来

将调查例字分类，依此共构成 4×4=16 类

调查条目。进而，我们依靠“听音”和“比

字”将来源自不同古“声—调”类别（即依

上述古声母和古声调确定的类别，例如“东”

为“古全清声母平声字”）但今声调特征相

同的字归入今声调系统的同一调类中，并将

声调特征不同的字加以区分。 

调类确定之后，为了更准确地描写声调

的调值特点，我们采用 Praat 语音分析软件

对语音数据的声调特征进行了量化分析。为

了提高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会对同一调

类的所有例字的声调特征进行测量，然后通

过计算平均值的方式获得能够代表这一调类

声调特征的量化描写数据。具体的数据处理

过程叙述如下。 

首先，是基频特征数据的提取。我们通

过 Praat 语音分析软件分别提取了各个例字

韵母段的时长数据和基频特征曲线。在提取

过程中，每个单字设 11 个基频采样点（即

包含 10 个时间间隔）。换言之，针对每一

个单字，我们采用 10 段时间间隔来描绘其

声调特征随时间的变化，并采用 11 个采样

点来勾勒其韵母部分的基频特征曲线。在这

一过程中，我们参照朱晓农[11]的研究剔除

了“升头降尾”、音节末尾的嘎裂段等源于

声带振动惯性的非音位特征。 

依照此数据提取方法，我们进一步对通

过录音得到的所有例字的语音信息进行了量

化处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同一调类的

所有基频数据依采样点的位置进行对齐，求

出各采样点的基频均值，然后以 11 个采样

点的基频均值描绘该调类的基频特征走势。

为了考查不同调类的时长特点，我们保留了

韵母段的绝对时长信息，并参照朱晓农[11]

提出的方法，依照 10 段时间间隔对韵母段

的绝对时长特征进行量化的表征。而为了使

实验分析的结果更接近人耳的听感，我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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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改良的 T 值法[7, 9]对基频曲线的采样值

进行了规整处理，并将规整结果转换为 5 度

值的表示方式（见公式 1）。其中，T表示

规整后的声调调值，𝑥表示某一测量点的基

频均值（以 Hz 为单位），𝑚𝑖𝑛表示各调类

中所有的测量点基频均值中的最小值，

𝑆𝐷𝑚𝑖𝑛表示构成基频均值最小值的源数据的

标准差，𝑚𝑎𝑥表示调类中所有的测量点基频

均值中的最大值，𝑆𝐷𝑚𝑎𝑥表示构成基频均值

最大值的源数据的标准差。 

T =
log𝑥−log(𝑚𝑖𝑛−𝑆𝐷𝑚𝑖𝑛)

log(𝑚𝑎𝑥+𝑆𝐷𝑚𝑎𝑥)− log(𝑚𝑖𝑛−𝑆𝐷𝑚𝑖𝑛)
× 5  (1) 

通过引入极值点的标准差信息（即

𝑆𝐷𝑚𝑖𝑛和𝑆𝐷𝑚𝑎𝑥），改良的 T 值法可以使极

值点落到调域边界内部而不是边界线上，从

而增大了对极值点的包容性[7]。由公式 1

计算所得的 T 值的取值范围在 0 至 5 之间，

T 值与 5 度标记法中的调值之间的对应关系

为： 

T 值 0-1 1-2 2-3 3-4 4-5 

5 度值 1 2 3 4 5 

3. 单字调分析 

基于对纸笔调查材料和语音数据的分析，

我们将昌黎城关方言的单字调记为以下 4 个： 

阴平 41   东该通开 搭哭拍           

阳平 243  门龙铜皮 动罪卖乱洞地  

     节急毒白 

上声 213  懂古统苦买老 谷百塔切     

去声 453 冻怪痛快 六麦叶月 

以下我们针对调类划分和调值描写中的

一些重点问题做详细说明，并对调类之间的

共性和差异性特征进行比较和整理。 

3.1 调类的划分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昌黎城关方言在轻

声环境下的变调情况较为复杂，所以我们将

轻声归作连读变调的范畴，不列在本文对单

字调的讨论之内。在单字调的描写中，我们

只记单字读音，不记连读的情况。因而本文

与《昌黎方言志》记录有别，阳平不分甲

乙 。 

另据《昌黎方言志》记载，去声有阴阳

之分，阳去调多出现在轻声前，少数也可单

说，且因这一类字的调值与其所记载的阳平

甲有所差异，故单独列为阳去。据记载，读

作阳去调的字的来源主要为古全浊上字和古

全浊去字，还有少数平声字
②
。而陈淑静[2]

则指出，昌黎的去声单字调只有一个，但在

某些“去声＋轻声”的连读字组中，可以分

出阴去和阳去。其中，在口语常用字组中，

阴阳去合流的情况较少，多读阳去调；而来

自普通话或书面语的字组往往不分阴阳，多

混入阴去。 

那么，《昌黎方言志》中所记载的阴去

与阳去的区别现今还存在吗？若存在，那么

这种阴阳相别的现象到底是属于单字层面的

调类特征，还是词汇连读层面的变调特征呢？

这种阴阳的区别应当归结于调类之间的差异

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对今昌黎城关

方言的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 

在现今的昌黎城关方言中，大部分古全

浊上字、古浊去字以及少数古清去字可读作

243 调，与今阳平相同，例如发音人不能区

分“硬—赢”、“饭—矾”等字对。这一类

字除少部分字只读 243 调（例如“饿、浪、

被被子”）以外，多数字同时存在又音，可

读作 453 调，与今去声相同。而这其中，多

数字的又音是依语境的不同而辨读的，例如，

“汗出～”读 243 调，而“汗流～”读 453

调；少数字则自由变读，例如“祸车～”既

可读作 243 调也可读作 453 调。 

通过整理调查记录，我们总结出的古全

浊上或古浊去字今读 243 调的情况有以下几

种：①单说，例如“饿、浪、被、柜、树”；

②出现在非轻声词末尾，例如“开会、说话、

吃饭”；③出现在非轻声短语末尾，多见于

主谓结构中或“忒”字之后的形容词，例如

“苹果大、刀钝、车子慢、担子重”，“忒

淡、忒坏、忒旧”；④出现在轻声字前，例

如“后头、抱着、问问、乱咧”；⑤出现在

儿化音节中，例如“柱儿、馅儿、豆儿”。 

                                                           
②
 这里所说的平声字读阳去调的情况实际也属于

连读层面的音变现象。《昌黎方言志》中举例有：

天～•道、桑～•树、八～•个，白～•露、黄～•病、

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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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①－③条（即一方面可以单说,

另一方面可以作非轻声词语的后字），我们

认为，古全浊上和古浊去字今读 243 调的现

象并非源于今去声调的字在语流环境中的连

读音变，其本质属性应划归单字调的范畴。

而又因其调值特点与今阳平的 243 调相同，

所以，这一类字和今阳平调应归为同一调类。 

根据《昌黎方言志》的记载，当时的阳

平甲读 13 调、阳去读 24 调，二者调值非常

接近。并且，阳平甲在连读层面有时也会变

读为 24 调。因此，在语音演变的过程中，

当时的阳平甲和阳去非常可能因调值相似而

发生了合并。若此假设成立，那么这一过程

的合并趋向如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

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一类字的又音现象。 

上文我们介绍过，古全浊上和古浊去字

在今昌黎城关方言中除少数字只读 243 调以

外，其余多存在又音，可读作 453 调，与今

去声调相同。而由于变读 453 调后，这一类

字同样可以单说，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又音现

象的本质是一种单字调层面的跨调现象。由

此看来，古全浊上和古浊去字既与今阳平调

在调值调类上发生合并，又存在变读为今去

声调的又音现象。这种复杂交错的调类关系

反映出，古全浊上和古浊去字的调类归属和

调值特点在现今的昌黎城关方言中正处于动

荡的时期，处在演变的过程中。而相比较而

言，今阳平调和今去声调的字的情况则较为

稳定。至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在演变过

程中，原来读阳去调的字向原来读阳平甲的

字靠拢，发生了合并，调类统一归入了今阳

平中。 

综上所述，在现今的昌黎城关方言中，

古全浊上和古浊去字的今声调调类应归入阳

平，而其兼读 453 调的情况应列为又音，属

单字层面的跨调现象。 

由上述分析可见，在现今的昌黎城关方

言中，《昌黎方言志》中所记载的那一类读

作阳去调的字依然存在，且同样多存在与去

声
③
语音特点相同的又音。这一类字的主要

来源为古全浊上和古浊去字，其本身的调值

特征已与阳平相同，调类归入阳平。 

                                                           
③
 今去声，对应《昌黎方言志》所记载的阴去。 

通过进一步比较老年人与青年人的发音

情况，我们还观察到了古全浊上和古浊去字

读音的演变趋势。在青年人的语音系统中，

这一类字读 243 调的数量要少于老年人；且

在仍保留 243 调读音的字中，自由变读 453

调的情况较多，依语境辨读的情况较少。青

年人在更多情况下，将这一类字读作又音，

即 453 调。因此，在青年人的音系里，又音

有逐渐取代原音、成为主流读音的趋势；进

而，这一类字有从阳平逐渐流向去声的趋势。 

总结来说，昌黎城关方言古今调类归派

的特点主要包括：古清平字归阴平；古浊平

字归阳平；古清上、次浊上字归上声；古全

浊上、浊去字归阳平，但大多数存在又音，

可读去声调；古清去字归去声；古清入字无

明显分派规律，分别归入阴平、阳平、上声

和去声；古次浊入字归去声；古全浊入字归

阳平。 

3.2 调值描写及调形特点 

通过对录音数据进行语音分析，我们绘

制了今昌黎城关方言阴平、阳平、上声和去

声这 4 个调类的基频特征曲线（见图 1）。

在纸笔调查和语音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以下

结合感知线索和量化特征对这 4 个声调的语

音特点进行详细描写。 

 

图 1：昌黎城关方言单字调基频曲线图 

阴平 41，为高降调，平均时长较短

（0.27 s）。调形呈凸拱状，前段较平，前

段末尾开始呈下降趋势，下降段占据调形的

主要部分。在听感上，阴平调降感明显，调

形的下降段是阴平的区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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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 243，为低升调，平均时长较长

（0.38 s）。调形近似双曲拱状，前段较平，

前段末尾开始上升，于中后段到达高点，然

后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这里，我们需要针对

阳平调前段和末段的特点做进一步说明。阳

平调的前段并不是直接上升的，其通常会伴

有一段较为平缓甚至略微下凹的过渡，但这

部分听感不显著，属于声带振动初期的过渡

性特征。阳平调的末段有明显的降尾，无论

在语音表现上还是听感上都非常显著。受降

尾和声调时长的影响，阳平音节末尾的韵腹

或韵尾部分常出现延长现象，这一点在鼻音

韵尾中尤为突出。此外，阳平音节末尾还常

伴有嘎裂嗓音，是调尾下降的连带性影响。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只要调形为低升走势，

调尾达到高点，感知上就归为阳平。综合阳

平调的感知特点和声学表现，我们认为，调

形前段的过渡和末段的降尾都不是阳平调的

区别特征，阳平的主要区别特征是调形的高

点。然而，其调尾下降段的语音特征十分显

著，是构成昌黎城关方言声调特点的重要因

素之一，所以我们在调值描写中将该下降段

记出。最后，虽然图 1 中的数据显示阳平止

于 2 度的范围内，但为体现阳平调起点与终

点的音高差异，我们将终点取为 3 度，最终

定值 243。 

上声 213，为降升调，平均时长最长

（0.42 s）。调形呈双曲拱状，前段下降，

中段开始上升，于后段到达高点，然后呈轻

微下降的趋势。上声的调形和调域与阳平十

分接近，听感上较难区分。与阳平相比，上

声的起点略高但差异并不显著，二者终点则

基本一致。由于前段的下降段占据了部分时

长，上声的上升段起始点的时刻和到达调形

高点的时刻都要比阳平靠后。上声的后段虽

与阳平一样也存在下降的趋势，但降幅不足

一度。此外，上声音节末尾有时也会伴有轻

微的嘎裂嗓音。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只要调

形为低起的降升型，感知上就归为上声。综

合上声调的感知特点和声学表现，我们认为，

调形后段的轻微下降并不是上声的区别特征，

上声的主要区别特征是调形的低点。最后，

虽然图 1 中的数据显示上声止于 2 度的范围

内，但因为上声的降尾并不显著，我们在调

值描写中不将该下降段记出，最终定值 213。 

去声 453，为高调，平均时长最短

（0.25s）。调形呈凸拱状，前段上升，中

段达到高点，然后呈下降趋势，调形终点低

于调形起点。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去声的调

尾常伴有紧喉动作，使声调曲线在降到中调

域时便截止，而后随着紧喉的解除，去声音

节的末尾常伴有嘎裂嗓音，使音节尾在听感

上有低调的特点。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嘎

裂嗓音所带来的低调听感是发音目标完成后，

声带依惯性自然运动的结果，并不属于去声

本身的音位特征。高调是去声最显著的特点，

调尾下降段的降幅以及发音完成后的嘎裂嗓

音都不是其区别特征，去声的主要区别特征

是调形的高点，以及高点前后段的高调域特

征。综合去声调的感知特点和声学表现，去

声的调尾截止在中调区域，比阳平和上声的

终点略高，最终定值 453。 

3.3 调类间特点比较 

通过 3.2 中对调值和调形的分析，我们

观察到了今昌黎城关方言单字调系统中各调

类之间的一些共性和差异性特点，具体探讨

并归纳如下。 

3.3.1 全部为曲拱调 

昌黎城关方言的 4 个声调中没有单纯的

平调、升调或降调，阴平 41 和去声 453 为

单拱调，阳平 243 和上声 213 为双拱调。这

构成了昌黎城关方言曲折起伏的声调特点，

是昌黎城关方言声调系统的鲜明标志。 

其中，较为特殊的是阳平和上声这两个

双拱调。这两个调的曲折特点与朱晓农等人

[5, 14]所提到的“两折调”极为相似。 

“两折调”指的是听感上先凹后凸有两

个拐点，并在声学上有个大致对应的声调，

具有“降—升—降”的趋势[14]，相当于

“double circumflex tone”[1]。据相关研究

[5, 6]记载，与昌黎城关方言的情况类似，

昌黎县东南部的滦南话的上声、南部的乐亭

话的阳平和上声都具有两折调的特点。朱晓

农和衣莉[14]的研究指出，两折调现象在全

国方言中分布广泛，在吴语、湘语、赣语、

客家、粤语、官话这六大方言区均有发现，

而且在一些方言中，两折调具有区分意义的

作用，可与凹调形成对立，具有音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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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江西宁冈话中，阳平为凹调 323，

上声为两折调 4232，二者形成对立[14]。不

过，滦南话和乐亭话中的“两折调”并不具

有语言学意义上的区分作用，不存在明显的

对立[5,14]。两折调通常可以用 4 个数值来

描写，例如乐亭的阳平可记为 3232。但是，

许多方言中的两折调并不是理想的两折调，

可进一步划分为“前高后低”和“前低后高”

两种变体。这两种变体在口语中又常出现

“弱化”或“退化”的现象[5, 14]。例如，

乐亭的阳平就属于“峰点削弱”型的弱化的

两折调，记为 32
3
2 更为准确[5]。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5, 14, 15]，结合

3.2 中我们对阳平和上声调形特点的分析，

我们认为，今昌黎城关方言中的阳平和上声

在调形特征上均属于“两折调”的范畴。不

过，它们并不是理想的两折调，而是一种

“弱化”的两折调形式，且它们的弱化情况

有所分别。阳平 243 的调形属于“前低后高”

型，调形前段有所弱化，调头趋于平缓，不

能形成明显的降幅，调中峰值较高，调尾降

幅明显；而上声 213 的调形虽接近理想的两

折调，但其后段有所弱化，调尾的下降趋势

并不显著。 

3.3.2 音节尾嘎裂 

嘎裂现象在河北方言中非常普遍[13]。

在昌黎城关方言中，除阴平 41 调以外，阳

平 243、上声 213 和去声 453 调的音节末尾

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嘎裂嗓音。虽然在阳平、

上声和去声中，嘎裂嗓音都不是区别特征，

但其具体表现和性质各不相同，具有各自的

语音特点。 

阳平 243 调的调尾下降明显，调尾的下

降是发音目标之一。在发音完成后，声带的

振动速率依惯性呈自然衰减的趋势，容易发

生嘎裂。上声 213 调的调尾虽有下降，但该

下降并不是发音目标。发音完成后，声带的

振动速率不具有持续下降的惯性，因此，较

少发生嘎裂。此外，导致阳平和上声音节末

尾发生嘎裂的一个共同的原因是这两个调的

时长特征所引起的音节尾延长。 

去声 453 调属于短降调，而短降调常伴

有调尾喉堵和听感低而紧的特点[12]。去声

调尾在下降的过程中伴有紧喉动作，调形到

中域即截止。而紧喉解除后，发音剩余的能

量会依惯性带动声带产生嘎裂嗓音，使去声

音节的末尾在听感上产生低调的错觉。然而，

这部分嘎裂嗓音并不是去声的发音目标。 

3.3.3 阳平、上声相近 

阳平 243 和上声 213 的调形和调域都十

分接近，听感上较难区分。两个调类之间的

主要差别有三点：①阳平的区别特征是调形

中段上升的高点，上声的区别特征是调形前

段下降的低点；②上声的上升段起点和到达

高点的时刻比阳平靠后；③阳平调尾下降段

的降幅比上声明显。 

3.3.4 阴平、去声有别 

阴平 41 与去声 453 都以高调为起点，

且都具有下降的成分，但这两个调类间的差

异较为明显，听感上容易区分。阴平的区别

特征是自调形前段末尾开始的明显的下降趋

势；去声的区别特征是调形中段的曲拱高点，

其下降趋势并不明显。听感上，阴平是明显

的降调，而去声是明显的高域调。值得注意

的是，去声调尾常伴有的嘎裂现象带有低调

的特征，听感上容易形成调形下降的错觉，

但这部分嘎裂嗓音不是去声调的音位特点。 

3.3.5 两长两短格局 

昌黎城关方言的 4 个声调的平均时长形

成两两一组的格局，阴平和去声较短，阳平

和上声较长。阳平和上声较长的调形会使处

在音节尾的韵腹或韵尾产生延长现象，其对

鼻音韵尾的延长作用最为明显，并且阳平的

调尾延长现象更加显著。 

4. 结语 

1958 年年底，应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

纂委员会邀请，丁声树先生带领中国科学院

语言所方言组（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方言室）的全体科研人员前往昌黎县开展方

言调查[8]，后著有《昌黎方言志》一书。

书中所蕴含的方言研究方法和严谨的治学风

格惠及数辈学者。时隔近 60 年，我们追寻

着前辈的足迹，再次踏上了这片令人敬畏的

土地，试图从那浓浓的“奤儿”韵中探寻昌

黎城关方言的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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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昌黎方言志》中的记载相对照，现

今昌黎城关方言单字调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①阳平调尾有明显的下降趋势。②

《昌黎方言志》中记为阳去的与阳平甲有区

别的那一批字今读 243 调，与今阳平相同，

今调类归入阳平，兼读 453 调的现象列为又

音。③《昌黎方言志》中记载“阴去为 55

调，尾略降”；今去声的情况与原记载基本

一致，只是调形的凸拱更加明显。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古全浊上和古浊

去字的调类归属和调值特点在现今的昌黎城

关方言中处于模糊的状态。一方面，其底层

的调值特点与阳平相同，调类归入阳平；另

一方面，其中多数字存在又音现象，可读

453 调，与去声相同。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是

语音演变中过渡时期的特征。在将来，其势

必朝着稳定的状态发展，而发展和演变的方

向则可能同时受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社会因

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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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 CVN 音节鼻尾鼻化度的统计 

张婧祎  时秀娟 

摘要 有不少研究指出，汉语的鼻音韵尾与其他语言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已有学者对汉语

语音中的鼻尾进行了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扩大语料范围，利用鼻

音计以及 SPSS 软件对北京话清声母+元音+鼻音尾音节（记作 CVN 音节）进行研究，考察：

①清声母和前接元音对北京话 CVN 音节鼻尾鼻化度的影响；②按照鼻尾的正常、弱化和鼻

化的分布范围，考察声调对北京话 CVN 音节鼻尾鼻化度的影响。通过本次实验，希望为建

立鼻音鼻化度和口音鼻化度之间的界限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北京话，单字音，鼻尾，声调，性别 

The Statistics of Nasal[Office1] Endings of CVN Syllables in Beijing Dialect 

ZHANG Jingyi   SHI Xiujuan 

Abstract Many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nasal endings in Chinese syllable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other languages. Many scholars have mad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studies on 

Chinese nasal endings.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we studied the CVN syllables in Beijing dialect 

on an expanded set of data using Nasometer II 6400, in order to inuestigate: (1) the influence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 and the preceding vowel on the nasal ending in CVN syllables in Beijing dialect; 

(2)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ones on the nasal ending in CVN syllables in Beijing dialect. Through 

this experiment, we hope the finding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nasal boundary 

between nasal and oral sounds. 

Key words Beijing dialect, Monosyllabic word, Nasal finals, Tone, Gender

1. 引言 

有不少研究指出，汉语的鼻音韵尾有与

其他语言不同的一些特点，大多数学者认为

北京话鼻韵尾已经不是纯粹的鼻辅音或鼻塞

音，传统语音研究和现代的实验研究都支持

这一结论。 

学界认为鼻音韵尾弱化主要是由两个原

因造成的：第一，与元音的高低有关。李荣

在《语音常识》 [年酱2] [1]中就已指出，

“[a]后头的鼻音韵尾[n]、[]比较弱，其他

元音后头的鼻音韵尾[n]、[]比较显著。”

李荣先生实际上指出鼻尾发音的充分程度与

前接元音的舌位高低有关。低元音后面的鼻

尾往往较弱，非低元音则强一些。第二，声

调的类别促使鼻尾分化。“当声调是平声和

上声时，中古的/-m/尾和/-n/尾变成了元音

的鼻化成分；当声调是去声时，中古的/-m/

尾和/-n/尾变成了元音韵尾/-i/。”吴宗济等

[2]认为去声音节里的鼻尾容易脱落。 

时 秀 娟 等 人 利 用 鼻 音 计 （ Kay 

Nasometer II 6400）对汉语普通话鼻音韵尾

进行研究[3]，运用鼻化度参量划分出鼻尾

正常、鼻尾弱化以及鼻尾鼻化状态之间的界

限，发现虽然各种情况下鼻音韵尾的鼻化度

表现有不同，但都具有鼻音、弱化和鼻化三

种状态。不同声调音节中鼻尾的鼻化度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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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小顺序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并且

在上声和去声中更容易有弱化和脱落的现象。 

本次实验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扩充

实验语料，利用鼻音计对 CVN 音节鼻韵尾

的鼻化度进行进一步研究，考察声调对

CVN 音节鼻音韵尾鼻化度的影响。 

2. 实验说明 

2.1  语料及实验设备 

本次实验所用的发音字表为汉语普通话

单音节字表。音节中的声母包括塞音、擦音、

塞擦音以及通音//、//、//、//；音节中

的韵母为单元音韵母以及带鼻音韵尾的韵母，

按普通话的声韵拼合关系组成各种音节（字

表从略）。 

发音人共有 34 人，男性和女性各有 17

位，年龄在 20—30 岁之间，生长于北京，

父母均为北京人。发音人均口音纯正，无耳

鼻咽疾病。 

录音在北京语言大学语音实验室内进行，

要求发音人用自然语速朗读发音字表，每个

字读 3 遍。实验设备为美国 Kay 公司生产

的 Nasometer Ⅱ6400 鼻音计。 

鼻音计配有口鼻分音装置，有一块隔板

挡在口与鼻之间，将口腔声音与鼻腔声音分

开，语音被分为口、鼻两个通道同步录入鼻

音计。同时利用 Cool Edit Pro 进行同步的普

通声学录音，以满足相关分析的需要。 

2.2 鼻化度 

鼻音计能够自动测算口音能量、鼻音能

量及鼻化度，实时计算并显示鼻化度

（Nasalance）曲线的图形。鼻音计采集的

是声带振动下的语音能量数据，主要表示带

音（Voiced）部分的语音鼻化度，北京话的

塞音、擦音、塞擦音都是不带音（Voiceless）

的辅音，发音时鼻音计采集不到语音能量，

没有鼻化曲线。 

鼻化度是语音发音时鼻化的程度。鼻化

度的数值表示为 N 值。N 值的计算公式为： 

N =100×n／(n +o) 

其中 n 表示鼻音能量（nasal acoustic 

energy），o 表示口音能量（oral acoustic 

energy）。此公式实际上表示的是鼻音能量

在整个口音、鼻音能量之和中所占的比例。

计算出的数值在 0—100 之间，数值越大，

表明鼻音的能量越强，鼻化度越高；反之则

鼻音能量越弱，鼻化度越低。鼻化度曲线是

在以鼻化度为纵轴（标度为 0—100 之间）、

时间为横轴的二维平面图中显示的由鼻化度

数据样点连成的曲线。图 1 中显示的是由鼻

化度数据样点连成的北京话语音“娘”的鼻

化度曲线。 

 

图 1：鼻化度曲线示例（以“娘”为例） 

在图 1 中，起点处曲线很高，随后逐渐

降低，到谷底后又逐渐升高。这反映出发音

时从鼻音能量很高的声母/n/到鼻音能量较

低的元音/i/、/a/再到鼻音能量很高的韵尾//

的鼻化度变化情况。图形中的谷值表示鼻音

能量较低，峰值表示鼻音能量较高。 

鼻化度可以作为衡量鼻音、口音、鼻化

音以及通音等各类语音的口、鼻能量的很好

的量化参量，也是探索鼻音特性的一个重要

参量。研究[4]表明，鼻音与非鼻音具有各

自的鼻化度临界值，临界值之间形成一个区

分鼻音与非鼻音对立的断裂带。鼻化元音则

是分布在临界值之间的断裂带上。鼻音的鼻

化度具有相对性。鼻音的临界值在 N 值 80

左右，非鼻音的临界值在 N 值 40 左右。在

这两个临界值之间存在断裂带，鼻化元音的

N 值分布在两个临界值之间。口音和鼻音在

发音生理上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它们之间存

在连续性。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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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鼻音与非鼻音临界值示意图 

2.3 实验目的 

本次实验主要研究北京话中声母+元音

+鼻尾（记作 CVN 音节）鼻尾的鼻韵尾以

及声调对鼻尾鼻化度的影响，利用鼻音计的

相关功能以及 SPSS 软件完成数据分析的相

关工作。 

3. CVN 音节鼻尾的鼻化度 

3.1 CVN 音节单字音鼻尾的鼻化度 

表 1 为 CVN 音节不同元音后鼻尾的鼻

化度。 /-n/的鼻化度排序从高到低为：

i(n)=>ə(n)=u(n)>a(n)；/-ŋ/的鼻化度从高到低

为：i(ŋ)>ə(ŋ)>u(ŋ)>a(ŋ)。  

不同元音后/-n/和/-ŋ/的鼻化度均是 CiN

最高，CaN 最低，和时秀娟[3][5]实验中所

得结果一致。但是在本次实验中，同一元音

后后鼻尾的鼻化度不一定高于前鼻尾。 

表 1：CVN 音节不同元音后鼻尾的鼻化度 

a(n) ə(n) i(n) u(n) 

87(13.2) 94(3.9) 94(2.6) 94(4.7) 

a(ŋ) ə(ŋ) i(ŋ) u(ŋ) 

87(6.9) 93(3.4) 94(3.5) 91(7.8) 

本次实验利用 SPSS 中的配对样本 T 检

验考察清声母和前接元音对鼻尾鼻化度的影

响，发现：Can 和 Caŋ 的 Sig.=0.005<0.05，

Cən 和 Cəŋ 的 Sig.=0.156>0.05，Cin 和 Ciŋ

的 Sig.=0.266>0.05 ， Cun 和 Cuŋ 的

Sig.=0.000<0.05。因此，CVN 音节中清声

母和元音对鼻尾鼻化度的影响不同：CaN

音节、CuN 音节鼻尾的鼻化度会有显著差

异，CəN 音节、CiN 音节鼻尾的鼻化度不会

有显著差异。 

3.2 声调对音节鼻尾鼻化度的影响 

3.2.1 声调对音节鼻尾总体鼻化度的影响 

表 2 为不同声调 CVN 音节鼻尾的鼻化

度。/-n/的鼻化度从高到低为：阴平=阳平>

上声>去声；/-/的鼻化度从高到低为：阴平>

阳平>上声>去声。不同声调 CVN 音节鼻尾

的鼻化度均是阴平最高，阳平次之，上声再

次，去声最低。 

在不同声调的 CVN 音节中，鼻尾的标

准差会随着声调的变化而变化。前、后鼻尾

的标准差从大到小排序均为：去声>上声>

阳平>阴平。可以说，不同声调的 CVN 音

节鼻韵尾，在阴平中鼻尾的鼻化度最稳定，

阳平次之，上声再次，去声最不稳定。 

本次实验利用 SPSS 中的配对样本 T 检

验，进一步考察不同声调对 CVN 音节鼻尾

鼻化度的影响，发现声调对 CVN 音节鼻尾

鼻化度的影响并不一致。 

表 2：不同声调 CVN 音节鼻尾的总体鼻化度 

 声调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n 

阴平 95(1.7) 97 88 

阳平 95(1.9) 97 87 

上声 93(4.4) 97 74 

去声 87(9.1) 96 40 

-ŋ 

阴平 94(2.8) 98 84 

阳平 93(4.1) 97 76 

上声 91(4.9) 97 75 

去声 87(8.8) 97 55 

当 鼻 尾 为 /-n/ 时 ， 阴 平 和 阳 平 的

Sig.=0.677>0.05，阴平和上声、阴平和去声、

阳平和上声、阳平和去声的 Sig.=0.000<0.05，

上声和去声的 Sig.=0.001<0.05。 

当鼻尾为/-ŋ/时，阴平和阳平、阴平和

上声、阴平和去声、阳平和上声、阳平和去

声、上声和去声的 Sig.均为 0.000<0.05。因

此，声调对不同声调鼻尾的鼻化度均有显著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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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 95%的把握可以肯定，除阴

平和阳平外，声调对其他几组鼻尾的鼻化度

均有显著影响。 

3.2.2 声调对不同元音 CVN 音节鼻尾鼻化度

的影响 

表 3 是不同声调下 CVN 音节不同元音

后鼻尾的鼻化度。前鼻尾/-n/的鼻化度从高

到低排序为：a(n)：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ə(n)：阴平=阳平>上声>去声；i(n)：阴平=

阳平>去声>上声；u(n)：阴平=阳平>上声>

去声。后鼻尾/-/的鼻化度从高到低排序为：

a(ŋ):阴平>阳平>上声>去声；ə(ŋ)：阳平>阴

平>上声>去声；i(ŋ)：阴平=阳平>上声>去

声；u(ŋ)：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表 3：不同声调 CVN 音节不同元音后鼻尾的鼻化度 

 声调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声调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a(n) 

阴平 94(2.4) 96 88 

a(ŋ) 

阴平 95(1.6) 97 89 

阳平 94(2.5) 96 87 阳平 93(3.3) 97 83 

上声 92(4.3) 96 81 上声 92(3.8) 96 83 

去声 73(17.2) 95 40 去声 83(11.7) 95 55 

 声调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声调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ə(n) 

阴平 95(1.3) 97 91 

ə(ŋ) 

阴平 94(2.8) 97 86 

阳平 95(1.7) 97 89 阳平 96(1.0) 97 93 

上声 93(4.3) 97 74 上声 92(2.9) 97 84 

去声 91(5.4) 96 70 去声 91(4.6) 96 81 

 声调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声调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i(n) 

阴平 95(1.3) 97 91 

i(ŋ) 

阴平 95(1.5) 98 91 

阳平 95(2.0) 97 89 阳平 95(1.4) 97 91 

上声 92(5.4) 97 80 上声 93(2.9) 97 85 

去声 93(3.3) 96 84 去声 91(5.0) 97 76 

 声调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声调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u(n) 

阴平 95(1.5) 97 91 

u(ŋ) 

阴平 92(3.1) 97 84 

阳平 95(1.6) 97 91 阳平 89(5.1) 97 76 

上声 94(3.3) 97 80 上声 86(5.8) 96 75 

去声 89(7.0) 96 73 去声 83(8.9) 95 66 

在前鼻尾中，a(n)、ə(n)、i(n)、u(n)的

鼻化度均是阴平、阳平相等且为最高；其中，

a(n) 、ə(n)、u(n)去声的鼻化度最低，i(n)上

声的鼻化度最低。在后鼻尾中，a(ŋ)、u(ŋ)

阴平的鼻化度最高，ə(ŋ)阳平的鼻化度最高，

i(ŋ)阴平和阳平的鼻化度相等，均为最高； 

a(ŋ)、ə(ŋ)、i(ŋ)、u(ŋ)均为去声的鼻化度最

低。因此，CVN 音节同一元音后鼻尾/-n/或

/-ŋ/的最高值出现在阴平或阳平中（阴平最

高较多），最低值出现在上声或去声中（去

声最低较多）。 

不同声调下元音 CVN 音节鼻尾的标准

差，前鼻尾/-n/的标准差从大到小排序为：

a(n)、ə(n)、u(n)均为：去声>上声>阳平>阴 

平，i(n)：上声>去声>阳平>阴平。后鼻尾/-

ŋ/的标准差从大到小排序为： a(ŋ)： u(ŋ)

均为：去声>上声>阳平>阴平；ə(ŋ)、i(ŋ)均

为：去声>上声>阳平>阴平。因此，在不同

声调下不同元音 CVN 音节的前、后鼻尾，

均是在阴平、阳平时较为稳定，鼻尾鼻化度

离散程度较低；在上声、去声时较不稳定，

鼻尾鼻化度离散程度较高。 

3.3 北京话 CVN 音节鼻尾的弱化与鼻化 

时秀娟在《北京话鼻音韵尾的量化分析》

[3]一文中，依据鼻化度数据划分出鼻尾正

常、鼻尾弱化和鼻尾鼻化三者之间的界限：

鼻化度 80 以上为正常；60—80 之间为鼻尾

弱化；60 以下为鼻尾鼻化（即发音时鼻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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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鼻化音）。本次实验考察了不同音节鼻

尾的正常、弱化和鼻化现象。 

表 4 为 CVN 音节鼻尾的弱化和鼻化。

前鼻尾/-n/鼻尾正常比率为 94.76%，鼻尾弱

化比率为 3.85%，鼻尾鼻化比率为 1.40%。

后鼻尾/-ŋ/鼻尾正常比率为 93.76%，鼻尾弱

化比率为 5.84%，鼻尾鼻化比率为 0.40%。

前鼻尾/-n/鼻尾正常的比率略高于后鼻尾/-ŋ/，

后鼻尾/-ŋ/鼻尾弱化的比率高于前鼻尾/-n/，

前鼻尾/-n/鼻尾鼻化的比率高于后鼻尾/-ŋ/。 

表 4：北京话 CVN 音节鼻尾的弱化和鼻化 

 鼻尾正常 鼻尾弱化 鼻尾鼻化 

-n 94.76% 3.85% 1.40% 

-ŋ 93.76% 5.84% 0.40% 

总体上看，北京话 CVN 音节后鼻尾比

前鼻尾更容易弱化，前鼻尾比后鼻尾更容易

鼻化。 

表 5 为不同声调 CVN 音节鼻尾的不同

情况。前鼻尾/-n/：鼻尾正常的比率：阴平=

阳平>上声>去声，鼻尾弱化的比率：去声>

上声。后鼻尾/-ŋ /：鼻尾正常的比率：阴平>

阳平>上声>去声，鼻尾弱化的比率：去声>

上声>阳平。前、后鼻尾均只在去声时出现

了鼻尾鼻化的情况。 

表 5：不同声调北京话 CVN 音节鼻尾的弱化和

鼻化 

 声调 正常 弱化 鼻化 

-n 

阴平 100.00% 0.00% 0.00% 

阳平 100.00% 0.00% 0.00% 

上声 99.24% 0.76% 0.00% 

去声 80.67% 14.00% 5.33% 

-ŋ 

阴平 100.00% 0.00% 0.00% 

阳平 97.58% 2.42% 0.00% 

上声 95.12% 4.88% 0.00% 

去声 82.81% 15.63% 1.56% 

可以说，当声调不同时，北京话 CVN

音节前、后鼻尾均是阴平时鼻尾最稳定，阳

平次之，上声再次，去声时鼻尾最不稳定。 

本次实验统计了 CVN 音节中不同元音

后鼻尾的情况。 

前鼻尾/-n/：鼻尾正常的比率从大到小

排序为：i(n)>ə(n)> u(n)> a(n)，鼻尾弱化的

比率从大到小排序为：a(n)> u(n)> ə(n)。后

鼻尾/-ŋ/：鼻尾正常的比率从大到小为：ə(ŋ)> 

i(ŋ)> a(ŋ)> u(ŋ)，鼻尾弱化的比率从大到小

排序为：u(ŋ)>a(ŋ)> i(ŋ)。在本次实验中，

只有 Can、Caŋ 音节出现了鼻尾鼻化的现象，

鼻化率分别为 6.96%和 1.68%。 

表 6：北京话 CVN 音节不同元音鼻尾的弱化和

鼻化 

 a(n) ə(n) i(n) u(n) 

正常 81.74% 98.20% 100.00% 96.93% 

弱化 11.30% 1.80% 0.00% 3.07% 

鼻化 6.96% 0.00% 0.00% 0.00% 

 a(ŋ) ə(ŋ) i(ŋ) u(ŋ) 

正常 91.60% 100.00% 99.17% 84.50% 

弱化 6.72% 0.00% 0.83% 15.50% 

鼻化 1.68% 0.00% 0.00% 0.00% 

CVN 音节中不同元音后前、后鼻尾弱

化和鼻化的程度并不一致。在前后鼻尾中，

元音/a/后/n/鼻尾最不稳定，最容易弱化和

鼻化；在后鼻尾中，元音/u/后/-/鼻尾最不

稳定，最容易弱化，元音/a/后/-/鼻尾最容

易鼻化。在前鼻尾中，元音/i/后的鼻尾最稳

定，不易弱化和鼻化。在后鼻尾中，元音/ə/

后的鼻尾最稳定，不容易弱化和鼻化；同时，

元音/u/后鼻尾的弱化比率最高，却没有出

现鼻尾鼻化的情况。 

总体来看，CVN 音节鼻尾的弱化和鼻

化与元音有关。元音 i、ə 后的鼻尾较为稳

定，元音 a、u 后的鼻尾较为不稳。 

本次实验利用 SPSS 中的配对样本 T 检

验，考察同一声母和韵母后前、后鼻尾是否

有显著差异，发现：Ca(n)和 Ca(ŋ)的 .Sig 

=0.005<0.05 ， Cə(n) 和 Cə(ŋ) 的 .Sig= 

0.156>0.05，Ci(n)和 Ci(ŋ)的.Sig=0.266>0.05，

Cu(n)和 Cu(ŋ)的.Sig=0.000<0.05。因此，有

95%的把握可以说，只有 CaN、CuN 音节

的前、后鼻尾在同一声母和韵母后有显著差

异。 

4.结语 

本次实验利用鼻音计的相关功能以及

SPSS 软件，研究北京话带 CVN 音节鼻尾的

鼻化度。通过统计数据，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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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N 音节不同元音后/-n/和/-ŋ/的鼻化

度均是 CiN 最高，CaN 最低。鼻尾前元音

的不同同样会造成 CVN 音节鼻尾的弱化与

鼻化：同一个声调下，元音 i、ə 后的鼻尾

较稳定，元音 a、u 后的鼻尾不稳定，元音

为 a、u 鼻尾的弱化和脱落比率高于元音为 i、

ə 时。同时，同一清声母和前接元音对鼻尾

鼻化度的影响不一致。 

同时，声调会影响 CVN 音节鼻尾的表

现。第一，声调会影响 CVN 音节鼻尾的鼻

化度。当声调不同时，前、后鼻尾均是阴平

时鼻尾最稳定，阳平次之，上声再次，去声

时鼻尾最不稳定。第二，声调会影响 CVN

音节鼻尾的鼻化和弱化。当声调为上声、去

声时，前鼻尾/-n/、/-ŋ/比较容易弱化和鼻化；

声调为阴平和阳平时，前鼻尾/-n/、/-ŋ/比较

不易弱化，更不易鼻化。 

5.参考文献 

[1] 李荣（1988）《语音常识》。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 

[2] 吴宗济、林茂灿（1989）《实验语音学概

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3] 时秀娟（待刊）《北京话鼻音韵尾的量化分

析》。 

[4] 时秀娟等（2010）《北京话响音鼻化度的初

步分析》，《当代语言学》第 4 期，348—

355 页。 

[5] 时秀娟（2011）《汉语语音的鼻化度分析》，

《当代外语研究》第 5 期，24—28 页。 

 

张婧祎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

为实验语音学。 

E-mail: akansihijs@126.com 

时秀娟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硕

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实验语言学、汉

语语音及病理语音。 

E-mail:shixiujuan66@163.com 

 

 

 

 

 

 

 

 

 

 

 

 

 

 

 

 

 

 

 

 

 

 

 

 

 

 

 

 

 

 

 

 

 

 

 

 

 

 

 

 

 

 

 

 

 

 

中国语音学报 第8辑，2017年，北京

66



以日语母语者为对象的汉语四声知觉训练 

和词汇训练的效果 

杨姝怡  山田玲子

摘要 日语母语者在感知和产出汉语四声时存在困难。本文将日语母语者分组,以不同顺序

接受四声知觉训练和四声对立汉字词汇训练。在训练的前、中、后，实施各种测验以测定

训练的效果。实验结果显示，接受了训练的实验组，在知觉测验、词汇测验中，其训练后

正确率显著高于训练前正确率，表明训练有效。其次，对比接受了不同训练顺序的实验组

数据，结果显示，训练后，知觉训练先行实验组的正确率显著高于词汇训练先行实验组。

换言之，虽然这两组总体上接受了相同内容和分量的训练，但先接受知觉训练的实验组的

训练效果更好。从以上结果推测，先掌握汉语四声特征，对其后的词汇学习可能存在促进

的效果。 

关键词 汉语四声,听觉训练,词汇训练,顺序效果 

Effects of Perception Training and Vocabulary Training of Mandarin Tones 

by Native Speakers of Japanese 

YANG Shuyi   REIKO Akahane-Yamada 

Abstract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native speakers of Japanese (J speakers) have difficulty in 

distinguishing Mandarin tones. In the present study, a panel of J speakers were trained to perceive 

four Mandarin tones, and to distinguish Chinese monosyllabic words contrasting in tone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s, various tests were administer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rainings. J 

speaker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the first group received perception training first, and then 

vocabulary training. The second group received vocabulary training first, and then perception 

training. The last group, which wa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no training and participated only in 

testing ses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ile accuracy of the tests did not improve in the control 

group, accuracy in the perception-related tests improved after perception training, and accuracy in 

the vocabulary-related tests improved after vocabulary training. More importantly, the group 

receiving perception training first showed significantly larger improvement from pretest to post-

test than the group receiving vocabulary training first, though the two groups received equivalent 

amount of trainings in total. The present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existence of the order effect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also suggested the importance of acquiring phonemic distinction in 

early stage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Key words Mandarin tones, Perception training, Vocabulary training, Order effects 

1. 引言 
在外语学习中，知觉训练不仅对知觉

层面有效，其训练效果也能类化至产出层面。

例如，在美国英语（下文简称 AE）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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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送气爆破音的清浊对立。对 AE 母语者进

行的送气清音、不送气清音、不送气浊音知

觉训练的实验结果表明：短期训练也能引起

爆破音的知觉范畴变化[6]，同时其训练效

果能够类化至未经训练的发音部位[5]。 

其次，日语母语者关于英语/r/-/l/的知

觉训练也被证明有效[3]。其训练效果也转

移至产出层面，并显示能够长期保持[1]。 

以上研究是以对立音素（音段成分）为

对象的知觉训练，其后关于超音段成分为对

立音素的知觉训练也有报告[8]。对 AE 母语

者进行了汉语普通话四声（Mandarin tones）

的知觉训练。结果显示，在训练中未使用发

音人（下文简称为 Untraind Talker）发出的

在 训 练 中 未 使 用 词 汇 （ 下 文 简 称 为

Untrained Stimuli）的知觉测验中，平均正

确率从训练前的 69%上升到了训练后的

90%，提高了 21 个百分点。其次，在类化

测验（generalization test）中，训练中使用

过的发音人发出的 Untrained Stimuli 的正确

率 为 87% ， Untrained Talker 发 出 的

Untrained Stimuli 的正确率为 94%，显示训

练效果类化至非训练发音人及词汇。其次，

6 个月后的保持测验的平均正确率比训练前

高 21 个百分点（66%→87%），显示训练

效果得到了长期保持。另外，在此知觉训练

的前后也收录了实验对象的发音，训练后的

实验对象的四声的基频（F0）与普通话母

语者相比，基频（F0）的高低同基频曲线

同时得到了改善。由此可知，和日语母语者

的英语/r/-/l/的知觉训练一样，汉语四声的

知觉训练的效果也转移到了产出层面[9]。 

2. 本研究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日语母语者在汉语

四声的区分上也存在困难[12]。因此，本文

以零汉语学习经验的日语母语者为对象进行

了实验。用与 Wang et al[8]相同的四声知觉

训练实验，检验其对于日语母语者是否有相

同的训练效果。此外，作为词汇训练，进行

了四声对立的汉语汉字（表 1）的识别训练，

从而探讨知觉、词汇两种训练的效果，以及

不同的训练顺序所带来的效果。 

 

表 1: 四声对立的汉语汉字示例 

汉字 拼音 日语翻译 

猖 chāng たけだけしい 

尝 cháng 食べてみる 

场 chăng 回数 

畅 chàng 滞りのない 

3. 方法 

3.1 实验对象 

实验对象是以日语为母语的 30 名大学

生（女性 15 名，男性 15 名；18—28 岁，

平均年龄 22 岁），均报告无听力及语言障

碍，且均无汉语学习经历，无声调语言学习

经历，无在中国居住经历。在本实验实施期

间无本实验外汉语学习经历。将 30 名实验

对象分为 3 组：（1）先接受知觉训练后接

受词汇训练的知觉先行组（10 人），（2）

先接受词汇训练后接受知觉训练的词汇先行

组（10 人），（3）只接受测验不接受训练

的对照组（10 人）。 

3.2 刺激 

选出《中国通用规范汉字表——一级字

表》[14]中与日本《改定常用汉字表》 [13]

不重复的汉字，再从其中选出具有四声对立

的汉字 46 组 184 字作为刺激。其中 36 组

（ 144 字 ） 在 训 练 中 使 用 （ Trained 

Stimuli），剩余 10 组（40 字）只在测验中

使用（Untrained Stimuli）。 

由 5 位发音人朗读以上汉字（采样频率

44.1kHz，量化精度 16-bit），储存为数字

音频文件。发音人为熟练使用汉语普通话的

5 名汉语母语者（女性 3 名，男性 2 名）。

其中 4 人（女性 2 人，男性 2 人）的发音内

容用于训练中，剩余 1 人的发音内容只用于

测验中。本文中称前者为 Trained Talker，

后者为 Untrained Talker。 

3.3 步骤 

本实验使用 pretest-posttest 实验设计。

因为不同实验组接受的训练内容在中间时间

点发生改变所以本实验分为前测，训练 1，

中测，训练 2，后测，5 个阶段。前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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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后测的测验内容完全相同；训练 1，训

练 2 分别进行知觉训练或词汇训练。以知觉

训练—词汇训练的顺序接受训练的是知觉先

行组，以词汇训练—知觉训练的顺序接受训

练的是词汇先行组，只参加测验部分的是对

照组（表 2）。 

刺激的提示、实验对象反应的采集通过

计算机实现。实验对象在安静的房间中，佩

戴耳机坐在计算机显示器前，通过键盘按键

答题，且被指示尽可能快速答题。训练和测

验的任务都是从四个选项中强制选择一项作

答。刺激同选项来源于同一组刺激语。选项

是声调对立的 4 个汉字、拼音或日语翻译。

每条测试中的选项都随机排列。 

表 2: 实验各组的实验步骤 

阶

段 

实验分组 

知觉先行 词汇先行 对照 

1 前测 前测 前测 

2 知觉训练 词汇训练 无训练 

3 中测 中测 中测 

4 词汇训练 知觉训练 无训练 

5 后测 后测 后测 

3.4 知觉训练 

知觉训练内容为：听声音，选出与所听

声音相对应的拼音（图 1）。声音在每条测

试的最开始自动播放一次，其后实验对象可

以通过点击画面上的播放键反复收听。在听

完第一次自动播放的声音之后画面上的选项

才可以被选择，实验对象通过按 4 个键中的

一个进行回答。回答后画面上立即显示选择

的正误，若回答错误则从剩余选项中继续选

择，若回答正确则进入下一条测试。一组训

练是由一位 Trained Talker 发出的 144 个刺

激音（4 声调×36 组=144 音）按随机顺序

出现。由 4 位不同的 Trained Talker 发音的

4 组训练组成 1 个训练集，共 576 条测试。

完成 1 个训练集所需的训练时间因实验对象

而异，约 45 分钟。知觉训练有 8 个训练集，

分 8 天进行实施。 

 

图 1：知觉训练画面示例 

3.5 词汇训练 

词汇训练分为以下四类：（1）汉字→

日语翻译；（2）日语翻译→汉字；（3）汉

字→拼音；（4）拼音→汉字（图 2）。 

 

 

图 2：词汇训练的内容 

训练（1）汉字→日语翻译：画面上方

显示一个汉字，选择下方与其对应的日语翻

译（图 3）。训练（2）日语翻译→汉字：

画面上方显示日语翻译，选择与其对应的汉

字。训练（3）汉字→拼音：画面上方显示

汉字，选择与其对应的拼音。训练（4）拼

音→汉字：画面上方显示拼音，选择与其对

应的汉字。实验对象用键盘上的四个对应键

从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选项。答题方法及每

条测试的进行方法与知觉训练相同。1 个训

练组只进行一种词汇训练，144 词（4 声调

×36 组=144 词）按随机顺序出现。4 种词

汇训练按从（1）到（4）的顺序进行构成 1

个训练集（合计 576 条测试）。1 个训练集

所需的训练时间根据实验对象各有不同，大

体为 45 分钟。词汇训练有 8 个训练集，分

8 天进行实施。 

 

图 3：词汇训练：训练(1)画面示例 

1.cháng 2.chāng

3.chàng 4.chăng

汉字

日语翻译 拼音

猖

  1.たけだけしい    2.回数

  3.食べてみる 4.滞りの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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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测验 

测验由 7 种任务组成（图 4）。任务

（1）—（4）同词汇训练（1）—（4）的刺

激和选项相同。任务（5）是听声音，选择

和声音对应的拼音。任务（6）是听声音，

选择和声音对应的汉字。任务（7）是听声

音，选择和声音对应的日语翻译。在有声音

的任务中声音只在测试的最开始自动播放一

次；实验对象通过按 4 个按键中的一个进行

答题，不给予任何反馈；选择完毕后立即进

入下一条测试。每个任务中的刺激语顺序都

是随机的。 

 

图 4：测验任务 

同时，任务（5）根据刺激音的种类，

分为以下四种测验：①Trained Stimuli by 

Trained Talker ； ② Trained Stimuli by 

Untrained Talker ；③ Untrained Stimuli by 

Trained Talker ； ④ Untrained Stimuli by 

Untrained Talker。任务（6）、（7）中只使

用 Trained Stimuli by Trained Talker 刺激音。

因而，本文的分析对象为 10 种测验（任务

（1）—（7）：其中任务（5）包含上述 4

种，后文简称 test1—test10。所有测验都从

test1 到 test10 按序进行。各项测验的测试条

数同刺激音种类在表 3 中显示。 

完成 10 种测验基本需要 120 分钟，但

根据具体实验对象各有不同。所有的实验组，

都接受 3 次完全相同的测验：前测，中测，

后测。 

 

 

 

表 3: 各测验的刺激音 

测验名

称 

任

务 

测试

条数 

刺激语 

种类 
发音人 

test1 (1) 144 Trained ― 

test2 (2) 144 Trained ― 

test3 (3) 144 Trained ― 

test4 (4) 144 Trained ― 

test5 (5) 144 Trained Trained 

test6 (6) 144 Trained Trained 

test7 (7) 144 Trained Trained 

test8 (5) 144 Trained Untrained 

test9 (5) 40 Untrained Trained 

test10 (5) 40 Untrained Untrained 

4. 结果 

将实验组（知觉先行组、词汇先行组、

对照组），测验时期（前测、中测、后测），

测验（10 种 test：test1—test10）作为自变

量，正确率作为因变量进行 3 因素方差分析。 

 

图 5：各组各测验时期的平均正确率 

结 果 表 明 ， 实 验 组 [F(2,27)=7.236, 

p<.005]、测验时期 [F(2,54)=75.918,p<.001]、

测验[F(9,243)=135.810, p<.001]的主效应显

著，以及实验组与测验时期[F(4,54)= 20.596, 

p<.001]，实验组与测验 [F(18,243)= 2.859, 

p<.001]，测验时期与测验[F(18,486)= 2.635, 

p<.001]的交互效应都显著。知觉先行组的

测验时期的平均正确率为 50.61%、59.81%、

80.41%，词汇先行组的测验时期的平均正

确率为 44.91%、62.31%、67.21%，对照组

的测验时期的平均正确率为 47.61% 、

48.61%、49.21%（图 5）。 

汉字

日语翻译 拼音

刺激音

任

务
(6)

0

20

40

60

80

100

前测 中测 后测

平
均
正
确
率(

％) 知觉训练先行组

词汇训练先行组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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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知觉测验的结果 

知觉测验的 test5、test8、test9、test10

结果相近。实验组，测验时期的主效应以及

实验组和测验时期的交互效应都显著。事后

比较检验的结果显示，知觉先行组中，中测、

后测的平均正确率显著高于前测；词汇先行

组中，后测的显著高于前测、中测。虽在此

只给出 test5 的结果（图 6），但 test8、

test9、test10 的结果也呈现相似趋势。 

 

图 6：test5 的结果 

4.2 词汇测验的结果 

词汇测验的 test1—test4 的结果相近。

实验组，测验时期的主效应同实验组和测验

时期的交互效应都显著。事后比较检验的结

果显示，知觉先行组中， 后测的平均正确

率显著高于前测、中测；词汇先行组中，

test1、test 2、test 4 的中测、后测显著高于

前测。test3 的中测显著高于前测、后测。

虽在此只给出 test1 的结果（图 7），但

test2、test 3、test 4 的结果也呈现相似趋势。 

 

图 7：test1 的结果 

4.3 听觉测验的结果 

听觉测验，也就是在训练中未出现的任

务：听声音，选择汉字或者日语翻译的

test6、test7。这两个测验也得到了相近的结

果。实验组，测验时期的主效应以及实验组

和测验时期的交互效应都显著。事后比较检

验的结果显示，知觉先行组中，后测的平均

正确率显著高于前测、中测。虽在此只给出

test6 的结果（图 8），但 test7 的结果也呈

现相似趋势。 

 

图 8：test6 的结果 

5. 讨论 

5.1 训练效果 

知觉训练先行组同词汇训练先行组在各

自的知觉训练的阶段中，训练后的平均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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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都显著高于训练前，由此显示知觉训练有

效。 

知觉训练先行组同词汇训练先行组在各

自的词汇训练的阶段中，训练后的平均正确

率都显著高于训练前，由此显示词汇训练有

效。 

知觉训练先行组和词汇训练先行组在前

测阶段正确率没有差距，接受了总和上相同

内容和分量的训练后，在后测中，知觉训练

先行组的正确率显著高于词汇训练先行组

（图 5）。其次，test6、test 7 的结果也显

示，只有知觉训练先行组的后测的正确率显

著高于前测、中测（图 8）。上述结果表明，

通过知觉训练学习四声的特征，对其后的词

汇学习有促进作用。 

5.2 综合讨论 

根据本文 4.1 部分的内容可知，以日语

母语者为对象的汉语四声知觉训练再现了以

美国英语母语者为对象的 Wang et al[8]的实

验结果。由于日语和英语都没有元音的声调

对立，故两个研究在训练难度、训练结果上

基本相同。另一方面，同日本人英语学习者

的/r/-/l/知觉训练[4]进行对比发现，虽然两

个实验都进行了约 4000 条训练测试（本研

究：4608 条；Logan et al.[4]：4080 条），

但是与 Logan et al.[4] 83.7%的训练后正确

率（机会水平 50%）相比，本实验的训练

后正确率达到了 96.01%（机会水平 25%）。

由于 /r/-/l/ 的声学差异在于第三共振峰

（F3），日语中没有第三共振峰差异带来

的音素对立，所以日语母语者很难区分/r/-

/l/[7]。但是本实验使用的是音高曲线（pitch 

contour）对立音素，由此推测，可能音高

曲线对立音素的学习相对于频谱对立音素的

学习要简单一些。 

此外，根据本文第 4 章第一段的内容可

知，先接受知觉训练比先接受词汇训练的训

练效果更好。该结果显示了在语音信息处理

的过程中，按照从低阶处理到高阶处理的顺

序进行学习的重要性。关于低阶处理学习的

重要性，驹木、山田[10]，高田等[11]的报

告中也有说明。另外，Fujiyuki et al[2]以日

本英语学习者为对象，进行了知觉训练和发

音训练的顺序效果的检验，但其结果未显示

存在顺序效果。这个实验讨论的是在相同处

理层级中（知觉—发音）的顺序效果，但

根据本实验结果可推测，不同处理层级中

（知觉—词汇）的顺序效果更加显著。总

而言之，通过以上讨论可知，在外语学习中，

即使是相同内容、分量的训练，也会由于学

习顺序的不同带来不同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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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单元音声学特征分析 

——以宁波地区为例 

贾 媛  王 宇  李爱军  徐 亮 

 

摘要 以言语学习模型(Speech Learning Model, SLM)为支撑，利用声学实验的方法，从第三

语言习得的角度，考查宁波方言区英语学习者 11 个英语单元音(/i/, /ɪ/, /ε/, /æ/, /ɑ/, /ɒ/, /ɔ/, /ʊ/, 

/u/, /ʌ/, /ɜ/)，包括宁波方言和汉语普通话相似的 3 个目标元音(/i/, /u/, /a/)语音产出的声学特

征，探究宁波方言和普通话对英语发音可能存在的影响。研究发现：宁波方言区英语学习

者与本族语者之间英语单元音产出存在系统性差异；宁波方言及普通话语音体系对方言区

学习者的英语语音产出具有明显的负向迁移。 

关键词 方言，普通话，英语学习者，共振峰 

An Acoustic Analysis of English Monophthongs by EFL Learners from 

Chinese Dialectal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Ningbo 

JIA Yuan   WANG Yu   LI Aijun   XU Liang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acoustic features of English monophthongs 

produced by learners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in the Ningbo region. It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egree of phonetic transfer of Ningbo dialect (L1) and Mandarin (L2) onto English (L3). 

Eleven English monophthongs (/i/, /ɪ/, /ε/, /æ/, /ɑ/, /ɒ/, /ɔ/, /ʊ/, /u/, /ʌ/, /ɜ/) are examined in this 

paper, and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three similar vowels (/i/, /u/, /a/) between English, the 

Ningbo dialect and Mandarin. Further, the study adopts the Speech Learning Model (SLM) to 

analyze the errors or differences caused by the dialectal accent and Mandarin.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as far as the tongue position of the vowels is concerned, EFL learners and American native 

speakers show a great divergence between each other. These results are partly caused by the effect 

of the Ningbo dialect and Mandarin. 

Key words Dialect, Mandarin, EFL Learners, Vowel Formant

1. 引言 

近年来，英语习得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诸多研究关注学习者母语对英语发音

的影响[19][25][30]。一般情况下，母语通常

是儿童出生以后最先接触、习得的语言，也

被称作“第一语言(L1)”。第二语言习得

(L2)指人们在课堂内或课堂外学习除母语以

外的语言[5]。“第二”不是语言习得顺序

上的第二，而是指在母语之后。而第三语言

习得(L3)指的是除了学习者的母语和已经掌

握的两种语言之外，目前正在学习的一种或

多种语言[9]，是随着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的不断深入而出现的新研究领域。中国是一

个多方言的国家，大多数地区都有自己代表

性的方言，就其音位系统的独立性而言，方

言和普通话已经具备了双语的特征，大多数

中国人掌握了自己的方言和普通话，从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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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说，都是双语者[1][3]。对于方言区

英语学习者而言，出生时，由于父母辈以及

社会环境的影响，最先习得方言，而后在接

受学校教育时学习普通话，并且日常使用语

音系统差异巨大的本地方言和普通话两种语

言。而在学习英语时，他们的方言和普通话

语音体系已牢牢建立，因此，对于方言区英

语学习者而言，方言为 L1，普通话为 L2，

而在习得了方言和汉语普通话之后的英语则

被视作 L3。 

语言迁移一直是二语习得领域研究的焦

点，国外学者主要从声学角度探究语音特征，

Katherien[12]对男、女在美语发音人分别制

定了共振测量设置，采用包含在/hVd/辅音

构架中的 11 个英语单元音进行声学分析；

Juff & Stokman[11][20]从听觉感知角度描述

二语学习者英语发音特点或错误；Chen, 

Robb & Gilbert[2]从声学角度来考察汉语或

汉语方言对中国学生英语语音产出影响。十

余年来，国内诸多英语语音研究关注超音段

特征分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陈桦

[29]，Hu et el.[8]，Qian et el. [18]，Duan & 

Jia[4]，Li & Fan[15]等；另外研究人员或着

眼于汉语普通话对英语发音的负迁移作用，

通过实证研究手段，试图发现学习者英语元

音习得问题[34—35]；或针对方言区学习者

独特的元音声学体系，以共振峰作为可对照

的声学参数，解读目标语产出差距，如姜玉

宇[32—33]，Yin et al.[26]，Wang et al.[22]，

胡方 [31]， Jia et al.[10]，Le & Lin[14]，

Zhai& Zhao[27]等。 

国内外针对三语语音习得研究比较少，

具体来说，Listerri & Poch[16]在研究三语语

音习得的迁移过程中发现：影响 L3 语音学

习的因素主要来源于 L1 语音的迁移作用，

但由于语言类型特征、二语地位以及 L2 学

习近况等原因，L2 的语音特征也会迁移到

L3 的学习中； Williams & Hammarberg[23]

发现学习者已习得的 L2 在其 L3 学习的初

期阶段对应付新语言的发音起到了明显的支

撑作用。与之相似，国内学者发现 L1 和 L2

都会对学习者 L3 的语音学习产生迁移影响；

L1 的迁移作用大于 L2；与 L1 迁移相比，

L2 产生迁移的条件较为严格[28][36][37]。 

按照 Flege[6]等值分类认知机制，英语

语音会受到方言及普通话语音的影响，其同

化的频率和程度更高，新的语音范畴更难建

立，并且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同时受到两种习

得语言的影响，迁移现象更为复杂，但方言

区将英语视为 L3 的方言迁移现象的研究不

足[24]，因此，探讨 L1，L2 在 L3 学习中的

迁移作用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总结可以发现，诸多

研究将方言或普通话作为影响英语发音的唯

一迁移因素。然而，对于方言区英语学习者

而言，其母语和普通话的习得均早于英语的

习得，对英语的习得存在共同的作用。因此，

在本研究中将方言视为第一语言(L1)，普通

话视为第二语言(L2)，将英语视为第三语言

(L3)。综合考察 L1 和 L2 对 L3 习得的影响

和制约作用。 

本文在语言迁移概念的框架下，依托言

语学习模型(Speech Learning Model, SLM)，

以宁波方言区英语学习者为个案，对比方言

区与英语母语发音人英语元音产出的声学特

征和语音格局，并对相似元音语音迁移的可

能性展开调查，以期对教学目的性的增强和

个性化学习计划的制定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宁波方言作为吴方言的重要分支，具有

丰富的单元音系统，不仅有 10 个音位对立

的一般单元音[ɪ y Y e Ø ε a ɔ o u]，适用于

(C)V 结构，而且还有两个舌尖元音[ɿ ʮ]。

相比之下，英语元音系统包含 11 个单元音

[i ɪ ε æ ɑ ɒ ɔ ʊ u ʌ ɜ]，汉语普通话则有 8 个

可独立作为韵母的单元音[i y a o ɤ u ɿ ʅ]。另

外从声学角度来说，像国内其他大多数方言

一样，宁波方言元音并没有长短的差别，普

通话也一样，而英语存在松紧元音的区别

[31]。Flege[6]提出，若母语与目标语中的

某个语音由同一个国际音标表示，则这两个

音可被视为相似语音，因此，本文选取三个

语音体系中（即英语，汉语普通话和宁波方

言）共存的顶点元音/i/, /u/, /a/加以对比，三

个顶点元音基本可以反映元音系统的整体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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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实验语料 

本研究基于 AESOP(中国各大方言区英

语学习者语音库及语音学研究)语料库中宁

波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语料，

选取 116 个 CVC 型英语单音节词，音节首

尾限定为塞音、擦音、塞擦音，从而避免不

同过渡音征对元音的影响。另就英语、普通

话和方言元音系统中的相似元音/i/, /u/, /a/特

别选取 30 个 CV 型词[6]，以系统考察发音

人普通话和宁波方言的元音产出。 

2.2 被试 

该研究从 AESOP-Ningbo 语料库中随机

选取来自美国的同龄英语母语发音人 8 名作

为实验对照组，其中男女各 4 名，均无明显

的地方口音。 

另 8 名宁波发音人，男女各 4 名，年龄

均在 22—31 岁之间，具有 10 年以上的英语

学习经历，发音人的父母均为宁波本地居民，

而且发音人在不同情境（如家庭、学校等）

下可以在普通话与宁波方言之间实现自由的

语码转换。 

2.3 数据提取及分析 

实验使用便携式电脑和统一型号

(SENNHEISER PC166)的内置声卡头戴式耳

麦，录音在目标方言区安静密闭环境中进行，

采样率为 16kHZ。实验过程分为四个步骤：

首先利用音段自动切分软件对音频进行切分；

其次使用 Praat4.6 软件对标注信息进行手工

矫正；接着采用特定的脚本，按照一定的间

隔提取 10 个共振峰数据和时长数据；最后

运用 Norm, SPSS 和 Excel 软件对所得数据

进行归一和整理，实验结果以表格和图表的

方式呈现出来。 

为了消除不同发音人的个体差异，在数

据分析阶段，通过 NORM 对共振峰数据进

行 Bark Difference Metric 归一化处理[21]： 

Zi=26.81/(1+1960/Fi)-0.53                              (1)

                                                   

公式中“Fi”代表共振峰(i=1, 2, 3)，

“Zi”指示归一后的共振峰值(i=1, 2, 3)，Z3

—Z2 体现舌位前后维度，值越大，舌位越

靠后，Z3—Z1 代表舌位高低，值越大，舌

位越高。 

3. 结果分析 

从发声语音学(articulatory phonetics)的

角度，元音的发音通常通过舌位的高低、前

后以及圆唇与不圆唇来加以区分。从声学上

讲，元音的共振峰 F1 和 F2 与元音的发音

位置呈现出相对较高的相关性：F1 与元音

发音的舌位高低成反比，而 F2 与舌位的前

后成正比[13]。 

3.1 宁波方言区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

单元音产出对比 

 

图 1： 宁波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和美国本族语者英

语单元音声学元音图 

数据显示，宁波方言区英语学习者与英

语本族语者在单元音产出方面存在系统性差

异。就四个前元音/i, ɪ, ε, æ/而言，T 检验表

明两组被试的舌位差异显著：方言区学习者

的前元音第一共振峰 F1 频率值高于本族语

者(元音/ɪ/例外)；而其产出的该组元音第二

共振峰 F2 频率值均低于本族语者。由此可

以推断，学习者前元音产出的舌位偏低靠后，

尤其前高元音 /i/(pF1<.05, pF2<.05)和前低元

音 /æ/(pF1<.001, pF2<.05)与母语发音人的差

异最为明显。 

其次，两组被试央元音 /ɜ/(pF1<.001, 

pF2<.01)和/ʌ/(pF1<.01)的产出差异也较为显

著，方言区英语学习者的产出舌位明显偏低

而且靠后，只有/ʌ/的第二共振峰数据未能体

现出具有统计意义的差别(pF2>.05)。最后，

Praat 提取的共振峰数据显示，在后元音/u, ʊ, 

ɔ, ɒ, ɑ/中，后高元音/u/和后低元音/ɒ, ɑ/表现

出相近的跨组差异，宁波方言区的英语学习

者 F1 均值均高于本族语者，呈现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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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舌 位 。 其 中 以 后 高 元 音 /u/(pF1<.001, 

pF2<.01)尤为突出：英语学习者元音/u/的 F2 

频率值低于本族语者，舌位前出；而其 F1 

频率值与本族语者的差异则更为显著，舌位

明显偏低；但后中元音 /ɔ/的产出(pF1<.05, 

pF2<.01)则表现出完全相反的趋势，舌位偏

高且靠后。 

另一方面，从图中的空间分布关系来看，

两组被试之间亦存在可辨差异。虽然基本能

够区分/i/-/ɪ/, /ε/-/æ/, /ʊ/-/u/ 和 /ɔ/-/ɒ/，但单因

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方言区英语学习者

主要以舌位高低区分/i/-/ɪ/(pF1<.01, pF2>.05)，

/ε/-/æ/(pF1<.01, pF2>.05) ， 而 对 于 /ɔ/-

/ɒ/(pF1>.05, pF2<.01)的区分主要体现在舌位

的前后，另外对于/ʊ/-/u/ (pF1>.05, pF2>.05)

而言，方言区学习者似乎还无法进行区别。 

表 1：宁波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区分松紧音 

Vowels pF1 pF2 

/i/-/ɪ/ 0.003 0.139 

/ʊ/-/u/ 0.207 0.218 

/ε/-/æ/ 0.207 0.048 

/ɔ/-/ɒ/ 0.114 0.005 

表 2： 英语本族语者区分松紧元音 

Vowels pF1 pF2 

/i/-/ɪ/ 0.002 0.000 

/ʊ/-/u/ 0.005 0.007 

/ε/-/æ/ 0.027 0.185 

/ɔ/-/ɒ/ 0.009 0.802 

英语本族语者则综合舌位的高低、前后

区别 /i/-/ɪ/(pF1<.01, pF2<.001) ， /ʊ/-/u/(pF1 

<.01, pF2<.01)，而 依 靠 舌 位 的 高 低 对 

/ε/-/æ/ (pF1<.05, pF2>.05)， /ɔ/-/ɒ/(pF1<.01, 

pF2>.05)分别加以区分。因此，在区别松紧

元音时，英语本族语者比方言区英语学习者

的区分度更明显。 

3.2 宁波方言与普通话对英语元音习得

的负迁移效应 

迁移(transfer)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源于

联结主义学习理论，指的是学习过程中学习

者已有的知识或技能会对新知识或新技能的

获得产生影响。Odlin[17]指出，语言迁移是

由目的语和先前习得的(可能是不完善的)语

言之间的相似所引起的效应。这说明迁移不

仅来自于母语的影响，而且学习者已习得或

未完全习得的语言知识都会对目的语的习得

产生影响。 

就此，本文选取了三个语音体系中（即

英语、汉语普通话和宁波方言）共存的顶点

元音/i/, /u/, /a/加以对比，讨论方言与普通话

对英语学习者英语元音产出的负向迁移。

 

图 2： 宁波方言区学生母语、普通话、英语

和美语相似元音归一图 

学习者的英语元音/i/, /u/, /ɑ/发音基本介

于方言元音/i/, /u/, /a/和英语元音/i/, /u/, /ɑ/的

构架之间， 其中介语语音既靠近方言元音系

统又向目标语语音偏移。单因素方差分析 的

结果进一步显示， 宁波方言元音/i/与学习者

英语前高元音/i/产出的共振峰频率值差异并

不明显(pF1>.05, pF2>.05)；而学习者英语后

高元音/u/与方言元音/u/产出的频率值在 F1 

和 F2 上亦无显著性差异(pF1>.05, pF2>.05)。 

根据共振峰值变化与元音产出中的相对

舌位关系， 方言区学习者英语元音/i/的产出

因舌位偏低靠后，而/u/偏低靠前，更接近于

宁波方言中的相似元音， 因此可以推断宁波

方言区英语学习者的元音/i/, /u/受到方言影

响，具体而言，方言元音/i/与其英语元音/i/

发音的产出舌位基本重合，故推断发音人尚

未能正确习得英语元音/i/；而后高元音/u/与

方言/u/的舌位前后基本一致，舌位高低差异

也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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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区学习者目标语语音产出还受到汉

语标准口语，即普通话语音体系的影响。如

图 2 所示，学习者的英语元音/i/, /u/, /ɑ/发音

同样介于普通话元音/i/, /u/, /a/和英语本族语

者顶点元音/i/, /u/, /ɑ/的框架之间，单因素方

差分析显示，发音人英语元音/i/与普通话/i/

的 共 振 峰 频 率 值 差 异 不 显 著 (pF1>.05, 

pF2>.05)；此外，目标元音/u/与普通话/u/的

频率值在 F1 与 F2 上也比较接近(pF1>.05, 

pF2>.05)。 

统计结果表明，学习者英语元音/i/与普

通话/i/的产出舌位基本重合，而发英语元音

/u/时，与普通话/u/的产出舌位的高低位置趋

向一致。换句话说，在目标语前高与后高元

音产出的过程中，发音人“借用”了普通话

相似元音的舌位特征，因此可以推断学习者

在产出英语元音/i/, /u/时同时受到普通话的

影响。相比之下，宁波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和

本族语者产出后低元音 /ɑ/时无明显差异

(pF1>.05, pF2>.05) ，但与方言 /a/(pF1<.01, 

pF2<.05)和普通话元音/a/(pF1<.01, pF2<.05)

存在明显差异，基本不受方言及普通话的影

响。 

为了更好地反映宁波方言与普通话对英

语单元音的影响程度，实验还运用欧氏距离

(Euclidean distance)对相似元音之间做相似

度分析，公式如下： 

ED=√(𝑥2 − 𝑥1)
2 + (𝑦2 − 𝑦1)

2                    (2)                                                    

公式中x1和x2表示两个相似元音 F1 的

Bark 值，y1和y2代表相似元音 F2 的 Bark 值。

如果方言区学习者单元音与方言元音/i/, /u/, 

/a/之间的欧氏距离小于普通话元音，则推断

学习者的英语元音产出更趋向对应的方言元

音，反之则更倾向汉语普通话元音。 

表 3： 宁波方言、普通话与英语相似元

音的欧氏距离(Euclidean distance) 

元音 i u a 

EDNBE-NBD 0.45 0.07 1.73 

EDNBE-NBM 0.28 0.79 1.40 

另外，方言区学习者在发英语元音/i/时，

与方言和普通话的元音/i/都无显著性差异，

受方言和普通话的交错影响，通过计算欧氏

距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学习者产出英语

元音/i/和/ɑ/时，与普通话之间的距离小于方

言距离，所以方言区学习者发英语元音/i/和

/ɑ/时，与汉语普通话的/i/和/a/更为相近。而

学习者在产出元音/u/时，与方言的欧氏距

离相对更小，即与方言/u/更为相似，因此

可以推断方言的影响更大。 

4.讨论 

Flege[6]认为“新的”(new)语音比“相

似的”(similar)语音更容易习得，而且两种

语言语音的差异越小，学习者的困难越大。

同时主张等值归类这种基本的认知机制对成

年人的二语习得具有重要影响，在此机制的

作用下，那些在 L1 中能够找到相似对应物

的语音单位很难被学习者成功习得，而那些

在 L1 中无相似对应物的语音单位则有可能

被成功习得。具体而言，L1—L2 音素相似

性大时，L1 的音素会阻隔学习者建立 L2 的

语音范畴，而相似性小时，学习者有可能建

立新的 L2 范畴[7]。 

对应本文研究的发现，宁波方言和普通

话相似的单元音/i/, /u/的发音对学习者来说

都较难准确习得。宁波方言区英语学习者能

够在宁波方言和普通话中分别找到与英语单

元音/i/, /u/类似的音位范畴：在产出英语元

音/u/时，倾向于用方言中找到与之相似的元

音/u/的发音代替， 而英语元音/i/的产出与普

通话元音/i/的舌位位置保持基本一致。也就

是说，方言元音/u/影响英语者英语元音/u/的

发音，而普通话元音/i/对英语元音/i/产出的

影响更大。 

另外，虽然宁波方言区学习者产出英语

元音/ɑ/时不受方言及普通话的影响，但发

音仍然靠后。这一结果验证了言语学习模型

(SLM)的假设，即外语学习者在习得目标语

音时，与母语相似的语音深受母语的影响，

往往直接用母语中的语音代替。因此，在语

音教学实践中，方言区的语言教师可以借助

英语、普通话和方言音系系统的对比，结合

传统的发音语音学的语音描述手段，锁定潜

在的语音偏误；通过专项训练和测试，利用

语音分析可视化技术平台和对发音人口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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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定量分析，反复试错，及时反馈，制定

有助于语音产出声学参数重置的调控策略。 

5. 结语 

宁波方言区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

就单元音产出存在系统性差异。虽然空间位

置关系相对明显，学习者英语单元音发音的

总体表现为舌位不到位，多偏低靠后的趋势，

其中以前高和前低元音产出与本族语者差异

最为明显；央元音虽亦体现出相同趋势，但

前后位置差不如前者显著；后元音（后中元

音除外）整体上保留了偏低的舌位倾向，同

时相对前出。元音格局较英语本族语者更为

集中。 

因此，语音教师在提醒学生关注一般的

取位倾向之余，可以通过语料类比的教学环

节，有意识地向学习者呈现具有经验指向性

的实验结果，即：方言区发音人借助舌位高

低区分前高元音/i/和/I/，依赖舌位前后辨别

后中元音/ɔ/与后低元音/ɒ/，然而基本不能

够区分后高元音/u/与/ʊ/；而英语本族语者

则综合舌位的高低前后变化以区别/i/-/ɪ/，

/u/-/ʊ/(而借助舌位高低区分/ɔ/和/ɒ/)，因此

后者松紧特征更为明显。该研究为宁波方言

区英语学习者如何通过改变舌位的高低前后

来获得较为准确的英语发音提供了指导，也

为从声学角度开展方言语音对三语语音产出

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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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计量研究及方言计量软件 Gabmap 

汤朝菊 

摘要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计量语言学的兴起，方言研究也从历时或共时的纯描述研究、田

野调查报告到了计量研究阶段。方言计量研究是一种交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涉及方言学、

统计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在研究需求下，各种方言计量研究工具和软件也应运

而生，为方言计量研究提供了便利的研究条件。John Nerbonne 及其团队研发的 Gabmap 软件

是目前比较新型的方言计量软件，文章在概述中西方方言计量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介绍该软

件的主要功能和具体应用。 

关键词 方言计量研究，计量软件，Gabmap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Dialectometrics and the Gabmap Software 

TANG Chaoju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dialect 

research steps into the period of the metrological and quantitative study from the diachronic or 

synchronic description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Dialectometric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involving multiple research branches such as dialectology, statistics, biology, computer science, etc. 

Given such a practical demand, dialect measurement tools and related software came into being, which 

provide much convenience for dialectometric studies. The Gabmap software, developed by John 

Nerbonne and his colleagues, is a relatively new dialect measurement software. Its primary function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re highlighted in this paper with an overview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ialect measurement research.  

Key words Dialect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asurement Software, Gabmap

1. 引言 

1.1 西方方言计量学研究 

西方的方言计量学研究开始得很早，受

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欧美语言学家

对语言或方言之间结构异同的比较从 20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了[18][19]，发展到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语言学家 Morris Swadesh 用语言年

代说理论来推算语言或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

[31][32][33]，到了 60 年代，英国统计学家

Herden 利用相关因素分析法计算语言或方言

之间的近似度，主要是相同语音的概率统计

差值比较，70 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对语言

或方言的分类分区进行计量研究[3] [13][17]，

之后计量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欧洲方言（非声

调语言和声调语言）之间的差异计算

[1][2][12][14][22]，主要是用 Levenshtein 距

离算法计算。 

1.2 汉语方言计量学研究 

汉语方言研究从特征描述到计量研究，

是一个很关键的跨越。王育德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也用年代统计法研究了中国 5 个方言

（厦门，广州，梅县，苏州，北京）之间的

词汇相似度[41]。70 年代，华人学者王士元、

郑锦全利用在国外的便利条件，与我国国内

的方言专家合作，通过对北京大学编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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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词汇》[42]和《汉语方音字汇》

[43]对汉语方言字汇和词汇手册进行数字化

转换，生成了电子文档，并通过电脑进行了

系列汉语方言之间关系的统计研究，进而进

行了诸如方言或语言之间词汇相似度，声、

韵、调可懂度，方言或语言之间相关性及差

异性、亲疏关系、方言分区等方面的计算和

研究[4]—[8]，[40]，之后很多学者用这样的

计量方法进行了具体方言或者中国境内语言

之间亲疏关系的计量研究，比如利用方言/语

言之间各同源词的语音对应规律的列联表进

行聚类分析、相关分析和特征统计、主成分

分析，从方言的声韵母表之间对应规律的加

权值指标的确定来探讨方言之间的相似度、

相关度和互懂度问题以及方言分区、方言亲

缘关系、方言变化程度、方言之间相互影响

程度等方面的计量研究[21][44] —[53]。 

2. Gabmap 介绍 

对于语言变异的研究，尤其是方言变体

或地域变体以及语言的社会变体的研究，一

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核心主题，方言研究

从定性和描述性研究到定量研究，无疑就要

求计量软件的研发和跟进。从 21世纪初开始，

这个问题一直受到学者关注，在走过的 20多

年历程中，方言计量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

在计量研究的技术性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值得

肯定的进步，比如方言差异的自动测量，其

信度和效度都是稳定的，即使样本的数量多

到几十个方言点的上百个数据[9][10] [11][23] 

—[30]，同时，方言计量学因为受软件要求

的技术限制或其他专门知识的门槛要求，未

能在更广泛的方言计算方面进行应用①，目

前已有的计算包是在微软的 Windows 环境下

运 行 的 Haimerl 研 发 的 VDM(Visual 

Dialectometry：可视化方言计量)，主要用于

测量罗马语族的方言差异，格罗宁根大学

Peter Keiger 等人自 2004 年研发的 Rug/LO4

软件包(主研者是 Peter Kleiweg)不同于 VDM,

                                                           
① 计量方言研究方面的基础软件主要是统计软件

如 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SAS(Statistic Analysis System), 

BMDP(Bio Medical Data Processing)。 
② 该项目基金主要用于资助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

学者在数字化语言数据（书面语、口语、视频或

其运行环境为 Unix,语言是荷兰语，提供音

标比较和绘图技术，在几个平台上运行，针

对使用对象是从事方言研究的学生[15]。在

日益发展的语言计量研究的需求下，由荷兰

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语

言与认知研究中心”(Center for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专家 John Nerbonne 及其团队研

发出了 Gabmap 计量软件[29]。 

2.1 Gabmap 软件简介 

Gabmap 是一款基于互联网运行环境的

语音差异算法应用软件，该软件的研发获得

欧 洲 CLARIN （ the Commo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项目

基金（主要支持语言及文本处理方面的应用

性通用基础科研项目）资助，从 2010年开始

启 动 ， Gabmap 是 ADEPT （ Assaying 

Differences using Edit Distance of 

Pronunciation Transcriptions：分析基于语音

标注的字符串编辑距离）子项目的研究成果

之一②。 

Gabmap 主要为方言的计量服务，该软

件属于通用性质，从事方言学研究的学者，

即使没有计算学的专门知识，也能运用此软

件。方言计量学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处理大

型的方言数据，以便更有利于描述方言同言

线和方言地之间的关系，进行方言的统计分

析和方言代表样本分析，并为方言的定性和

定量分析提供计算工具[1][29]。Gabmap是在

上述 L04 软件包的基础上的计量工具提高版，

既为方言专家同时又为方言研究的学生提供

方便的网络运行环境计量工具，不需要安装

软件，只要网络浏览器即可，Gabmap 的目

标是将方言变异进行可视化及自动化计量处

理，主要功能是分析方言之间的差异和制作

方言地图。Gabmap 含有如下功能：生成数

据摘要（如方言点的数量、测试变量如方言

词汇的数量、不同音标符号的数量）、方言

差异测量（通过 Levenshtein distance 字符串

多模态），前沿工具等的研发、采编、分析等方

面提供可持续支持，并建立一个基于欧盟网络支

持的大型数据库，为国际同行专家的研究提供便

利支持。具体细节，参见 http://www.clarin.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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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距离可以比较方言之间的发音差异）、

统计分析和作图：比如通过多维标度(Multi-

dimensional Scaling)，可以探索在什么程度

可以形成方言连续统(continuum)；聚类分析

可以把方言地的方言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的

结果都可以通过地图或其他图形表示出来。

具体地说，Gabmap 可以处理相同概念的不

同词汇，同源词之间的各种语音变异，句法

结构转写中词汇的不同频次的计量等。 

除了计量分析，Gabmap 还可以对数据

录入时出现的错误进行检测，提供方言分布

地图，而且兼容 google earth 地图，还可以将

不同的字体（如汉字）转化为 Unicode 的音

标符号（UTF-8 或 UTF-16）。 

Gabmap 对范畴数据（如同源词的不同

词汇形式或者词缀的不同形式）、数字数据

（比如元音共振峰频率的不同集合）、字符

串数据（如音标）都可以进行异同比较计算，

还可以进行社会方言学方面的研究（比如性

别或民族差异等）。 

图 1 是 Gabmap 软件的分析功能和制图

样本示意图。 

 

图 1：Gabmap 数据分析项目菜单示意图（以大洋洲中部和南部地区的语言地图集 LAMSAS：the 

Linguistic Atlas of the Middle and South Atlantic States 的美国宾州 67 个县的方言点为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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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具体功能 

数据录入和输出：Gabmap 接受以制表

符（电子数据表）录入的数据，除了对范畴

类数据（如词汇、句法、形态数据）、数字

类数据（如元音共振峰频率的矢量）以外，

Gabmap 尤其还接受音标符号（无论是

Unicode 格式的 UFT-8、UTF-16 还是 X-

sampa 形式），Gabmap 具有对元音辅音的分

辨功能，也可以对词长等进行归一化处理。

Gabmap 的 图 标 输 出 由 附 加 补 丁 功 能

PostScript 提供，可以转换为 pdf 和 png 格式，

输出结果可以是彩色，也可以是黑白色彩

（因为彩色打印还没完全普及）。而且，

Gabmap 在生成聚类图的同时也生成了由多

维坐标（Multi-dimensional scaling）生成的

点阵图。 

与操作者的互动功能：Gabmap 在线提

示帮助技术生手很快找到自己需要的功能，

同时允许技术高手根据研究需要修改参数。 

操作说明：用 Gabmap 软件进行计算需

要准备两类数据： 

（1）首先用.xls 格式做成方言数据表，

行表示各方言点，列表示各方言需要计算的

数据（比如方言之间的同源词的不同语音音

标），然后将 xls 文件另存为“Unicode 

text(*.txt)”文件，导入 Gabmap. 下面以字符

串数据和范畴数据为例。见表 1 和表 2。 

表 1 的行是方言点，列是同一词汇的方

言变体。 

表 1: 字符串数据示例（数据来源见[36]） 

 风 太阳 

北京 fəŋ55 thai51 iɑŋ2 

温州 xoŋ44 tʰɔ52 ie22 

梅县 fuŋ33 ȵit5tʰiu11 

如果某个方言点没有该词汇的变体，则

可以空着，如果一个词汇变量有几个变体，

则在同一单元格里面列出，用“空格/空格”

分开即可。范畴类数据亦如此，见表 2。数

字类数据同理。 

 

 

 

表 2: 范畴数据示例 

 形状 颜色 

北京 圆形 红色 

温州 方形 黄色 

梅县 三角形 蓝色 

（2）方言点的地理数据，需要用 kml格

式。这个是从 google earth (可以免费获取并

安装的地图软件)上生成的地图母版，可以根

据需要对方言点添加陆地或河流边界和标签，

用 google earth 的“帮助”菜单也可以，具体

操 作 步 骤 可 以 从
http://www.let.rug.nl/~kleiweg/L04/kml/manual

.html 网址获取。不过 Gabmap 可以直接导

入.kml 格式文档。 

表 3： Gabmap 的项目菜单目录 

菜单目录 下拉菜单 二级菜单 

数据索引 方言点（地理距离）  

方言词汇  

数据检查 数据浏览 摘要描述 

特征表 

样本搜索 

错误检测 

音符列表 

 语音分布地图  

测量技巧 语音对齐  

差异测量 统计图和语音差异地

图 
 

语言距离和地理距离  

参照点地图  

多维度量 多维刻度散点图  

多维刻度地图  

离散聚类 聚类图和树状图  

聚类校验图  

模糊聚类 概率树状图  

模糊聚类地图  

数据挖掘 聚类方阵图  

具 体 操 作 ： 打 开 网 页 http://www. 

gabmap.nl/，点击“start application”（开始

应用），用你的常用邮箱地址作为用户名，

创建一个账号，登录，就可以进行计算操作

了。与其他网络应用软件不一样的是，

Gabmap 不是建立于数据库基础上，而是基

于菜单目录和文件类数据。Gabmap 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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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数据组织到 Projects 项目包里，每个项

目包都含有系列子目录，具体菜单见表 3

（同时参见图 1）。 

在 Gabmap 的网页上，提供了两个项目

的实例，一个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方言项目

包，一个是荷兰语方言和弗莱芒方言，图 2

和图 3 就是通过 Gabmap 对美国宾州方言计

量后生成的示例图。 

 

 

图 2： 用 Gabmap 根据地理距离（公里）数字绘

制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67 个方言点的方言黑白地

理图，数据来源是 The Linguistic Atlas of the 

Middle and South Atlantic States（LAMSAS, see 

Kretzschmar 1994）(from Nerbonne et al 

2011:78)[29] 

 

 
图 3： 用 Gabmap 同时绘制的美国宾州 67 个方言点的系谱树状图和彩色投射地图，数据来源是

LAMSAS（The Linguistic Atlas of the Middle and South Atlantic States)（see Kretzschmar 1994）[17]

方法是对方言点总距进行聚类分析，并反映投射到相应的地图上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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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和辅导菜单：Gabmap 软件网站还

提供帮助和辅导菜单，也是在线免费的，而

且一直在进一步完善中。进入网站按照提示

一步一步操作即可。 

3. Gabmap 方言计量应用实例 

目前将 Gabmap 用于方言计量研究的主

要是美洲、欧洲地区的方言，如英语的地区

方言、荷兰语方言[29][20]。 

在进行 Gabmap 基础功能性介绍的基础

上，Nerbonne et al 和 Leinonen et al 也展示了

具体的方言数据应用举例，比如图 4 就是

Leinonen et al 利用 Gabmap 生成的不同参数

和坐标体系下荷兰方言的地理分布和特征异

同，不同色度表示特征的相似程度。 

 

图 4-a 

 

图 4-b 

 

 

图 4-c 

图 4： 用 Gabmap 根据 MDS（Multidimensional 

Scaling）生成的荷兰方言地理分布，不同颜色表

示特征相似的不同程度[20] 。 

汉语方言计量的案例目前为止是测量汉

语方言的词汇结构相似度即词汇之间音段的

Levenshtein 最小算法距离，参见[34-39]，并

测试词汇相似度值和方言之间互懂度（即两

种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平均可懂度）的变量关

系，找出相关性较高的预测变量[39]。该项

研究中用了 150 个类似于 Swadesh 核心词汇

表的汉语词汇，按照语义概念范畴分为 8 个

大类：（1）身体部位，（2）果品和菜蔬

（包括鲜果、干果和蔬菜），（3）动物

（包括四脚类动物和其他动物），（4）纺

织品和衣饰，（5）时空词汇（空间方向和

时间概念），（6）自然现象，（7）日常消

费食物（调味品或肉禽类），（8）基本动

作（如行走坐卧）。15 种方言（吴语的温州、

苏州，赣语的南昌，湘语的长沙，闽语的福

州、厦门和潮州，粤语的广州，客家话的梅

县）点的 30个发音人（每个方言有男女两个

发音人）对这 150 个单词的朗读进行录音，

然后 225 个听音人（每种方言有 15 个听音人）

对每个方言的录音进行互懂度值（从 0—10

共 11 个值，0 表示完全不互懂，10 表示 100%

互懂）判断，15 个听音人的判断平均值作为

方言的互懂度值，共有 33750 数据。词汇相

似性测量是基于每种方言发音人对 150 个词

汇录音的音标转写：（1）词汇变体音段的

Levenshtein distance（国际上用来计算方言

变体之间音标音素异同的一种字符串计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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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标异同差值，如果两个音素相同则记为 0，

不同就是 1，（2）音段音素+注音符号（加

权记值为 0.5）差异值，然后将数据按照要

求的格式提交给 Gabmap 软件进行自动计算，

二者作为互懂度的两个预测变量，相互高相

关，（r = 0.985)，但是音段音素+注音符号

能更好地预测互懂度，用同样的原理计算出

词汇变体之间同源词的异同和声调的差异值，

不过声调的计量方法比较复杂，该项研究分

别计算出声调的 Levenshtein distance 异同值

和声调的几何差异值（这是根据[12]的计算

方法），然后用这几何差异值作为预测变量，

与词汇互懂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多变量同时预测，可以预测 72%的变异，单

变量进行的话，较好的预测变量是音段的

Levenshtein distance 异同值，可以预测 69%

的变异，结果见表 4[41]。这个结果说明

Gabmap 应用于汉语方言各种计算的可行性。 

表 4：汉语方言互懂度预测变量多元回归结果 

但是关于汉语方言地图的制作应用目前

还没有，希望将来能有应用的研究实例。 

4. 讨论和结论 

由以上介绍可以看出，Gabmap 软件是

基于网络应用的，主要用于语言变体（方言）

的相关数据分析，其界面友好，操作容易，

功能较强大，脚本更全面，而且开发者通过

互联网解决了运行软件的配置问题，使用者

不需要专门对运行的电脑进行配置。而且该

软件是免费开放的，一直在不断完善，今后

会越来越好。 

此外，对于从事方言其他方面的研究

（而不是计量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样可以

使用该软件的部分功能，尤其是地图作图功

能。当然该软件同时支持定性分析，比如制

作显示个体特征的方言地图。 

汉语方言种类的丰富性无疑为该软件的

功能验证提供应用和实践的大量语料，同时

对于该软件的通用性测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希望从事我国汉语方言研究的专家学

者积极关注和尝试。当然，中国学者也根据

研究的需要，研发了不少汉语方言计量软件，

比如上海师范大学潘悟云教授（IpaPan 输入

法的主要研发人）及其团队开发的系列软件，

如“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汉语方言

田野调查系统软件 DFS”等，当然学会软件

的使用只是一个便利条件，更深入的研究应

该是结合方言数据库进行深度的数据挖掘并

作出实用成果，其实我国学者在长期的方言

研究中，已经有许多方言数据，包括已经建

成的数字化数据库比如 DOC（Dictionary on 

Computer）语料库（王士元 1967年在加州大

学建立）、正在建设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

数据库”（ the Audio Database of Chinese 

Language Resources）以及其他各种数据库。

如果能够结合 Gabmap 软件的诸多功能，彼

此相得益彰，那么无疑会促成中国汉语方言

研究的更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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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wels in the She County Hui Chinese Dialect 

HU Fang, ZHANG Minghui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vowel production in the She county Hui Chinese dialect. The vowels 

in She County have a balanced distribution in CV, CVC, CGV, and CGVC syllables, but they are 

neutralized into [ʌ] in nasal coda environments, i.e. in CVN and CGVN syllables. Furthermore, the 

phonetic process of diphthongization for the mid-high vowels [e o] > [ej ow] adds complexity to the 

vowel phonology of the She county dialec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its neighboring Hui dialects, where 

diphthongization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adding an additional neutralized [ɐ]-like production to the 

distinctive vocalic element, e.g. [i u y e o] > [iːɐ uːɐ yːɐ eːɐ oːɐ]. 

Keywords vowels, diphthongs, diphthongization, the She county Hui Chinese dialect. 
 

1. INTRODUCTION 

Vocalic elements in human speech are 

usually classified into monophthongal vowels, 

diphthongs, triphthongs, and in few languages, 

tetraphthongs ([1], [2]). And monophthongs and 

diphthongs are the most common vowel 

categori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A pending 

issue in phonetic theory is that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whether a diphthong should be 

viewed as a single phoneme with a complex 

phonetic nucleus ([3], [4], [5]), or treated as a 

sequence of two vowels ([6], [7]). Even for 

English, it is still controversial among 

phoneticians on what a diphthong is ([8], [9], 

[10]). 

It is therefore not always a straightforward 

question to answer how many vowel categories 

in languages. Practically, complex vocalic 

elements were usually excluded out of vowel 

inventories in languages. The problem is that this 

kind of 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vowels into 

monophthongs and diphthongs or more complex 

categories obscured the understanding of 

structural complexity of vocalic segments. The 

calculation of phonetic/phonological complexity 

of the vowels in languages remains as a big 

challenge in linguistic and related scientific 

fields ([11], [12], [13], [14], [15]). 

Recent researches from Chinese dialects 

renewed the structural issue of vowels and 

diphthongs. On the basis of the acoustic and 

lingual kinematic data from the Ningbo Wu 

dialect, [16] argued that falling diphthongs have 

one dynamic target, while rising diphthongs are 

composed of two targets. That is, the diphthong 

[ai], for instance, is not a sequence of [a] and [i], 

but a single dynamic articulatory event, and 

should be treated as being distinctive to the 

monophthongal vowel [a]; by contrast, the 

diphthong [ia] is a sequence of [i] and [a]. And 

acoustic data from a number of various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southwestern Mandarin ([17]), 

Jin ([18]), and Southern Min ([19]) demonstrate 

similar results. That is, falling diphthongs and 

monophthongs are single-event articulations, 

while rising diphthongs are sequences of two 

articulation events. 

More interestingly, studies on Hui dialects 

further look into an intermediate vowel category 

between monophthongs and diphthongs, i.e. 

diphthongized vowels ([20], [21], [22]). 

Diphthongized vowels in Hui dialects serve as 

clear evidence that monophthongs and 

diphthongs are not a dichotomy, but a continuum.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three Hui dialects 

reveal how the process of diphthongization 

develops from a more monophthong-like stage 

(the Yi county dialect, [20]) to a more 

diphthong-like stage (the Xiuning dialect, [22]). 

The diphthongization in Hui dialect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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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adding an additional 

neutralized [ɐ]-like production to the distinctive 

vowel element, e.g. [i u y e o] > [iːɐ uːɐ yːɐ eːɐ 

oːɐ] respectively, and gradually, the 

diphthongized vowels become contrastive to 

corresponding monophthongs, e.g. [i u y] versus 

[iːɐ uːɐ yːɐ]. It is of phonological interest to note 

that these diphthongized vowels violate sonority 

hierarchy ([23], [24]). 

This paper describes vowel categories in the 

She county Hui dialect. Different to the Hui 

dialects described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She 

county dialect has a different type of 

diphthongization, namely the two 

monophthongs [e o] become spectrally dynamic 

[ej ow]. This is a typologically common process 

of diphthongization and is comparable to the 

English case ([25]). Table 1 shows the vowel 

inventory in the She county dialect. There are 9 

vowels (including an apical vowel [ɿ]) in open 

syllables; 7 of them occur in checked CVʔ 

syllables, 5 of them occur in CGV syllables, and 

4 of them occur in checked CGVʔ syllables. And 

vowel contrast is neutralized into [ʌ] in nasal 

environments, i.e. CVN and CGVN syllables. 

Table 1: Vowel inventory in She county. 

Syllable  Open Nasal Checked  

CV- 
ɿ i u y ej  

ɛ a ɔ ow 
ʌŋ 

iʔ uʔ yʔ ejʔ 

ɛʔ aʔ ɔʔ 

CGV- 
ia ua ya uɛ iɔ  

iej uej yej iow 

iʌŋ uʌŋ 

yʌŋ 

iaʔ uaʔ iɔʔ  

iejʔ yejʔ iowʔ 

 

2. METHODOLOGY 

10 native speakers (5 male and 5 female) 

were recorded during the fieldwork trip in 2013 

winter. They had no reported speech disorders or 

hearing impairments. For each target vowel, two 

meaningful monosyllabic words were used as 

test words, which were placed in the carrier 

sentence [X1, a31 tʰu44 X2 xi31 n̩35 tʰiʌŋ314] 

(X1, I read X2 for you to listen). Due to the space 

limit, only the citation form X1 of the test word 

X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sampling rate was 11,025 Hz. 5 

repetitions were recorded into a laptop PC 

through a USB sound card with a SHURE SM86 

microphone. The speech data were annotated in 

praat 5.3.48 ([26]). Diphthongs and 

diphthongized vowels were labeled as being 

composed of three components: an onset, an 

offset, and the transition connecting them. The 

lowest four formants were extracted in the mid-

point of each target element, and the duration of 

each segment was also measured. The range and 

rate of the second formant (F2) change were 

calculated for characterizing spectral dynamics 

in diphthongal production ([27], [28], [29], [30]). 

3. RESULTS 

3.1 Vowels in CV- syllables 

Figure 1 shows the distribution of 

monophthongs and onset elements of 

diphthongized vowels [eʲ oʷ] in CV, CVN and 

CVC syllables in acoustic F1/F2 planes with the 

origin of the axes to the top right. The 

coordinates are Bark-scaled ([31]) but labeled in 

Hertz. Fig. 1a and 1b show 2-sigma ellipses in 

terms of different genders for vowels in open CV 

and nasal CVN syllables; Fig. 1c and 1d for 

vowels in checked CVC syllables; and Fig. 1e 

and 1f show the means for each vowel in CV, 

CVC and CVN syllables. As mentioned above, 

there is only one neutralized vowel [ʌ] (labeled 

as [ʌ̃]) in CVN syll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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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Vowel ellipses (Fig. 1a~1d) 

and means (Fig. 1e and 1f) for the 

monophthongs and the onset elements of 

diphthongized vowels in CV, CVN and 

CVC syllables from male and female 

speakers. 

The 9 She county monophthongal vowels in 

both CV and CVC syllables exhibit a triangular 

distribution with 4 levels of height and 3 levels 

of backness in the acoustic vowel plane. [i y eʲ ɛ] 

are front, [ɿ a] are central, and [u oʷ ɔ] are back 

vowels. [i y ɿ u] are high, [eʲ oʷ] are mid-high, [ɛ 

ɔ] are mid-low, and [a] is low. Except for the 

rounded high front vowel [y], there is a 

predic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wel backness 

and lip rounding: front vowels are unrounded 

and back vowels are rounded. The neutralized 

vowel [ʌ] in CVN syllables is paired with [ɔ]. 

Table 2: One-way ANOVAs on F1 and F2 of 
each vowel in CV versus CVC syllables. 

 F1 (Male) F2 (Male) 

i iʔ F (1, 99) = 1.36, P > 0.05 F (1, 99) = 1.30, P > 0.05 

u uʔ F (1, 99) = 2.15, P > 0.05 F (1, 99) = 0.80, P > 0.05 

y yʔ F (1, 49) = 0.005, P > 0.05 F (1, 49) = 1.17, P > 0.05 

ɛ ɛʔ F (1, 49) = 0.35, P > 0.05 F (1, 49) = 5.67, P < 0.05 

a aʔ F (1, 99) = 1.52, P > 0.05 F (1, 99) = 1.20, P > 0.05 

ɔ ɔʔ F (1, 99) = 0.62, P > 0.05 F (1, 99) = 0.41, P > 0.05 

eⁱ eⁱʔ F (1, 99) = 1.71, P > 0.05 F (1, 99) = 2.07, P > 0.05 

ioᵘ ioᵘʔ F (1, 99) = 5.12, P < 0.05 F (1, 99) = 6.57, P < 0.05 

Vowel F1 (Female) F2 (Female) 

i iʔ F (1, 99) = 1.83, P > 0.05 F (1, 99) = 0.73, P > 0.05 

u uʔ F (1, 99) = 3.18, P > 0.05 F (1, 99) = 0.79, P > 0.05 

y yʔ F (1, 49) = 0.50, P > 0.05 F (1, 49) = 0.50, P > 0.05 

ɛ ɛʔ F (1, 49) = 1.48, P > 0.05 F (1, 49) = 0.14, P > 0.05 

a aʔ F (1, 49) = 2.47, P > 0.05 F (1, 49) = 0.52, P > 0.05 

ɔ ɔʔ F (1, 99) = 18.28, P < 0.05 F (1, 99) = 5.87, P < 0.05 

eⁱ eⁱʔ F (1, 99) = 6.97, P < 0.05 F (1, 99) = 16.66, P < 0.05 

ioᵘ ioᵘʔ F (1, 99) = 1.82, P > 0.05 F (1, 99) = 0.21, P > 0.05 

There are 7 vowels [i u y eʲ ɛ a ɔ] in checked 

CVC syllables, and 1 more [oʷ] in checked 

CGVC syllables. That is, except for the apical 

vowel, all the eight vowels in CV syllables are 

retained in checked syllables. This is an 

intriguing phenomenon in the vowel phonology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re is usually less 

vowel contrast in narrower checked syllable 

environment than in open syllables. Moreover, 

vowels in checked syllables are often less 

peripheral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open 

syllables ([32], [33], [34]). To test if there is 

difference in vowel quality, one-way ANOVAs 

were adopted for F1 and F2 of each vowel in CV 

versus CVC syllables. As shown in Table 2,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ost cases. 

3.2 Vowels in CGV- syllables 

The vowel and the preceding on-glide form 

a rising diphthong ([19]). As mentioned earlier, 

5 vowels [a ɛ ɔ eʲ oʷ] occur in CGV syllables and 

4 of them [a ɔ eʲ oʷ] occur in CGVC syllables. 

Discussion will be focused on the nuclear 

element [e o] when diphthongized vowels [ieʲ ueʲ 

yeʲ ioʷ] are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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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llipses for the onset and offset 
elements of rising diphthongs [ia ua ya] (Fig. 

2a and 2b) and [uɛ iɔ] (Fig. 2c and 2d) from 

male and female speakers 

Figures 2-6 plotted the onset and offset 

elements of rising diphthongs in the F1/F2 

acoustic space. The ellipses for the 

monophthongs [i u y] in CV syllables are 

superimposed in the figures for comparison’s 

sake. The nuclei in rising diphthongs are 

compared with monophthongal counter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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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Ellipses for the onset and offset 

elements of rising diphthongs [ieʲ] (Fig. 3a and 

3b), [ueⁱ] (Fig. 3c and 3d) and [yeⁱ] (Fig. 3e 

and 3f) and [ioʷ] (Fig 3g and 3h)  from male 

and female speakers. 

 

 

Figure 4: Ellipses for the onset and offset 
elements of rising diphthongs [iaʔ uaʔ iɔʔ] 

from male (Fig.4a) and female speakers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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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Ellipses for the onset and offset 

elements of rising diphthongs [ieʲʔ ioʷʔ] (Fig. 

5a and 5b) and [yeʲʔ] (Fig. 5c and 5d ) from 

male and female speakers. 

 

 

Figure 6: Ellipses for the onset and offset 

elements of rising diphthongs [iʌ̃ uʌ̃ yʌ̃]: male 

(Fig. 6a) and female speakers (6b).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figures that except 

for [i] in [iaʔ], ellipses for the onset elements [i- 

u-] and the corresponding monophthongs [i u] 

heavily overlap with each other, respectively, 

suggesting that the production of diphthong 

onset in rising diphthongs is controlled as well as 

that in monophthongs. However, ellipses for the 

on-glide [y-] and monophthongal [y] are usually 

distributed in separate positions. This could be 

due to the coarticulatory effects of initial 

consonants, as the on-glide [y-] is always 

preceded by an alveolar or postalveolar affricate 

or fricative [ʦ ʦʰ s ʧ ʧʰ ʃ]. 

The offset elements in rising diphthongs are 

more variable. First, the offset targets [-a -ɛ -ɔ] 

in rising diphthongs are controlled as well as 

those in monophthongs, since the ellipses for 

diphthong elements [-a -ɛ -ɔ] and their 

monophthongal counterparts heavily overlap 

with each other, respectively, in Figure 2. 

Second, articulatory undershoots are detected for 

the offset elements in [ieʲ ueʲ yeʲ ioʷ], since the 

ellipses for [-eʲ -oʷ] are distributed high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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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for their monophthongal counterparts [eʲ oʷ] 

in Figure 3. 

In CGVC syllables, the offset targets [-a -ɔ] 

in rising diphthongs are grouped with those in 

CGV syllables, and so are [-eʲ -oʷ]. As shown in 

Figure 4-5, the ellipses of [-a -ɔ] in [iaʔ uaʔ iɔʔ] 

are heavily overlapped with their 

monophthongal counterparts, respectively, 

whereas [eʲ oʷ] in [ieʲʔ yeʲʔ ioʷʔ] are much 

variable due to target undershoots in various 

degrees. 

It is of no linguistic interest to compare 

diphthong offset [-ʌ] in CGVN syllables with the 

vowel [ʌ] in CVN syllables, since there is only 

one neutralized vocalic nucleus in nasal coda 

environment. Nevertheless, as shown in Figure 6, 

it is generally observed that the ellipses for [-ʌ] 

in [iʌ̃ uʌ̃ yʌ̃] are higher than that for 

monophthongal [ʌ̃]. 

What is not shown in the data, but should be 

noted here is that [eʲ oʷ] are less diphthongized 

in CGV and CGVC syllables than in CV and 

CVC syllables. 

In summary, the onset targets [i- u-] and 

offset targets [-a -ɛ -ɔ] in rising diphthongs are 

well controlled in general whereas the offset 

targets [eⁱ oʷ] in CGV and CGVC syllables are 

more variable. That is probably due to the 

dynamic property of diphthongization itself. 

That is, when a vocalic element acquires 

dynamics, its static target becomes less 

important, because spectral dynamics helps 

distinguishing [ej] [oʷ] from neighboring [i ɛ] [u 

ɔ] respectively. 

3.3 Diphthongization 

It is thus of interest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phonetic diphthongization of [eʲ oʷ], although 

they are phonologically monophthongs. 

 

 

Figure 7: Ellipses for the onset and offset 
elements of diphthongized vowels [eʲ oʷ]: 

male (Fig. 7a) and female speakers (7b). 

Figure 7 shows ellipses for the onset and 

offset elements of [eʲ oʷ] and the corresponding 

monophthongs [i u].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figure that the ellipses for the offset element of 

[eʲ] are distributed lower than its monophthongal 

counterpart [i] in both male and female speakers, 

suggesting that the diphthong offset does not 

reach its target. It is true that the ellipses for the 

offset element of [oʷ] and its monophthongal 

counterpart [u] heavily overlap with each other. 

However, a wider dispersion of ellipse for the 

offset element of [oʷ] than its monophthongal 

counterpart [u] indicates a less precisely 

controlled production for diphthong offset than 

for the corresponding monophthong. In 

summary, it seems that [eʲ oʷ] do not tend to have 

a static spectral target. In other words, the 

dynamic property is more important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diphthongized vowels [eʲ oʷ]. 

The results are in consistent with the falling 

diphthongs [ai au aɯ] in the Yi county and [ai] 

in Xiuning Hui dialects ([20], [22]). That is, they 

are all vowel phonemes with dynamic properties. 

Table 3 shows temporal organizations in 

millisecond and percent for diphthongized 

vowels [eʲ oʷ] as well as rising diphthongs [ia ua 

iɔ] in CV syllables from male and female 

speakers (A = onset, B = transition, C = offset).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table that diphthongized 

vowels and rising diphthongs have different 

temporal structures. The offset is the longest 

component that takes 56-59% of the entire 

duration in rising diphthongs; in contrast, the 

onset is the shortest that takes 9-17% of the entire 

duration. Temporal organization for 

diphthongized vowels [eʲ oʷ] is quite 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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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a: Onsets and offsets of [eʲ oʷ] from M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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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set takes 25-32%, the offset takes 29-35%, 

and the transition takes 38-41% of the entire 

duration. In summary, temporal organizations 

for diphthongized vowels [eʲ oʷ] in the She 

county dialect resembles that of falling 

diphthongs in neighboring Hui dialects ([20, 

[22]], but different to the diphthongized vowels 

of other type, e.g. [iːɐ uːɐ yːɐ], in neighboring 

Hui dialects, where the onset is the dominant 

component in a diphthongized vowel ([20], [21], 

[22]). And the data for rising diphthongs in She 

county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from Yi county, 

Qimen and Xiuning ([20], [21], [22]). 

Table 3: Temporal organization of 

diphthongized vowels and rising diphthongs 

in millisecond and percent from male and 

female speakers. 

 
Male speakers Female speakers 

In millisecond In percent In millisecond In percent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ej 75 123 108 0.25 0.40 0.35 94 133 120 0.27 0.38 0.35 

ow 97 140 105 0.28 0.41 0.31 122 146 108 0.32 0.39 0.29 

ia 49 105 226 0.13 0.28 0.59 51 117 216 0.13 0.30 0.56 

ua 38 111 187 0.11 0.33 0.56 31 112 211 0.09 0.32 0.59 

iɔ 64 98 224 0.17 0.25 0.58 68 111 226 0.17 0.27 0.56 

Table 4 summarized the range and rate of 

the second formant (F2) change for the 

diphthongs and diphthongized vowels in CV and 

CVC syllables in the She county dialect. First, 

the two diphthongized vowels [eʲ oʷ]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dynamic properties of spectral 

change, as they have very different ranges and 

rates of F2 change. Second, rising diphthongs 

demonstrate a gender difference. The range and 

rate of F2 change is substantially greater for [ya] 

than for [ua] in male speakers, but vice versa in 

female speakers. That is probably because that [-

a] in [ya] is more front while [y-] in [ya] is more 

back in female speakers than in male speakers 

(see Figure 2 for details). It could be generalized 

that F2 range and rate of change help 

characterizing rising diphthongs, if the gender 

effect is excluded. Third, the same 

diphthongized vowels or rising diphthongs in 

CV and CVC syllables have comparable ranges 

and rate of F2 change, suggesting that F2 

dynamics is a stable spectral property that helps 

characterizing diphthongs and diphthongized 

vowels.  

Table 4: Range (ΔF2 in Hz) and rate (in 
Hz/ms) of F2 change for the diphthongs and 

diphthongized vowels. 

In CV syllables In CVC syllables 

Males Females Males Females 

 ΔF2 Rate  ΔF2 Rate  ΔF2 Rate  ΔF2 Rate 

oʷ 197 1.4 oʷ 137 0.9 eⁱ ʔ 325 4.2 eⁱ ʔ 404 4.6 

eʲ 435 3.5 eʲ 374 2.8 iaʔ 504 9.4 iaʔ 421 5.5 

ia 942 9.0 ia 837 7.1 uaʔ 357 4.8 uaʔ 573 6.1 

ya 541 5.8 ya 145 1.4 iɔʔ 1310 17.7 iɔʔ 1626 19.3 

ua 425 3.8 ua 645 5.7 eⁱ ʔ 325 4.2 eⁱ ʔ 404 4.6 

uɛ 1037 10.8 uɛ 1342 13.8 iaʔ 504 9.4 iaʔ 421 5.5 

iɔ 1251 12.8 iɔ 1492 13.4       

 

4. CONCLUSIONS 

This paper gives an outline of vowel 

phonology in the She county Hui dialect, based 

on a detailed acoustic phonetic description of the 

vowels in all possible syllable structures. 

The vowels in She county have a balanced 

distribution in CV, CVC, CGV, and CGVC 

syllables, but they are neutralized into [ʌ] in 

nasal coda environments, i.e. in CVN and CGVN 

syllables. There are 9 monophthongal vowels [ɿ 

i u y ej ɛ a ɔ ow] in open syllables; 7 of them [i u 

y ej ɛ a ɔ] occur in checked CVʔ syllables. 

Except for the apical vowel and 3 high vowels 

that function as on-glides [i- u- y-], all the 5 

vowels [ej ɛ a ɔ ow] occur in CGV syllables, and 

4 of them [ej a ɔ ow] occur in checked CGVʔ 

syllables. 

Like in other Chinese dialects, the nuclear 

element V and the preceding on-glide G form a 

rising diphthong in CGV- syllables in She 

county. Both onset and offset elements in a rising 

diphthong tend to have spectral targets, since the 

production of them is controlled as well as that 

for their monophthongal counterparts. By 

contrast, both onset and offset elements of 

diphthongized vowels [ej ow] are variable. [ej 

ow] are phonologically grouped with 

monophthongs, rather than rising diphthongs. It 

seems that when a vowel acquires dynamics, its 

static target becomes less important, because 

spectral dynamics helps distinguishing them 

from neighboring counter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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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语音学基础教程》述评 

刘 文
 

摘要 《实验语音学基础教程》立足以文科为背景的本科生，强调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主

要讲述实验语音学的基本概念、声学原理和研究方法，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语音学奠定基

础。该教程也可作为其他相关学科背景读者的语音学入门教材。 

关键词 实验语音学，基础教程，述评 

Book Review:  A Basic Course in Experimental Phonetics 

LIU Wen 

Abstract A Basic Course in Experimental Phonetics is written for undergraduates in liberal arts. 

Grounded in its linguistic phonetics approach, the book introduces fundamental concepts, acoustic 

principle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experimental phonetics, and provides a goo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 This book can also be used as an introductory text in phonetics for readers in other 

relevant fields. 

Key words Experimental Phonetics, Basic Course, Review

实验语音学是用实验仪器来研究、分

析语音的一门学科，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

支。20 世纪 20 年代，实验语音学主要是通

过一些医疗仪器，例如，X 光照相、气流气

压计、喉头镜等来测量发音的生理活动。五

六十年代，实验语音学主要以声学测量为主，

采用示波器、语图仪等来测量声音的波形和

频谱，研究它的物理特性。随着计算机的问

世及普及，实验语音学开始普遍采用计算机

进行语音的分析和合成研究。 

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新的

技术手段不断涌现，例如，利用静态和动态

磁共振成像研究发音时声道的形状和调音器

官的运动轨迹、利用高速数字成像技术研究

声带的不同振动方式、利用脑电仪研究语音

认知加工的神经机制等，这些新技术的使用

使得实验语音学能够与生理学、心理学、声

学、电子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医学等学科

交叉、结合。 

但是，实验语音学的这种迅猛发展，

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实验语音学的早

期研究人员大多具有物理学和电子学的背景，

对于所测量的语音波形信号，以及对于信号

处理的复杂性都具有较多的认识。然而，由

于我国的实验语音学研究人员大多是文科出

身，许多使用者缺乏相关信号处理的背景知

识，在实际研究中很容易导致“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的现象。因此，一本以简洁易

懂的语言介绍语音信号处理方法的基础教材，

对研究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尽管当今实验

语音学方面的教材种类浩繁，但仍然缺少全

面地从使用者的角度介绍实验语音学的书籍。

可以说，《实验语音学基础教程》[1]的出

版（下文简称《教程》），恰好填补了这一

空缺。作者根据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编写

了这本既符合我国教学实际，又能与国际学

术前沿接轨的教程。作者从实践出发，将教

材定位于文科背景的本科生，强调面向语言

学的语音学（linguistic phonetics）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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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中设计了很多极具操作性和实用性的实

验，目的是让读者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教程》不仅涉及传统语音学和音位

学的田野调查、语音四要素的声学分析、常

用的生理分析方法和感知听辨的研究方法，

还介绍了语音学从基础分析到进一步建立多

模态模型的方法和重要性。本书的特色在于： 

一、通过大量磁共振图像直观地呈现

元音和辅音的发音过程，不仅可以加深对言

语产生的理解，给进一步合成高自然度的语

音样本也提供了基础。 

二、在声学分析部分，与既有教材照

搬物理术语和公式不同，作者尽量用浅显易

懂的概念和计算方法来介绍信号处理的技术

和声学参数的语言学意义，目的是为了能使

读者从原理上理解这些内容。 

三、重视语音生理模型的构建，作者

在书中介绍了建立肺模型、嗓音模型、声道

模型和唇模型的设想与实践，其目的是为了

实现构建“中华虚拟人”的愿望。 

四、书中还涉及音位处理的原则、基

频提取和语音感知的操作方法、语音多模态

信号采集的注意事项。这些内容极具操作性，

对于田野调查及相关研究有很大帮助。 

在结构上，教程整体框架可以归纳为

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即教程第一章，

作者梳理了语音学的历史、进程和现状，让

读者从宏观上把握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及研

究前沿。第二部分是基础，即第二、三、四

章，主要介绍语音学研究的生理基础、声学

基础和语言学基础，便于读者从原理上理解

语音信号及其在语言学中表达意义的功能。

语音学研究的重点是对各种语言的语音特点、

语音生理性质、语音声学性质以及语音的语

言学意义进行研究，最终目的是用来解释与

之 相 关 的 语 言 学 问 题 。 因 此 ， Peter 

Ladefoged 提出了“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

（linguistic phonetics）的概念。第三部分讨

论语音四要素，即音高、音质、音强、音长，

包括第五、六、七三个章节，这也是本科生

重点学习和掌握的基础知识。第四部分包含

第八、九、十三个章节，属于教程的进阶知

识，作者论述了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例如，语言中的发声类型、语音感知（尤其

是声调感知）、韵律和情感等。最后一个部

分是实践和应用，包括第十一和十二两个章

节，讲述了田野语音调查和语音模型的应用。 

在内容上，作者尽可能地站在读者的

立场上考虑问题，例如，作者在第四章“语

音声学基础”中给出哪些是读者应该了解的

语音声学基础知识；第五章“基频、音高和

声调”中给出处理基频时所面对的问题以及

所采用的方法；第十一章“信号采集和田野

录音”中给出了语音实验室建立过程中需要

注意的事项以及田野调查中的录音技巧。在

书中，作者既与读者分享了理论知识，也与

读者分享了在长期实验语音学研究中所积累

的宝贵经验。 

在讨论具体问题和处理细节之时，作

者还时常给出建议。例如，第五章“基频、

音高和声调”中，尽管国内学界提出了很多

处理声调的方法，但作者建议大家还是采用

半音法，这是因为“在国际上，无论是研究

声调和韵律，还是研究音乐和声乐，基本上

都是用半音法来描写。半音法除了在声学上

有基频到听觉的转换外，还有心理学的基础，

也就是有对声音感知的基础，因此掌握半音

法是研究声调的基础（第 66 页）。”作者

强调基频不能完全等同于声调（第 67 页），

因为声调的感知和许多因素有关，如发声类

型、元音长短、音节结构等（第 156 页），

同时还指出“用基频来否定以听辨得到的声

调在语音学研究里是一个误区” （第 68

页）。此外，作者还强调了发音中的发声和

调音的区分，“调音”是表示口腔中利用舌、

腭、唇、齿等器官组合发出的声音，而用喉

头、声带等器官组合发出的不同嗓音称为

“发声”（第 8 页）。 

考虑到文科背景的读者，作者在书中

尽可能地避免讨论信号处理的数学公式推理，

“力图只用加减乘除和三角函数来解释最常

用的语音数字信号处理方法和语音参数的物

理意义（第 46 页）。”作者还尽量避免涉

及可能增加读者负担的复杂技术，例如，第

八章“语言发声类型”将重点放在不同嗓音

发声类型分析方法的基础和原理上。但是，

作者也让读者意识到，语音信号处理这块

“硬骨头”还是需要啃的，因为做语音学研

究，如果不知道语音学的参数是如何提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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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那么就很难做深、做好。比如，如果

不知道傅里叶变换的原理，就很难理解语音

信号时域和频率域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不

明白 LPC（Linear Predictive Coding）算法

的原理，就很难准确地提取出语音的共振峰

参数；如果不了解喉头声门阻抗信号和声门

气流信号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在开商和速

度商的定义上产生混淆。因此，读者还是需

要具备一些基本的信号处理知识，只有这样，

在做语音学研究时，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每

一个声学参数背后的意义，以及如何在具体

实例分析中解决所遇到的参数提取错误等问

题。 

总之，《实验语音学基础教程》是一

本优秀的教科书，值得所有想要进入这一领

域的学生阅读，也值得相关交叉学科的人员

用来拓展研究视野。即使对于那些已有相关

研究经验的人，这本书所提供的一些建议与

方法，也值得在选择研究方案时认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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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语言学》述评 

刘 彬  袁毓林 

摘要 杨玉芳教授编著的《心理语言学》，在当代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背景下，系统地阐

述了心理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介绍了近年来在语言理解、产生和获得等方面的前

沿问题、研究方法和认识进展。该书具有前沿性、层次性、全面性、发展性等特色。 

关键词 《心理语言学》，述评 

Book Review: Psycholinguistics 

LIU Bin   YUAN Yuli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ognitive sciences and neurosciences, Psycholinguistics 

edited by Yang Yufang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methodologies 

of psycholinguistics. It introduces recent progress i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production and 

acquisition, and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latest findings,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s. The book distinguishes itself in its state-of-the-art introduction, hierarchical 

structure, comprehensiveness and forward-looking approach. 

Key words Psycholinguistics, Review 

 1. 引言 

语言是人类最复杂的一种认知系统，

也是人类独有的心理特征。语言与心理关系

十分密切，由此催生出了一门交叉学科——

心理语言学，成为语言学、心理学，乃至认

知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界共同关注的领域。

这门交叉学科将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理论与方

法相结合，主要是以研究语言机制和语言运

用为目标，探索语言获得与发展、语言理解

和产生的心理过程及其认知神经基础。 

近年来，心理语言学领域发展十分迅

速。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杨玉芳教授带领她的团队，历时五年，

编著了长达 75 万字的《心理语言学》一书，

并于 2015 年 12 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

行。该书在当代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

背景下，系统地阐述了心理语言学的理论体

系和方法论，介绍了近年来心理语言学界在

语言理解、产生和获得等各个方面的前沿和

进展。下面对该书进行简要介绍和评论。 

2. 内容简介 

该书包括导论和四个部分（共 14 章）。

导论部分简要介绍了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主题、

发展脉络、学科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

关系等问题。第一部分阐述了与心理语言学

相关的语言学理论、语言与认知和神经系统

的关系；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则分别阐述了

语言理解、语言产生、语言获得与发展等方

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及其进展。每个部分又

按照语言单位，分为若干章节进行系统阐述。 

第一部分：语言、认知与神经基础 

本部分包括第一章至第三章，内容分别

是语言理论、语言的认知基础、语言的神经

基础。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与心理语言学相关

的重要的语言学理论，主要包括以乔姆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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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生成语法理论、以 Jackendoff 为代

表的概念语义学、以 Langacker 和 Lakoff 为

代表的认知语法理论。这些理论各自有其特

点，与心理语言学关系密切，且对心理语言

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乔氏提

出的语言天赋论和当下流行的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理论。第二章主要介

绍语言的认知基础，主要阐述了言语加工与

记忆、注意、整合等基本认知过程之间的关

系。指出言语加工需要以当前的言语信号为

线索，从长时记忆中提取相关的言语信息，

并把这些信息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

言语加工的提取、整合等过程还会受到注意

的调控，这是因为言语加工系统的加工能力

是有限的，面对复杂的言语信号，必须发挥

注意的调节和控制作用。此外，言语加工与

具身认知关系密切，由此提出的“具身言语

认知”理论强调人的言语理解是植根于动作

和知觉系统中的，它注重言语加工的感知运

动基础，并强调经验的作用 [1] 。而镜像神

经元的发现为具身的模拟提供了神经生物学

的证据。第三章主要介绍语言的神经基础，

主要阐述了探索语言神经基础的主要方法和

技术，以及使用这些方法获得的有关语言加

工的重要发现和理论模型，比如 Wernicke-

Geschwind 模型。早期的神经解剖学研究主

要依据语言障碍患者的临床表现，来探讨语

言障碍与脑损伤之间的关系，推测语言加工

的神经基础。而随着大脑语言认知理论的发

展和完善，以及认知神经心理学个案研究技

术的发展与认知神经成像技术和大脑神经网

络的数据分析技术的结合，人们对语言加工

的神经机制的研究认识有了更新的拓展。本

章还着重介绍了语义整合与语法加工的神经

机制，并结合脑区的动态激活以及语言与其

他认知加工的关系，说明语言神经机制的复

杂性。 

第二部分：语言理解 

本部分包括第四章至第八章，内容分别

为言语知觉、视觉词汇加工、概念和语义系

统、句子理解和语篇理解。第四章着重阐述

了言语加工早期阶段的两个核心问题：听觉

系统如何将声学信号转换为言语信号，如何

在连续的语流中切分和识别单个词汇。本章

分为三节，分别探讨了与知觉相关的声学和

语音学线索以及音段的知觉加工过程、词汇

切分的语音学线索和词汇识别的理论模型、

言语知觉的神经基础等问题。第五章介绍了

视觉词汇加工的全过程，包括由视觉符号到

词形大脑表征的识别过程，从词形到语音的

阅读过程以及词汇的语义通达过程等。本章

分为五节，主要讨论了认知和脑机制层面的

视觉词汇的识别过程、关于视觉词汇阅读的

双通道模型和联结主义三角模型、获得性阅

读障碍、视觉词汇阅读的神经基础以及词汇

语义通达中的语音中介作用等议题。第六章

主要讨论概念和语义系统以什么样的结构和

形态存储于大脑之中以及怎样形成表征的神

经基础。指出概念和语义的关系非常密切，

概念和语义在大脑中是如何关联表征的也是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议题。本章着重

探讨了概念结构的表征理论、语义系统的表

征理论，以及二者的综合分析。同时，本章

还探讨了概念范畴的表征，以及概念和语义

表征的神经机制模型，包括类别特异性、通

道特异性、功能联结网络等。第七章主要介

绍了句子理解过程中的句法加工、语义整合

和韵律加工，以及句子加工的理论模型和神

经基础。对于句法加工在言语理解中的地位，

存在模块化理论和基于制约的理论两种解释。

这两种理论解释争论的焦点在于：句法结构

的分析是平行的还是序列的；句法加工是否

优先于语义加工。语义加工与整合也是言语

理解的重要方面，本章探讨了词汇与语义背

景的整合、语义和句法的整合加工、句子的

论旨角色分配过程及信息结构的加工等重要

议题。同时，句子理解过程还需要加工韵律

信息，包括言语韵律和情绪韵律。本章还介

绍了句子加工的几种重要的理论模型，包括

Friederici 提出的“三阶段模型”、Hagoort

提出的 MUC（即记忆—整合—控制）模型

等；同时，通过采用脑磁图、fMRI、PET

等技术，揭示了与言语加工相关的脑区及连

接通路。第八章主要探讨语篇理解问题。本

章分为三节，第一节主要讨论语篇理解的多

种理论和模型，包括建构—整合理论、建构

主义理论、心理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的

侧重点描述了语篇理解的过程，解释了语篇

理解涉及的认知过程，并探讨了语篇理解的

结果即语篇表征；第二节阐述了语篇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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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重要问题，即整合、推理、指代；第三

节介绍了语篇理解涉及的脑网络，并特别指

出了大脑右半球在语篇理解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部分：语言产生 

本部分包括言语产生和书写产生共两章

内容。语言产生指的是人们利用语言表达思

想的心理过程，包括口头语言的产生和书面

语言的产生。第九章主要讨论口头语言的产

生（即言语产生）。言语产生包括三个过程：

概念化过程、言语组织过程和发音阶段，其

中言语产生中最为核心的阶段为词汇通达。

本章第一节主要阐述了言语产生中的词汇通

达理论和言语产生的认知神经机制，涉及词

汇通达过程中包含哪些信息的通达、词汇通

达过程的时间进程以及这些阶段是独立的还

是交互作用的等问题。第二节阐述了采用图

词干扰范式任务和组块命名任务下发现的语

义抑制效应和语义促进效应及其争论，包括

竞争说、反应说与反应排除说等。第三节阐

述了言语句子产生过程中的语法编码和音韵

编码这两个阶段所涉及的问题，其中在语法

编码阶段提取词汇的语义和语法信息，而在

音韵编码阶段提取词汇的语音信息。第十章

主要阐述了书写产生的心理运动模型，以及

书写产生过程的认知机制及其神经基础。

Van Galen 提出了书写产生的心理运动模型，

并认为书写产生是以层级结构组织起来的不

同模块平行加工的结果[2]。这一模型被认

为是目前“最完整”的模型。同时，一系列

神经心理学研究证明，言语产生和书写产生

是两个分离的过程，这表明书写产生过程中

的语音中介假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此外，

本章还特别介绍了汉语书写和汉字的特点，

以及汉语的书写产生等相关研究。 

第四部分：语言获得与发展 

本部分包括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内容

分别是语音发展、词汇和语义发展、句法发

展、二语习得。第十一章主要阐述语音发展。

语音发展是语言发展研究中的重要领域，研

究者主要从语音知觉和语音产生两个方面进

行探讨。其中，语音可以分成音段和韵律

（超音段）两个成分，所以本章主要从音段

和韵律的知觉及其产生和发展进行介绍。同

时，本章第三节还着重阐述了儿童语音意识

的发展，包括语音意识的测查以及语音意识

发展的影响因素等。第十二章主要介绍词汇

和语义的发展。词汇的学习为儿童获得作为

人类心智标志的概念和语言能力提供了途径，

词汇和语义的发展对于儿童具有重要意义。

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介绍了早期语言词典

的构成、发展以及词汇学习的神经表征等问

题；第二节介绍了心理词典形成的基本过程、

语义获得的机制以及语义网络的构建等问题；

第三节介绍了词汇和语义发展的社会背景和

词汇获得的影响因素，包括文化背景、社会

经济地位、母亲的行为特征及语言使用等。

第十三章主要关注句法发展。本章主要介绍

了儿童句法发展过程中不同句法形式的表现

及其发展的认知机制。在习得一些简单的词

汇之后，儿童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将词汇组

织起来，传递相对复杂的信息。因而，本章

第一节首先介绍儿童语法的结构及其形成规

则，然后介绍了儿童在不同语言学习过程中

的特有表现。主要讨论了儿童语法结构的测

量、语法词素习得、复杂句法结构习得以及

早期句法发展的神经基础等问题。然而，句

法的获得与发展是主体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

的结果，儿童的先天语言机制、后天环境因

素以及认知能力的发展等在句法发展中都起

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本章第二节从这些方

面介绍了儿童句法习得的影响因素，并进行

了句法发展的跨语言比较。第十四章主要讨

论二语习得。为什么掌握第二语言这么困难

呢？为什么有些人掌握第二语言的水平很高，

而有些人的水平却很低，再怎么努力也达不

到理想的效果？学习两种语言之后，两种语

言系统如何在双语者的大脑中进行存储、组

织和传递？本章分别从二语习得的特点、二

语表征、双语对认知和大脑的影响等方面对

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设

和模型。比如，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假说、语

音迁移的“知觉同化模型”、形式和语义分

别表征的层级模型和分布式模型，等等。 

3. 简评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知能力和心理

特征。探究语言的奥秘一直是人们追求的一

个主题。语言与心理密切相关，而心理语言

学通过将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理论和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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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结合，来探讨和研究语言机制和语言运

用，这必然成为探索语言奥秘的一个发展趋

势。 

杨玉芳编著的《心理语言学》，在当代

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背景下，系统地

阐述了心理语言学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既

介绍了心理语言学各领域的前沿成果，又结

合了汉语的实际，反映了中国学者在汉语研

究上的贡献。相较于国内为数不多的几部以

《心理语言学》或《语言心理学》命名的著

作或译著[3][4][5]，该书具有明显的特色，

主要表现在： 

（1）前沿性  

该书对心理语言学这门学科的最新进展、

前沿问题都有详细的介绍，很多内容都是新

世纪发表的重要成果，突出了前沿性。比如，

第二章在介绍“言语加工与具身认知”时，

关于言语加工的具身认知理论及相关的实验

研究、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及其功能等，基本

上都是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极大地体

现了学科前沿性。这也充分体现了该书的编

撰原则——“在把握核心问题和主要发展脉

络的基础上，要突出反映学科前沿”。 

（2）层次性 

该书的内容和结构层次分明、脉络清晰。

全书先以相关的语言学理论，以及语言与认

知和神经系统的关系为基础，然后从心理语

言学的三大组成部分——语言理解、语言产

生、语言获得与发展分别进行讨论。在各部

分内部，根据语言单位安排章节顺序，从语

音到词汇、语义，再到句法、语篇等等。在

每一章内部，又以科学问题为线索安排其中

的内容；对于每一个科学问题，又从认知过

程到神经基础，以发展顺序进行组织。这种

以心理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为“纬”、以语言

学单位为“经”的写作方式，脉络清晰、层

次分明，既方便了读者阅读和把握内容要点，

又有利于激发读者的兴趣。 

（3）全面性 

该书内容上丰富、全面，论证上重结合、

重比较。该书涵盖了心理语言学的各个领域

和方面，包括语言理解、语言产生、语言获

得与发展等，同时对各个领域内的重要研究

内容和重要理论都有详细的介绍，内容详实、

全面。在阐述理论的同时，又注重介绍相关

的实验事实和实验范式等，特别是其中的实

验设计的逻辑，使得理论与实证紧密结合、

相得益彰。此外，在阐述和论证理论模型时，

非常注重不同理论模型之间的比较；而且，

在阐述国外的研究成果与理论的同时，也注

重介绍中国学者和汉语的心理学研究成果。 

（4）发展性 

该书的每一章都是以科学问题为线索，

并按照从认知过程到神经基础来组织内容，

比较容易引导学习者进行思考。在阐述科学

问题的同时，会将目前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遗

留问题或未来的研究趋势摆出来，以激发学

习者的思考。比如，该书在讨论“二语习得”

时便指出，“想要清楚地揭示双语者如何利

用两种语言的相似性又避免受到两种语言的

干扰性的影响，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该书列出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以供学

习者进一步阅读和参考。 

总结而言，该书内容全面、涵盖范围广，

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既注重前沿性，又不

乏引导性，对于对心理语言学感兴趣或者专

门从事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人来说，这部书必

然是一次精神盛宴。正如李兴珊所说的“该

书作为心理语言学研究和教学的读物，填补

了该领域的空白，为心理语言学以及相关领

域的研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储备” 。 

当然，该书也有一些瑕疵。比如，由于

是集体编写，所以难免会有前后写作方式上

的差异等；限于篇幅，某些实验范式和实验

过程无法详细地展示，因此可能需要学习者

自行延伸阅读。但是，瑕不掩瑜。我们相信，

这部心理语言学巨著，对我国心理语言学及

相关领域的研究定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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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语音学学术会议（PCC2018）征稿启事 

 
全国语音学学术会议由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语音信息专业委员

会及中国声学学会语言、听觉和音乐专业委员会三个学术团体联合主办，是这一领域广大专

家学者展示最新研究成果和交流经验的重要平台。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二十多年来，已经

成功举办了十二届。 

第十三届全国语音学学术会议将在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的指导下，由暨南大学文学

院、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承办，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11 日在南

国花城广州市举行。 

本次会议以“语音与语言智能：跨语言与跨方言的挑战”为主题，由大会报告、分组讨

论和海报等部分组成，除主会外，会议还将征集和组织多个特殊议题。 

征文范围包括语音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如汉语方言语音、民族语言语音、语音语言

习得、人工智能及其他相关领域。会议论文原则上不超过 A4 格式 6 页，中英文稿件均可。 

本次会议将向《中国语音学报》《中国语文》《方言》和《当代语言学》等刊物推荐优

秀论文，还将评选优秀学生论文。 

 

论文提交全文截止日期：2018 年 6 月 30 日； 

审稿结果通知日期：2018 年 8 月 30 日； 

论文修改截止日期：2018 年 10 月 10 日。 

联系邮箱：pcc2018@yeah.net。 

会议网址：http://pcc2018.phonetic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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