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话双字组平调的听感实验初探１

谢郴伟　温宝莹　梁嘉乐

摘　要　本文以广州话自然语言中的四组双字组词为实验语料，采用 “对角测试法／半空间测试法”

（石锋等，待刊），通过辨认实验和区分实验考察了广州话高中低三个平调的听感范畴。实验结果表明，

广州话双字词中这三个平调的辨认边界与区分峰值呈现出明显的峰界对应，听感范畴明确，具有明显

的范畴边界。参照字的不同声调和目标字的前后位置都会影响范畴边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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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概述

“六声九调”是广州话声调格局总

的特征，六声分别为阴 平、阳平、阴

上、阳上、阴去、阳去六个舒声调和上

阴入、下阴入、阳入三个入声调 （詹伯

慧２００２）。如图１所示２，阴平调为调值

５５的高平调，阳平调为调值２１的低降

调，阴上调为调值３５的中升调，阳上

为调值２３的低升调，阴去调为调值３３
的中平调，阳去调为调值２２的低平调

１本研究得到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ＮＫＺＸＢ１２１１）的资助。

２该图为笔者通过南开大学 “桌上语音工作室”（Ｍｉｎｉｓ

ｐｅｅｃｈｌａｂ）对本文发音人做出的单字调声调格局。

（Ｂａｕｅｒ＆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１９９７）。广州话丰富的

声调系统，吸引了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其

进行 研 究，如 李 书 娴 （２００８）、金 健

（２０１０）、谢 郴 伟 等 （２０１４）以及 Ｇａｎ

ｄｏｕｒ（１９８１）、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ｉｏｃｃａ（２００３）、

Ｚｈｅｎｇ等 （２００６）等，他们对广州话声

调的演变、感知、声学特征做了详细的

分析。

“对角测试法／半空间测试法” （石锋

等，待刊），设定人们的声调听觉是一个

空间，用对角线把空间分成两半，可以

有前上、后上 、前下 、后下四种半空

间。每次利用其中一半，我们可以得到

声调语言中其声调的听感范畴。以普通

话上声调为例，通过上声—阴平、上声

—阳平、上声—去声的辨认实验和区分

实验可以得到三组声调之间的边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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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广州话舒声调格局 （男性）

边界偏移等参数；根据这些参数可以得到

上声的听感范畴：其中上声跟阳平的分界

是在起点处，上声跟去声的分界是在终点

处，上声跟阴平的分界是两个平调之间的

整体区分。因此，本研究将利用 “对角测

试法／半空间测试法”，以广州话四组双字

词为语音材料，通过 “低平调 （阳去）—

中平调 （阴去）”和 “中平调 （阴去）—

高平调 （阴平）”两组实验来考察广州话

高中低三个平调的听觉感知情况及其听感

范畴。

(．实验方法

(．!

词语选择

　　本实验选用自然语言中的双字组词对

作为听辨内容，其中声母、韵母相同，声

调相互对立的字，称为目标字；声韵调完

全相同的字，称为参照字。同时，按目标

字在词对中的位置分为：前字组 （目标字

居前）和后字组 （目标字居后），具体实

验词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实验语料

参照

字声调

前字组目标字声调

高平调 中平调 低平调

参照

字声调

后字组目标字声调

高平调 中平调 低平调

中平调 煲碎 布碎 暴税 低平调 大张 大涨 大象

高平调 冬天 冻天 洞天 上阴入 一堆 一对 一队

　　其中，前字组语音材料为ｂｏｕｓｅｏｉ１

（后文简称 ｂｓ）和 ｄｕｎｇｔｉｎ （后文简称

ｄｔ）；后字组语音材料为ｄａａｉｚｏｅｎｇ （后文

简称ｄｚ）和ｊａｔｄｅｏｉ（后文简称ｙｄ）。其中

ｂｓ组参照字ｓｅｏｉ为阴去调 （中平调），ｄｔ组

１语音材料音高为合成部分，故只标注了元音和辅音，

未标注声调。注音系统来自香港语言学学会，详见粤语

审音 配 字 库 （ｈｔｔｐ：／／ｈｕｍａｎｕｍ．ａｒｔｓ．ｃｕｈｋ．ｅｄｕ． ｈｋ／

Ｌｅｘｉｓ／ｌｅｘｉｃａｎ／）。

参照字ｔｉｎ为阴平调 （高平调），ｄｚ组参照

字ｄａａｉ为阳去调 （低平调），ｙｄ组参照字

ｊａｔ为上阴入，音高相当于阴平调，可看作

其变体 （詹伯慧２００２）。

(．(

语音材料

根据选取的语音材料，请一位广州

话标准的男性发音人进行录音，他是老

广州人，现为南开大学学生。录音在南

开大学语音实验室进行，采用单声道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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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采样率为１１０２５Ｈｚ。实验采用了负

载句的方法，由发音人以自然语速说出

“我宜家读?系　　 ”，每个句子说３遍，

各句乱序出现，共得到１２３＝３６个句

子。运用 ＣｏｏｌＥｄｉｔ软件从中切出目标

词语。

对广州话单字调声调格局进行分析

时，我 们 得 到 发 音 人 调 域 为 ９６Ｈｚ 至

１６５Ｈｚ，以５５ＨＺ为半音参考值换算，约

为１０ｓｔ至１９ｓｔ。参照谢郴伟等 （２０１４）对

广州话单字调听感范畴的数据以及发音人

目标词语实际发音的平均音高，我们将作

为参照字的高平调合成为１９ｓｔ，中平调合

成为１２ｓｔ，低平调合成为８ｓｔ，上阴入合

成为 １６～１４ｓｔ的降调。Ｗｏｎｇ ＆ Ｄｉｅｈｌ
（２００９）实验发现音节时长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因

素对于广州话平调的发音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和感知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均无显著影响，因

此，为了使合成刺激音更为自然，我们保

留了各音节的时长特征，并未进行归一化

处理。张凌等 （２００６）通过对入声字时长

特征进行考察发现，在正常语速下，入声

字后的 “语音空白＋首音时长”的值较为

恒定，声调间距约为１００ｍｓ，结合发音人

的发音特征，我们将包含入声字的实验刺

激ｙｄ声调间距设为１３０ｍｓ。闭塞段是塞

音的重要声学特征 （石锋等２０１０），因此，

结合发音人的发音特征，我们将后字包

含塞音字的实验刺激ｄｔ设置了２０ｍｓ的

闭塞段时长，将后字包含塞擦音字的实

验刺激ｄｚ设置了４０ｍｓ的闭塞段时长。

对音高的合成采用ｐｒａａｔ自编脚本进行，

目标字为１ｓｔ步长的平调连续体组成。图

２至图５分别为ｂｓ、ｄｔ、ｄｚ、ｙｄ组的合成

示意图：

图２

图３

图４

图５

由此，我们得到前后字组 （各２组共

４组）×音高 （８ｓｔ至１９ｓｔ共１２组）＝４８
个实验刺激音。

(．)

实验被试

参加实验的被试均为广州人，１２名男

生，１４名女生，平均年龄２１．２９±２．４５
岁。身体健康，听力正常，均为右利手，

母语为广州话。最终，本次实验得到有效

数据２２人次 （１１男１１女），其中４人在

做实验时不能够完全集中注意力，故剔除

了相应的数据。

(．+

实验步骤

实验采用Ｅｐｒｉｍｅ软件进行语音的播

放和行为数据及反应时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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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实验

辨认实验采用的是每个刺激随机播

放一次，要求被试通过按键在两个词选

项间迫选的实验方式。实验时被试坐在

安静、亮度适中的实验室中。正式实验

之前，为使被试明确实验要求，设置了

一个５个任务的练习，当被试完全了解

实验要求后进入正式实验。实验开始后，

当被试按空格键后即由Ｅｐｒｉｍｅ软件通过

耳机以相同音强随机不重复地播放刺激

音，随后被试会看到一个选择界面，屏

幕左右各出现一个单字选项，如煲碎

（Ｆ）、布碎 （Ｊ），要求被试判断所听到的

是屏幕左边的词还是右边的词。如果是

左边的词 （如 “煲碎”）就按Ｆ键，如果

是右边的词 （如 “布碎”）就按Ｊ键，要

求又快又准地做出判断１。被试进行选择

后，选择界面消失，进入下一题的流程。

正式实验约１５分钟。

按键反应页面呈现出两个选项，根据

选项呈现的不同顺序，我们将实验程序分

为正序和反序两组，其中正序是指音高较

低的选项在左面出现，反序是音高较低的

选项在右面出现。

(．+．(

区分实验

区分实验采用ＡＸ式，由两个单字组

成一个刺激对，每个刺激对随机播放一

次，要求被试通过按键判断两个词语是否

完全一样。每对刺激对由相隔的两个刺激

音组成，两个刺激间相差２个半音 （即

８—１０，１０—８，９—１１，１１—９等２０对）。

同一刺激对中的两个刺激音之间相隔

５００ｍｓ。具体实验流程与辨认实验基本一

致，只是在听到刺激对后被试看到的选择

界面略有不同，屏幕左右会各出现一个提

示，如 “相同 （请按 Ｆ）、不同 （请按

Ｊ）”，要求被试判断所听到的刺激对是否

相同，如果相同就按Ｆ键，如果不同就按

Ｊ键。正式实验约５分钟。

同时，按键反应页面呈现出左右两个

１练习环节中若被试反应时超过３ｓ会出现反馈界面，提

示被试反应速度太慢，正式试验则不会出现这样的反馈

界面，区分实验同样做了这样的设置。

选项，根据按键反应页面选项的显示顺

序，我们又将区分实验分成了两组，表现

为 “不同—相同”和 “相同—不同”，分

别代表选项为 “不同”和 “相同”出现在

左面。根据这两种分组方式，我们将区分

实验分成了四组数据。

(．*

数据统计

我们对实验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算各平调的听辨率、区分率，求出各平

调的最大边界位置、边界宽度、听辨范

围、区分峰值和反应时。按不同目标字位

置 （前后字组各２组共４组）、不同组合

实验 （“中平—高平”“高平—低平”共２
组）条件，共得到８组数据。

本实验使用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２０软件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实验结果和分析

)．!

辨认区分实验结果

　　根据辨认实验和区分实验结果，可以

得出前字组ｂｓ、ｄｔ和后字组ｄｚ、ｙｄ四组

实验各平调的辨认曲线、区分曲线和辨认

反应时曲线，如图６所示：

通过辨认实验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前

后字四组实验 “中平—低平”中的中平调

的最大辨认率其位置都不是在最大半音值

处，且除了ｄｚ组之外，各组中平调的最

大辨认率均未达到１００％； “高平—中平”

的中平调，相较于ｂｓ组和ｄｚ组，ｄｔ组和

ｙｄ组在音高较低的刺激音处出现多处

１００％的最大辨认率。

前后字四组辨认实验的边界宽度，ｂｓ
组和ｄｚ组较小，ｄｔ组和ｙｄ组较大，尤其

是ｄｔ组和ｙｄ组 “中平—低平”辨认边界

宽度，甚至达到整个调域的一半，虽然

“中平—低平”辨认曲线出现了交叉，但

是被试对边界宽度内刺激音的判断依旧较

为模糊。

总体上来说，前后字四组的 “中平—

低平” “高平—中平”辨认实验，其辨认

边界位置与区分峰值位置呈现出对应的态

势。值得一提的是，ｄｔ和ｙｄ两组的区分

曲线严格来说只有一处显著区分峰值，另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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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区分峰值仅为平缓的波峰，其中ｄｔ组

的显著区分峰值位于１７—１９ｓｔ端点刺激对

处，ｙｄ组的显著区分峰值位于１２—１４ｓｔ
刺激对处。

图６　辨认曲线、区分曲线、辨认反应时曲线图

　　前后字四组辨认实验，“中平—低平”

组的反应时总体上是呈现出递增的趋势，

这是受 “中平—低平”组实验无高平调选

项引起的； “高平—中平”组的反应时总

体上在辨认边界位置处会出现一个波峰，

范畴内的刺激音被试能够很快进行判断，

处在范畴边界的刺激音反应速度变慢。

)．(

性别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性别因素对实验

影响不大，男女实验结果与总的结果相差

不大，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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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反序因素分析

)．)．!

辨认实验结果

　　以ｙｄ组为例，图７是其正序和反序辨

认曲线图。正反序因素对于辨认边界位置

影响不大，其影响主要在于辨认曲线的平

缓和陡峭程度。以 “中平—低平”辨认曲

线为例，各组反序的辨认曲线均表现为比

正序辨认曲线波折的态势，尤其是音高较

高的刺激音处１，这或许与反序被试人数少

有关。样本容量越大，其标准误就越小，

离散程度越小；样本容量越小，其标准误

就越大，离散程度越大 （张厚粲、徐建平

２００４）。正序组有１４名被试数据而反序组中

只有８名被试数据，这就导致反序的数据

离散程度大，辨认曲线较正序组的波折大。

图７　ｙｄ组正序和反序辨认曲线图

)．)．(

区分实验结果

我们将前字组ｂｓ、ｄｔ和后字组ｄｚ、ｙｄ
四组区分实验按刺激音对的音高及反应界

面显示的正序和反序的区分率分别进行统

计，可得出四组区分实验的不同区分曲线。

３．３．２．１音高呈现顺序

刺激音播放顺序的不同会影响母语被

试对于其区分效果。以ｄｔ组为例 （见图

８），我们可以发现刺激对中，音高较低的

刺激音在前要比音高较高的刺激音在前的

刺激对区分率高。由于下倾的作用，被试

在听到句末音节音高时，会进行感知补偿

将目标字的音高提高，否则的话，被试很有

可能会将目标字的音高辨认错误，辨认成音

高低于说话者本想说的字的音高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ｉｏｃｃａ２００３）。这样，刺激音对中第二

个刺激音原本在声学上音高是低的在进行

感知补偿后音高增加，就减小了与第一个

刺激音在听感上的差异，导致区分率下降。

３．３．２．２反应界面显示顺序

总的来说， “不同—相同”组的区分

率略高于 “相同—不同”组，但是其具体

表现不尽相同。以前字组ｂｓ和后字组ｄｚ
为例 （见图９），前者在音高较低的刺激对

处 “不同—相同”组的区分曲线略高于

“相同—不同”组，而在音高较高的刺激对

图８　ｄｔ组音高呈现顺序正反序图

处两组的区分曲线呈现交叉的态势，通过

配对样本Ｔ检验发现二者的区分率并未表

现出 显 著 的 差 异 性 （ｔ＝１．７２７，ｐ＝

０．１１５，ｄｆ＝１０）；ｄｚ组的 “不同—相同”

组区分率则均大于或等于 “相同—不同”

组的，通过配对样本Ｔ检验发现二者的区

分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ｔ＝４．７５１，ｐ＝

０．００１，ｄｆ＝１０）。事实上，ｄｔ组和ｙｄ组的

结果与ｂｓ组的大致相同，两条区分曲线多

处相交，且通过配对样本Ｔ检验均未发现

二者的区分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反应

界面的显示顺序对于被试做出选择存在一

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是有限的。

１“中平—低平”实验中并没有高平调的选项，当刺激音的

音高超出中低平调的音高范畴时，辨认率会降低，图中中

低平调辨认曲线相互交叉正是反映了这一点，说明被试在

听到音高较高的刺激音时，不倾向于选择中低平调的任一

选项，而是呈随机辨认态势 （王士元、彭刚，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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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反应界面显示顺序正反序图

+．影响听感范畴边界因素的讨论

根据 “中平—低平”的辨认边界和

“高平—中平”的辨认边界，可以分别得

出前后字四组的听感范围，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广州话双字组高中低平调听感范畴

从图中可以看出，除ｙｄ组的低平调

外，各组实验中的高中低三个平调均有明

显的听感边界和听感空间，并且呈现出边

界偏移的态势。边界偏移的出现，主要有

三方面的原因：

（１）参照字的调类。目标字在前时

（前字对比组），参照字为高平调的目标字

比参照字为中平调的，更易感知为低平调

和中平调。和参照字为中平调的目标字相

比，参照字为高平的，中平调听感边界提

高１７％，高平调听感边界提高３２％。高

调的背景更容易将嵌入的目标词感知为低

调，相反，低调的背景更容易将目标词感

知为高调 （Ｌｉｎ＆Ｗａｎｇ１９８４）。而且本文

的研究进一步证明：高调对于低调的反衬

作用在参照字居后时更为显著，但在参照

字居前时相对较弱，因为还会受到 “降

阶”的作用。

（２）降阶 （ｄｏｗｎｓｔｅｐ）机制。下倾

（ｄｅ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和降阶属于人说话时的普遍

现象，它们都与人的发音生理密切相关，

前者是由说话时整体的气流机制决定的，

是全局性的；后者是由于低音成分的介入

而导致的声带振动频率的降低，是局部的

（王萍等２０１４）。由于下倾的作用，在对句

末音节音高进行辨认时，被试会将目标字

的音高提高进行感知补偿，否则的话，被

试很有可能会将目标字的音高辨认错误，

辨认成音高低于说话者本想说的字的音高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ｉｏｃｃａ２００３）。做一个假设性

的举例，原本声学上８ｓｔ的刺激音，经过

听感补偿可能被听成１３ｓｔ。同样以高调作

为参照字，ｄｔ组中低平调的听感范畴为

３６．４％，而ｙｄ组中的低平调其听感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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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０％，也就是说或许需要音高更低的刺

激音被试才能将其判断为低平调，这正是

受下倾机制影响造成的。

（３）协同发音的顺向同化作用。广州

话发音前字对后字具有同化作用 （Ｗｏｎｇ，

２００６），前字参照字的终点越低，后字被

听成低平调的可能性越高，因为即使后字

声调较高，听者也可能将其归结于从前字

而来的协同发音。同样位于后字组，ｙｄ组

由于受下倾机制的影响，仅仅８ｓｔ，被试

还不能完全将其辨认为低平调，而在ｄｚ
组被试却完全能将其辨认为低平调，这要

归结于前字低平调的顺向同化作用。同

时，受到下倾机制作用，ｄｚ组中低平调的

听感范畴并不大，高平调则占据了相当大

的部分达到了６０％。

*．结语

本文采用 “对角测试法／半空间测试

法” （石锋等　待刊），通过 “中平—低

平”、“高平—中平”两组实验的听感界限

考察，最终得到广州话各平调的听感空

间。负载句中的两字组真词是声调存在的

最简单、自然状态，将其作为听辨材料能

够揭示母语者对于声调感知的真实处理过

程和机制 （王萍等２０１４）。在双字词中，

广州话高中低三个平调都具有明确的听感

范畴，辨认边界和区分峰值存在明显的峰

界对应。语境音高的对立参照、降阶机

制、协同发音作用和参照距离等因素都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听感范畴的边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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