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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塞音（plosive），又称“爆发音”“闭塞音”，是

“根据发音方式不同而划分出来的一类辅音。发

音时，先是相关部位完全阻塞，导致其后形成高压

气流，然后突然打开声道，让高压气流爆发释放而

成音”[1]。汉语普通话（以下称“汉语”）的塞音与日

语的塞音在音位体系上相差迥异。汉语塞音存在

送气与不送气之分，但不存在清（voiceless）与浊

（voiced）之对立，很多中国日语学习者受到母语负

迁移的影响，难以准确区别日语的清浊塞音。

中国学习者在日语塞音的感知（perception）

上问题较为突出，因此也积累了诸多基于听辩实

验的研究成果。西郡仁朗（1986）以中国台湾地区

学习者为对象，针对[th][t][d][ɾ]的感知进行了听辩

实验。实验要求调查对象判断两个语音刺激是否

为同一个词。例如，以送气音[th]发「ミテサ」，再以

不送气音[t]发「ミテサ」，判断两者是否一样（答案

为“是”）。针对此类要求将[th]与[t]归为同一音位

的问题，初级学习者三次实验平均错误率高达

92.9%，高级学习者达 66%。另一方面，针对要求

将[t]与[d]区分的问题，正确率也仅为 50%左右。

杉藤美代子、神田靖子（1987）使用 150个无实意

词以5名中国学习者为对象进行了听辩实验。结

果显示，将浊辅音误听成清辅音的例子较多，尤其

是将/d/听成/t/的错误率极高。福岡昌子（1995）将

方言因素考虑在内，以北京、上海学习者各 10名

作为对象进行了听辨实验。通过方差分析，指出

北京与上海学习者正确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山

本富美子（2004）以 169名中国学习者（中级：84，

高级：85）为对象进行了听写测验。根据日语能力

不同，将清音误判为浊音的错误率为 10.2%-

36.4%，而将浊音误判为清音的错误率为 0.7%-

7.8%。刘佳琦（2005）以国内大学日语专业 45名

学生为对象进行了听辩实验。结果显示，不论清

音还是浊音，词首的正确率高于词中；清音正确率

排序为/k/>/t/>/p/，且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差异；词

首位置的浊音正确率排序为/b/>/d/>/g/，而词中差

异不显著。

上述研究为日语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与实

日语学习者塞音习得状况的追踪调查
——以「パ/バ」的感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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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日语学习者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在清浊塞音的语音习得上感到困难。本文以国

内某高校日语专业学生为对象，针对日语塞音习得状况，以「パ/バ」的感知为例，通过听辨实验进行了

追踪调查。从实验成绩来看，「パ/バ」的感知正确率仅为七成左右。词中「パ」的感知难度较大，初级

学习者的正确率不超过四成，中级学习者不超过五成。“前元音+「パ」”的难度大于“后元音+「パ」”，而

后者难度又大于“鼻音+「パ」”。相关分析结果显示，「パ」的正确率与声学特征——嗓音起始时间之

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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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依据，然而仍存在以下有待完善的地方。第一，

既有研究中提到中国学习者将清塞音误判为浊塞

音的问题明显。但是，哪个清塞音，在什么语音环

境下，具有多少错误率，还有待明确。第二，既有

研究揭示出中国学习者塞音习得的困难。但是，

随着日语学习经历的增长，感知能力呈现何种变

化趋势，还有待探索。第三，在实验方法和语音素

材方面，还有待完善。如胡伟（2016）所述，应当善

用有实际意义的最小对立体（minimal pair），保证

实验环境的标准化，减少实验给受试者带来的负

担，将语音素材声学特征与实验结果相结合等。

本研究围绕双唇塞音/p/、/b/，以「パ/バ」的感

知为例实施追踪调查（panel study），通过三次听辩

实验，考察中国学习者日语塞音的习得状况，对以

下问题进行探究。

1）感知能力方面：中国学习者对「パ/バ」感知

的正确率能达到多少？随着学习经历的增长，呈

现出何种变化？

2）测试单词正确率方面：清、浊塞音的正确率

分别是多少？不同语音环境下的正确率是否存在

某种倾向？测试单词的正确率与声学特征之间是

否存在相关性？

1 汉语与日语的塞音

1.1 塞音的声学特征

塞音的重要声学特征之一是嗓音起始时间

（voice onset time，以下简称为“VOT”）。VOT 是

Lisker & Abramson（1964）提出的声学指标。VOT

的测量是以除阻（onset of release）为基准点（0 ms），

计算从该点到声带振动（voice onset）之间的持续

时间。声带振动若在除阻之前开始，VOT值则为

负，若在除阻之后开始，VOT值则为正。Lisker &

Abramson（1964）通过对11种语言的调查得出，该

声学指标可以作为塞音清浊对立及送气、不送气

对立的指标。

清水克正（1993）指出了基于VOT辨别日语、

汉语清浊音的可靠性，并测量了词首塞音的

VOT。以日语的双唇塞音为例，位于词首的浊音/b/

的VOT为-65~-125ms，清音/p/的VOT为15~65ms。

朱春躍（2010）对汉语送气、不送气音以及日语清

浊音进行了对照实验。结果表明，「パ」的辅音/p/

在词首时VOT平均为 19ms，比汉语不送气音[p]

（13ms）略长，但在词中时平均为 13ms，与汉语几

乎相同。

1.2 塞音的区别特征

日语的塞音包括/k/（か行辅音）、/g/（が行辅

音）、/t/（「た・て・と」的辅音）、/d/（「だ・で・ど」

的辅音）、/p/（ぱ行辅音）、/b/（ば行辅音），存在清浊

对立。例如，/p/与/b/，前者为清音，后者为浊音。

两者皆为双唇塞音，但是发/p/时声带不振动，而/b/

振动，从而形成两个不同的音位（phoneme）。声带

振动与否是这两个音位的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清音”相当于日语

中的「無声音」，而非「清音（せいおん）」。同样，

“浊音”相当于日语中的「有声音」，而非「濁音（だ

くおん）」。“清音”“浊音”指的是音素，例如[t][p]

[b]。而日语中的「清音」「半濁音」「濁音」指的是音

节，例如[ta]（た）[pa]（ぱ）[ba]（ば）。虽然使用相同

的汉字，但存在本质区别。

与日语不同，汉语的塞音没有清浊对立，只有

送气与不送气之分。例如，“跑”的辅音[ph]与“饱”

的辅音[p]都是清音，前者送气，后者不送气。送气

与否是汉语塞音的区别特征，而声带振动与否不

影响意义的区分。例如，在发“饱”的音时，即便将

[p]发成[b]，也不影响词义。实际上，在汉语中[p]

与 [b] 同 属 于 音 位/p/，是/p/的 音 位 变 体（allo-

phone）。

2 「パ/バ」的听辩实验

本研究基于听辨实验，以「パ/バ」为例，对中

国学习者的日语塞音感知进行追踪调查。对听辩

实验的语音素材（测试单词）进行声学分析，测量

嗓音起始时间VOT。利用统计分析方法，从静态

与动态两方面把握学习者日语塞音的习得状况，

探究感知困难所在，考察测试单词VOT与正确率

之间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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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听辩实验概况

听辩实验由实验对象在 PC端操作语音分析

软件 Praat进行。Praat是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语音学者 Paul Boersma 与 David Weenink 共同开

发的语音分析软件。不仅可以进行语音的声学分

析，还可以进行语音合成以及语音提示实验等。

实验对象在PC端启动Praat，运行实验脚本，开始

实验。PC随机播放一个语音刺激，同时屏幕上显

示两个单词（一对最小对立体），实验对象点击鼠

标选择所听到的单词。如果没听清，可以点击

“Replay”（重复）重新播放语音（最多重复 2次）。

如果意识到之前的判断有误，可以点击「戻る」（返

回）重新作答（图 1）。所有语音刺激播放完毕后，

实验结束，保存结果。实验预计用时2-3分钟。涉

及30个测试单词（15对最小对立体），每个单词随

机出现 3次，共计 90次语音刺激。针对每次语音

刺激，实验对象进行交替性强迫选择（2AFC：two-

alternative forced choice）。

どちらの単語に聞こえたか答えてください

Replay

看板（カンバン） 甲板（カンパン）

戻る

1-90

注：本图由作者基于Praat界面，使用Word绘制而成。

图1 听辩实验软件运行界面示例

2.2 听辩实验的测试单词

本实验使用的测试单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最

小对立体，成对的两个单词之间只存在「パ/バ」不

同，其他音节以及声调完全相同。

之所以使用最小对立体，是为了避免单词中

其他音节对感知的干扰，促使实验对象将焦点放

在[p]与[b]上。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在归纳音位

时最小对立体是确定两个最小语音片段是否属于

一个音位的标准。例如，「甲板（[kampaN]）」与「看

板（[kambaN]）」之间只有划线的[p]与[b]不同，两

者是最小对立体。但由于这一处差异，形成了两

个意义不同的词，从而将[p]与[b]视作两个音位。

因此，在对[p]与[b]进行辨别时，便可以使用「甲板

（[kampaN]）」与「看板（[kambaN]）」。如果认为是

[p]，就选择前者，反之亦然。

之所以使用有实际意义的词，是为了能够以

相对自然的发音录制测试单词。本文中“有实际

意义的词”指现实中真实存在、实际使用的词。人

名、地名、商品名等固有名词也视为有实际意义的

词。在既有研究中，有的实验为了避免实验对象

通过词义判断是清音还是浊音，从而大量或全部

选用无实意词。然而，无实意词既然在现实中不

会使用到，那么在录音阶段便无法要求录音人“像

平常”那样自然地朗读。无实意词“不自然”的发

音或影响听辩实验的真实性与现实意义。因此，

本实验使用有实际意义的词或复合词。

2.2.1测试单词的选取

本研究利用 NTT『日本語の語彙特性 第 2

期（第7巻）CD-ROM版』语料库，搜索并选取最小

对立体作为测试单词。该语料库收录了『朝日新

聞』自 1985 年至 1998 年间所有报道中用到的 36

万个单词，并统计了这些词的使用频率。

首先，通过检索得到含有「パ」或「バ」的单词

12999项。然后人工筛选，排除词形上成对但是声

调不同的单词对（如「バンク①/銀行」与「パンク

⓪/朋克」），得到最小对立体 94对（如「甲板（かん

ぱん）」与「看板（かんばん）」）。经过分类汇总发

现，这 94对单词的「パ/バ」多数出现在词首或者

拨音之前。为了确保测试单词的丰富性，根据

「パ/バ」前方的 7 种语音环境（[a][i][u][e][o][N]

[Ø]），各选取4对使用频率较高的单词。“[Ø]”表示

「パ/バ」前方语音环境为空，即「パ/バ」在词首。

针对/ipa/-/iba/等语音环境下最小对立体不足 4对

的情况，通过补充复合词（如「貸しパス」「貸しバ

ス」）凑齐 4对，计 28对。此外，由于「ルパシカ」/

「ルバシカ」「センパン」/「センバン」具有两种声

调，为考察声调对听辨正确率的影响，各增加 1

对。由此收集到 30对最小对立体。为了控制测

验时间，最终选取15对最小对立体（30个单词）作

为本实验的测试单词。表1为各语音环境下最小

对立体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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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测试单词的录制与编辑

测试单词的录制。将 30个测试单词随机排

列，制成三份互不相同的单词表。由经过语音学

训练的日语母语者（48 岁男性）在录音室使用

TASCAM DR- 05 录音笔进行录制，采样频率

44.1KHz，量化精度 16bit。每个测试单词以随机

次序朗读三次，形成90个语音素材。

语音素材的编辑。使用语音编辑软件“Wave

Editor”对录制的语音文件进行编辑，以词为单位

进行切分，保存为“.wav”文件。此时的语音素材

中没有噪声，适用于声学分析。另外，现实生活中

的交流或多或少伴随着来自周围的噪声，为了提

高听辨实验的现实性，确保实验结果真实反映学

习者感知能力，同时为了防止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人为地在语音素材中加入适当噪声，另存

为独立的音频文件。本实验中语音素材的信噪比

为平均 15.4dB（SD＝2.2）。能够听到“嘶嘶”的杂

音，但音强很低，不会盖过测试单词的发音。

2.2.3测试单词的声学特征

在辨别塞音的清浊方面，VOT是可靠的声学

指标。为考察学习者对塞音的感知与塞音声学指

标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 Praat 对测试单词的

VOT进行了测量。以「甲板」为例，图 2展示了该

语音的波形图、语谱图，以及文本标注框 Text-

Grid。将TextGrid设置为三层，第一层标注单词，

第二层标注音段，第三层标注VOT。结合波形图

和语谱图，确定[p]的除阻时间点以及[a]的发音起

始点。两点之间便是 VOT，经测量为 13.001ms。

依照上述方法，对所有语音素材中塞音[b][p]的

VOT进行了测量。

2.3 听辩实验的运行脚本

听辩实验要使用语音分析软件 Praat运行一

个脚本来实现以下三项内容：（1）呈现测试单词文

本按钮（图 1）；（2）播放测试单词的语音；（3）记录

实验对象的选择。脚本的编写可以使用Windows

表1 最小对立体示例

语音环境

数量（单位：对）

例

/apa/
-/aba/

4

ラパ①
騾馬①

/ipa/
-/iba/

4

サイパン①
裁判①

/upa/
-/uba/

5

ルパシカ⓪
ルバシカ⓪

/epa/
-/eba/

4

クレパス②
クレバス②

/opa/
-/oba/

4

コパン①
小判①

/Npa/
-/Nba/

5

甲板⓪
看板⓪

/Øpa/
-/Øba/

4

パック①
バック①

注：本表由作者根据收集到的最小对立体相关信息绘制而成。

注：本图由作者基于Praat绘制而成。

图2 「甲板」的波形图、语谱图、TextGrid

カンパイ（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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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自带的记事本，图 3 为实验脚本的部分内

容。第一行“‘ooTextFile’”为固定值。第二行

“‘ExperimentMFC 6’”表示该脚本为第 6 版。第

三行是对“测试单词文本按钮”的呈现进行设定。

当设定为<yes>时，播放语音后再呈现文本按钮，

当设定为<no>时，测试单词的语音和文本按钮同

时呈现。第四行可理解为听辨实验的固定值。第

五行表示存放实验语音文件的文件夹。例如，本

实验将所有语音文件存放在“02Sounds with noise

0.5”文件夹中，再将该文件夹与脚本文件放在同

一文件夹内。脚本运行时，会通过脚本文件的相

对路径指定“02Sounds with noise 0.5”文件夹，并

播放其中的语音文件。第六行表示语音文件的扩

展名为“wav”。第七、八行用来设定装载句（carri-

er phrases）。例如，在播放每个测试单词之前都说

「これは」（这个），而在其后说「と読みます」（读

作）。本实验未做设定，因此引号内为空白。第九

行-第十一行用来设定测试单词播放前、中、后的

静音时长。本实验在播放前和播放后各设定了

0.3秒的静音。第十二行表示测试单词的语音文

件的数量，本实验共有30个语音文件。第十三行-

第四十二行表示播放的语音文件和呈现的文本按

钮。例如，第十三行表示播放「完売」的语音，同时

呈现「完売（カンバイ）」和「乾杯（カンパイ）」两个

文本按钮。第四十三行表示每个语音文件都要播

放三次。第四十四行表示播放顺序为随机。有关

Praat语音分析及脚本编写的方法，详见北原真冬、

田岛圭一、田中邦佳（2017）。

2.4 实验对象

实验对象包括日语母语者和中国学习者，共

计68名（表2）。10名日语母语者参加了第一次听

辩实验，其目的是为了检验实验内容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58名中国某本科院校日语专业学生参

加了三次听辨实验。其中，21名学习者在一年级

（上）-二年级（上）期间参加了追踪调查，37名学习

者在二年级（上）-三年级（上）期间参加了同一调

查。基于学习经历，将前者划分为“初级”组，后者

为“中级”组。主要目的是为区分两组，而非以此

评价调查对象的语言基本技能。此外，上述实验

对象均不存在听力障碍，具备参加听辨实验的生

理条件。

3 听辩实验成绩

本研究于 2015年 12月以 10名日语母语者为

对象进行了一次听辩实验，于 2015年 12月、2016

年 6月和 2016年 12月以 58名中国学习者为对象

进行了三次听辩实验。如2.1所述，听辩实验中30

个测试单词先后随机播放 3次，形成 90个语音刺

激。在核算实验成绩时，以百分制进行换算（正确

作答的个数÷90×100），保留一位小数。

表2 实验对象基本信息

组名

日语母语者

初级

中级

人数

合计

10

21

37

男

4

6

8

女

6

15

29

年龄（平均年龄）*

18~23（20.9）

17~20（19.3）

18~21（19.4）

听辩实验实施时间

201512

201512（一年级上）

201512（二年级上）

——

201606（一年级下）

201606（二年级下）

——

201612（二年级上）

201612（三年级上）

注：*2015年12月时的年龄。本表由作者根据实验对象、实验时间等信息绘制而成。

第一行 "ooTextFile"

第二行 "ExperimentMFC 6"

第三行 blankWhilePlaying? <yes>

第四行 stimuliAreSounds? <yes>

第五行 stimulusFileNameHead = "02Sounds with noise 0.5/"

第六行 stimulusFileNameTail = ".wav"

第七行 stimulusCarrierBefore = ""

第八行 stimulusCarrierAfter = ""

第九行 stimulusInitialSilenceDuration = 0.3 seconds

第十行 stimulusMedialSilenceDuration = 0

第十一行 stimulusFinalSilenceDuration = 0.3 seconds

第十二行 numberOfDifferentStimuli = 30

第十三行 "21_完売(カンバイ)_0_M_MK2" "|完売(カンバイ)|乾杯(カンパイ)"

第十四行 "21_乾杯(カンパイ)_0_M_MK2" "|乾杯(カンパイ)|完売(カンバイ)"

第十五行 "22_看板(カンバン)_0_M_MK3" "|看板(カンバン)|甲板(カンパン)"

第十六行 "22_甲板(カンパン)_0_M_MK3" "|看板(カンバン)|甲板(カンパン)"

（省略26行）

第四十三行 numberOfReplicationsPerStimulus = 3

第四十四行 randomize = <PermuteBalancedNoDoublets>

注：本图由作者对实验脚本进行标注，缩减后截屏绘制而成。

图3 脚本内容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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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统计分析结果的可信度，对实验成绩

数据中是否存在奇异值（outlier）进行了检查。图

4显示，初级组在第一次实验中有一个奇异值，在

第三次中有两个奇异值。经过对原始数据的核

实，发现并非录入错误，而是这三个成绩（来自三

位实验对象）确实优于整体水平。若样本数量大

则可以考虑保留奇异值，然而由于本实验初级组

样本数量较少，奇异值可能对数据整体分布影响

较大，因此在接下来的统计分析中删除上述奇异

值。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三位实验对象的成绩

无效或缺少研究意义。恰恰相反，他们的学习策

略、元认知策略等值得通过追踪访问（follow up

interview）等方式进一步研究。

试验时间

实
验
成
绩

注：本图由作者基于实验数据，使用SPSS绘制而成。

图4 实验成绩箱图

在对数据进行整理之后，三组实验对象的成

绩如表3所示。10名日语母语者平均成绩99.6分

（SD=0.8），其中 7人满分，2人（男女各一）各答错

一次得 98.9 分，1 人（男）答错 2 次得 97.8 分（表

3）。由此可见，语音素材可信度高、不存在争议，

尽管人为地在语音文件中插入了噪声，但并不影

响日语母语者的辨识。

然而，对于日语母语者来说清晰易辩的内容，

对中国学习者来说又如何呢？初级组三次实验平

均成绩分别为 62.4分、63.8分、67.8分，而中级组

为 70.6分、71.0分、74.1分。可见，中国学习者在

「パ/バ」的感知上，正确率仅为七成左右。在作答

时间方面，中国学习者用时也明显多于日语母语

者（MD = 0.35 - 0.61秒）。可以推测，日语母语者

听一遍即可作答，而中国学习者至少听了两遍才

做出选择。上述实验成绩和作答时间反映出中国

学习者对日语清浊塞音的感知存在不容忽视的

问题。

此外，不论是初级还是中级，三次实验成绩的

标准差不断增加（表3），说明两极分化加剧。尤其

中级组从7.2上升到10.1，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图

5是该组第三次实验成绩较第一次的增长率（由低

到高排序），两次实验时隔一年。可以看出，经历

了一年的日语学习后，13名受试对「パ/バ」的感知

能力不升反降，1 名不增不减，7 名增长率不足

5%。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实验对象的感知能力停

滞不前，甚至倒退，呈现出石化现象（fossilization）。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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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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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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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由作者基于实验数据，使用Excel绘制而成。

图5 中级组第三次实验成绩较第一次的增长率

表3 听辩实验成绩汇总

组名

日语母语

初级

中级

人数

10

18

37

实验时间

201512

201512

201606

201612

201512

201606

201612

平均分

99.6

62.4

63.8

67.8

70.6

71.0

74.1

标准差

0.8

3.8

6.4

5.2

7.2

8.4

10.1

最小值

97.8

55.6

53.3

57.8

56.7

54.4

55.6

最大值

100

67.8

80.0

77.8

86.7

88.9

93.3

每次语音刺激的反应时间（秒）

0.92(SD=0.5)

1.52（SD=0.31）

1.50（SD=0.31）

1.27（SD=0.28）

1.53（SD=0.46）

1.36（SD=0.35）

1.30（SD=0.37）

注：本表由作者基于实验数据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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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知能力的变化

为考察中国学习者感知能力的总体变化，分

别对初级、中级组实验对象的三次听辩实验成绩

进行了统计分析。

4.1 初级组感知能力的纵向变化

为考察初级组实验对象感知能力的纵向变

化，运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法检验了学

习者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实验成绩是否具有显著性

差异。首先进行了正态分布和球形假设检验，结

果显示数据没有违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假设条

件。描述统计表明，三个时期的实验成绩呈递增

趋势（图6），同时主体内效应检验结果达到显著水

平（F（2, 34）=7.50，p<0.05）。效应量η2
p=0.306，按

照Cohen（1988）的标准，效应量大，说明学习经历

对感知能力影响大。

估
算
边
际
均
值

实验时间

MEASURE_1的估算边际均值

注：本图由作者基于实验数据，使用SPSS绘制而成。

图6 初级组感知能力的时间变化图

多重比较检验（Bonferroni法）结果显示，第一

次与第二次，以及第二次与第三次实验成绩之间

皆无显著差异，只有第一次与第三次成绩之间存

在显著差异（表4）。也就是说，初级组实验对象随

着学习经历的增长，塞音感知能力有所提高，但是

进步速度缓慢。

4.2 中级组感知能力的纵向变化

以同样的统计方法对中级组实验对象三次成

绩进行了检验。描述统计表明，三个时期的实验

成绩呈递增趋势（图7），同时主体内效应检验结果

达到显著水平（F（2，72）=5.04，p<0.05）。效应量η2
p=

0.123，按照Cohen（1988）的标准，效应量中，说明

学习经历对感知能力影响一般。

估
算
边
际
均
值

MEASURE_1的估算边际均值

实验时间

注：本图由作者基于实验数据，使用SPSS绘制而成。

图7 中级组感知能力的时间变化图

多重比较检验（Bonferroni法）结果显示，第一

次与第二次实验成绩之间无显著差异，第二次与

第三次、第一次与第三次实验成绩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表5）。总体说来，中级组实验对象随着学习

经历的增长，塞音感知能力有所提高。虽然在大

二上学期至大二下学期之间进步速度缓慢，但是

在大二下学期至大三上学期之间有显著进步。

表5 中级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表

（I）time

1
2

1

（J）time

2

3

3

均值差值

（I-J）

-0.408

-3.159*

-3.568*

标准

误差

1.011

1.243

1.404

Sig.

1.000

0.046

0.047

差分的95%置信区间

下限

-2.947

-6.280

-7.094

上限

2.131

-0.039

-0.041

注：*p<0.05。本表由作者基于实验数据绘制而成。

表4 初级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表

（I）time

1
2

1

（J）time

2

3

3

均值差值

（I-J）

-1.483

-4.006

-5.489*

标准

误差

1.274

1.742

1.340

Sig.

0.781

0.103

0.002

差分的95%置信区间

下限

-4.866

-8.631

-9.046

上限

1.899

0.620

-1.932

注：*p<0.05。本表由作者基于实验数据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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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试单词的正确率

5.1 清塞音与浊塞音在单词中不同位置的正确率

塞音在单词中出现的位置可分为词首和词

中。根据出现位置不同，分别将初级和中级学习者

三次实验的正确率进行了统计汇总（见表6）。

表6 パ/バ在单词中不同位置的正确率（%）

单词中的位置

清塞音/p/

「パ」

浊塞音/b/

「バ」

词首

词中

词首

词中

初级

第一次

98.15

33.05

90.74

81.77

第二次

98.15

28.35

92.59

89.60

第三次

97.22

37.61

93.52

89.60

中级

第一次

95.50

38.88

98.20

94.11

第二次

95.05

42.20

93.24

92.58

第三次

98.20

46.57

98.65

94.18

注：本表由作者基于实验数据绘制而成。

首先，清塞音的正确率根据单词中所处位置

不同，呈现出明显差异。词首「パ」的正确率不论

是初级还是中级，也不论是第几次实验，都能达到

95%以上。与之相反，词中「パ」的正确率整体过

低。初级学习者三次实验的正确率均不超过四

成。其中，第二次正确率较第一次不增反降，甚至

不足30%。中级学习者的正确率虽然从38.88%提

升到46.57%，但仍未过半。

另一方面，浊塞音的正确率不论在词首还是

词中都维持较高水平。针对词首「バ」，初级、中级

在三次实验中都能达到九成以上的正确率。而针

对词中「バ」，初级的第一次正确率略低，为

81.77%，但是第二次与第三次均能达到 89.60%，

接近九成。中级则一直保持九成以上的正确率。

这与杉藤美代子、神田靖子（1987）将浊辅音误听

成清辅音的例子较多，尤其是将/d/听成/t/的错误

率极高的结论恰恰相反。

5.2 清塞音在不同语音环境下的错误率

由上述内容可知，中国学习者将词中的清塞

音感知为浊塞音的错误率很高。那么，词中清塞

音在不同的前方语音环境下，错误率是否会呈现

出不同的倾向呢？

在本研究中，词中「パ」的前方语音环境有 6

种（2.2.1）。表 7展示了不同前方语音环境下初级

和中级学习者三次实验的错误率。结果显示，不

论初级还是中级，/apa/的三次实验平均错误率都

高于其他语音环境，初级高达 80.25%，中级则为

71.47%。相反，/Npa/的错误率最低，初级为47.84%，

中级为 27.93%。根据错误率的高低，对前方语音

环境进行排序，初级为/a/>/e/>/i/>/o/>/u/>/N/，中级

为/a/>/i/>/e/>/o/>/u/>/N/。虽然在/epa/、/ipa/的次

序上，初级与中级略有不同，但是整体呈现出相同

趋势。即，错误率自高向低的前方语音环境为：

前元音>后元音>鼻音。换言之，“前元音+「パ」”的

难度大于“后元音+「パ」”，而后者难度又大于“鼻

音+「パ」”。

5.3 清塞音的正确率与VOT

为探讨清塞音的正确率与VOT的关系，对两

组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通过正态分布检验得

知，清塞音的正确率（初级与中级的平均值）呈正

态分布（D（15）=0.166，p=0.20），但是VOT呈非正

态分布（D（15）=0.399，p=0.00）。因此，本研究使

用 Spearman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了清塞音正确率

和VOT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两个变量之

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60，p=0.02。效应量

r2=0.36，按照Cohen（1988）建议的标准，属于高效

表7 词中パ在不同前方语音环境下的错误率（%）

前方语音环境

前元音

后元音

鼻音

/apa/

/epa/

/ipa/

/upa/

/opa/

/Npa/

初级

第一次

76.85

72.22

65.74

65.43

60.19

62.04

第二次

80.56

83.33

78.7

74.07

66.67

45.37

第三次

83.33

74.07

69.44

53.7

62.04

36.11

平均

80.25

76.54

71.3

64.4

62.96

47.84

中级

第一次

77.03

68.02

71.62

62.16

56.76

30.63

第二次

71.62

64.86

68.92

58.86

54.05

27.93

第三次

65.77

62.16

64.86

54.95

46.85

25.23

平均

71.47

65.02

68.47

58.66

52.55

27.93

注：本表由作者基于实验数据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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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量。也就是说，清塞音的正确率随着VOT的增

加而提高。VOT在9.6-13.0ms之间的正确率普遍

低于 25%；VOT在 13-16ms之间的正确率为 33%-

80.13%，但没有明显趋势。清塞音处于词首的

VOT（「パック」与「ぱらつく」）为42-64ms，正确率

大于 95%。关于词首的清塞音，清水克正（1993）

认为日语母语者在发音时经常带有气息。而带有

气息的清塞音在声学特征上便体现为 VOT 较

长。因此，对于「パック」与「ぱらつく」，中国学习

者可以根据气息做出正确的选择，达到较高正

确率。

6 结 语

本研究以「パ/バ」为例，通过听辩实验考察了

中国学习者对日语清、浊塞音的感知能力。

首先，从听辩实验成绩来看，中国学习者对

「パ/バ」的感知正确率偏低（七成左右）、耗时较

长，表明中国学习者在听辩上存在的问题较为严

重。随着日语学习经历的增加，两极分化日益加

剧。过半数的实验对象呈现出石化现象，感知能

力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户田贵子（2008）认为二

语习得中母语干涉最显著的语言领域便是语音和

音系，对学习者来说，音系构造的习得较为困难，

如果不进行集中练习便难以改善。

其次，为了探究实验成绩低的直接原因，分别

统计了处于单词中不同位置的清、浊塞音的正确

率。结果显示，词中「パ」过低的正确率，拉低了整

体成绩。初级学习者三次实验的词中「パ」的正确

率均不超过四成，中级学习者不超过五成。相反，

词首「パ」的正确率很高。同时，浊塞音的正确率

不论在词首还是词中都维持在很高水平。

再次，针对清塞音，将前方语音环境与错误率

相结合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前元音（/a/、/e/、/i/）+

「パ」”的错误率高于“后元音（/o/、/u/）+「パ」”，又高

于“鼻音/N/+「パ」”。在这一结果上，初级与中级

呈现相同趋势。由此推测，对于中国学习者来说，

“前元音+「パ」”的听辩难度最大。

最后，针对错误率较高的清塞音，分析了每个

单词正确率与VOT的相关关系。统计分析结果

显示，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当词中「パ」的VOT

低于 13ms时正确率普遍偏低，高于 13ms时正确

率的变化未呈现明显趋势。

本研究只探讨了「パ/バ」在单词中不同位置、

不同前方语音环境下的正确率，今后有待将塞音

的其他 12种清浊对立加入到听辩实验中。通过

增加测试单词数量和受试者人数、丰富语音素材

在声学特征VOT方面的多样性，更全面地把握中

国学习者塞音习得的现状并因地制宜地提出指导

方案和学习策略。

[本文为2016年度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互联网+’背景下

高校日语专业多媒体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应用”（项目批号：

LN2016YB012）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胡伟]

注

[ 1 ]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S].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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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native language, Chinese learners feel it is difficult to learn Japanese plosives. A

longitudinal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Chinese learners' perceptions about Japanese plosives, taking pa and ba as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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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and the acoustic feature voice onset time.

Keywords: plosives; voiced; perception; perception test; VOT

Author's Information:

Hu Wei (Male) Year of Birth: 1984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ina

Japanese Linguistics

E-mail: riyuxi@sina.com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