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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听力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听力经常被指出是学习者

较为薄弱的环节（尚婷，2011；徐娇玲，2010）。中

国日语学习者还被指出，在日语能力测试（JLPT）

中，与文字、词汇、语法、阅读成绩相比听力成绩普

遍偏低（国际交流基金，2004）。听力是一个复杂

的认知心理过程，听力过程不但要求学习者迅速

加工输入信息，还需要学习者对所加工信息进行

存储，进而结合自身已有知识经验等从整体上理

解所听内容。因此，学习者能否高效率地加工不

断输入的听觉信息，对听力理解过程至关重要。

本研究聚焦听力策略之一的预测策略以及与听力

理解密切相关的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探

讨二者对听力过程中的信息加工效率所产生的影

响，为日语听力教学及练习提供理论参考。

1 文献综述

1.1 听力理解过程中的预测策略

Anderson（1985）提出了听力过程的三阶段理

论，即感知（perception）、解析（parsing）和运用（uti-

lization）。听力过程中需要学习者对输入的语音

信息进行快速加工，进而结合词汇、语法等知识理

解文本意思，最终运用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

ry）中的知识、经验等理解深层意思。松见法男

（2007）指出，在听力过程的运用阶段，应该重视培

养学习者合理利用感知与解析两个阶段获取信息

的能力，使用预测策略便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作为听力策略的预测，是指学习者以听前、听

中、听后获取的词句、文脉信息以及自身的知识、

经验等为线索，在在线（on-line）的听力理解过程

中对后续内容进行预测的积极能动的心理过程。

预测在听力理解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论在外语教学

还是研究中都受到广大教师及研究者的重视。刘

晓雪、刘丹（2007）调查了英语教师和学生对听力预

测的认知情况，结果显示69%的教师以及79%的学

生认为预测有助于提高听力理解的成绩。另外，

在大学英语（潘宏声，2011）以及高中英语（周佳

荫，2013）教学相关研究中，预测也被指出是提高

听力理解成绩的有效策略。然而，这一系列研究

主要是从教学层面阐述预测对听力理解的重要

性，缺少对预测策略的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性研究。

金庭久美子（2001）以日语学习者为被试，探

讨了学习者预测能力对听力理解的影响。预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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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分别以中级学习者和高级学习者为被试，基于工作记忆的作用理论探讨了日语听力

理解过程中的预测策略使用意识的作用效果。实验结果显示：（1）工作记忆容量大的学习者，不论日语水

平高低，通过控制意识都能够在听力理解过程中有效使用预测策略，提高听力理解成绩；（2）工作记忆容

量大的中级学习者，持有明确的预测策略使用意识能够促进听力过程中的内容理解，然而工作记忆容量

小的中级学习者，持有明确的预测策略使用意识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听力过程中的内容理解。听力理解

过程中的预测策略的作用效果与工作记忆容量、听力理解材料的难易度、学习者的日语水平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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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测试采用的方法是，让学习者听日语新闻材料

的前半部分内容，然后预测并写出后面可能出现

的内容。结果显示，预测能力高的学习者，日语听

力理解成绩高，预测有助于提高日语听力成绩。

但是，该研究的预测能力测试采用的是离线（off-

line）研究手法，并不能确认学习者在实时的听力

过程中使用预测策略的效果。本研究将尝试使用

新的研究手法，通过实证研究探讨预测策略对日

语听力理解过程所产生的影响。

1.2 听力理解过程中的工作记忆理论

第二语言听力过程的顺利进行离不开语言能

力与认知能力的共同支撑（侯鲁南，2007）。听力

过程中，学习者需要不停地进行信息加工与存储，

并结合存储的各种信息不断地进行推断、分析、修

正。在这一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中，工作记忆是

认知能力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它是保证语言

信息加工与存储等的多重任务能够在大脑中同步

进行的重要的记忆系统（松见法男，2007）。

工作记忆是由 Baddeley & Hitch（1974）提出

的一个与信息加工、存储密切相关的记忆系统，并

在之后的一系列研究中证实了工作记忆对信息加

工的作用效果（Baddeley，2000，2003）。工作记忆

理论认为记忆容量是有限的，当我们在大脑中同时

执行多重任务时，工作记忆会将有限的容量进行合

理分配以保证多重任务的顺利完成。但是，当任务

负荷超出记忆容量限度时，多重任务中的一项或者

几项将无法顺利完成。例如，听力过程本身就是一

个多重任务并行的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如果学习

者在听力过程中不能合理分配记忆容量，在某一

处较难内容的推理、预测上消耗过多容量的话，势

必会导致听力内容的整体理解受到影响。

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听力研究中，众多实

证研究结果表明，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听力过程

密切相关（李晓媛、俞理明，2009；张晓东、陈英和，

2014）。在日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听力研究中，松见

法男等（2009）开发了一套以日语学习者为被试的

工作记忆容量测试量表，工作记忆在日语听力研

究中的应用开始受到关注。前田由树、松见法男

（2014）以中国日语学习者为被试，证实了工作记

忆容量与日语听力理解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工

作记忆容量是影响日语听力理解过程的一个重要

因素。本研究将基于工作记忆的作用理论，详细

探讨听力理解过程中预测策略的作用效果。

2 研究目的与研究课题

以上文献综述结果显示，预测策略的使用有

助于学习者充分利用自身的知识、经验提高听力

理解过程中的信息加工效率。然而，听力过程中

的预测是无法进行目测的一项心理活动，先前研

究结果也没有提出一个针对听力策略进行测试的

有效方法，我们很难掌握学习者是否使用了预测

策略。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采用控制学习者

预测意识的方法，即在听力前明确提示学习者使

用预测策略，从而提高预测策略的使用程度（河内

山晶子，1999）。吕建娜（2001）也指出，培养学生

的听力意识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预测策略对内容

理解的作用。因此，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比较预

测意识被明确激活的听力过程与听力前无预测策

略使用提示的听力过程中的听力理解成绩的高

低，探讨预测策略对听力理解的作用效果。

另外，听力过程具有瞬时性与不可重复性等

特征，其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在该

过程中再让学习者带着明确的预测意识加工听觉

信息时，是否一定能够促进听力过程中的内容理

解程度呢？尤其是信息加工效率较低的工作记忆

容量小的学习者，或者日语水平较低的学习者，预

测意识对其听力理解有怎样的作用效果呢？

本研究将分别以中级和高级学习者为被试，基

于工作记忆的作用理论，明确听力理解过程中的预

测意识的作用效果。具体研究课题设置如下：

研究课题1：探讨中级学习者预测意识的作用

效果，明确预测意识与工作记忆容量对听力理解

过程的共同作用效果。

研究课题2：探讨高级学习者预测意识的作用

效果，明确预测意识与工作记忆容量对听力理解

过程的共同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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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一 中级学习者预测意识与工作记忆的

作用效果

3.1 被试

国内大学日语系大二学生36人，其中女生24

人，男生 12人，所有被试听力正常。被试的平均

日语学习时间为 1.5年，日语水平为中级左右，相

当于日语能力测试N3～N2水平。所有被试都是

从零基础开始学习日语，没有日本留学经验，各项

条件保证了参加本实验的被试都有着基本相同的

日语学习背景。

3.2 研究设计

实验采取 2（工作记忆容量：大，小）×2（预测

意识：有，无）的双因素混合设计。工作记忆容量

为组间设计，预测意识为组内设计。

3.3 研究工具

[听力测试材料] 听力测试材料选自实用日

语鉴定考试（J.TEST）A-D级听力部分。J.TEST的

A-D级试题同时适用于中级（参考分数 500分）与

高级（参考分数 650分）水平的学习者，听力材料

的难易度能够满足本研究中不同水平的被试使用

同一测试材料的实验设计，实现中级学习者与高

级学习者的直接对比研究。

另外，考虑到学生可能自主练习某一套真题，

本研究听力测试材料均从实施较早的第 90回以

前的真题中选取。为了能够更好地探讨预测策略

的作用效果，选取了文脉性较强的说明问题8题，

每一题带有 3问有关内容理解的测试题目。4题

用于听力前有预测策略使用提示条件，另外4题用

于无预测策略使用提示条件，满分分别为12分。

[工作记忆容量测试材料] 工作记忆容量测

试采用松见法男等（2009）以中国日语学习者为被

试开发的听力版测试材料。测试材料共由四个部

分组成，每一部分又包含 3组，每 1组内分别包含

2、3、4、5个测试句子，共有 42个测试句子（2句×3

组＋3句×3组＋4句×3组＋5句×3组＝42）。以其

中2句测试为例，材料例子如下：

测试句①：子どもはおとなよりもわかい。

记忆词： 子ども，正误判断：√
测试句②：財布はお菓子を入れるものである。

记忆词： 財布，正误判断：×

以工作记忆容量2（得分2.0分）为例介绍该测

试材料的评分标准。测试句的句意正误判断以及

句首单词记忆都正确才能记分，任何一项错误该

句将不计分。3 组中有 2 组完全正确便可记 2.0

分，如果只有1组正确记1.5分，3组都不正确则记

忆容量 2不做记分。只有完成记忆容量 2测试中

的 2组以上才可以继续对记忆容量 3测试进行记

分，只完成 1 组或者一组都没有完成则记分结

束。工作记忆容量 3、4、5的记分标准与此相同，

该测试材料满分5.0分。

3.4 研究程序

首先进行的是日语听力测试，按照无预测策

略使用提示条件、有预测策略使用提示条件顺序

进行。无预测策略使用提示条件下，要求被试者

认真仔细地理解听力内容并回答问题，但不允许

做笔记，以便更加准确地探讨工作记忆容量与预

测策略对听力理解的影响。有预测策略使用提示

条件下，要求被试者根据关键词、主题句、前后文

的关系等边预测边仔细理解听力内容并回答问

题，同样不允许做笔记。

听力测试结束后设有短暂的休息时间，然后进

行了工作记忆容量的测试。首先实验者对测试流

程进行了说明，然后进行了练习测试，保证被试充

分熟悉实验程序后进行了正式测试。以下以2句

测试为例介绍工作记忆容量的测试流程：被试将依

次听到2个日语句子，每听到1个句子的时候需要

记住句首的单词，并且要对句子所表述的内容是否

符合常理做出正误判断，2个句子都听完以后按照

听到的句子顺序写出要求记忆的 2个句首单词。

为了得到准确的记忆容量数据，整个测试过程中不

允许被试做笔记。2句测试共有 3组，3组结束后

依次进行3句、4句、5句（各3组）的测试。

所有测试结束后，针对听力文章的难易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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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练习过测试材料、听力过程中是否有意识地使

用了预测策略等问题，以及被试的日语学习背景

等做了问卷调查，以备数据分析参考之用。

3.5 结果与讨论

3.5.1方差分析结果

工作记忆容量测试得分 2.5分（含）以下 18名

与 2.5 分以上 18 名分别设定为容量小组（M＝

1.89，SD＝0.37）和大组（M＝3.42，SD＝0.43）。为

进一步验证分组的信度，将两组的平均得分进行

了 t检验（本研究的显著性水平均设定为5%）。结

果显示，工作记忆容量大组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

记忆容量小组（t（34）＝11.50，p<0.001，r=0.89），该

结果表明，工作记忆容量大小的分组是合理的。

以下，以听力测试的成绩为因变量，进行2（工作记

忆容量：大，小）×2（预测意识：有，无）的双因素方

差分析，探讨二者对日语听力理解的影响。

方差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工作记忆容量×预

测意识的交互效应显著（F（1，34）=21.23，p<0.001，

η2=0.31），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工作记忆容

量小的条件下，有预测策略使用提示的学习者听

力理解测试成绩显著低于无预测策略使用提示的

学习者（F（1，34）=10.22，p=0.003，η2=0.07），在工作

记忆容量大的条件下，有预测策略使用提示的学习

者听力理解测试成绩显著高于无预测策略使用提

示的学习者（F（1，34）=11.02，p=0.002，η2=0.08）。另

外，在有预测策略使用提示的条件下，工作记忆容

量大的学习者的听力理解测试成绩显著高于记忆容

量小的学习者（F（1，68）=57.38，p<0.001，η2=0.45），

在无预测策略使用提示的条件下，工作记忆容量大

的学习者与记忆容量小的学习者之间的内容理解测

试成绩无显著差异（F（1，68）=1.70，p=0.197，η2=0.01）。

3.5.2实验一讨论

以中级学习者为被试的实验一结果显示，工

作记忆容量大的学习者，持有明确的预测策略使

用意识可以促进听力过程中的内容理解，而工作

记忆容量小的学习者，持有明确的预测策略使用

意识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听力过程中的内容理

解。根据工作记忆的作用理论（Baddeley &

Hitch，1974），上述结果可做如下解释：（1）工作记

忆容量大的学习者，在听力理解过程中能够将记

忆容量合理分配并用于预测策略的使用上，通过

预测策略的使用既可以弥补某处未听懂的内容，

也可以对已经加工的内容进行验证、修改进而加

深整体理解。（2）工作记忆容量小的学习者，在听

力过程中因没有足够的容量分配到预测策略的使

用上，持有明确的预测策略使用意识反而增加学

习者的负担，对听力理解造成负面影响。

另外，在持有明确的预测策略使用意识的情

况下，工作记忆容量大的学习者的听力理解成绩

显著高于记忆容量小的学习者，没有预测策略使

用意识的条件下，工作记忆容量大的学习者与记

忆容量小的学习者间的听力理解成绩无显著差

异。依据工作记忆作用理论，工作记忆容量大的

学习者的听力理解成绩应该高于记忆容量小的学

习者，然而本研究结果显示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我们可以推断，本研究的听力理解测试材料对中

级学习者来说略难（i＋1），在没有明确的预测策

略使用意识的情况下，工作记忆容量大的学习者

与记忆容量小的学习者间的理解程度基本相同。

但是，在同样难易度的听力材料上，工作记忆容量

大的学习者持有明确的预测策略使用意识，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听力理解，这也体现了预测策

略在听力理解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为了与中级学习者的实验结果进行直接比

较，下一节将以高级学习者为被试，进一步探讨当

听力理解测试的材料难易度适中（i）或者稍微简

单（i-1）的情况下，预测策略意识与工作记忆容量图1 中级学习者听力测试平均得分及标准偏差

预测意识有 预测意识无

听
力
理
解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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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效果。

4 实验二 高级学习者预测意识与工作记忆

的作用效果

4.1 被试

国内大学日语系大四学生36人，其中女生26

人，男生 10人，所有被试听力正常。被试的平均

日语学习时间为 3.5 年，且都通过日语能力测试

N1等级。所有被试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日语，

没有日本留学经验，各项条件保证了参加本实验

的被试都有着基本相同的日语学习背景。

4.2 研究设计

同实验一。

4.3 研究工具

同实验一。为了能够与实验一的结果进行对

比讨论，实验二与实验一采用相同的听力测试材

料和工作记忆容量测试材料。

4.4 程序

同实验一。

4.5 结果与讨论

4.5.1方差分析结果

与中级学习者分组标准相同，工作记忆容量

测试得分 2.5分（含）以下 16名与 2.5分以上 20名

分别设定为容量小组（M＝2.03，SD＝0.34）和大组

（M＝3.56，SD＝0.51），将两组的平均得分进行 t检

验，结果显示，工作记忆容量大组的平均得分显著高

于记忆容量小组（t（34）＝10.21，p<0.001，r=0.87），该

结果表明，工作记忆容量大小的分组是合理的。

以下，以听力测试的成绩为因变量，进行2（工作记

忆容量：大，小）×2（预测意识：有，无）的双因素方

差分析，探讨二者对日语听力理解的影响。

方差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工作记忆容量×预

测意识的交互效应显著（F（1，34）=6.35，p=0.017，

η2=0.05），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工作记忆容

量小的条件下，有预测策略使用提示的学习者的听

力理解测试成绩显著高于没有预测策略使用提示

的学习者（F（1，34）=14.51，p=0.001，η2=0.11），在

工作记忆容量大的条件下，有预测策略使用提示

的学习者与没有预测策略使用提示的学习者之间

的听力理解测试成绩无显著差异（F（1，34）=0.06，

p=0.809，η2<0.01）。另外，在有预测策略使用提示

的条件下（F（1，34）=4.80，p=0.032，η2=0.04），在没

有预测策略使用提示的条件下（F（1，34）=28.66，p<

0.001，η2=0.27），工作记忆容量大的学习者的听力

理解测试成绩均显著高于记忆容量小的学习者。

图2 高级学习者听力测试平均得分及标准偏差

4.5.2实验二讨论

以高级学习者为被试的实验二结果显示，在

工作记忆容量大的条件下，持有明确的预测策略

使用意识与没有预测策略使用意识的学习者间的

听力理解成绩无显著差异，在工作记忆容量小的

条件下，持有明确的预测策略使用意识有助于听力

理解。与中级学习者相比，高级学习者的语言信息

加工能力高，当听力理解测试材料的难度不太高的

情况下，（1）即便是工作记忆容量小的学习者，预

测策略的使用也不会超出记忆容量的极限，因此

预测策略的使用有助于加深对听力内容的整体理

解；（2）工作记忆容量大的学习者不论有无预测策

略的使用，都能够到达一定程度的听力理解，因此

实验二中没有观察到预测策略使用的效果。

另外，持有明确的预测策略使用意识条件下

与没有预测策略使用意识条件下都显示，工作记

忆容量大的学习者的听力理解成绩显著高于记忆

容量小的学习者。这一结果与工作记忆的作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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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Baddeley & Hitch，1974）一致。在没有明确的

预测策略使用意识的情况下，即学习者通常模式

的听力理解过程中，工作记忆容量大的学习者与

记忆容量小的学习者相比有相对多的容量可以分

配，有助于提高听力理解成绩。在有明确的预测

策略使用意识的情况下，工作记忆容量大的学习

者的听力理解成绩仍然高于记忆容量小的学习

者，但是两者之间的听力理解成绩的差小于没有

预测策略使用意识情况下的两者间的成绩差。这

也证明了，预测策略的使用提高了工作记忆容量

小的学习者的听力理解成绩。

结合以中级学习者为被试的实验一结果，听

力理解过程中的预测策略的作用效果与工作记忆

容量、听力理解材料的难易度、学习者的日语水平

密切相关。接下来我们将综合中级学习者与高级

学习者的实验结果，基于工作记忆理论，对听力理

解过程中的预测策略的作用效果做综合讨论。

5 综合讨论

本研究分别以中级学习者和高级学习者为被

试，基于工作记忆作用理论探讨了预测策略对日

语听力理解过程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工作记忆容量大的中级学习者，持有明

确的预测策略使用意识有利于提高听力理解，而

工作记忆容量大的高级学习者，虽然持有明确的

预测策略使用意识条件下的听力理解成绩略高于

没有预测策略使用意识条件，但两者之间的成绩

差异并不显著。依据工作记忆的研究结果（张晓

东、陈英和，2014；前田由树、松见法男，2014），学

习者在理解有一定难度内容的情况下，工作记忆

的作用效果才会更加明显。中级学习者的日语语

言加工能力较低，在听力理解过程中可能会将所

有的记忆容量分配到各个信息加工任务，工作记

忆容量大的学习者能够将一部分记忆容量分配到

预测策略的使用上，从而提高听力理解成绩。当

学习者在加工没有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较容易的

信息时，工作记忆容量大的学习者合理利用自身

的记忆容量便可达到一定程度的内容理解，因此，

工作记忆容量大的高级学习者的预测策略的使用

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作用效果。

其次，工作记忆容量小的中级学习者，持有明

确的预测策略使用意识不利于促进听力过程中的

内容理解，然而工作记忆容量小的高级学习者，持

有明确的预测策略使用意识能够加强听力过程中

的内容理解。工作记忆容量小的学习者，因其本

身没有足够的记忆容量用于各个信息加工任务

（松见法男，2007），在加工具有一定难度的信息

时，如果让学习者再执行额外的预测任务，最终因

为负荷过重对内容理解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持

有明确的预测策略使用意识，导致工作记忆容量

小的中级学习者的听力理解成绩下降，但在工作记

忆容量小的高级学习者的听力理解过程中表现出

积极效果。结合本研究两个实验的研究结果我们

可以推断出，工作记忆容量小的学习者并非一定不

适合在听力理解过程中使用预测策略，我们应该结

合听力材料的难易度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

最后，结合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对本研究

提出的两个研究课题进行解答。中级学习者在加

工有一定难度的听力信息时，工作记忆容量大的

情况下能够发挥预测策略的积极作用效果，工作

记忆容量小的情况下的预测策略的使用会表现出

一定的干涉效果，这是对研究课题 1的解答。高

级学习者在加工较为容易的听力信息时，预测策

略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效果，而且工作记忆容量

小的情况下的作用效果要明显高于记忆容量大的

情况下的作用效果，这是对研究课题2的解答。

综合两个实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学习者

在听力过程中持有预测策略使用意识对内容理解

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与中级学习者相比，高

级学习者的预测策略使用的效果更为显著。预测

策略的使用在中级学习者与高级学习者间之所以

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效果，这与两个不同水平学习者

的信息加工模式密不可分。随着学习者日语水平

的提高，听力过程中的主要的信息加工模式也由自

下而上（bottom-up）向自上而下（top-down）发生转

变。松崎宽（2005）中指出，自上而下的听力信息加

工模式离不开预测策略的使用，也就是说，高级学

习者在没有被明确要求使用预测策略的情况下，也

有可能无意识地使用了预测策略。这一点将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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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加以验证。

6 结 语

传统研究多从教学层面讨论了预测策略的使

用有助于提高听力理解成绩，本研究通过实证分

析，明确了预测策略在什么情况下，将如何作用于

日语听力理解过程。依据本研究的实验结果，在

听力教学或者学生的自主听力练习中可以参考以

下两点启示：一是基于工作记忆的作用理论，选取

难度适中的听力材料，训练学习者高效率地使用

预测策略，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在日语

水平较低学习者的听力训练上，可在对听力材料

中的基础词汇、语法等确认好的基础上导入预测

策略，进而发挥预测策略的使用效果。

针对以上两点启示，今后将聚焦实践研究，通

过一段时间的听力理解过程中的预测策略使用指

导，具体探讨预测策略的作用效果会发生什么样

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影响预测策略作用效果的

相关因素，为今后的听力教学以及学习者的自主

听力练习提供更有参考价值的实证证据。

[本文为2016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中国日语学

习者听力理解心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6QD008）的阶段性

成果。项目主持人：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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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Prediction Awareness on Japanes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bstract: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prediction awareness on Japanes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on

the basis of working memory theory. Two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determine how the effect changed between intermedi-

ate learners and advanced learn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arners with large working memory capacities have advantag-

es in understanding text content and can use a prediction strategy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among both intermediate learners

and advanced learners; however, (2) the intermediate learners with small working memory capacities have disadvantages in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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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standing text content using the prediction strategy, and the intermediate learners with large working memory capacities

have advantages in understanding text content using the prediction strategy. The effect of the prediction strategy has strong con-

nections with the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the difficulty of the listening text, and the level of the second language.

Keywords: Janpanes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cognitive strategy; prediction awareness; working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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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用 语 对 照

语 言 学 领 域

日 文

アクセント

アクセントの核

アクセントの型

頭高型

異音

異化

一次調音

韻

咽頭

咽頭音

イントネーション

韻律

韻律音韻論

韻律語

上唇

上歯

円唇

円唇化

奥舌

尾子音

尾高型

音韻規則

音韻句

音韻語

音韻論

音脚

音響音声学

音声学

音声表記

音節

中 文

重音、声调

重音核、声调核

重音类型、声调类型

头高型

音位变体

异化

主要调音、主要发音

韵

咽腔

咽音

语调

韵律

节律音系学

韵律词

上唇

上齿

圆唇

唇化

舌面后

节尾、韵尾

尾高型

音系规则

音系短语

音系词

音系学

音步

声学语音学

语音学

语音标音

音节

英 文

accent
prosodic peak, accent kernel
accent pattern
high head pattern
allophone
dissimilation
primary articulation
rhyme
pharynx
pharyngeal
intonation
meter, prosody
metrical phonology
prosodic word
upper lip
upper teeth
rounded
labialization
back, postrodorsum
coda
high tail pattern
phonological rule
phonological phrase
phonological word
phonology
foot
acoustic phonetics
phonetics
phonetic transcription
syllable

（待 续）

参考文献：

斎藤純男，田口善久，西村義樹，編.明解言語学辞典[M].東京：三省堂，2015.

赤野一郎ほか，編.最新 英語学·言語学用語辞典[M].東京：開拓社，2015.

佐藤武義，前田富祺，編.日本語大事典（上）（下）[M].東京：朝倉書店，2014.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编译组，译.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沈家煊，译.现代语言学辞典（第四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资料整理：杨文江 王健宜）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