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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使用电话对话语料，在统计的基础上对语句的音高下倾进行了考察。发现绝大多数语句的音
高都是逐渐下降的，音高曲线前高后低的走势有其生理上的原因，并且具有标界功能。少数语句音高不下
降，这与词语的载义重度、焦点及音节本调有关。本文又对陈述句和疑问句的音高进行了考察，发现与陈
述句相比，疑问句的整体音域较大，句末无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末尾两音节间的降幅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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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corpus, the pitch declination of sentence is done. It is
found that pitch declination occurs in most cases, which is due to physiological reason, and there is demarcative
function as well. In some cases declination does not occur, and this is related to semantic strength, focus and tone.
The pitch representation of statement and question is analyzed, and it is found that compared to statement, the
pitch range is great for question. The pitch drop is the least between the final two syllables for yes-no question
without final 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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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音高下倾（pitch declination）是指语句的音高曲线逐渐下降的现象。林焘、王理嘉（1992：
187）指出，电台播音员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台名时，是一般的陈述语气，语调是
下降的。开头上声“北”的调值是 21，结尾阳平“台”的调值应该是 35。可实际测量的音
高结果显示，末尾“台”字调值 35 的 5 比开头“北”字调值 21 的 1 还低得多。音高从起始
到末尾是逐渐下降的，这就是音高的下倾现象。
下倾是语句音高的普遍表现（Cruttenden，1997）
，王安红等（2004）基于言语数据库，
研究了汉语的音高下倾现象，发现低音线的下倾可以出现在音步、语调短语和语句等不同的
韵律单元中，最明显的是在语调短语中。黄贤军等（2009）使用设计语料，考察了语句的音
高下倾趋势，发现低音线清晰地呈现出以韵律短语为单元的下倾现象,下倾的斜率与韵律短
语的长度成反比。声调组合不同,会导致低音线下倾的斜率不同。韵律短语音高下倾程度受
其在句中所处位置的影响,句首韵律短语的下倾程度大于句末韵律短语的下倾程度。
目前在汉语语音合成方面，合成语音的质量已经明显提高，然而在自然度方面仍需进一
步改进。语音的自然度主要表现为词语的轻重、节奏及音高的变化等方面，也就是话语的韵
律。近年来，韵律研究日益受到语言学界和言语工程学界的重视，深入了解话语的韵律特征，
对于提高语音合成的自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音高下倾就是话语韵律的重要特征。本文拟
使用多人较大规模的语料，对汉语自然话语的音高下倾现象进行量化的分析。

2 语料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语料是中科院自动化所录制的 973 电话语料库中的材料（宗成庆等，
1999），这是在真实场景下关于客人预订宾馆房间及火车票的电话录音，属于自然口语。该
语料由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语音室进行了音节、声韵及句子语气等的标注，又用 Praat
(www.praat.org)提取了基频。该软件提取基频的正确率在 80%以上，对于提取不正确的部分
参照窄带语图进行了人工校正。语料库中有不少人讲话带有方言色彩，这样的语料我们没有
使用，仅使用属于标准普通话的材料。挑选语料时，也没有选择包含重复和迟疑的材料。经
过选择，我们使用了 69 段对话，其中涉及说话人 79 人，男 37 人，女 42 人。

3 结果与讨论
3.1 韵律结构
近年来关于汉语韵律结构研究的成果较多。研究发现，一句话中词与词之间在韵律上的
疏密关系各不相同，因此可以划分出不同层级的间断（break）
，进而构成语句的韵律结构（曹
剑芬，2002；林茂灿，2002；李爱军，2002）。依据这些研究，并结合自然话语的特点，我
们对语料进行了韵律标注。在句子以下标出韵律词、韵律短语两级韵律单位。各韵律单位的
界定是：组成韵律词的几个音节听起来是紧密连在一起的；韵律短语后面通常有音节延长或
小的停顿。语料标注的结果，得到语句 1109 个。
3.2 下倾斜率
本文对语句音高下倾斜率的考察，是基于韵律结构及音高高低音线进行的。下面先看一
句话的音高曲线（见图 1）：

图1

语句音高曲线示例

图 1 所示音高曲线的总趋势基本上是逐渐下降的，但音高的局部走势有升有降，这是由
音节的本调引起的。汉语是声调语言，汉语语句的音高曲线同时负载了声调和语调等多方面
的信息。声调影响音高曲线的局部走势，语调对声调的音阶起整体调节作用，二者的音阶相
互叠加（曹剑芬，2002）
。这里“音阶”是指音高的位置，例如图 1 中“得”在“有”前声
调变为阳平，变调后的“得”与“人”和“房”声调相同，但是“得”的音高位置比“人”
高，“人”又比“房”高，也就是“得”的音阶高，“人”的音阶次之，“房”的音阶更低。
正因为汉语有声调，所以在讨论汉语语调问题时，研究者常使用音高的高音线和低音线来反
映句子音高的整体走势（沈炯，1994；林茂灿，2002）。本文讨论汉语自然话语的音高下倾，
主要就是要考察高低音线的走势问题，语句的高低音线是将其所包含韵律词的高音点和低音
点分别连接起来而成的线（林茂灿，2002）。依据听感进行判断，图 1 所示的语句包含三个
韵律词：
“得有人”、
“退房”和“才有”。音高的高音线就是把“得有人”的高音点和“才有”
的高音点连接而成的线，低音线就是把它们的低音点连接而成的线，见图 2：

图2

语句音高的高低音线示例

如果一句话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韵律词，就对其高音线和低音线的斜率进行了计算，
计算的公式如下：
Slt =

T f − Te

（1）

Slb =

Dt

B f − Be

（2）

Db

Slt 和 Slb 分别表示语句高音线和低音线的斜率，Tf 和 Te 分别表示起首和末尾韵律词的高
音点，Bf 和 Be 分别表示起首和末尾韵律词的低音点，Dt 表示从起首韵律词的高音点到末尾
韵律词高音点的距离，Db 表示从起首韵律词低音点到末尾韵律词低音点的距离。因为语料
中包含男女不同性别的说话人，说话人之间的音域不同，实际基频值就会相差很大。例如从
图 1 和图 3 所示的三句话的基频值看，有的高音点接近 400 赫兹，有的高音点只有 100 多赫
兹，所以需要进行归整处理。吴宗济先生（2002）指出，人们在听觉上辨别语音的高低升降，
是和听辨旋律的音阶相同的，所以在计算斜率时我们没有使用实际基频值，而是将基频值转
换为半音值计算的，半音的计算公式如下：
⎛ F
St = 12 × log 2 ⎜⎜ 0
⎝ F0 ref

⎞
⎟⎟
⎠

（3）

F0 是某点的基频值，F0ref 是参考频率值，这里用 27.5Hz，St 即为这一点的半音值。上
述三个公式都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稍作改动得到的。另外，普通话有 4 个声调，其中阴
平是高平调，上声是低降调，前者没有“低”特征，后者没有“高”特征。如果一句话的起
首韵律词或末尾韵律词中的几个音节都是阴平调，或者起首韵律词或末尾韵律词只有一个音
节，而且这个音节是上声调，对这样的语句就没有统计。下倾斜率的统计结果见表 1：
表1

高音线
低音线

语句的下倾斜率

平均斜率（半音/秒）
2.49
3.39

样本数1
731
731

表 1 显示，从整体平均值看，语句的高音线和低音线的斜率都是正值，表示它们都呈下
降走势，音高的这种前高后低表现跟语音产生的生理机制有关。发音的原动力是声门下的肺
气压，声门下压力的大小能影响基频的高低。随着一句话发音的进行，声门下压力会越来越
小，音高也会逐渐下降（Lieberman, et al, 1969；曹剑芬，2002）。另外从功能的角度看，前
高后低的音高模式具有“标界”（demarcative）功能（Fletcher, et. al, 2002），可以表示一句
话结束了，有表示语句“完结”（finality）的功能。相反，如果是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出现迟
疑，音高就不会有明显的下降，而且说话人还会使用“嗯”、“这个”等填充词（filler），表
示自己还没有说完。所以，语音表现是服务于表达需要的。从表 1 还可以发现，低音线的平
均斜率比高音线大，说明末尾韵律词的平均音域比较大。音域是高音点与低音点音高之差，
在图 2 所示的语句中，“才有”的音域比“得有人”的大。末尾韵律词的音域增大，表明语
句的音高有降尾（final lowering）存在，降尾同样具有标界作用。观察图 2 还可发现，不但
语句的整体音高是下降的，韵律词内部音节的音高位置也是下降的，图 2 中的“得有人”是
一个韵律词，“得”和“人”声调相同，但是前者的位置比后者高，这是由声带紧张度的变
化决定的。声带紧张度的改变可以引起音高的变化（Poletto, et. al, 2004）
，人在说一个韵律
词的时候，通常首音节发音时声带较紧，后面音节发音时声带会相对松弛一些，所以韵律词
内部音节的音高也是下降的。
表 1 给出的是语料库中 731 个语句高低音线的整体平均斜率，事实上，高低音线并非全
部都是下降的，也有少部分是上升的。将不同走势的高低音线分别进行统计，便得到表 2
1

我们选择的语料共有 1109 个句子，但是有的句子只包含一个韵律词，有的起首或末尾韵律词的音节都是
阴平调，或者起首或末尾韵律词只有一个音节，且这个音节是上声调，这样的句子就没有统计下倾斜率，
符合统计条件的有 730 个。

所示的结果：
表2

平均斜率（半音/秒）
样本数
占总体比例（%）

不同走势高低音线的平均斜率

高音线下降

高音线上升

低音线下降

低音线上升

3.42
593
81.1

-1.51
138
18.9

4.25
615
84.1

-1.14
116
15.9

从表 2 可以看到，不管是高音线还是低音线，下降的都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同时也有百
分之十几是上升的。高低音线上升的例子如图 3 所示：

(1)
图3

(2)

高音线和低音线上升举例

图 3-1 的高音线是上升的，图 3-2 的低音线是上升的。表 2 显示，大多数语句的高低音
线都是下降的，音高前高后低的模式有标界功能。那么这种上升的走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呢？观察发现，高低音线上升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词语负载信息量的大小，一是焦点的位
置，再就是音节的声调。通常焦点总是出现在句子的末尾（Chafe，1994；张伯江、方梅，
1996；陈昌来，2000），句末焦点位置上的词语一般都会延长，但是往往音阶却相对较低。
然而如果一句话开头词语所负载的信息量很小而末尾词语负载的信息量很大，二者负载的信
息量相差悬殊，则末尾词语的语音形式会变得非常突显（prominent），音域增大很多，高音
点会超过前面的词语，结果使得语句的高音线出现上升走势（如图 3-1 所示）。焦点通常都
在句末，但是有时也会前移至句首，图 3-2 所示的“住几天知道吗”。这句话就是先把重要
的信息说出来，再说次要的信息，其焦点在“住几天”上。在“住几天”中，处在焦点核心
位置上的音节声调是上声，上声成为焦点，音高的低点会变得更低（林茂灿，2002），结果
使得语句的低音线出现上升走势。
在汉语中音高具有多重功能，首先声调就取决于音高，汉语声调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其次句末音节音高的变化是决定陈述和疑问语气的重要因素（林茂灿，2006）；再就是韵律
单元的音高逐渐下降具有标界功能；除此之外，音域扩大还是表征焦点的重要手段（Xu，
1999；王蓓等，2002），而且人的喜怒哀乐等不同的情感在音高方面也有不同的表现。既然
音高具有多重功能，它的具体表现就是这几种功能的综合体现，并且这几方面的力量还表现
出相互竞争、此消彼长的态势。句子的信息编排往往是遵循从旧到新的原则，越靠近句末的
信息内容就越新，焦点常出现在句末。然而句末焦点通常可以通过音节延长来表示，所以大
多数小句的末尾音阶都相对较低，这种模式具有标界功能。从信息传递的角度而言，不同词
语所负载的信息量大小各不相同，这里称之为载义重度。载义重度大的词语，语音形式会比
较突显，这种突显主要表现在音高和时长两个方面，而且载义重度越大，语音形式就越突显，
这反映了语音和语义的“象似性”
（iconicity）
（沈家煊，2000）
。如果开头词语的载义重度很
小而末尾词语的载义重度很大，并且处在焦点核心位置的音节又不是上声，就可能出现高音
线上升的情况。焦点通常是在句末，但有时也会前移至句首，如果焦点在句首，而且处在焦
点核心位置的音节是上声或去声，则有可能低音线会上升。
3.3 陈述句和疑问句的音高表现
本研究使用的语料具有语气标注，主要标出了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语气。由于祈
使句和感叹句的样本较少，没有统计意义，本节将主要考察陈述句和疑问句的音高表现。疑
问句有不同的类型，语料中是非问和特指问句出现较多。在是非问句中，有的句末有疑问语
气词，如“吗”、
“吧”等，有的句末没有疑问语气词。不同类型句子高低音线的斜率如表 3

所示：
表3

不同类型句子的高低音线平均斜率

疑问

样本数2
高音线平均斜率（半音/秒）
低音线平均斜率（半音/秒）

陈述

特指问

329
2.46
3.38

82
2.61
3.42

是非问
有语气词
无语气词
76
50
2.56
2.48
3.37
3.52

表 3 显示，从平均斜率看，陈述句及疑问句的高音线和低音线都是下降的，疑问句的音
高并没有上升。有一种观点认为，陈述句和特指问句的语调是下降的；是非问句，特别是没
有句末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的语调是上升的。但是这里基于自然话语语料，以句首和句末
韵律词为基准进行考察，发现句末没有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的高低音线也是下降的，而且
斜率并不比陈述句的斜率小。林茂灿（2006）基于朗读语料，发现疑问语气主要表现在末尾
音节上，这里我们基于自然话语语料，再来考察一下句末韵律词各音节的音高表现。句末韵
律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的3。但是受汉语词语双音化的影响，单音
节、三音节和四音节的韵律词都比较少，所以这里只讨论双音节的情况。另外，普通话阴平
没有“低”特征，上声没有“高”特征，故此这里没有统计含有这两种声调的韵律词；如果
陈述句、特指问句和无语气词的是非问句末尾音节是轻声，也没有统计。我们对陈述句、特
指问句、有语气词的是非问句和无语气词的是非问句末尾两音节韵律词的音高表现分别进行
了考察。具体做法是，用前音节的高音点减去后音节的高音点，得到高音点降幅，用前音节
的低音点减去后音节的低音点，得到低音点降幅。结果见表 4：
表4

末尾两音节韵律词高低音点降幅

疑问

高音点平均降幅（半音）
低音点平均降幅（半音）
样本数

陈述

特指问

1.21
1.97
66

2.12
2.37
19

是非问
有语气词
无语气词
2.24
0.71
2.91
1.31
15
10

从表 4 可以看出，无论是高音点还是低音点，平均降幅都是句末没有疑问语气词的是非
问句最小，这正是它与陈述句的差别所在。句末有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末尾音节都是轻声，
它的高音点和低音点降幅都是最大的，特指问句末尾音节的降幅也很大。
上文谈到，以韵律词为基准进行考察，句末没有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下倾的斜率并
不比陈述句小（见表 3）。考察句末双音节韵律词的音高表现可以看出，无疑问语气词的是
非问句高音点和低音点的降幅都是最小的（见表 4）。那么陈述句和疑问句的整体音域和音
阶是否有差别呢？本文对此也进行了考察，小句音域的计算公式如下：
Rai = St max − St min

（4）

Rai 表示小句的音域，Stmax 和 Stmin 分别表示该小句的高音点和低音点，单位是半音。至于
小句的音阶，这里用它的低音点表示，因为人在说话时通常低音点是比较稳定的。另外，本
研究使用的是数十个说话人的语料，每个说话人的自身音域各不相同，这就会影响小句的音
域和音阶。说话音域宽者的小句音域也会比较宽，说话音域窄者的小句音域也会比较窄。为
了便于比较，这里又对小句的音域和音阶进行了归整处理，归整公式为：
2

这里的样本总数只有 537 个，祈使句、感叹句、选择问和正反问句没有统计。
因为语气词不能独立成为韵律词，它必然要附着在前面的词语上。如果前面的词语恰好是三音节的，就会
出现四音节韵律词。

3

Ran =

Rai
Ras

（5）

Rg n =

Rg i
Ras

（6）

Ran 和 Rgn 分别表示小句音域和音阶的归整值，Rai 和 Rgi 分别表示小句的实际音域和音阶，
Ras 表示说话人的音域。说话人的音域是用说话人在整个谈话中的音高最大值减去音高最小
值得到的。因为 Ras 是说话人谈话中表现出的整体音域，Rai 和 Rgi 只是其中某个小句的音域
和音阶，Rai 和 Rgi 必然都小于 Ras，所以 Ran 和 Rgn 的值都在 0 到 1 之间。陈述句、特指问
句和是非问句的音域和音阶归整值如表 5 所示：
表5

不同类型句子的音域和音阶归整值

疑问

陈述
音域平均归整值
音阶平均归整值
样本数

0.57
0.21
329

特指问
0.58
0.23
82

是非问
0.59
0.21
126

表 5 显示，与陈述句相比，疑问句的音域比较大，特指问句的音阶比较高。结合表 5
我们再看表 4，表 4 显示，特指问和句末有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末尾两音节音高降幅较大，
这与它们的整句音域较大有关，正是因为疑问句的整句音域比较大，才使末尾两音节音高有
了降幅较大的空间。
在英语中，是非问句末尾语调通常会上升，但是这里的考察发现，汉语疑问句末尾音高
并不上升，只是句末没有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末尾音高下降的幅度比较小。虽然无疑问语
气词的是非问句末尾音高没有上升，但与陈述句相比，其末尾音节音高的相对位置比较高。
可以说，相对于陈述句而言，它是“上升”了。对于一个没有词汇和句法形式标记的疑问句，
人们正是依据这种相对的“上升”来识别它的。我们还发现，无论是非问句还是特指问句，
其音域都比陈述句大，这也是分辨疑问句和陈述句的重要语音特征。
与朗读话语相同，本研究发现多数语句的音高都表现出下倾走势。不过这里使用的语料
是自然话语，语句都比较短小，而且语句内部词与词都比较连贯，多数语句内部并无韵律短
语边界。所以，语句内部韵律单元之间的音高重置现象便比较少。此外，朗读话语的音高下
倾趋势是，句首韵律短语的下倾程度大于句末韵律短语的下倾程度。本研究使用自然话语语
料，没有发现这种现象，这可以认为是自然话语和朗读话语的不同之处。

4 结

语

下倾的产生有其生理上的原因，而且在功能上又具有标界的作用，所以这一现象具有普
遍性。汉语也不例外，汉语的语句也存在下倾现象。本文发现在汉语自然话语中，大多数语
句的高音线和低音线都是下降的，而且最后还有降尾出现。但是也有一小部分语句的高低音
线并不下降，这主要与词语的载义重度、焦点的位置及声调有关。另外，无论是陈述句还是
疑问句，大多数小句的高低音线也都是下降的。句末没有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末尾音节音
高并不上升，只是音高位置相对较高。对小句整体音域和音阶的统计发现，无论是非问句还
是特指问句，其音域都比陈述句大。句末没有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末尾音节的音高相对较
高，疑问句的整体音域较大，这是疑问句的两个重要语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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