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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大学生汉语一级元音中介语系统研究
田野

摘要
 随着中泰友谊的日益加深，汉语教学在泰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泰国人加入到汉语学习的行列中，笔者认为, 若想获得更好的教学效

果，有必要深入研究学习者的学习习惯，以及泰国学生汉语一级元音偏误的声

学表现。如果不能正确掌握一级元音，将影响泰国学生掌握整个元音系统。故

此，本文对泰国大学生学习汉语一级元音时的发音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声学实

验研究，其中包括汉语一级元音格局的分析，泰语、汉语一级元音发音相似度

以及准确度的计算，并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泰国大学生汉语一级元音的

中介语系统，旨在发现泰国大学生在掌握汉语一级元音时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泰国大学生；普通话；一级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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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目前，对外汉语教学在泰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泰国学生开始

学习汉语，就笔者的经验来看，汉、泰语言的差别不是很大，所以对于泰国学生来

说掌握汉语不算是一件难事，但是很多泰国学生在学了很长时间以后在发音上仍然

存在很大问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借助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泰国学生的发音

情况进行研究，以找出其中的问题，以便帮助泰国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汉语语音，

同时也可以为广大对外汉语教师提供一些语音教学的思路。

 二语习得者的元音发音离散率往往最能反映他们中介语元音系统的建构次

序。中介语的建构次序与习得顺序不是完全对应的，并且中介语的建构次序和掌

握目标语元音发音的准确度无关，与目标语元音的相似度也呈现出不完全对应的规

律。故此，中介语元音系统有着自己独特的建构规律，本文在语音实验的基础上尝

试建立泰国大学生的中介语元音系统，并对其进行了构建分析，希望可以借此揭示

泰国大学生在掌握汉语一级元音时的内部规律。

一、文献综述
 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以及“google scholar”以关键字为“泰国

学生，一级元音，汉语中介语”进行搜索后发现前人学者并没有太多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知网上仅找到了一篇《汉泰一级元音格局的对比研究及应用》硕士论文，该

文在语音格局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声学实验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以12名不同汉语水平

的泰国留学生和2名泰语初级水平的中国学生为研究对象,对泰国学生习得汉语一级

元音的情况和中国学生习得泰语一级元音的情况进行考察分析。

 由于前人对泰国学生的声学研究还不是很多，故此，本文可以借鉴的研究

成果不多，但是在声学实验方法以及计算公式上主要借鉴的论文主要包括：赵丽

珍（2015）《粤—英中介语一级元音系统的建立一项实验研究》；李晶（2008）《

汉—英中介语语音系统的建立——中国学生发英语元音的实验研究》。

二、汉、泰语“一级元音”的界定
 1、汉语一级元音的界定

 汉语中的音节结构比较清晰，主要由声母和韵母及声调共同构成。虽然我

们认为声调是由声母和韵母共同承担，但是实际上声调主要反映在韵母上。韵母

当中再继续划分出韵头、韵腹以及韵尾。韵头在实际发音时所占的比例较小，或者

时间较短，故此又称之为介音。相对于韵头来说，韵腹的发音时间最长，开口度较

大，所以又称之为主元音或核心元音。同时，我们还可以根据韵母中核心元音与其

他成分关系的组合情况来对其划分级别。只在单韵母中出现的元音是一级元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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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其后有附加成分则为二级元音，以此类推，在普通话中一共有四级元音。但是，

本文只对一级元音进行讨论。

 《汉语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一书中认为北京话共有十个一级元音，但是

本文中讨论的汉语普通话元音不包括[ɛ]、[o]、[ɚ]三个，其原因如下：

 （1）元音[ɛ]在单独做韵母时，只在象声词、语气词和叹词中出现，所以

不应被看作一级元音。

 （2）元音[o]独立成音节时只在象声词、语气词和叹词中出现，若和其它

声母相拼时，其中会出现韵头音[u-],所以[o]不应被看作为一级元音。

 （3）卷舌元[ɚ]在实际发音的时候会出现卷舌的现象，所以[ɚ]应该属于带

韵尾的卷舌音，而不应该被看作一级元音。

 基于上述元音，本文中讨论的普通话一级元音有如下七个：[i]、[u]、[a]

、[y]、[ɿ]、[ʅ]、[ɤ]

 2、泰语一级元音的界定

 泰语常用的元音一共有32个，如果按照其发音长短来分，可分为长元音和

短元音，其中长元音14个，短元音18个。如果按照其形式结构来分，又可分为单元

音和复合元音。

 其中单元音共有18个，长短元音相照应共有9对。泰语的单元音部分可以单

独成词，其余的要和辅音拼读后才具有意义。本文讨论的泰语一级元音包括：[a]

、[a:]、[i]、[i:]、[ɯ]、[ɯ:]、[u]、[u:]、[e]、[e:]、[ɛ]、[ɛ:]、[ɔ]、[ɔ:]

、[o]、[o:]、[ə]、[ə:]。

 3、汉、泰语元音的相似度

 在考察汉语普通话元音与泰语元音相似度之前，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两种

语言的元音舌位图①，以便进一步观察汉语和泰语一级元音的情况。舌位图具体制

作方法如下：

 （1）1、使用Praat测得一个发音人所发的每个元音的第一共振峰（F1）和

第二共振峰（F2）的全部频率值。

 （2）复制到Excel，只保留F1、F2。分别计算出每个元音的第一共振峰

（F1）和第二共振峰（F2）平均值。每一个元音的F1、F2数据为一组，这种语言中

有几个元音就有几组数据。本文中汉语普通话一级元音共有7组数据，泰语一级元

音共有18组数据。

 （3）将全部F1和F2的数据从赫兹单位转换为Bark单位。用f代表共振峰频

率，采取如下公式：Bark=7*LN((B3/650)+((B3/650)^2+1)^(1/2))②

① 笔者在制作泰语元音舌位图时发现泰语中的长短元音在舌位图中的位置基本一致，因此在标示的时候全 部采用短元音
标示。
② 吴宗济，林茂灿. (1989) 《实验语音学概要》[M].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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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求出V值③ V值的公式是：V1=100*（B1x-B1min）/（B1max-B1min）其

中B1x为某一点的B1值，B1min为B1的最小值，B1max为B1的最大值。

  （5）选中所有元音V1和V2的数据（V1和V2的数据最好纵向排列，V2在

前，V1在后，便于作图），使用散点图作图。为了使坐标轴顶点在右上角，双击坐

标轴，在“坐标轴选项”中，选择“逆序刻度值”，最后得到汉语、泰语的

一级元音舌位图。

        图1现代汉语一级元音舌位图④          图2 现代泰语一级元音舌位图

 在我们所做的图中V1代表元音的舌位高低，其中0为舌位最高，100为舌位

最低。低元音处于70-100区间；中元音处于30-70区间；高元音处于0-30区间。V2值

则代表舌位的前后，100为舌位最前，0为舌位最后。

 通过这两幅语音格局图我们不难看出，汉语普通话以及泰语都是以[a]

、[i]、[u]来作为整个语音系统的顶点。除此之外还可以观察到汉、泰语中的元音

[a]、[i]的舌位总体来说差别不大，但是汉语中的[u]元音要比泰语中的[u]在发音

时舌位偏低，汉语中的[ɤ]和泰语的[ə]也较为接近，但是汉语[ɤ]的舌位要比泰语

[ə]的更加靠后、靠下。

 综上所述，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泰语中最为相似的元音为[a]、[i]、[u]，其

中又以[i]最为相似，[a]、[u]次之，最后汉语普通话中的[ɤ]和泰语[ə]相似度较

低，但是仍处于相似范围之内，其余的元音相对于两种语言来说均属于新元音。故

此，汉语普通话与泰语相比元音的相似顺序为：[i]>[a]>[u]>[ɤ]

三、泰国大学生学习汉语一级元音时的离散率及稳定率实验分析
 1、实验目的

 本实验首先将选取学生的语音数据进行记录，然后（其次）对收集到的语

音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制作出相应的汉语元音发音舌位图，此外，笔者还将建立

③ V值为归一化处理只有将语音实验数据归一化、标准化之后，才能使其具有语言学上的普遍意义，以便
   于做进一步地语言分析。
④ 此图中横坐标显示V2值，纵坐标显示V1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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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泰国大学生汉语中介语系统，并借助该系统综合观察泰国大学生在汉语一级

元音习得时的难易程度。

 2、实验对象

 在本次实验中，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笔者在曼谷地区共挑选了八名来

自两所不同大学的大四学生，其中每所大学四名学生，包括两男两女，且华裔学生

和非华裔学生各占百分之五十。其中一所大学的学生在大三时必须要去中国留学一

年，留学地点为中国广西省，而另一所大学的学生则不必去中国留学。

 另需说明的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特点，语音习得相对稳定，不会轻易改变

等因素八名发音人可以基本满足实验要求。发音人汉语水平的高低和一级元音的习

得关系不大，因为一级元音系统可以很快的建立，这意味着被试学生在最初接触汉

语的不长时间内就可以完成汉语一级元音中介语系统的建构。华裔学生中基本是第

四代的华人，且家人当中都不具备普通话背景。

 3、泰国大学生汉语一级元音离散率的计算方法

 离散程度可以说明第二语音学习者在同一元音发音时的稳定程度，除此之

外还可以确定该元音在整个汉语一级元音格局中相对位置的稳定性。对于汉语为第

二语言的泰国学生来说，某个元音在整个元音格局中的稳定性越高，就越反映出该

元音在中介语系统中的范畴被建立得最早。但是，这里我们应该注意一点，这里所

提到的稳定性不等于该元音发音的标准性，但是该元音的发音离散率实际上存在着

一定的排列次序。这种排列次序不受目的语元音发音准确度的制约，同时也和母

语——目的语元音的相似程度不完全对应，但是离散率可以体现出中介语元音建构

的次序规律性。

 离散率⑤的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记录下发音人每次发音的第一共振峰值（F1）和第二共振峰值

（F2），高低维度离散率的计算方法为首先将所有发音人的该元音的第一共振峰值

全部列出，然后用Excel中的标准差SDTEV函数计算出该元音所有第一共振峰值的标

准差，之后再利用AVERAGE函数计算出该元音所有第一共振峰的平均值，最后该元

音在高低维度的离散率等于标准差除以平均值。用公式表示为：L1=标准差/平均

值。前后维度的离散率L2的计算方法同L1，最后该元音的总离散率L=L1*L2。

 笔者通过计算后, 得出泰国大学生汉语一级元音离散率图如下：

⑤ 具体实验步骤与方法笔者参考的是李晶. (2008) 《中介语元音系统建构与发展的实验研究》[D].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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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泰国大学生汉语一级元音离散率

 通过对泰国大学生汉语一级元音离散率的测定后，通过图表我们不难看出

泰国大学生对汉语一级元音发音的稳定情况为：[a]>[i]>[u]>[y]>[ʅ]>[ɿ]>[ɤ]。
 4、汉语一级元音发音准确度Z值的计算⑥

 目标语的发音准确度可以通过公式进行计算后得出，准确度可以作为用

来衡量中介语元音发音的准确程度。本研究中的准确度计算方法如下：首先取得

一号发音人的元音“a”，然后通过Praat软件在该元音共振峰的区域内相对稳定

的一段上选取五个测量点，之后再分别对这五个测量点的数据进行平均值的计算

处理，最后再把该元音的共振峰平均值转换为Bark值。然后利用公式((B1-B1
标

汉
)^2+(B2-B2

标汉
)^2)^(1/2)得出该元音相对于汉语普通话一级元音的发音标准度

Z值，其中Z值越大说明该元音的发音越不标准，Z值越小则说明该元音的发音标

准度越高。最后，笔者通过计算后得出泰国大学生汉语一级元音发音的准确度为

[u]>[i]>[a]>[ʅ]>[y]>[ɤ]>[ɿ]

四、泰国大学生中介语系统的建立
 1、对泰国大学生汉语一级元音中介语系统建构次序的推测

 美国语言学家雅科布逊（1968）曾经指出：“一个音位习得的早晚，主要

取决于该音位在世界语言中的分布情况，分布广泛的音位习得的早，母语中特有的

音位习得的晚。”他同时指出：“这种次序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跟语言内在

的结构特征有密切关系。我们初步认为，中介语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语言系统。那么

二语习得者在建构这一系统时，就应该受到语言内在结构特征的制约，各元音的建

构次序很可能具有内在的规律性。”⑦雅科布逊还为我们指出了母语元音系统的习

得顺序，即：

 ① 开口度大的元音先习得

 ② 一个开口度小的元音和第一个元音构成对立。

⑥ Z值计算方法笔者参考李晶. (2008) 《中介语元音系统建构与发展的实验研究》[D].南开大学.
⑦ 温宝莹. (2008) 《雅可布逊与儿童语音习得研究》[J].南开语言学刊, (1):14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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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然后或者产生第三个开口度的元音，或者产生发音部位前后的对立，这

样产生的三元音系统构成世界各语言的最小元音系统。

 以母语为汉语的人为例，开口度大的元音[a]会被最先习得，接下来习得的

是元音[i]，最后随着元音[u]的习得这样一个最初的三元音系统就建立了起来。

 泰国大学生中介语系统的建构次序主要依靠泰国大学生汉语一级元音发音

的离散率来判断，因为某个发音人同一元音发音位置的离散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

体现这一元音在整个元音格局相对位置的稳定性，即该元音的离散程度越低，该元

音发音的稳定性越高。特别是对于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某个元音的稳定性越高

就说明该元音在中介语元音系统中建立的最早，所以笔者认为，通过元音离散率的

高低应该可以揭示中介语一级元音系统的建构次序。

 但是，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中介语元音系统的建构次序不等于习得顺

序。比如汉语元音[ɤ]和泰语元音[ə]为较相似元音，但是我们通过离散率的统计

可以看出泰国大学生在发[ɤ]元音的时候离散率最高，说明该元音的发音最为不稳

定，故此最难建构。

 此外，通过离散率的计算我们可以看到[a]>[i]>[u]这样的结果，那么这一

结果充分说明了泰国学生在建立汉语一级元音中介语系统时，同样符合雅科布逊所

提出的规律，即开口度最大的[a]最先建构、其次开口度小的元音和第一个元音构

成对立[i]第二建构、最后第三个开口度的元音，或者产生发音部位前后对立[u]的

建构。同样，这时泰国大学生汉语一级元音中介语系统的三个顶点元音全部建构了

起来，在此基础上继续建构元音[y]，直到元音[ɤ]为最后建构的元音。

 2、泰国大学生汉语一级元音中介语系统的建构过程

 元音[a]、[i]、[u]的建构过程：

 元音[a]、[i]、[u]的建构过程基本符合泰语为母语的人习得母语元音时的

规律，其原因为这三个元音在泰语元音格局中均可以找到相对应的音位。而且相对

位置差距不大，所以这三个元音为最先建构的元音。

 元音[y]的建构过程：

 元音[y]对于泰国学生来说属于新元音，因为汉语一级元音中的[y]在泰语

一级元音中没有对应的格局位置，[y]是元音[i]的圆唇形式，对于泰国学生来说只

要在发[i]的同时慢慢地进行圆唇的训练，并加以反复练习后，构建元音[y]也就不

是十分困难，但是由于每个学生圆唇程度的不同，所以该元音在实际发音时就显得

不是十分准确。

 元音[ɿ]、[ʅ]的建构过程：

 元音[ɿ]和元音[ʅ]对于泰国大学生来说是新元音，而且在泰语中没有相对

应的元音格局位置。故此,这两个元音的建构对于泰国大学生来说是较为困难的，同

时在发音的准确率上面也是表现也不太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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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大学生在实际发音时喜欢用泰语元音[ɯ]来取代汉语元音[ɿ]。例如，

泰国大学生在说“孔子”一词的时候会说成[khoŋ5 ʨɯ:2]。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听感

原因造成的，由于泰语一级元音均为舌面元音，这就导致了泰国大学生不能够很好

地分辨舌尖前元音[ɿ]和舌尖后元音[ʅ]，在发音时仍然按照舌面的发音方法来进行

发音，这样一来泰国大学生很容易将舌尖后元音[ʅ]发成舌面后元音[ɯ]，在加之翘

舌元音[ʅ]与不翘舌元音[ɿ]在发音位置上属于前后对立的关系，所以导致这两个音

即使在改变了舌头的前后位置，但由于发音部位的不正确也无法做到正确发音，进

而导致了发音的混淆。也就是说[ʅ]和[ɿ]会被同样的泰语元音[ɯ]所取代。例如：

泰国大学生在实际发音时喜欢用泰语元音[ɯ]来取代汉语元音[ɿ]。例如，泰国大学

生在说“孔子”一词的时候会说成[khoŋ5 ʨɯ:2]。
 元音[ɤ]的建构过程：

 前面我们提到过汉语元音[ɤ]与泰语元音[ə]为较相似的元音，但是离散率

却最高，发音的准确度也较低，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泰国大学生在实际汉语元音[ɤ]
的发音过程中由于舌位的不固定造成的，由于二者的相似等级不像元音[a]、[i]

、[u]那么高，所以在实际发音时舌位极其不稳定，或靠前或偏低，或者另外一种

可能的情况是泰国大学生在实际发音时很有可能将[ɤ]和[ə]二者的区别忽略不计，

从而没有对该元音进行认真地建构，导致了原本较为相似的元音却在中介语系统的

建构中最为困难。

五、小结与余论
 通过上述实验研究以及对实验结果的分析，笔者认为,泰国大学生在建构汉

语一级元音中介语系统时呈现出明显的等级性。首先最易建构的为[a]、[i]、[u]

三个元音，其主要原因是这三个元音同样位于各自元音格局的顶点，且相似度很高

故而最易建构，并且通过母语正迁移习得。

 其次为顶点元音[i]的圆唇元音[y]，该元音属于顶点元音的延伸音即只要

对口型做出调整就可以对其进行建构。再次为[ɿ]、[ʅ]两个元音，这两个元音由于

发音部位的差异以及听感的混淆，建构时就显得比较吃力，并会发生两音重叠的现

象。最后为较相似的元音[ɤ]，因为中、泰语中两个元音较为相似故此学习者在建

构时忽略了彼此的差异，从而跳过了对该元音的构建。

 根据Flege语音学习模型理论中的建立新的元音范畴而不受母语迁移作用的

影响的观点来看，泰语相对于汉语来说元音[y]、[ɿ]、[ʅ]、[ɤ]都属于新元音，而

且元音[y]掌握的程度要高于元音[ɿ]、[ʅ]。如果我们按照Eckman的标记性假说来

看汉语元音[a]、[i]、[u]普遍存在与世界语言中，标记性较弱，建构次序相对于

其它元音来说要靠前，并且依靠母语正迁移可以最快习得。而汉语元音[y]和[ɤ]在
世界语言中出现的频率较低，标记性要比元音[a]、[i]、[u]要强，所以建立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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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后，习得也要比元音[a]、[i]、[u]晚一些。汉语元音[ɿ]、[ʅ]的标记性最强，

故此建构次序最慢，习得顺序最为靠后。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汉语元音[ɤ]的
标记性虽然弱于[ɿ]、[ʅ]，但是由于该元音本身发音具有较强的游离性，所以不太

容易掌握，即使习得先于[ɿ]、[ʅ]两个元音，但在中介语系统中仍然最难建构。

 笔者在拙作最后还想提出一些自己对于泰国大学生掌握汉语一级元音情况

的看法。首先，在不具有普通话背景的华裔学生中这一身份对于他们掌握汉语一

级元音并没有太多的帮助。在录音过程中笔者甚至觉得一些纯正泰籍的学生发音会

比华裔学生发得更好。再次，泰国大学生在掌握汉语一级元音时受地域影响也不明

显。被试的几名学生中有来自泰国中部、东部、东北部以及西部地区，从发音的准

确率来看区别并不是很大，由于条件所限笔者并没有找到泰北地区的华裔发音人以

及家庭当中具有普通话背景的华裔发音人，这不能不说是此文的一个遗憾。

 那么，当我们知道了影响泰国学生掌握汉语一级元音时的影响因素后，便

可以更为有针对性地进行语音教学，并且抛弃之前华裔与非华裔的偏见，参考泰国

大学生汉语一级元音中介语系统，按照建构层级来教授元音，笔者相信这样会得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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