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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声学实验的方式，利用自相关算法和时长归一化提取淮安方言的单字和二字词组的
基频曲线，并通过 T 值法进行五度值转换，对淮安话的单字调和双字调进行描写。实验结果
证明，淮安方言上声单字是一个低降调而非低平调；淮安话中存在两种最主要的变调模式，
即上声做后字时的前字变调和入声做前字时的前字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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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方言 声学分析 单字调 双字调

一．引言
在旋律型语言中，声调作为超音质的区别特征，在语素音位系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是携带信息的重要部分。汉语作为汉藏语系的典型分支，是经典的旋律型语言，声调依附于
单音节，也即“字”存在。基于声调在表义中的重要性，不论传统语文学还是现代语言学对
其的研究都颇为丰富，从沈约的《四声谱》到中古、近古以《广韵》为代表的韵书，都从传
统音韵学的角度对声调进行了一定的描写。
而在现代的语言学研究中，一般认为声调是是音高、发声类型、音响等多因素综合的语
言学概念1（孔江平，2015），传统听音记音的调查方式基于个人的听感，尽管在音位学上
并不构成问题，但难免在精细描写上出现较大的偏差。随着实验语音学方法的兴起，我们可
以使用物理参数对声调的特性进行量化描写。刘复在《四声实验录》中证明汉语声调的主要
区别特征是基频的不同，而近年来，结合声调声学分析的音位学理论层出不穷，学界也开始
关注语流中的连读变调，而这些研究的起始点往往就是单字调和双字调的对比研究。林焘、
王理嘉将双字连读变调分为前变、后变和全变三种2，开启了双字调研究的先河。近年来，
关于各个汉语方言点的声调声学分析研究繁多，更多变调的规律和模式被发掘，基于这些结
果，语音学的理论也得到了相当的革新。
本文选取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的方言进行变调的研究，淮安市地处江苏北部，通行江淮
官话。曾有学者对包含淮安话的江淮官话进行过声调实验研究3（朱瑛，2017），但其研究
中只有对单字调的声学分析，并无对双字调的分析。江淮官话区作为北方方言区中的入声保
留区，声调系统相对大部分北方方言更复杂，且几百年来北方方言区入声消失的趋势难免波
浪式影响边缘的江淮官话，同时，信息时代的来临让语言、方言的接触大大深化，互相之间
的渗透大大加速。且本次实验选择的发音合作人年龄都在 18 至 22 岁之间，可以说是方言中
“新派”的代表，尽管在音系中仍然系统保留入声，但双字调实验结果佐证了“入声消失”
的趋势。笔者在此试图借助实验的方式，总结淮安话的双字连读变调规律与模式，以此管窥
“入声边缘区”——江淮官话的声调系统变化并对其进行理论解释和预测，希望对音系的描
写和语音发展规律进行一定补充。

二．方言点介绍
1
2
3

孔江平编著.实验语音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林焘，王理嘉著.语音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朱瑛. 江苏境内江淮官话声调实验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7.

1. 淮安方言点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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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位于江苏省中北部，江淮平原东部，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苏北重要中心城市。
总平方面积 10072 平方公里，下辖 4 区 3 县，分别是清江浦区、淮阴区、淮安区、洪泽区、
涟水县、盱眙县、金湖县4。市辖区的方言与市辖县略有不同，市辖区之间的方言也有一定
的内部差异，但差距较小，通话没有太大问题。本次调查所选取的方言淮安区位于淮安市东
南部，地跨北纬 33°16′—33°45′、东经 118°59′—119°37′之间，处于苏北平原中
部，京杭大运河与苏北灌溉总渠交汇处，与扬州、盐城两市交界，管辖面积 1452 平方公里5。
淮安自古就是淮河上的交通商业重镇，其方言一直兼收南北特点，淮安市淮安区人称自
己的方言为楚州话，因原淮安市（县级市）并入淮安市（地级市）原名楚州区，“楚州”原
是南宋所设在淮安的州名。淮安方言隶属官话方言-江淮官话-洪巢片-淮安小片，是江淮官话
洪巢片的典型代表。

图 2.江淮官话分区简图6

图 1.江苏省行政区划

2. 淮安方言音系介绍7
1）声母
淮安方言有 18 个声母（含零声母）。
 帮碑保步
 批片怕牌
 麻米美买

 飞方佛扶

 多爹等稻

 拖太脱桃

 脑老泥连

 资知祖主

 辞池粗处

 丝施苏书

 精姜遮舅

 枪劝车徐

 心玄训社

 快口敲葵

 灰化虎鞋



 歌瓜家 跪
 安牛言弯

表 1.淮安话声母表

说明：
① 声母相较于一般的舌面中音更接近舌尖音。
② 声母有自由变体，二者不别义，都会在语流中出现。
2）韵母
4
5
6
7
8

参考网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淮安/175638?fr=aladdin#2
参考网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淮安区
吴波.江淮官话的分区标准[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02):157-160.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 89 方言志[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标下划线的是白读字，下同。

 人扰荣日

淮安方言有 46 个韵母。
 滋支思施

 爹姐批米

 补土祖胡

 吕举取虚
 瘸靴

 麻大茶沙

 架霞牙

 瓜夸瓦花

 牌太街来

 宰柴晒戒

 乖快怀外

 保刀招叫

 巧庙条桥

 婆多左初

 倍腿妹最
 斗走口厚

 拽猜帅

 税桂灰锐
 流酒秋休

 儿二耳
 班胆三斩

 关环还万

 点坚线言

 捐全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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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盘酸官
 沈蒸吞升

 杯印兵灵

 准春昆魂

 帮汤厂桑

 江间向限

 床光狂王

 通农从终

 窘穷兄用

 菌群训云

 接急业滴

 绝缺雪月

 塔纳杂压

 刷括滑袜

 特窄格尺

 出骨术入

 北哭鹿屋

 桔曲育屈

 合渴说卒
 薄落作学

 甲脚洽约

 捉郭扩戳
表 2.淮安话韵母表

说明：
① [韵中[偏央，[圆唇度较低。
② [  三韵母逢零声母读  ，其中云≠文
3）声调9
淮安方言有 5 个声调。
阴平



刚知开超商飞

阳平



穷陈寒时鹅娘

上声



古展口手五老

去声



近盖抗汉共岸

入声



急黑各额局合
表 3.淮安话声调表

三．实验方法
1. 录音条件
录音进行了数次，第一次录音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录音环境为安静的室内，录音软件
使用 Praat 内置程序，采样率为 44100Hz，单声道采样，精度为 16 位，录音文件保存为 wav
格式。后续录音多使用手机内置录音程序，采样率在 5000-8000Hz 不等，录音文件保存为
9

该声调系统并非本次实验拟测的，而是传统方法描写的结果，仅供参考，单字调的声学分析见后文。

mp3 格式。

2. 发音人简况
发音人年龄均在 21-22 岁之间，在淮安生活的时间均超过 15 年，母语皆为淮安方言（楚
州话）。除接受本科教育外，没有在淮安之外生活过超过半年以上的经历。发音人的学历水
平和职业情况类似，均为本科在读学生。发音人在录音前阅读词表，以保证录音情况稳定。

3. 调查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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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字调字表
淮安方言单字调一共五类，每种调类选取五个字，字表根据《方言调查字表》与当面调
查拟定。录音时每名发音人每个字读两遍，得到 100 个录音样本。

表 4.单字调字表

2）双字调词表
淮安方言五个调类进行双字调组合，一共存在 25 种组合模式，每种组合模式选取五个
词，词表参考复旦方言调查词表拟定，每个词每名发音人读两遍，一共得到 500 个录音样本。
具体词项如下所示：
组别①（前字阴平）
阴平-阴平——飞机 交通 香烟 书包 医生
阴平-阳平——新闻 香肠 花钱 温泉 清明
阴平-上声——生产 开水 青草 伸手 钟表
阴平-去声——初四 空气 鸡叫 开放 经济
阴平-入声——生活 音乐 苍白 经历 孤独
组别②（前字阳平）
阳平-阴平——淮安 聊天 时间 长江 农村
阳平-阳平——平时 长城 银行 来回 篮球
阳平-上声——如果 人口 长短 平等 门板
阳平-去声——南部 奇怪 情况 回到 煤气
阳平-入声——成立 魔术 房屋 回复 民族
组别③（前字上声）
上声-阴平——火车 武功 古诗 酒杯 老师
上声-阳平——起床 语文 口红 草莓 水泥
上声-上声——水果 两点 打扰 所有 考古
上声-去声——比赛 可爱 米饭 短裤 炒菜
上声-入声——小说 体育 小学 柳叶 主席
组别④（前字去声）
去声-阴平——对方 健康 市区 大衣 唱歌
去声-阳平——钓鱼 地球 过程 善良 地皮

去声-上声——上海 路口
去声-去声——创造 就是
去声-入声——快乐 信息
组别⑤（前字入声）
入声-阴平——发音 北医
入声-阳平——白云 食堂
入声-上声——物理 赤裸
入声-去声——确认 必要
入声-入声——学习 职业

下午 汉语 课本
社会 看见 政治
记录 自习 技术
国家
色盲
绿草
学院
阅读

极端
足球
握手
笔记
节约

北京
国旗
竹笋
绝对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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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Praat 的内置的自相关算法进行基频提取。导入声音样本之后，对每一个音
节的弯头降尾进行剪裁，选取音强稳定、第二共振峰结构稳定、能量均衡的韵母段10，通过
脚本实现时长归一化，对每一个自然音节提取 20 个点进行音高曲线的绘制。得到录音样本
的基频数据之后，使用 T 值法（石峰，1986）对每个发音合作人的样本进行半音分析处理，
从而将音高转化为五度值，T 值法的公式如下。

T

（
5 lg x  lg xmin )
lg xmax  lg xmin

其中，xmax 和 xmin 分别是每一位发音人在本次实验中单字调平均音高曲线中音高的最大
值与最小值。本研究的所有涉及不同发音人的均值处理都是在五度转化后的情况下进行的。

四．单字调声学分析
1. 声调半音分析与五度值描写
根据时长归一化之后自相关算法提取出的基频数据，不难发现男声与女声的调域绝对值
有着较大的差距，故首先按照性别分组绘制五度转化曲线，并比较二者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1）男性发音样本分析

表 5.男发音人 1 的 T 值数据

表 6.男发音人 2 的 T 值数据

从上表中不难发现，两名男性发音人的音高曲线几乎完全一致，尽管男发音人 2 的调域
整体比男发音人 1 高 15Hz 左右，但在进行五度转换后，所有调类的调型和调值都非常近似。
10

孔江平编著.实验语音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故以两名发音人的均值进行男性单字调音高曲线图的绘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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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男性单字调

2）女性发音样本分析

表 7.女发音人 1 的 T 值数据

表 6.女发音人 2 的 T 值数据

同理，女发音人之间的音高曲线也没有显著差异，故以两名发音人均值绘制女性单字调
音高曲线图如下。

图 3.男性单字调

2. 实验结果

比较上述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单字调基频曲线，可以发现几处较小的差异：
①男性的入声调值较女性偏高，但总体都属于升幅较小的高升调；
②就曲折调阳平而言，男性的下行段斜率更大，降幅更明显；同时上升段的斜率也是男
性更高，女性的阳平相对来说更加平缓，类似一个升调而非曲折调。
③去声是一个调型较平的高调，但男性的去声相对音高更高。
而实际上，根据 T 值法的标定规则，这几项细微的差异并不影响调值的标定，从男性和
女性分别的音高曲线数据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由实验结果平均得到淮安方言的单字调调类系
统，并对其调值进行精确的描写。

测量点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1 4.933206852 2.228403029 2.56376652 3.701469041 3.155553189
2 4.752085323 2.083775105 2.415802496 3.564534242 3.111895017
3 4.622888051 1.966622042 2.26311496 3.504623558 3.08970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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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528681329

1.87538324 2.106115846 3.450280688 3.079481825

5 4.427069945 1.798723709 1.944503536 3.395505385

3.09557462

6 4.319442996 1.745923829 1.814483121 3.340618725 3.129668461
7 4.201770132 1.705279776 1.680804714

3.29548761 3.174215854

8 4.073242684 1.716171907 1.544966268 3.261118997 3.231941257
9 3.931897392

1.76262391 1.425723028 3.232831275 3.300245394

10 3.761190844 1.841581528 1.301729734 3.212095738 3.367116273
11 3.557962761 1.950449785 1.172587041
12 3.338296526

3.19116112 3.434601355

2.08139842 1.04862682 3.175829637 3.513495235

13 3.102814914 2.249430989 0.929566034 3.156471373

3.59356964

14 2.855757878 2.447781878 0.807337928 3.141910744 3.675366615
15 2.603465671 2.657983777 0.657885954 3.138786242 3.754415507
16 2.353373541 2.881832598 0.509640352 3.158840308 3.843761017
17 2.094847194 3.112758876 0.36539353 3.217193649 3.930510538
18 1.833172628 3.362339174 0.211718063 3.314468395 4.005048999
19 1.588113785 3.649429452 0.093918086 3.409522656 4.108276775
20 1.417983224 3.952644347 0.021687904 3.470918858 4.234818298
表 7.淮安话声调的 T 平均值

由此可以绘制淮安方言标准音高曲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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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淮安方言单字调

由音高曲线，我们可以重新标定淮安方言声调系统的调值，并与传统的听音描写进行对
照，如下表所示。值得注意的是，淮安方言的入声是一个显著的短调，入声调类往往只与入
声韵相配合，有喉塞尾，音长显著区别于其他四种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先行研究声
学分析11











本次实验声
学分析











传统研究

表 8.淮安话声调的传统描写与实验描写

实验描写出的音系与原本的差距较大，主要的分歧出在上声——在实验的描写中，可以
确证上声是一个低降调而不是一个低平调。实际上这种听音的描写方式情有可原，有不少研
究表明，起点较低的平调与降调的别义作用往往比较差，也少有语言会形成低平调和低降调
的对立。

五．双字调声学分析
在语流中，单字调的调型往往跟单字有一定区别，这是由于语流中的种种因素都会影
响到音节的基频。音节相连时如果某一调类的调型发生了系统的变化，我们就把这种现象称
作连读变调。汉语方言中的连读变调情况分布广泛，种类众多，且形成机制复杂。连读变调
作为一种语流音变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为音系流变提供了材料。

1. 前字是阴平
我们对淮安方言的两字词组进行分组考察，首先考察前字为阴平的情况。对双音节分别
进行基频提取、时长归一、五度转换后取平均值，得到如下的音高曲线。

11
12

朱瑛. 江苏境内江淮官话声调实验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7.
下划线表示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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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前字阴平音高曲线

如果按照 T 值法转化的规定进行严格的描写，我们会得到如下的表观变调模式：
阴平 52-阴平 52——32-43
阴平 52-阳平 324——42-24
阴平 52-上声 31——34-42
阴平 52-去声 44——42-44
阴平 52-入声 45——42-34
这种变调模式显然太过复杂了，实际上，类似于单字调阴平 52 在语流中起点降低变为
42 的情况，往往不被纳入连读变调的考察范围，因为这与其说是一种语言现象，倒不如说
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现象，甚至不需要人的意识进行参与——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应当关注到
的变调现象首先是调型的变化，其次是升降幅的大幅转变，最后才是音高的变化。从这一组
中我们能提取到的有效的连读变调模式只有一种，即
阴平 52-上声 31——34-42
甚至在这个变调模式中，上声的整体基频升高都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上声前，阴平
有一个高降调变为一个中升调——这种调型的改变是具备语言学价值的。在后续的处理中，
我们将始终秉持这个原则进行变调模式的提取与变调规律的总结。

2. 前字是阳平
同理，前字阳平的情况得到以下图像。

图 6.前字阳平音高曲线

表观变调模式如下：
阳平 324-阴平 52——324-53
阳平 324-阳平 324——34-324
阳平 324-上声 31——35-42

阳平 324-去声 44——34-44
阳平 324-入声 45——324-45
阳平调比较值得关注的点在于阳平调本身的模糊性。在传统的描写中，往往把阳平描写
为一个中升调，但实际上阳平有相当的曲折调成分。而在语流中，这种曲折往往徘徊在边缘，
似乎没有拐点也不影响母语者对其的感知，与其说 324 与 34 是阳平调的两个变体，倒不如
说它们是范畴边界的部分。
前字阳平没有有效的连读变调模式。

3. 前字是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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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字上声图像如下。

图 7.前字上声音高曲线

表观变调模式：
上声 31-阴平 52——32-43
上声 31-阳平 324——32-24
上声 31-上声 31——34-42
上声 31-去声 44——32-44
上声 31--入声 45——32-34
根据之前的原则，有效的连读变调模式为：
上声 31-上声 31——34-42
也就是说，在双字调中是无法区分阴平-上声和上声-上声音节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在前字为降调的时候，阳平的曲折成分往往无法表达——这或许可以作为变体的出现条件。

4. 前字是去声
前字去声音高曲线如下。

图 8.前字去声音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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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变调模式如下：
去声 44-阴平 52——44-43
去声 44-阳平 324——43-23
去声 44-上声 31——44-32
去声 44-去声 44——44-33
去声 44-入声 45——44-34
去声看似是一个平调，但是在语流中往往表达为较小的降幅。实际上，在单字调的描写
中我们就可以窥得一斑，但是在语流中，去声的降幅显得更为明显。但我们仍不把这看作经
典的连读变调模式，它的强度要远弱于其他两种变调模式，不仅因为去声的变化幅度小，这
种变调的规律性也远不及其他。
前字去声有一个“准连读变调模式”：
去声 44-阳平 324——43-23

5. 前字是入声
前字入声音高曲线如下。

图 9.前字入声音高曲线

表观变调模式为：
入声 45-阴平 52——54-53
入声 45-阳平 324——43-24
入声 45-上声 31——54-31
入声 45-去声 44——54-43
入声 45-入声 45——32-34
所有前字入声的变调模式都是有效的连读变调模式，具体的模式在下一节中进行总结和
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去声在入声-去声音节中也有下降的趋势，但这种情况还是没有合适
的规律可以描述。淮安方言的入声是名副其实的短调，入声前字的平均长度只有 50ms 左右，
远远低于一般的音节。

六．双音节连读变调规则与模式
1. 非连读变调的音高变化
在上一节中，我们发现在语流中单字调并不总能被完整表现出来。具体的方式比如高降
调的起点降低，低降调的终点升高；对于升调和平调也有类似的情况。相对于单字调而言，
语流中的调域似乎相对更窄，高起点和低终点往往不易在语流中被体现出来。这类现象可以

说是生理学或者物理学的，并不能与语言学规律产生联系。
还有一类准语言学现象，即因为前字或者后字的音高与本身差距较大，二者之间发生了
同化作用，音高相互接近，但调型往往没有变化或者变化细微。这种现象不是纯粹物理性的，
但作为一种广泛的现象，这种变体往往不携带语流信息，因而也可以说是“自然的”，并不
属于连读变调的范畴。上述的去声 44 变 43，实际上就是这一类现象的代表，对于去声降幅
的微弱强化并不能让母语者感知到这是一个降调，它实际并不传达任何语言学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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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读变调的模式与规律
而相对于上述的音高变化模式，淮安方言的双字调中有两类规律性极强的变调模式鹤立
鸡群，是典型的连读变调现象。
1）降调前字+上声后字，前字降调变为中升调
这与普通话的上声变调异曲同工，不同之处在于，淮安话有两个降调，分别是阴平和上
声。这种模式或许可以抽象为一种更高的规律，但还需要更多语料的验证。
可能的宏观规律：降调前字的终点低于低降调后字的起点时，前字由降调变升调。
2）入声前字+任何字，入声由短升调变为短降调
短升调作为前字，在语流中往往不太自然，猜想可能存在更普遍的规律。
可能的宏观规律：高短升调作为前字时，变为平调或者降调。
另外，从实验的结果来看，入声的音高曲线方差较大，升降不一，在喉塞尾慢慢消失的
同时，入声韵和入声调类或许也在慢慢消失，归并到其他的调类中。这与汉语发展的历史趋
势是一致的，入声的不稳定、其在连读变调中的多样性，正表明了一种语言演变的趋势。

七．结语
淮安方言有五类单字调，其调值调类分别是阴平 52，阳平 324，上声 31，去声 44，入
声 45。实验的描写与传统的描写差距较大，既可能是听音方法本身的误差，也可能是淮安
方言在几十年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淮安方言有两种经典的连读变调模式，不妨命名为上声变调和入声变调。但二者是有
所不同的，前者是使搭配的前字调型变化，后者是自己作为前字调型变化。总的来说，淮安
方言中没有发现后变型的连读变调模式，后字相对比较稳定，前字有一定的变化，这也与大
多数的汉语方言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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