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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言学是研究一种或多种语言的

语音、词汇、语法等演变规律的学问。它有

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在历史语

言 学 中 ， 历 史 语 音 学 （ historical 

phonology）主要研究语言的语音变化，通

过研究语言的对应规律建立语言间的亲缘

关系和语言的谱系。众所周知，历史语音学

的传统方法主要是研究语音的“对应规律”，

而较少研究语音的“变化规律”，对应规律

和变化规律的不同在于对应规律主要解释

语音变化的结果，而变化规律不仅解释语音

变化的结果，同时也解释语音变化的过程。

随着语言学相关学科的发展，特别是现代语

音学方法和理论的发展，研究语言的内在变

化规律已显得十分必要。
*

 

1．现代语音学研究的新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语音学大量采用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语音，无论是声

学分析的方法，还是生理分析的方法，这些

新方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对语音的描写精

度和对生理机能的解释，使语音学的研究从

传统的方式逐渐进入科学的领域。从研究领

域上看，语音学的基本理论也已进入言语声

学、语音生理学、语音病理学、司法声纹鉴

定等科学领域。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们能

对语音的性质和变化规律做出更科学的解

释，发现语音在变化过程中生理的制约、自

然 规 则 (naturalness) 和 普 遍 的 规 律

(universal)，这就使得人们能够更好的解

释音变的过程。 

在对语音的声学研究中发现，辅音特别

是塞音和塞擦音对其后的元音声带振动启

动有必然的影响，即清音高浊音低，这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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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语音声学研究中称为辅音的“内在音高

(intrinsic pitch)”。辅音的这种性质能解

释不同的辅音对后随元音音调机理的不同

影响。以藏语为例，藏文所反映的 7 至 8 世

纪的藏语，那时藏语还没有产生声调，但有

大量的复辅音。而现在的藏语拉萨话复辅音

已大量消失，但有声调，从语音对应规律上

看基本是清声母对应高调，浊声母对应低

调，但如果要研究声调产生的过程，还必须

进行其它更深入的研究。众所周知，藏语安

多方言有大量的复辅音，没有声调，但安多

藏语在词汇这一级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音

调模式，通常被称为“习惯调”，虽然这种

音调模式还不具有很强的音位意义，但在区

别个别词汇上已具有了一定的音位作用，最

重要的是这些音调模式的形成和声母的清

浊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例子说明语音的音变

过程受到生理的制约，在充分研究了这些语

音生理制约后，我们就有可能科学的解释语

音的音变规律，而不仅仅是语音的对应规

律。 

喉塞是许多语言中常见的一个音素，通

常都用固定的国际音标[ʔ]来描写，在生理

上对喉塞的描写是声带突然的关闭，在声学

上表现为能量的突然消失。然而，就中国汉

藏语系的语言来看，由于语言不同或喉塞在

音节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喉塞音的性质有很

大的差别。喉塞音在一些语言的音节尾部表

现为声带的突然关闭，但在有的语言中表现

为紧喉音，喉塞音在音节尾还可以表现为很

强的喉擦特性。喉塞音在音节首声带表现为

突然打开，而不是突然关闭。另外，喉塞音

在塞音前往往表现为声带的一段振动，而且

是一种紧喉音。通过声学分析和生理分析来

确定喉塞音的性质已不是太困难，从目前对

喉塞音的了解看，无论从声学或从生理上，

它们都不是一个相同的音素，所以，见到国

际音标[ʔ]时，因该清楚它们在语音上和生



理机制上可能是不同的。在音位上可以把它

们处理成一个音位的不同变体，但它们对其

它音素的影响和在语言音变中的作用肯定

是不同的。喉塞音在音节尾部由于发声类型

的差异，可以导致声调降低，如挤喉音（谭

克让等，1991），也有可能导致声调升高。 

在汉藏语系中，安多藏语有较多的复辅

音声母，在卫藏、康藏和其它汉藏语系语言

中复辅音则较少，从藏文和拉达克语的情况

看，藏语的复辅音声母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通过对藏语方言复辅音的调查和声学分析，

可以了解到复辅音声母的脱落过程。复辅音

在脱落过程中并不是一个音素整个脱落而

是语音特征的脱落和转移。比如，阿柔藏语

有双塞声母/pt/，年长者还是发双塞音，这

种双塞音基本上是一个双焦点的塞音，只是

在除阻时第一个塞音的除阻稍微提前于第

二个塞音（孔，1991），两个塞音的感知主

要体现在复合的过渡音征上。通常一个塞音

的感知主要基于第二共振峰的过渡音征和

辅音的音轨特性，单塞音的过渡音征是单向

的，道孚和阿柔藏语的双塞音声母，都具有

双向的过渡音征。在第一个塞音的除阻弱化

变为唇化特征前，其除阻已经是非区别性特

征了，即羡余特征，因为这个塞音对语音感

知的贡献主要在第一个过渡音征上，因此，

这个过渡音征是真正的区别性特征。 

以上这几个例子只是说明语音的变化

过程有生理上的制约，这种生理制约是必

然，但根据环境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变化。

在我国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研究主要还是

在语音的描写阶段，而且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人也很少，直到目前我们对汉藏语系语言语

音变化的生理制约了解得还很不够，促进语

音生理制约的研究，对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有

重要的意义，然而，从假设原始共同语到现

在毕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现有

语言和方言的语音现象、生理的制约和自然

规则能对汉藏历史语音学和历史语言学的

解释能做出多大贡献，还需要语音学家和历

史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 

 

2．语音学基础理论 

传统的语音学理论框架将语音分成元

音和辅音。元音是从开口度大小、舌位的高

低、圆唇不圆唇等方面来描写。辅音是从发

音部位、发音方法等方面来描写。这种语音

学理论框架对于描写一种语言或方言确实

是一种简便实用的语音学系统。传统语音学

的理论框架，从总体上讲是基于解释语音的

发音机制，因此也可以称为是发音语音学

(articulatory phonetics)。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UCLA 的研究

人员开始关注语言发声类型的研究，其中也

对中国部分民族语言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许

多 成 果 （ Ladefoged P., 1973 and 1988; 
Ladefoged P., et al,1987; Anthony T. et al ,1987; 
Cao Jianfen et al. 1992; Kirk P.L. et al, 1984; 
Kirk P.L.et al, 1984; Thongkum T. L., 1987,）。
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学者也对中国的民族语

言和汉语的发声类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

究（鲍怀翘等，1990；李绍尼等，1990；鲍怀

翘等，1992；孔江平，1992,1996,1997a 和

1997b；艾杰瑞等，1997）。对语言发声类型

的研究使人们大大地丰富了对语音功能的

认识，语言发声类型是指声带以不同的方式

振动，从而具有不同的音位功能，常见的发

声类型有正常嗓音(modal voice)、气嗓音

(breathy voice)、紧嗓音(pressed voice)、

挤喉音(creaky voice)、气泡音(vocal fry)

等,但实际上人的声带还可以将上述基本的

语音发声进行组合，产生出各种复杂的发声

类型。从语音发声类型的角度来研究语音产

生 的 机 理 称 为 发 声 语 音 学 (phonation 

phonetics)。 

随着语音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对世界

上更多语言的深入调查，更多的语音现象被

发现，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

言语声学和生理语音学的发展，传统的语音

学理论框架显然有不足的地方，需要对其进

行调整和完善。 

从生理上，语音的产生可以分为声道运

动和声带运动两个部分，它们分别对应于语

音的发音（articulation）和发声（phonation）。
从声学上，言语产生的声学理论可将言语产

生的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它们分别是：

1）声源；2）声道共鸣，言语产生的声学理



论模型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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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差分方程定义了言语产生的基本离散

时域模型， 是言语信号， 是激励

信号，G 是增益参数，{ 滤波器系数，k
是信号的延迟。从音位学的角度看声学的数

学模型，声源部分对应于发声，声道共鸣部

分对应于发音，从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看，这

两部分都具有语言学意义。如果将语音学的

理论框架和语音的生理机制和声学模型统

一起来，就会使其更加科学，因此，将语音

学的理论框架先分为“发音”和“发声”两

个部分是比较科学的，在这样的框架下，元

音、辅音和声调的概念可以更好的得到解

释，比如，发音音质和发声音质的定义和区

别，辅音发声和辅音共鸣的解释，声调调形

和声调调质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这种语音

学理论框架下，能更好的解释语音的产生机

理和变化的规律（孔江平，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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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音学注重语音的音变规律，而音

变受语音生理的制约，因此这种语音制约的

本质所在是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研究的一

个重要方面。以汉藏语系语言的实际情况为

例，声调和辅音的清浊有密切关系和塞音韵

尾也有关系，元音的开口度大小和嗓音又一

定的关系，嗓音的音质和声调的高低有密切

关系，而声调的高低和元音开口度之间关系

则较少。反过来从语音的生理机制可以看出

这些历史音变的结果和语音的内在机制有

必然的联系。声调的分化和辅音的内在音高

有必然关系，开口度大小的变化与发声和发

音的内在生理机制有关，嗓音音质和声调之

间关系可以用嗓音发声类型的内在音高解

释，元音开口度大小的变化和声调的高低从

新的语音学框架上看不出明显的生理制约。

因此，深入研究语音的内在生理机制和建立

更科学的语音学框架，对于解释语音的历史

音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3．区别性特征理论 

区别性特征理论是现代语音学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过程是基于语音分析

方法的发展和对不同未知语音现象的认识

和了解。在区别性特征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

建立过程中有两项最重要的研究，一是基于

声学分析的区别性特征的提出（Jakobson, R. 

and Halle, M. 1956.）。二是基于发音生理

的区别性特征的应用（Chomsky,N. and 

Halle,M.1968.）。另外，区别性特征理论也

是音系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用区别性特征的方法研究音变首先是

将语音分解成一组区别性特征，然后对音变

的对应规律和变化情况进行描写。在音系学

研究中，研究重点在区别性特征上，较少使

用羡余性特征，然而从语音学研究的角度来

看语音的变化，羡余性特征是非常重要和不

可缺少的，因为只有区别性特征从语音学上

不能精确描写反映语音的实际和语音的制

约，例如，阿柔藏语双塞音/pt/变为/wt/时，

前置辅音p可以用区别性特征描写为辅音性

的爆破特征，也可以描写为/p/的过渡音征，

即元音性，这是因为前者是按声学特征来描

写，后者是按感知特征来描写，因为前置辅

音的感知主要基于第二共振峰的过渡音征

（transition）和音轨（locus），如果将所

有的特征都列出就能发现，这两种特征都可

以是区别性特征同时也可以处理成羡余性

特征，语音在音变过程中首先是区别性特征

的转移，既区别性从一种特征转移到另一种

特征上，而一种特征成为羡余性特征后可以

被丢失。因此区别性特征具有转移的性质，

而羡余性特征具有可丢失的性质，这种性质

体现了语音音变的制约，也可称作语音的微

观研究。 

在历史语音学研究中，语音构拟主要靠

文献和方言的材料，在有些情况下会出现所

构拟的音较长的现象，比如 4 至 5 个音素作

一个声母，从现有汉藏语的发音上看，在语

音生理的产生上发出类似的音有很大的困

难。从语音学和言语声学的角度，一组区别

性特征和羡余性特征，根据区别性特征和羡

余性特征的相互制约性，理论上是可以对其

进行合理的归并，并在此基础上合成出来包

含这些特征的实际语音。目前国内在这方面

只做过一点尝试性的研究，随着语音参数合



成技术的日趋完善，现代语音学势必会对历

史语音的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 

 

4．音位负担量理论和历史语言学 

利用区别性特征的理论研究语音的变

化是对语音演变过程的微观研究，同样也可

以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如，词汇扩散

理论和音位的负担量（William S-Y Wang，

1991），词汇扩散理论已被广泛应用和得到

验证，但目前利用中国境内的语言来研究音

位的负担量还比较少。本文中的音位的单位

是指声母、韵母和声调，研究时将一定数量

的词汇进行两两对比分出每个声母、与韵母

和声调的类型和计算出每个音位的实际负

担量。利用这种方法研究不同的语言或一种

语言的不同方言，可以看出音位负担量的许

多特性和变化情况。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

音位负担量的研究反映了语言交际功能的

某些本质。 

音位的负担量可以从语音的音位系统

上来研究，以藏语为例，其音位系统在方言

里差别很大，主要表现为有的方言有声调，

有的方言没有声调，复辅音的数量在藏语文

献和各方言中也有很大差别，另外，还有一

些语言的复辅音声母会比藏文文献中还要

多，如拉达克语。从这些材料上看，复辅音

声母是越来越少的，在复辅音声母少到一定

量时，出现声调。在对安多藏语的调查中发

现，复辅音声母的减少，无论是单音节还是

双音节都会导致产生同音词，最终造成交际

的困难。从交际功能上看，整个音位系统中

音位数量的减少会对交际造成影响，从信息

论的角度信息可以用比特值（bit）来量化，

如果用一定数量的词汇，比如 2000 词作为

研究的材料，理论上其信息是相同或基本相

同的，音位数量的减少会导致冗余度的降

低，使交际产生困难。具体到音位系统上，

一种语言或方言其每个音位的负担和冗余

度在系统中是不同的。可以看出，复辅音声

母减少会导致同音词增加，同音词增加促使

声调（语音上已经存在的习惯调）产生。因

此，音位系统的冗余度和各个音位的冗余度

的不同提供了研究语音变化动因的途径。 

从语音的结构上来看音位的音位负担，

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也不同，通过对苗语的统

计研究发现绝对对立（即一个音节中声母韵

母相同，只有声调不同，或声调韵母相同声

母不同等）的情况在一种语言或方言中出现

的次数很少，而大量的是两个不同和三个都

不同。只有一个不同，其音位的负担量较高，

但冗余度低，在音变过程中容易成为同音

词，而冗余度高的词成为同音词的机率就

低，由此可以看出，音位的数量、音位系统

的结构和不同层次的冗余度都和语音的变

化有密切的关系
1
。在研究语言的历史音变

上，通常人们会讨论语音变化快慢的问题，

我们不难看出音位系统的结构和性质的确

有很大差异，例如，汉语普通话和藏语拉萨

话，在音位层面上比较相近，但从结构上却

有较大差别。汉语普通话的声韵母搭配从音

节表上看比较整齐，每个音节大多有四个声

调。从藏语声韵母搭配的音节表上声韵调地

结合比较随机，声调也可以处理成不同的数

目。这种音位结构和负担上的不同为我们提

供了研究语言历史语音状态和音变的又一

途径。 

 

5．结束语 

语音学研究是否能解释历史音系学的

问题是一个语音学界和音系学界共同关心

的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语

音学和音系关系不大，另一种认为语音学能

为音系学提供证据和解释。我个人认为不应

该将两者对立起来，其差别只是研究领域的

不同，我们可以抛开语言本身来研究语音，

如在有的语音工程研究中，人们不太注重语

言本身，更注重语音现象，另外，在语音的

病理研究中，更注重语音产生的机能。但在

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研究中，为音系学提供

语音证据和解释音变规则是非常重要和有

意义的，最起码语音学也能为音系学研究提

供更准确的研究资料。因此，我们应该更加

注重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研究，为汉藏语的

                                                        
1 很多年前和社科院民族所的黄行研究员一起做过

一个苗语数据库方面的研究，想进一步了的读者可

参考黄行研究员有关苗语的研究。 



历史语言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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