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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comparative 

sudy on tone learning of cochlear implant and hearing 

aid children in Mandarin. Some conclusions has been 

drawn by comparing the tone learning between 68 

cochlear implant children and 46 hearing aid children: 

1) Cochlear implant and hearing aid children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one learning. In both 

single syllable tones and diatones, hearing aid group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chlear implant group. 2) 

The order of the single syllable tones, from easy to 

difficult, is yīnpíng, qùshēng, shǎngshēng, yángpíng. 

For diatones, the easiest is yīnpíng+yīnpíng, and the 

most difficult is yángpíng+yángpíng. 3) The main 

error of two groups is level for the the single syllable 

tones. For the diatones, the error of cochlear implant 

group is almost yīnpíng+yīnpíng. The hearing aid 

group is different. The first tone is mainly right, and 

the error of the second tone is mainly yīnpíng. 4) The 

results of single syllable tone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sults of diatones. 5) The tone 

learning of cochlear implant group is correlated with 

the tone discrimination. Correlative factors on the tone 

learning of hearing aid group are final discrimination, 

initials discrimination, tone discrimination, the level 

of hearing rehabilitation and the level of speech 

rehabilitation.  

1 引言 
1.1 概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05 年的估计，全

球有 2.78 亿人存在中重度听力损伤，其中的

8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根据 2006 年第二

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中国现有听力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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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2004 万，每年新生聋儿近 3 万名。如此

数量的听力残疾者，如何让他们回归到正常

社会就成了一项具有抢救性、福利性、社会

性的工作。 
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现代汉语词典》

第五版“音节表”中共有 1336 个音节，如

果不考虑声调，则只有 409 个，可见，声调

在普通话音位系统中承担着相当重要的区

别意义的功能。声调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抗

干扰功能，在噪声、失真等条件下，声调的

清晰度远远高于声母、韵母的清晰度，因此

在提高语言可懂度方面声调有重要作用。语

音康复是听障儿童语言康复的基础，而声调

获得则是语音康复的关键步骤。 
目前，补偿聋儿听力的两种主要方式人

工耳蜗植入和佩戴助听器在语音感知方面

各有优劣。人工耳蜗在中高频信息方面有优

势，但对低频信息感知不敏感，主要原因在

于：耳蜗不同部分感受的频率是不同的，蜗

底感受的频率较高，而蜗顶则感受较低的频

率，经由手术植入耳蜗的电极，很难达到负

责感知低频信息的蜗顶。同时，这也受制于

残余听神经元（即螺旋神经节细胞）的数量

多少。内耳疾患引起毛细胞病变的同时，支

配毛细胞的听神经末梢或神经元胞体多多

少少会蜕变，甚至死亡。而人工耳蜗需要听

神经元的存在才能发挥作用。虽然至今我们

并不知道需要多少听神经元的存在才能确

保人工耳蜗达到一定的言语识别效果，但按

常理推论，听神经元的功能存在数量越多，

人工耳蜗的效果越好。大量的颞骨病理学研

究表明，听神经元在各种内耳病变之后的残

存率变异极大，多至正常的 70％左右，少至

正常的 10％。因此，这一不确定因素导致部

分人工耳蜗效果比较差。另外，人工耳蜗的



编码机制也不利于基频的感知，郑振宇等

（2004）认为人工耳蜗装置对声音进行处理

时，可以实时改变电刺激的强度，并对语音

中较大的频率变化做出响应，改变其输出电

刺激的刺激通道；但对于包含基频频率变化

模式信息的 300Hz 以下频带，仅能压缩为一

个通道进行处理，不能体现基频的变化模

式。因此，本文在研究植入人工耳蜗儿童声

调获得相关因素时，提取了电极长度、电极

直曲、编码方案三个参量进行分析，试图找

出声调获得好坏的相关因素。 
助听器的优势在于可提供听障者丰富

的中低频信息。大部分听障孩子在低频处尚

有一些残余的听力，藉由配戴助听器后仍可

接收大量低频信息。因此理论上助听器儿童

比人工耳蜗儿童在声调感知方面更有优势。 
1.2 相关研究 

由于人工耳蜗植入大规模开展只是近

20 年的事情，所以植入后语音获得相关研究

也是起步不久。由于样本量、方法等的差异，

各家的观点不尽相同。 
人工耳蜗和助听器的比较研究方面：魏

朝刚等（2000）认为，在整体言语识别方面，

听力损失都为极度聋的情况下，耳蜗植入儿

童明显优于助听器儿童。而单独声调识别方

面，Lee Kathy Y.S.等（2002）认为，无论是

裸耳还是补偿后，人工耳蜗植入和助听器儿

童都没有表现出统计意义的差异。 
人工耳蜗植入儿童的声调获得方面：

Barry J.G.等（2002）认为耳蜗植入儿童能够

得到足够多的音高信息来区别几乎全部的

声调对照组，即使是比较低的基频变化也能

反映出来。而Xu L.等（2004）则认为耳蜗

儿童发出的调型大部分趋平，其他调型不规

则。原因是耳蜗电极刺激所承载的音高信息

量太少。Peng S.C.等（2004）的结论是声调

获得正确率为 53％，识别正确率为 73％，

大部分语前聋耳蜗儿童没有获得普通话声

调。 
不同调类的获得情况：陈三定等（1996）

认为聋童声调获得的顺序由易到难是阴平、

去声、上声、阳平,偏误类型为调值不到位，

平降调较多。魏朝刚等（1999）的结论基本

同上，平均正确识别率由高到低分别为阴平

75.3％、去声 75.2％、上声 61.3％、阳平 50.3
％。刺激为阴平时，偏误反应主要表现为阳

平和上声；刺激为阳平时，偏误反应表现为

阴平和上声为多；刺激为上声时，偏误反应

为阳平较多；刺激为去声时，偏误反应以阴

平较多。总体误判为阴平最多，阳平和上声

间容易混淆。但是 Barry J.G.等（2000）对耳

蜗儿童获得广东话声调顺序的研究结论是

先高平后高升再低降。 
声调获得相关因素方面：Peng S.C.等

（2004）认为好的获得率相关于好的识别

率，获得率和识别率与植入时的年龄和植入

时间的长短有关。Lee Kathy Y.S.等（2000）
认为听障儿童声调获得相关因素有：年龄，

语训时间，佩戴助听器时间和植入耳蜗时

间，Lee Kathy Y.S.等（2003）认为与广东话

声调感知相关的因素有：对被试词语的熟悉

程度，被试词语的使用频率，年龄，词汇量，

母语背景。和设备本身相关的因素有：Wei 
C.G.等（2004）认为电极的速率变化和声调

识别率相关性最高。频谱和时长对声调识别

也有贡献。刘敏（2005）认为声调识别也可

能与植入电极、耳蜗内环境的相容性和工作

的稳定性有关，儿童需有 6 个月的时间达到

最大舒适阈值的稳定。 
1.3 本文研究意义 

从 1.2 的分析可以看出，以前的研究在

人工耳蜗和助听器获得声调的比较方面没

有统一的结论。在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声调获

得效果方面也存在分歧。不同调类的获得情

况，普通话普遍认为是阴平、去声、上声、

阳平的顺序，调型上即为高平、高降、降升

和高升，而广东话则是高平、高升再低降的

顺序。在声调获得相关因素方面，各家观点

不同，综合起来，声调获得和声调识别相关，

而与这两者相关的因素有：植入时年龄、植

入时间长短、语训时间、佩戴助听器时间、

当前年龄、对被试词语的熟悉程度、被试词

语的使用频率、被试儿童词汇量、母语背景。

本文将对以上各家观点进行验证。 
另外，所有的研究都停留在单字调的基

础上，对双音节声调没有涉及。双音节声调

研究在声调研究中是十分重要的。双音节声

调以词为基础，既是对字调进行的音高调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db=pubmed&cmd=Search&itool=pubmed_Abstract&term=%22Xu+L%22%5BAuthor%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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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也是组成语调的基本单元。本文将对听

障儿童的双音节声调获得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本文将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探讨：人工耳蜗和助听器在声调获得方面究

竟孰优孰劣，差别在哪里，具体表现如何；

单字调四个调类的获得难易如何，获得的难

点在哪里，主要偏误又是什么；双音节声调

各种组合的难易程度如何；单字调获得和双

音节声调获得的相关性如何；声调获得的相

关因素都有哪些。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应用到

教学中，并能对听障儿童的声调获得有所帮

助。 
2 实验说明 
2.1 被试选择 

从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和北京市聋

儿康复研究中心选取全部可以录音的听障

儿童 114 人，其中人工耳蜗植入儿童 68 人，

助听器儿童 46 人。耳蜗儿童中男 38 人，女

30 人，年龄从 1.8 岁到 8.9 岁，平均年龄为

4.7 岁。助听器儿童中男 28 人，女 18 人，

年龄从 2.8 岁到 6.9 岁，平均年龄 4.6 岁。

一些按年龄统计基频的实验表明，处在幼儿

阶段（年龄<8±2）的男女声基频基本没有

差别，因此本文不作性别上的区别。所有听

障儿童都是语前聋，方言背景虽然比较复

杂，有的来自不同方言区，但他们大部分的

生活时间和康复时间都在研究中心，可以认

为都是普通话背景。 

2.2 实验材料 

单字调类为 4 个，算上轻声，则双音节

调类组合有 4×5＝20 个，一共 24 个调类，

每个调类选两个词，则一共有 48 个词（发

音词表见附录表 1）。所选词都是聋儿生活中

使用频率比较高的物质名词，配以图画卡

片，每个词读两遍。 

2.3 实验方法 

录音采用指向性麦克风在安静封闭室

内完成，录音软件为 Adobe Audition 1.5。

录音方式为作者指着卡片领读，被试看着卡

片跟读。切音后由三名受过听音记音训练的

中文系学生对被试语音的声调进行听辨记

录，不管声韵，只记声调。然后对记录结果

进行整合，如果只有两人一致，以两人相同

结果为准，如果三人结果都不一致，由作者

再反复听辨确定最终结果。听辨的最终结果

和正确答案对比，统计每一个人、每一个调

类的正确、偏误率和偏误类型。收集被试各

种个人信息。用 excel、SPSS 13.0 进行统

计分析。 

3 实验结果分析 
3.1 单字调 

把单字调正确样本数除以单字调总样

本数 16 再乘 100 得到每个人单字调的百分

制得分。由于助听器组和人工耳蜗组人数不

同，不便于比较，我们把成绩排序后，对人

数进行归一化处理，使之位于 0－1 之间，

只是每个数据之间的距离不同，然后放在同

一个二维坐标轴上进行比较，为了更直观，

再根据这些数据拟合出一条二项式曲线，如

图 1： 

 
图 1 人工耳蜗组和助听器组单字调成绩对比 

 
“﹡”代表人工耳蜗组，“△”代表助

听器组。由上图可以看出，助听器组单字调

获得明显优于人工耳蜗组。助听器组得满分

的占 2/3，曲线然后开始陡降，而人工耳蜗

儿童的成绩曲线基本保持同一斜率，成绩在

60 分以上和以下的各占一半。为进一步说明

这个问题，对人工耳蜗组和助听器组的单字

调得分进行均值标准差统计分析(表 1)和单

因素方差分析(表 2):  
表1：人工耳蜗组和助听器组单字调成绩统计 

 均值 样本量 标准差 

人工耳蜗 63.11 68 24.00 

助听器 88.04 46 18.79 

 

表2 两种补偿方式单字调成绩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

声调成绩

00.777 15900.777 29.607 .000
51.854 112 537.070
52.632 113

Between G
Within Gro
Total

Sum of
Squares df ean Squar F Sig.

 
结果：S＝0.000<0.01，差异极其显著，

两种补偿方式对单字调成绩的作用明显不

同。再对 4 个调类的正确率和偏误率进行统

计（表 3）： 
表 3：单字调 4 个调类出现率 

目标 

调类 

实发 

调类 

人工耳 

蜗数量 

出现率 

（％） 

助听器

数量 

出现率

（％）

1调 117 95.9 88 95.7 

2 调 0 0.0 1 1.1 

3 调 1 0.8 0 0.0 

1 调 

阴平 

4 调 4 3.3 3 3.3 

2 调 38 31.1 68 73.9 

1 调 73 59.8 17 18.5 

3 调 6 4.9 3 3.3 

2 调 

阳平 

4 调 5 4.1 4 4.3 

3 调 68 55.7 79 85.9 

1 调 51 41.8 10 10.9 

2 调 1 0.8 3 3.3 

3 调 

上声 

4 调 2 1.6 0 0.0 

4 调 85 69.7 89 96.7 

1 调 36 29.5 3 3.3 

2 调 0 0.0 0 0.0 

4 调 

去声 

3 调 1 0.8 0 0.0 

目标调类与实发调类一致的即为正确，

这样，根据调类正确率得到人工耳蜗组获得

4 个声调的顺序由易到难为：阴平、去声、

上声、阳平。助听器组获得 4 个声调的顺序

由易到难为：去声、阴平、上声、阳平，但

是阴平和去声只有一例之差，有可能是偶然

因素，因此去声和阴平的顺序之差可以不予

考虑。通过比较数据可以看出，二者对阴平

的获得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助听器组获得去

声、阳平、上声都优于人工耳蜗组。 
偏误类型方面，每个调类的主要偏误类

型二者基本无差。阴平偏误为去声最多，阳

平、上声、去声都是偏误为阴平最多，但是

偏误程度人工耳蜗组高于助听器组。总体

上，人工耳蜗组读阴平的比率远远高于助听

器组，读阳平的比率远远低于助听器组，人

工耳蜗组在所有例词中实发阴平的占 56.8
％，实发阳平的占 8.0%，而助听器组实发

阴平的是 32.1％，实发阳平的是 20.0%。 
3.2 双音节声调 

按照和单字调相同的方法，得到人工耳

蜗组和助听器组双音节声调成绩，如图 2： 

 

图 2 人工耳蜗组和助听器组双音节成绩对比 

 

和单字调一样，助听器组的双音节声调

成绩明显优于人工耳蜗组。但是和单字调不

同的是，助听器组中成绩在 85 分以上的占

了 2/3,然后开始陡降，而 2/3 的人工耳蜗组

成绩在50分以下,人工耳蜗儿童对双字调的

获得总体水平更差了。对人工耳蜗组和助听

器组的双音节声调得分进行统计分析(表 4)
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5)： 

表4：人工耳蜗组和助听器组双音节成绩统计 

 均值 样本量 标准差 

人工耳蜗 46.11 68 26.32 

助听器 80.84 46 21.40 

 

表5：两种补偿方式双音节声调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

声调成绩

904.654 1 6904.654 49.172 .000
727.004 112 140.420
631.658 113

Between Gr
Within Grou
Total

Sum of
Squares df ean Squar F Sig.

 



结果：S＝0.000<0.01，差异极其显著，

两种补偿方式对双音节声调成绩的作用明

显不同。然后对20个双音节调位的正确率进

行统计：  
表 6：人工耳蜗和助听器双音节声调统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1+1 81 97 1+4:8/4+1:8 1+4:2 34 8

1+2 33 82 1+1:53 1+1:10 4 6

1+3 39 79 1+1:48 1+1:10 4 5

1+4 57 91 1+1:31 4+1:2 8 6

1+5 43 86 1+1:43 1+1:9 4 5

2+1 39 83 1+1:46 1+1:4 6 6

2+2 16 58 1+1:39 1+2:21 1 3

2+3 35 72 1+1:28 1+3:9 2 3

2+4 42 84 2+1:17 4+1:3 3 6

2+5 23 58 2+1:21 2+4:25 1 3

3+1 54 91 1+1:31 2+1:3 5 6

3+2 37 68 1+1:25 3+1:11 2 4

3+3 23 67 1+1:30 1+3:8 2 3

3+4 35 75 1+1:31 3+1:13 2 4

3+5 31 77 1+1:32 3+1:9 2 4

4+1 66 93 1+1:27 3+1:2 11 8

4+2 30 75 1+1:35 4+1:13 2 4

4+3 46 80 4+1:28 4+1:9 3 5

4+4 51 80 1+1:16 4+1:10 3 5

4+5 44 92 1+1:21 4+1:5 3 5

由于空间所限，标题栏中用大写数字来

代表：“一”代表调类组合，“二”代表人工

耳蜗的正确率，单位是％，后同，“三”代

表助听器的正确率，“四”代表人工耳蜗的

主要偏误类型和所占比例，“五”代表助听

器的主要偏误类型和比例，“六”代表人工

耳蜗在所有样本中实发这个调类的比例，

“七”代表助听器的实发比例。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每一个调类组合

上，助听器组的正确率都显著高于人工耳蜗

组。人工耳蜗组获得 20 个双音节声调组合

的顺序由易到难（即正确率由高到低）分别

为：阴平+阴平、去声+阴平、阴平+去声、

上声+阴平、去声+去声、去声+上声、去声+

轻声、阴平+轻声、阳平+去声、阴平+上声、

阳平+阴平、上声+阳平、阳平+上声、上声+

去声、阴平+阳平、上声+轻声、去声+阳平、

阳平+轻声、上声+上声、阳平+阳平。而助

听器组获得的顺序由易到难分别为：阴平+

阴平、去声+阴平、去声+轻声、阴平+去声、

上声+阴平、阴平+轻声、阳平+去声、阳平+

阴平、阴平+阳平、去声+去声、去声+上声、

阴平+上声、上声+轻声、上声+去声、去声+

阳平、阳平+上声、上声+阳平、上声+上声、

阳平+轻声、阳平+阳平。二者基本一致，只

是有几个组合排序上略有差别。总体看来，

阴平＋阴平最容易，阳平＋阳平最难，涉及

到阴平和去声的容易些，涉及到上声和阳平

的难些。 

主要偏误类型方面，人工耳蜗组除了少

数几组，基本都偏误为阴平＋阴平，而助听

器组则各个调类都有，一般后字偏误多为阴

平，前字多为正确调值。 

实发调类是指实际发的每组调类在所

有样本中所占的比例，理论上最正确的应该

是每组调类的比例都是 5％，因为一共有 20

个双音节调类。人工耳蜗组发阴平＋阴平的

最多，在所有样本中占 34％，远远高于平均

机会水平的 5％，发去声＋阴平的占 11％，

发阳平＋阳平和阳平＋轻声的最少，只有 1

％。助听器组则各个调类差别不大，都在平

均机会水平上下，只有阴平＋阴平和去声＋

阴平达到了 8％。 

3.3 声调获得综合比较分析 

综合单字调和双音节声调成绩，得到人

工耳蜗和助听器的声调成绩对比如图 3： 

 
图 3 人工耳蜗组和助听器组综合成绩对比 

 
可见，综合的声调成绩和双音节声调成

绩基本无差，助听器组成绩好的占多半，人



工耳蜗组成绩差的占多半。综合看来，助听

器组儿童的声调获得明显优于人工耳蜗组。 
3.4 单字调与双音节声调的关系 

分别对人工耳蜗组和助听器组的单字

调成绩与双音节声调成绩进行相关性分析： 

表7：人工耳蜗单字调和双音节相关分析 

Correlations

1 .848**
.000

68 68
.848** 1
.000

68 68

Pearson Correlati
Sig. (2-tailed)
N
Pearson Correlati
Sig. (2-tailed)
N

单音节

双音节

单音节 双音节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 il d)

**. 
 

表8：助听器单字调和双音节相关分析 

Correlations

1 .766**
.000

46 46
.766** 1
.000

46 46

Pearson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N
Pearson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N

单音节

双音节

单音节 双音节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 il d)

**. 
 

    结果：相关系数分别为0.848和0.766，

综 能和声调成

绩相

 

表9：与声调成绩相关因素统计分析 

 组 

而不相关的概率几乎为0，因此单字调成绩

与双音节声调成绩显著相关。人工耳蜗组和

助听器组都是如此，说明，如果单字调获得

情况比较好，双音节声调获得情况也会好。

这也符合我们一般的心里预期。 

3.5 声调获得相关因素分析 

合考虑各种因素，把有可

关的各种因素与成绩进行相关分析，得

到表 9： 

 

 

 

 

 

 

 

 

 

人工耳蜗组 助听器

r. N. r. N. Sig.  Sig. 

年龄 - .0.11 0.416 68 40** 0.005 46

确诊 

时间 
-0.13 0.368 52 -0.01 0.952 35

耳蜗开机时间 0.30 0.106 37 —— —— －

耳蜗康复时间 0.20 0.123 62 —— —— －

全部康复时间 0.14 0.305 62 0.07 0.642 42

裸耳听力 -0.07 0.654 50 -0.27 0.092 39

补偿后听力 0.37 0.174 15 -0.18 0.311 33

韵母识别 0.27 0.418 11 .74** 0 22

声母识别 0.34 0.3 11 .83** 0 23

  0. 0.00 声调识别 0.60 283 5 .65** 1 21

听觉康复级别 0 1 11 .86** 0 23

语言康复级别 0.4 0.107 8 13 .78** 0 22

电极植入长度 -0.24 ——0.426 13 ——  －

电极曲直 -0.07 0.819 13 —— —— －

言语编码方案 0.44 0.130 13 —— —— －

由上表可 人工耳蜗组声调获得成绩

与声

组的声调成绩与韵母识别、声母

识别

见，

调识别的相关系数是 0.60，但是

S=0.283,置信度没有达到显著水平，理论

上，声调识别和声调获得成绩应该是显著相

关的，这里的置信度比较低，可能是由于样

本量太少的缘故。由于收集资料的困难，只

得到五个有声调识别成绩的样本，还需要加

大样本量进一步验证。声调获得成绩和其他

因素相关度不大，这应该是因为声调获得对

人工耳蜗儿童是一个难点，受制于硬件条件

的限制，对声调的感知不敏感，因此获得也

就比较差，其他因素的作用不是很大。和电

极植入长度、电极直曲、言语编码方案的相

关度辜负了我们的预期，也没有达到有相关

意义的标准，证明是不相关的。但是这里需

要说明的是，由于收集资料上的困难，只得

到了其中 13 个孩子的人工耳蜗型号，样本

量上不够多，因此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更

大的样本量来进行分析，也许会得出不一样

的结论。 

助听器

、声调识别、听觉康复级别、语言康复

级别都显著相关。识别得越好，整体康复效

果越好，声调获得也就越好。而与年龄、确



诊时间、康复时间、裸耳听力和补偿听力的

相关不显著。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已经

是听障儿童语言康复学界的共识，因此理应

确诊时间越早、康复时间越长、裸耳听力和

补偿听力越好，声调获得成绩越高，本文之

所以得出相关不显著的结论，应该是因为对

助听器儿童而言，声调获得不是难点，在测

试之时，被试的补偿听力和康复时间都已达

到一定程度，对声调获得结果已不再产生影

响。 
4 小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植入人工耳蜗儿童和佩戴助

听器

无

差，

字调除了阴平的偏误

调类

成绩显著相

关，

声调获得相关的因素分析，人工耳蜗

组的

阴平和去声获得的情况要普遍好于阳

平和

声调获得虽然总体上不如

助听

的声调获得情况不是能

由简

4.1 小结 

儿童在声调获得方面表现出显著性差

异。无论是单字调还是双音节声调，助听器

组都显著优于人工耳蜗组。 

在获得声调的顺序方面，二者基本

单字调由易到难为阴平、去声、上声、

阳平（助听器组阴平和去声无差），双音节

声调获得，阴平＋阴平最容易，阳平＋阳平

最难，涉及到阴平和去声的容易些，涉及到

上声和阳平的难些。 

偏误类型方面，单

主要为去声外，其他调类都主要偏误为

阴平，只是人工耳蜗组偏误为阴平的比率远

远高于助听器组；双音节声调人工耳蜗组除

了少数几组，基本都偏误为阴平＋阴平，而

助听器组则各个调类都有，一般后字偏误多

为阴平，前字多为正确调值。 
单字调成绩和双音节声调

单字调成绩越好，双音节声调成绩则越

好。 
和

声调成绩与声母识别相关。助听器组的

声调成绩与韵母识别、声母识别、声调识别、

听觉康复级别、语言康复级别都显著相关。 
4.2 讨论 

上声。这里面的原因主要可以从两方面

来讨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高平调和高降调

本身就是比较容易发的调，在所有声调语言

中高平调和高降调都是最普遍的，汉语方言

中高平调和高降调也是最多的，属于无标记

的调类，这是人类语言长期自然选择的结

果；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教学方法上的导

向，无论是家长还是语训老师教听障儿童发

音时总是要求孩子声音要大一些，并且要及

时能够反馈，这容易造成孩子的声带紧张，

一直在准备发音，所以一开始音高就会起点

很高，因此发高平和高降比较容易，而起点

比较低的阳平和上声就比较困难，声带的紧

张降不下来。 

人工耳蜗组

器组，但也有少部分儿童的成绩特别优

秀，在人工耳蜗获得声调机制基本相同的情

况下，他们获得优秀的原因是我们要努力探

究的，以便将来对人工耳蜗获得声调情况进

行改进。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声调获得情况良

好的原因可以是硬件方面的也可以是软件

方面的。硬件方面比如说人工耳蜗对声调的

识别不只可以通过基频的变化来反应，也可

以通过其他因素，比如振幅、共振峰等。郑

振宇等（2004）即认为人工耳蜗使用者获得

声调识别的机制，只可能与泛音的变化有

关。从理论上讲，声调信息也可以广泛地分

布于音节各共振峰中。泛音在响应基频的变

化时，有可能引起装置刺激通道的改变。为

植入者提供语音的频率变化信息，从而体现

声调的变化模式，使植入者有可能获得声调

变化感。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声调

识别与泛音变化模式的关系。软件方面，比

如语训教师的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通过强

化、形象化等各种方法来让植入人工耳蜗感

受到声调的变化，语训时不要起音过高造成

声带紧张等等。 

人工耳蜗儿童

单的条件决定的。要受到很多方面的制

约，比如耳蜗内听神经节的残余部位和数

量、手术是否成功把电极插到蜗顶、编码方

案是否有利于识别声调、语训情况、智力水

平和心理健康状态等等，只有各个方面都做

好了，才有可能实现声调的真正获得。随着

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工耳蜗技术一

定会越来越先进，专门用于汉语的人工耳蜗

和数字助听器都正在不断研究和推出中，相

信不远的将来这些有听力障碍的孩子们一

定会获得更好的设备和技术从而获得正常

的声调和语音，我企盼这一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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