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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语音学仪器-气流气压计 

 Physiological Phonetic Instrument– Airflow & Air pressure Meter 

吴韩娜 

Oh Han-na 

 
摘要：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生理语音

学仪器。近十年来，国外的语音生理实验使用的设备也纷

纷进入中国，给予中国语音学的发展巨大支持。本文对生

理语音学仪器之一的气流气压计的特征和使用方法作了

简单介绍，并涉及国内该仪器的应用状况以及研究趋势。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new physiologyical 

phonetic instruments. Instuments for physiological experime 

-nts have been come into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giving 

greater support on development of phonetics in China.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haracters of airflow & air pressure meter 

which is one of the physiological phonetics instruments , as 

well as deal with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this instrument and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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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语音生理的研究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

重要方面，因为语音生理机制研究是语音学的理

论基础（孔江平，2007）。” 随着科学的发展，能

够采集生理信号的仪器日益增多，而给予中国语

音学下一步发展的新空间。近十年来，进入中国

语音生理实验使用的电子设备主要有动态电子腭

位仪(EPG) 、电磁发音仪(EMA) 和口鼻气流气压

计等。其中，本文将介绍的是“气流气压计”。 
气息是语音产生的原动力，我们说话的时候

都有气流出来也需要一定的压力，因此气流气压

计可以反映出很多信息。其应用范围为各种言语

和语音病变的各种研究。本文将依据北大语音乐

律实验室设备的现状，主要介绍气流气压计和有

关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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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仪器的简介 
据调查，以气流气压计做的语音生理研究是

从 1950 年代开始的。1959 年 Draper 首次做了对

言语活动和呼吸中肺容积变化的研究（Shadle, 
1997）。后来，由 Rothenberg, M.(Rothenberg, 19 
71)设计的Rothenburg mask1 出现，对用于气流气

压计的生理语音研究的发展意义巨大。 
目前气流气压计系统具有代表性的有： 

SCICON R&D 有限公司的PCquirer 2 ，Glottal 
Enterprise的Aeroview Pro Glottal Flow Resistance 
System 3 和KAY公司的 Phonatory Aerodynamic 
System (PAS)和Nasometer4等。 

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有两个气流气压计系

统：（1）SCICON R&D 有限公司的 PCquirer；（2）

Glottal Enterprise 的 Aeroview Pro Glottal Flow Re 
-sistance System。 

PCquirer 在 90 年代初由美国 UCLA 的 Henry 
Tehrani 开发的。在 1991 年 P.Ladefoged 首次使用

PCquirer 的第一代到东非做录音工作（P.Ladefog 
-ed, 2003）。该仪器的主要组件有：主系统（main 
system），口罩(oral mask)，鼻罩(nasal mask)，变

换器(transducer interface)，迷你线(mini din cable)，
传输线(USB cable)，电源线(power cord)，密狗

(USB dongle)和该仪器的专用软件。参看下图。 

 
图 1 PCquirer 的基本组件 

                                                        
1 参看 www.rothenberg.org 
2 参看 www.sciconrd.com 
3 参看 www.glottal.com 
4 参看 www.kayelemetr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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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quirer 的主要测量参数有：口腔的气流量

和气压级、鼻腔的气流量和气压级和基频等。它

除了用于腭裂、运动性言语障碍、听力障碍、腭

修复、功能性的鼻音问题等嗓音病变和语音矫正

外；还可以提取各种不同的参数用于言语产生的

生理研究。如：引起声带振动必要的气流气压特

性；气流相关的嗓音发声类型（汉语方言、少数

民族语言）研究；鼻音和鼻化元音的实验语音学

分析；呼吸和韵律特征研究；歌唱教学等（李永

宏、孔江平、于洪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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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ttal Enterprise 的气流气压计系统可以溯源

到上文的 Rothenberg mask（Rothenberg, M., 1971 
）。多年来，对该仪器的设计和功能进行了几次的

改进，现在该仪器的整个系统由主系统（Main 
System）, 口鼻罩（Airflow Masks）, 气流气压变

换器（Airflow & Air pressure Transducer）, 口压

适配器（Oral Adapter）和相关软件（Waveview
和 Aeroview）等组成，如图 2 所示。 

 

    图 2 Glottal Enterprise 的气流气压计系统 

  

2 仪器的特征 
PCquirer 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多通道的信号采集功能，它同时可以采集五

个通道的信号，包括声音信号、口腔气流信号、

口腔气压信号、鼻腔气流信号和鼻腔气压信号； 

 
图 3 声音、口流和鼻流信号 

 

对采集的不同信号进行信号处理，从而提取

出不同的声学参数进行研究：除了声音、气流、

气压、鼻流、鼻压信号的处理之外，还可以做 EMG

（肌电仪）、EGG（后头仪）数据记录和处理，参

看图 4 和图 5。 

 

图 4 声音、气流和 EMG 信号 

 
图 5 声音和 EGG 信号 

 
(2）声学分析： 

a. 高质量的语图分析，频谱、基频分析； 

 

图 6 宽带语图 

图 7 窄带语图 

 
b. 快速博立叶变换（FFT），线性预测（LPC），

音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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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快速博立叶变换（FFT） 

 

c. 完全标签系统在主界面、语图、音高图上。 

 

                  图 9 标签功能 

 

另外，对单通道和双通道数据实行完全地波

形编辑；直接读取 CSL,WAVES 格式的文件；自动

日志记录在线编辑支持即时注释和其它试验记

录；可以直接保存成位图格式；完全联机帮助系

统等的特征。 

 

3 仪器的操作方法 
3.1 硬件的操作方法 

首先看图 10 的口罩，基本上口罩和变换器连

接使用。变换器上有四个通道，左边两个是测量

口腔的通道，右边两个是鼻腔的；第一，三个通

道是测气流的通道，第二，四是测气压的。  

 
图 10 口罩 

 

口罩和鼻罩也通过几根管子连在一起。在上

文说明过，第三、第四个通道是测量鼻流的。但

是，通常来说鼻压信号我们一般用不到，因为鼻

压是非常小的，而且很多时候是没有。如果不用

鼻压的话，把它塞住使得不要漏气。参看图 11。 

 
图 11 鼻罩 

 
下一个步骤是口罩和主系统的连接。参看下

图。 

 
           图 12 口罩和主系统的连接 

 

主系统是感应器，看变换器后边有四个小的

输出口，中间还有一个大的输出口，如图 12 所示。

按理说，四个通道分别输出，但是它用一根集成

线，即四个通道集合到这一条迷你线。这条线插

到变换器后边的大的输出口和感应器上。另外，

感应器上的四个插口也不用，同一用一条线。但

可以单独用，我们可以把 EGG 信号加进去使用。          

 

图 13 主系统和电脑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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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主系统的传输线连接电脑，这样组成

了一个系统。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先装好软件，然

后连接硬件，使得电脑上不发生出错。现在发音

人可以带上开始录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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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仪器的使用方式 

 

从上图 14 看出，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口罩

和鼻罩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我们要

注意的是用鼻罩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拉紧，使得

不要漏气， 好要有人帮忙。用口罩的时候也一

定要贴近，不要让下巴那部分漏风。另外，口罩

里边有一个管子，是要放在口里之后含住它。这

个管子放在上齿龈，要靠上一点力求发 d、t、n

的时候能够保持那个阻塞。通常用这个口罩的时

候有阻碍，因为这个管子很硬。所以这个管子越

细越好，当然太细了气流不能通过也不行。 

 

3.2 软件的操作方法 
首先打开软件，然后按下列的顺序打开选

择项：Options => Record/Play 

 

图15 录音/播放选择项 

 

正式录音之前，我们要先设计这些选择项。S

ample Rate(采样频率)一般设为11025（Hz），设

计Filter Rate（滤波器）的时候，如果把声音也

要录进去的话，选4000为合适。如果你想把嗓音

信号去掉的话，可以把滤波器设的100，75（Lad

efoged，P.(2003)比较推荐75Hz）等。可以其他

通道都设4000。设了之后一定要保存（按上侧右

边的save键）。 

然后，软件有事先可以演示的功能。按照下

面的顺序打开Scope Mode， 后确认各个通道有

无信号： 

Options => Record/Play => Scope Mode 

没有出现问题的话，打开新的文件，接着按上边

右侧的红色小圆头键，或者按下列的方式来开始

录音。录完了一定要保存，参看下列顺序。 

Options => Record/Play => Record 

File => Save      

其他使用方法我们可以参考使用手册，本文

不涉及详细说明。 

 

4 仪器的应用 
用气流气压计研究的成果大体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语音学领域的，另一类是医学领域的研究。 

整体来说，国内比较缺乏与嗓音和韵律有关

的研究，相比方言研究呈发展趋势。下文主要介

绍用于气流气压计研究汉语的实例。 

 

4.1 语音学领域的研究 

（1）普通话辅音研究 

首先，我们看一下吴宗济（1987）先生的“汉

语普通话辅音不送气/送气区别的实验研究”。该

文章属于中国 早期的气流气压实验研究之一。

国外其他辅音的气流气压特征，我们可以参看

Ladefoged.P.(1993)。 

 

图 16 普通话塞音不送气/送气音的气流气压 

     

图 16 是汉语普通话塞音[p]/[p‘]的声门上

的气流气压值。 A 为声门上气压；B 为声门上气

流。从图中得知，塞音不送气音和送气音在除阻

之前都有一定的压力峰值，而不送气音的压力较

大。我们一般认为可能送气的压力比较大而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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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气的“送气音”，但从实验结果看，其实不然。

原理上说，持阻前声门上压力的大小持阻时间的

长短成正比，所以，不送气音的气压更大。至于

气流量不送气/送气辅音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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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普通话塞擦音不送气/送气音的气流气压 

 

上图 17 为普通话不送气、送气塞擦音的气压

和气流。塞擦音在声学分析中较易观察到它是先

塞后擦，然后不送气塞音的流量峰值减弱时就接

上元音，而送气的塞擦音就在流量峰之后，还有

比较长的一段微弱气流，才接上元音。送气的塞

擦音还出现了两次流量峰。 

这篇文章以气流气压计的实验揭示汉语普通

话不送气/送气辅音真正的区别不在于气流量，而

在于共振峰的不同。至于塞擦音,此实验再次证明

理论上的生理机制。 

（2）普通话儿化韵研究 

下面的是LEE Wai-Sum（2001）研究的北京

儿化韵实验分析，该研究主要观察口流和鼻流的

变化而解释儿化之后的一些变化。 

                           [in] 印 

 

 

 

                       [in]+er 印儿 

 

 

   

 

图18 “印”和“印儿”的口流鼻流比较 

 

实验结果表明，发“印”时，气流减弱时，

就有一点点的鼻流出现。相比，发印兒的时候, 

鼻流非常的弱，可以忽略掉。这说明变了儿化词，

就取消了鼻韵母，以[i]来取代，如图18所示。 

 

                        

 

   [phiΝ] 瓶 

 

 

                     

 

[phiΝ]+er 瓶儿 

 

 

 

 

图19 “瓶”和“瓶儿”的口流鼻流比较 

 

图19的情况有所不同。“瓶”变成“瓶儿”之

后，口流和鼻流几乎同时出现，即由完全鼻化的i

来代替鼻韵母。 

（3）方言语音研究 

   近方言语音生理研究正在变得越来越活

跃，使得对方言语音的特征和难以解决的问题给

予更准确的描写和解释。Cun Xi（2005）使用气

流气压计对 Wuyang 和 Wenchang 的内爆音和浊爆

音做了比较,观察口流和口压的变化，力图找出内

暴音和浊爆音的区别特征。 一般认为内爆音的口

压应该是负值，但从下图 20 看出，Wuyang 方言

的内爆音的口压值却时负时正。这是因为在

Wuyang 方言的内爆音没有和浊爆音对立，所以二

者不必区分。国外已有内爆音呈正值的研究，参

看 Ladefoged,P(1963)的文章。 

  
图 20 Wuyang 方言区内爆音的口流（上）口压（下） 

 

 
 图 21 Wenchang 方言区的内暴音（左）和浊爆音（右） 

 

相比，Wenchang 方言里有内爆音和浊爆音的

对立，要严格区分。Wenchang 方言的内爆音口压

呈负值，而浊爆音的口压呈正值，如图 21 所示。 

从该实验结果提出区分内爆音和浊爆音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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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不一定是口压的负值表现。 后以通过声门的

气流量（transglottal airflow）的不同来解释

二者的区别。虽然对通过声门的气流量的定义和

测量方法不太明确，但是从方法上的突破给了方

言语音研究非常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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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气流气压计也可以考察方言语音的演变

过程，我们可以参看曾婷（2004）的“湘乡方言

[n]和[l]的气流与声学分析”。 湘方言大部分地

区[l]和[n]既有分也有混，总的情况是洪音前

[l]/[n]不分；而细音前则有[l]和[n]的区别。关

于[l]和[n]分布的规律还有：[n]只出现在有鼻元

音或者有鼻尾的韵母前，而[l]只出现在口韵母

前。但是关于湘方言[n]和[l]的这些规律只是人

们或者研究者的一种听觉感知，而没有相关实验

语音学的研究和分析。 

 

图 22 [li]（左）和[ni]（右）的声波、口腔及鼻腔气流 

 

[l]和[n]的气流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在气流

上没有区别，即它们在口腔阻塞阶段都表现出很

强的鼻气流，如图 22 所示。 

[i]位于非鼻音环境下（零声母），在整个元

音阶段几乎没有鼻气流，但当它位于[l]后时却被

完全鼻化了。这说明以前研究把这个音段描写成

[l]是有问题的。结合气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

湘乡方言中的[l]是被鼻化了的[l]---[ln]。基于

以上的气流和声学研究结果，湘乡方言有一个[l]

和[n]趋于合并的历史发展方向（[l]-》[n]）。 

（4）韵律研究 

气流气压计的应用范围可以扩展到韵律研

究。Yuk-Man Cheung（2004）做了关于香港

话韵律的实验分析。该研究的目的为揭示香港话

的基频和口流的相关性并找出基本呼吸单位。 

 

 
图 23 香港话[si]的六个声调的基频和口流变化（上）， 

一段从句的基频和口流变化（下） 

     

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音节还是从句基频和

口流变化都呈现出较大的相关度，如图 23 所示。 

但问题是句中出现鼻音音节的话，造成口流量的

减少而其相关度也呈下降。参看图 24[pin55]的

口流变化。除此之外，协同发音等其他因素也会

影响二者的相关度。 

 

图 24 带鼻音音节的句子的基频和口流变化 

   

下一步，使用气流气压计找出基本呼吸单位

也并不简单。实验结果表明，由于个人差异较大

而难以定义基本呼吸单位。如图 25 所示。 

图 25 香港话语流中的呼吸单位。星号为大的呼吸单

位，箭头为小的呼吸单位。 

         

4.2 医学领域的研究 

医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腭裂患者的语音特

征，即腭裂语音。总体来说，在中国有关腭裂的

文章不少，但大部分的研究都用语图分析或者医

生的听辨分析来观察患者的情况。如，鼻漏气等。 

相比，国外从1963年由美国Warran和Debois使

用气流气压气压技术来评价腭咽闭合功能（刘辉，

1990）开始，用于多种生理实验仪器来研究腭裂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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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给与腭裂患着的语音治疗实际的帮助。国内也

非常需要空气动力学方面的临床实验研究。 

    

5 仪器的缺陷 
笔者认为使用气流气压计的缺陷以下几点：

发音人含住面罩的管子，说话时发音准确会受影

响；发音人自己手持口罩进行录音，很容易漏风；

有些音比较难以测量（例,舌根音）；卫生管理十

分不便等。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出现的仪器

有的已经克服以往的仪器具有的缺陷，如 Glottal 
Enterprise 解决了由口罩造成的声音变形问题。 
 
6 结语 

本文简单介绍生理语音学仪器之一的气流气

压计的使用方法以及国内应用情况。使用气流气

压计我们能够采集语音的生理信号，如，口流、

口压、鼻流、鼻压等，而对各种言语和语音病变

的各种研究。但是，与国外相比，目前国内气流

气压计的应用范围还不够广泛，普及率也比较低。

因此，国内用于气流气压计做的言语研究还处于

初步阶段，至于语音病变的实验研究几乎没有。

为了中国语音学的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引入国外

先进技术和仪器，对语音生理的研究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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