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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言 语 产 生的 理 论 将语 音 发 音（ speech 
production ）分为调音（ articulation ）和发声

（phonation）两部分。其中，调音主要是指各部

位发音器官的协调运动形成的声道形状，然后共

鸣而产生的不同的语音，比如，通常语言里最常

见的元音/a/，/i/，/u/等，都是由于不同的声道形

状共鸣而产生的不同语音。发声是指声带在气流

的作用下，以不同的振动方式而产生的声源，声

源主要包括了声带振动的频率，即振动的快慢，

以及声带振动的方式，比如，正常嗓音发声，气

嗓音发声，挤喉嗓音发声，气泡嗓音发声，假嗓

音发声等。 
在早期的语音学研究中，人们对语言的调音

有较多的认识，如发音部位的定义和发音方法的

定义等，根据这些语音学中的基本定义，产生了

元音、辅音等基本概念，从而建立起了语音学或

者说基于调音的语音学基础理论和方法，这些理

论和方法在语言学的研究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

用。然而，随着语言学、言语声学、言语生理学

的发展，人们对语音产生的认识有了很大飞跃。

另外，在语言学研究中进行的大量语言田野调查

使人们发现了大量具有语言学意义的发声类型，

如中国的彝语、哈尼语、景颇语、载瓦语等（孔

江平，2001），中国民族语言学中常用的“松元音”

和“紧元音”这些语言学概念，就是对不同发声

类型的语言学定义，这些都使得语言学家和语音

学家逐步认识到了语言发声的重要性。 
在语言发声类型的研究中，首先是信号的问

题，也就是说研究发声类型要采集什么信号，通

常我们研究语音最为重要的信号是声音信号，另

外，在早期调音的研究中，X-光声道和腭舌的信

号对于语音调音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

然现在有更多的信号，如核磁共振（MRI）、螺旋

CT、动态电子腭位信号等。在发声的研究中，可

以使用的信号主要有：1）语音信号；2）声门阻

抗信号；3）气流气压信号；4）高速数字成像信

号等，这些信号可以用不同的信号处理算法来处

理，从中提取出有用的可以反映各种语言发声类

型的参数，从而解释语言发声类型的性质和揭示

语言发声的生理学、物理学和语言学本质。 
发声研究的方法很多，有的主要用于嗓音生

理学和病理学的研究，有的主要用于语言声学的

研究，还有些方法可以用于心理学语音学的研究。

本文主要根据语音学的需求，介绍一些能用于嗓

音发声类型研究的基本方法。它们包括：1）谐波

分析法；2）逆滤波分析法；3）频谱倾斜率分析

法；4）多维嗓音分析法；5）声门阻抗分析法；6）
动态声门分析法；7）发声起始状态分析法；8）
嗓音音域分析法；9）嗓音的合成方法。 

 

1  发声的生理和物理基础 

本节简单介绍一下喉头的解剖，喉头主要是

由软骨和肌肉组成，主要的软骨有会厌软骨

（ epiglottis cartilage ）、 甲 状 软 骨 （ thyroid 
cartilage）、环状软骨（cricoid cartilage）和一对杓

状软骨（arytenoid cartilages）。 
环甲节（cricothyroid joint）连接甲状软骨和

环状软骨，环杓节（cricoarytenoid joint）连接杓

状软骨和环状软骨，杓状软骨和环状软骨之间的

运动改变声带的长度，杓状软骨沿着环杓节纵向

运动导致声带的打开和并拢，(Sawashima, 1983; 
Titze, 1994; Hirose, 1997; Kong, 2007)，见图 1。1 

 
图 1 喉头的整体框架：前视图和后视图 

                                                        
1 图片参考了 Titze (1994)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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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喉内肌：后侧视图和前侧视图 

 
喉头大约有十几条肌肉，它们主要是喉内肌、

环甲肌(CT)、外展肌、内收肌、后环杓肌(PCA)、
内杓肌(INT or IA)、侧环杓肌(LCA)、甲杓肌(TA)、
发声肌（VOC)和外喉肌。喉内肌由一组肌肉组成，

喉外肌则包括舌骨上肌（suprahyoid muscle）和

舌骨下肌（infrahyoid muscle），见图 2。 

 
图 3 上视图（声带切面） 

 
图 4 声带的结构 

 
环甲节和环杓节的运动由喉内肌控制，喉升

高和降低的运动由喉外肌控制，如，舌骨上肌和

舌骨下肌，这些肌肉支撑着整个喉头，也可能导

致音调的变化。杓状软骨的运动由外展肌（PCA）

控制和内收肌（INT、LCA 和 TA）控制，这些肌

肉导致声带的外展和内收。CT 的收缩导致声带

的拉伸，VOC 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声带的有效质量

和紧张度。 
声带由软组织构成，包括：1) 上皮细胞

（epithelium）；2) 表面层（superficial layer）； 3) 
中间过渡层（intermediate layer）；4) 深层（deep 
layer）；5) 肌肉（muscle）。声带结构也可以分为：

1) 粘膜（mucosa），它包括上皮细胞和表面层；

2) 韧带（ligament），它包括中间过渡层和深层；

3) 肌肉。 声带的结构还可以简单地分成：1) 声
带的覆盖层, 包括上皮细胞、表面层和中间过渡

层；2) 声带体，它包括深层和肌肉。见图 3、4
中的细节。 

发声的生理结构和发声的物理原理是直接相

关的，同时，声源的产生涉及到声道的共鸣。在

言语产生过程中，由于声源是通过声道发出来的，

因此又叠加上了共鸣的特性，这使得研究声源变

得很复杂，因为要从声波中提取声源首先就要把

声道共鸣的特征去掉，在现代信号处理技术中这

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和技术上的难

点。 

 

图 5 言语产生的三个部分和过程(Hardcastle et al, 1997) 

 
图 5 是言语产生的一个基本原理的示意图，

严格地讲言语产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

分是声源，用线谱图表示，它的基本特性是每个

倍频程下降 12dB。第二个部分是共鸣，声源经过

声道共鸣到达口部，这个过程改变了声源的共鸣

特性形成了不同的元音，如图中口腔侧面图和共

振峰包络图所示，一个表示/i/的形成过程，而另

一个表示/a/的形成过程，。第三个部分是唇辐射，

用曲线图表示，其物理特性是每个倍频程提高

6dB，最后形成语音，用共振峰包络图和线谱图

表示。在言语产生的过程中，唇辐射的特性极其

重要，需要真正理解。 
 

2  谐波分析法 

在语言发声研究中，谐波分析是一种最简单

易行的方法，也是最早被语音学研究人员使用的

方法，说它简单是因为只要有语言的录音，就可

以进行声学分析，而声学分析只要做最简单的功

率普分析即可。因此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美国

UCLA 的语音学家用此方法分析和研究了许多语

言的发声类型，其中就包括中国的一些民族语言，

(Ladefoged, 1973, 1988; Laver,1980; Ladefoged et 
al, 1987a, 1987b; Kirk et al，1984; Therapan, 1987; 
Anthony, 1987; Maddieson et al，1985；孔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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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谐波分析法在声学原理上主要是根据声源能

量的大小，即声源谱的特性，声源谱高频能量强

会导致第二以上谐波的能量大于第一谐波的能

量，因此可以通过测量第一、二谐波的能量来判

断嗓音发声类型的不同，一般是使用第一、二谐

波之比的方法。 
其优点是简便易行，但这种方法也存在很多

缺点，其中最主要的缺点在测量数据时共振峰对

谐波能量会有影响，因此，有经验的语音学家在

使用此方法时，往往选择元音/a/作为分析的样本，

这是因为/a/的第一共振峰比较高，因而对第一、

二谐波的能量影响比较小或者没有影响，这样就

可以得到比较稳定和有规律的数据。如果使用了

/i/、/y/、/ u /作为测试样本，第一共振峰比较低高，

基频的能量和第一种振峰的能量会重叠，因而就

得不到真实的嗓音数据。 
为了解决其不足，研究人员往往会使用第二

共振峰的能量和第一或第二谐波能量的比值来判

断嗓音的发声类型，这种补救的方法在通常情况

下对分析语言的不同发声类型也都会很有效。但

是在语言发声类型的研究中，以不同发声类型作

为最小对立时，声道的形状不一定完全相同，往

往会有一定的差别，这就导致了要研究的嗓音发

声的最小对立元音的共振峰不同，从而影响到数

据的测量导致数据的误差，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要

考虑其它的研究方法。 
 

3  逆滤波分析法 

图 6 是言语产生和逆滤波的原理示意图，分

为上中下三张图，上图是言语产生的原理，与图

五不同的是，共鸣部分用滤波器来说明，唇辐射

和语音输出用线谱图和共振峰包络图表示。中图

为逆滤波的原理，一段语音经过逆滤波得到声源，

逆滤波是将原共鸣特性反过来设计逆滤波的滤波

器，这样就可以将语音中的共鸣去掉，最终得到

声源(Alku P. (1991).; Lindestad P-A et al. (1999).; 
方特.G、高奋.J，1994，)。 

 

图 6 言语产生和逆滤波原理示意图 

下图为声源和语音的关系，这一部分对于理

解逆滤波最为重要，我们通过发声的生理研究知

道，肺部气流冲破关闭的声带使声带振动产生声

源，气流冲开声带形成的空隙称为声门，单位时

间内通过这个空隙的气流为声门气流，一般用体

积流速度表示。从下图的上半部分可以看到，如

果对口腔气流进行逆滤波，得到的是声门气流，

口腔气流一般是通过口腔面罩或气流计采集，逆

滤波后得到声门气流。通常情况下很难直接采集

到声门气流，因为很难将采集器放到声带（声门）

的上方。声门气流除了从口腔气流中逆滤波得到

以外，实际上还可以从声门面积推算出来。根据

目前的技术，采集声门面积要用高速数字成像和

图像处理的技术（孔江平，2007）。下图下半部分

是从声压（语音）经过逆滤波得到声源，这个声

源的形式是声门气流的微分，从中可以看出，口

腔气流的微分形式基本就是声压。在发声的研究

中，通常很少用口腔气流经逆滤波得到声源信号，

一般都是对声压进行逆滤波获取声源。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从声压逆滤波获取声源

的基本方法、过程和存在的问题。要进行逆滤波

首先要提取声道共鸣的特性，在现代信号处理技

术中一般使用自回归（AR）模型，具体来讲就是

线性预测（LPC）， 

 
以上公式定义了言语产生的基本时间离散模

型，其中 s(n)为言语信号， u(n)为激励源， G
为增益， k{ak}为滤波器系数，k 为信号的延时。 

从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逆滤波首先是对一

段语音进行线性预测，计算出线性预测系数，我

们知道线性预测系数代表的就是共鸣特性，那么

将得到的系数直接用于逆滤波就能得到声源。 

 
图 7 两种不同的逆滤波方法 

 
7 显示了两种不同的线性预测逆滤波方

法，

图

图上为语音波形/a/，图中为直接使用线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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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系数逆滤波后的结果，在言语工程上通常使用

这种方法，称为语音的残差信号，对其进行积分

可以得到声门气流的波形。图下为另外一种逆滤

波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首先将语音信号进行预加

重（preemphasis）处理，然后提取出线性预测系

数，将提取出的线性预测系数对同一段未进行预

加重的语音信号进行逆滤波，得到的就是图下中

的信号，这种声源信号通常用于语音学和言语产

生理论的研究，这是因为利用这种微分的声源信

号能够更好地解释语音声源的物理意义和语言学

意义，例如，著名的 LF 模型（Fant et la, 1985）
和 Klatt88 串并联共振峰参数合成器都是利用声

门气流的微分形式来建立模型的。 
虽然线性预测逆滤波有算法简单快捷等优

点，

以用滤波器组的方法，这种方法

通过

4   

每个倍频程下降 12
个分

倾斜率分析方法的具体做法是 1）对原

始的

在工程也广泛使用，但在对语音声源的研究

方面，它也存在许多缺点至今不能很好地解决。

这是因为线性预测是全极点（共鸣）模型，因此

无法很好地提取出语音中的零点（反共鸣），而人

的言语产生系统中始终都存在零点。首先，由于

人的鼻腔和口腔同时参加共鸣时会出现耦合现

象，因此产生了零点(Dang, J., K. Honda, et al, 
1994)；第二，由于咽腔底部梨状窝的存在，发音

时 也 会 导 致 出 现 零 点 （ Dang, J. and K. 
Honda,1997）；第三，声门下气管在声门打开时同

样会产生耦合，以至于产生零点；这三个方面都

影响逆滤波的精度和效果，因此，目前在通常的

研究中，可以通过选择元音，特别是/a/元音的办

法避开由于鼻音导致逆滤波不精确的问题，但总

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要想根本解决逆滤波

的中零点的问题，就必须提取零点将其加入到逆

滤波参数中。 
逆滤波还可

改进界面的友好性，可以加入人为干涉的功

能，通过人工干预极点和零点的参数，达到理想

的逆滤波效果。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将 Klatt88
串并联共振峰参数合成器反过来写就是一个很好

的零极点的逆滤波器。另外，我们目前正在研究

开发的“基于频谱反转的逆滤波系统”也得到了

很好的结果，但仍需要进一步改进才能完善。相

信随着逆滤波技术的发展和改进，通过逆滤波提

取语音声源将会越来越准确和简便易行。 
 

频谱倾斜率分析法

人类言语嗓音的特性是

贝，由于发音人、性别和语言不同，这个数

字会发声变化，如果一种语言中有不同的发声类

型，嗓音的频谱倾斜率就会有较大的差别，这为

我们研究嗓音发声类型提供了实证测量和研究的

可能，但言语声波是通过共鸣以后发出来的，因

此加入了声道的共鸣特性。如果要测量嗓音的频

谱倾斜率，首先就要对语音进行逆滤波，在去掉

了语音的共鸣特性后，才可以对信号进行频谱倾

斜率的测量，这就是语音分析前的预处理。在前

面逆滤波一节中我们讲过，语音常常有零点存在，

如果语音处理不能将所有的零点都去掉，可能会

影响到最终的测量结果。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如

果使用一种相同的逆滤波的方法，即使有部分零

点没有去掉，只要条件相同，不会对结果有很大

影响。 
频谱

语音信号进行逆滤波，提取出声源信号，逆

滤波的方法可以使用提取语音参差的方法，也可

以使用提取声门气流微分形式的方法，但这两种

方法对后面提取的参数会有很大的影响，大致会

有每个倍频程 6 个分贝的差别，前者的谱倾斜率

要小，后者的谱倾斜率要大；2）对逆滤波后的信

号分帧计算功率谱，然后对每一帧的功率谱作局

部最大值检测；3）使用多项式拟合的方法对检测

出的局部最大值进行曲线拟合，通常情况下使用

二次多项式拟合；4）根据拟合出的曲线计算出嗓

音每个倍频程下降的分贝数作为最终的结果，单

位是每个倍频程下降多少分贝（- dB/oct）。 

 
图 8 普通语音功率谱 

 
图 9 频谱倾斜率示意图 

 
8 是语音的普通功率普，图 9 是频谱倾斜

率示

图

意图。可以看出，图 9 中的频谱下倾很平滑，

这是因为经过了逆滤波，去掉了共振峰，小的圆

圈是自动检测出的局部最大值，平滑线是根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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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最大值得到的二次多项式拟合后的曲线，图上

方的参数分别是二次多项式曲线的截距、斜率、

曲率和频率倾斜率（-dB/oct）。 
频谱倾斜率分析的方法可以用在许多方面，

这些

5 多维嗓音分析法 

是从嗓音病理领域发展出

来的

分析主要分信号录音、算法和参数

3 个

音调周期之间的变

化定

研究主要包括：1）对一种语言的频谱特性进

行定量分析，以便在通信等领域中作为这种语言

的基本参考；2）对一种语言不同发声类型的持续

元音进行嗓音特性的定量分析；3）对病变嗓音的

不同类型进行性质的描写；4）对有语言学意义的

发声类型进行分析和感知方面的研究；5）为语言

韵律研究和韵律的建模提供基础数据；6）作为嗓

音合成的基本参数。总之，嗓音频谱倾斜率（频

谱下倾）在嗓音发声类型研究中是一种重要的方

法。 
 

多维嗓音分析最早

一种通过声音检测嗓音质量、发声类型和诊

断嗓音病变的声学方法，在国际上，特别是在欧

美等发达国家，医院里常常患者用此方法对嗓音

患者进行初步诊断并以检测的数据和图标作为嗓

音的病例。 
多维嗓音

方面，第一是录音，多维嗓音分析要求录音

必须是二至三秒钟的持续元音，而且需要 44-48k
的采样频率。另外，根据我们的实践，声门阻抗

信号也可以用于多维嗓音的分析，但需要进行一

些预处理，最好是用声门阻抗信号的微分形式。

第二是算法，多维嗓音分析的算法很多，这里我

们介绍两个最重要也是最有特色的算法2，绝对频

率抖动和频率抖动百分比。 
绝对频率抖动将一段浊音

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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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0(i)的 i=1, 2, 3, ... N 是提 音调周

期参

间的

相对

取的

数，N 等于提取的音调周期的个数。 
频率抖动百分比将一段浊音音调周期之

变化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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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0(i)的 i=1, 2, 3, ... N 是提取的音调

周期参数，N 等于提取的音调周期的个数。 
常用的多维嗓音分析参数有六类 33 项 6 大

类，第一类是“基音基础参数”，包括：1）平均

基频(Fo. Hz)，2）平均音调周期 (To. Ms)，3）最

高基

)。
第二

分析是一

种从声 嗓音性

别、鉴 诊断嗓

音病变的有 些算法还2 见美国 KAY 公司多维嗓音分析选件的使用手册。 

频 (Fhi. Hz)，4）最低基频 (Flo. Hz)，5）F0
标准偏差 (STD. Hz)，6）基频半音范围 (PFR

类是“频率抖动参数”，包括：7）F0 抖动频

率(Fftr．Hz)，8）振幅抖动频率(Fatr．Hz)，9）
分析样本时长(Tsam s)，l0）绝对频率抖动(Jita. 
Us)，11）频率抖动百分比（Jiit.％)，12）相对平

均扰动(RAP.％)，13）音调扰动商(PPQ.％)，14）
平滑音调扰动商(sPPQ.％)，15）基频变化率 (vFo.
％)。第三类是“振幅抖动参数”，包括：16）振

幅抖动(ShdB dB)，17）振幅抖动百分比(Shim dB)，
18）振幅扰动商(APQ％)，19）平滑振幅扰动商

(sAPQ％)，20）振幅变化率(vAm％)。第四类是

“嗓音指数”，包括：21）清浊率(NHR)，22）嗓

音骚动(VTI)，23）软发声指数(SPI)，24）F0 抖

动强度指数(FTRI％)，25）振幅抖动强度指数(TRI
％)。第五类是“嗓音清化参数”，包括：26）嗓

音破裂级(DVB)，27）次和谐级(DSH)，28）清声

级(DUV)，29）嗓音破裂数(NVB)，30）次和谐

音段数(NSH)，31）非浊音段数(NUV)。第六类是

“基本参数”，包括：32）计算音段数(SEG)，33）
总测定音调周期(PER)。图 10、11 是一个正常嗓

音和一个气嗓音的图形表示。 

 
图 10 一个正常嗓音的图形表示 

 
图 11 一个气嗓音的图形表示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多维嗓音

学的角度描写个人嗓音特性、区分

定嗓音声纹、量化不同语言嗓音和

效方法。虽然多维嗓音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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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改进，但大部分的算法都是公认的已经很稳

定的

yngography,通常称“喉头仪”）

采集的涉及声门变化的生理电信号，这个仪器最

佛森教授发明和研制的。

们从语音信号中提取声源

信号

面，从声门阻抗信号中提取出来的参数可

以很

算法。我们在区分汉语、藏语、蒙语和彝语

四种语言的嗓音特性中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孔江

平，2001；Shen Mixia and Kong Jiangping. (1998),；
Kong Jiangping, Caodao Barter, Chen Jiayou and 
Shen Mixia. (1997).；Hall K. D., Yairi E., 1992,；
Horii Y. , 1985,）。 

 

6 声门阻抗分析法 

声门阻抗信号（signal of electroglottalgraph）
是通过声门仪（lar

图 13 声门阻抗信号的基频、开商和速度商的基本定义 

言语信号的物理意义上讲，基频是周期的

倒数

出来的嗓音信号

的积

期(ad) ×100% 
在关

闭相

声门阻抗信号的积分形式，也是

原始

期(ad)×100% 
正在关

闭相

开商和速度商可以用来描写和定

义不

                                                       

 
从

，这个比较清楚。开商是指声门打开相比整

个周期，同样的物理意义，我们也可以用接触商

来表示，只是数据不同4。速度商是指声门的正在

打开相比声门的正在关闭相。 
图 12 为从语音信号中提取

早是由英国伦敦大学的

众所周知，直到目前人

分形式，通常情况下其波形的峰值是右倾的，

图中 ad 为周期，ab 为闭相，bd 为开相，bc 为声

门正在打开相，cd 为声门正在关闭相。基频、开

商和速度商可以用以下公式来定义： 
基频   =  1/周期(ad) 

还有很多困难，因此在研究语音的声源方面

还存在许多障碍，声门仪的出现确实在很大程度

上推动了嗓音声源的研究，特别是在言语嗓音生

理和嗓音病理的研究和诊断方面得到了很大地发

展。 
声门阻抗信号的出现，给研究者开辟了一个

新的领域，使人们对声门的变化、声带的振动方

式和嗓音声源的关系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

是对语言的发声类型有了更好的认识。在语音学

研究方

开商   =  开相(bd)/周
速度商 =  声门正在打开相(bc)/声门正

(cd)×100% 
图 13 为语音

形式，通常情况下其波形的峰值是左倾的，

图中 ad 为周期，ac 为闭相，cd 为开相，bc 为声

门正在打开相，ab 为声门正在关闭相。基频、开

商和速度商可以用以下公式来定义： 
基频   =  1/周期(ad) 

好地用来描写不同语言的发声类型，因而被

语音学家广泛使用。从声门阻抗信号中可以提取

出许多参数用于嗓音发声的描写、研究和建模。

其中有三个参数最为重要，它们是：1）基频，2）
开商，3) 速度商。实际上，基频、开商和速度商

不仅仅是从声门阻抗信号中可以提出，从语音声

源信号的积分形式中也能提取出来，方特教授著

名的LF嗓音模型中使用的开商和速度商就是指

从语音信号中提取出的开商和速度商 。3 

开商   =  开相(cd)/周
速度商 =  声门正在打开相(bc)/声门

(ab)×100% 
使用基频、

同的发声类型。在语言发声类型的研究方面，

这些定义可以用来描写汉语声调的嗓音发声模

型、民族语言中元音的发声类型、汉语韵律研究

的嗓音模型、病变嗓音的性质、声纹鉴定、声乐

研究中的不同唱法和唱腔等。限于篇幅本文只是

简单介绍一下，给出这些定义的嗓音区别性特征

和声学发声图。 
 

图 12 声源信号的基频、开商和速度商的基本定义 

                                                        
3 这几年有很多同行问我关于开商和速度商的定义，大家

觉得有些文献上讲的有出入，不是很清楚，主要的问题就

是因为这两个定义不仅用在声源信号上，而且用在了声门

阻抗信号上，因而产生了一点混淆。 
 

4 见 Kay 公司的 EGG 相关分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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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发声类型特征表 

 
表 2 发声类型区别特征表 

 
表 1 是发声类型特征表，列出五种发声类型

及嗓音参数大小顺序的数值，参数根据基频参数

的大小排序，从数据的矩阵中可以看出这五种发

声类型可以完全区分开来，因此，根据这一性质，

我们可以将其转换为区别性特征来描写语言的不

同发声类型，因为通常情况下，这五种发声类型

能涵盖大部分语言的发声类型现象。 
表 2 是五种语言发声类型及其参数的区别性

特征表，特征符号“＋”和“－”是根据正常嗓

音的参数来区分的，即，正常嗓音定义为“＋－”，

大于正常嗓音的参数定义为“＋”，而小于正常嗓

音的参数定义为“－”。从表中可以看出，紧喉音

可以描写为：音调“－”，速度商“＋”，开商“－”，

音调抖动“＋”，见表二。当然根据嗓音的这些数

据，还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来描写嗓音发声类型，

建立更符合某种语言音位系统的区别性特征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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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声学发声图 

 
在语音学研究中，通常用声学元音图来描写

元音的位置及其特性，根据嗓音的参数，我们提

出用“声学发声图”或者也可以成为“声学嗓音

图”来描写语言嗓音发声类型的特性（孔江平，

2001），图中横轴为开商，纵轴为速度商，即根据

这种体系和方法，图中菱形为正常嗓音，右下角

的小方形表示紧候音，图左下角的大方形是气泡

音，正常嗓音上边的圆形是高音调嗓音，三角形

是气嗓音，同样我们也可加上基频画出三维的声

学发声图来。另外，用“声学发声图”不仅可以

从声门阻抗信号中获取参数，也可以从声学信号

中获取参数，如果参数是从生理信号中获得的也

可以称为“生理发声图”或者“生理嗓音图”，其

内容是有区别的，但描写语言嗓音发声类型的主

导思想完全一致。 
 

7 动态声门分析法 

动态声门分析方法的设备和技术基础是高速

数字成像和数字图像处理，在设备和技术上对文

科背景的语音学研究人员来说有一定的困难，但

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问题会越来越简单。众所

周知，从传统的语音学到科学的语音学的一个最

为重要的标志是在X光出现后被及时地应用到了

语音学中，从而发现了舌位高低前后和语音发音

的重要关系，大大推动了语音学向着科学的方向

发展，但直到今天我们对声带的生理机制还知之

甚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高速数字成像技术的进

展，使我们有条件对声带的振动进行观察和研究，

可以说高速数字成像技术的应用一定会大大推进

语言嗓音发声的研究，其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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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高速数字成像设备 (Kiritani et al, 1993) 

 
图十五是高速数字成像设备的示意图，内窥

镜可以是软的导线也可以是硬的，前端装有镜头

和冷光源，另外，还有话筒和电声门仪，通常情

况下三路信号同时采集。其中图像的采样频率可

以高达 4501 帧/秒(最大采样频率 9000 帧/秒 )，
文件格式一般为 256´256 像素 8 比特灰度级，随

着计算机速度的提高和内存的增加，现在已经有

了彩色的高速数字成像系统。 
在信号处理技术层面，主要是图像处理和语

音信号处理。数字图像信号处理的目的主要是提

取出视频信号中声门的面积，然后根据面积提取

各种用于研究的参数。语音信号的主要目的是提

取出有用的语音参数，如，基频、共振峰、开商、

速度商、振幅等。有了这些参数就可以进行动态

声门和语音关系的研究。 

 
图 16 图像处理的简单过程 

 
从图 16 可以看出，为了处理的方便，一帧图

像可以先加一个小窗用来确定声门的面积，然后

经过调节对比度和抽取声门面积等方法最终得到

动态的声门面积，当然也可以用自动的方法。这

只是最简单的过程，因为实际的高速数字视频会

出现光线灰暗、抖动和漂移等现象，都需要加以

处理才能得到较好的动态声门。 
动态声门的参数提取比较复杂，不是技术的

问题而是怎样定义的问题，因为，提取声门面积

有很多方法，也可以定义很多参数，这需要根据

研究的目的来确定。因为高速数字成像不仅可以

用于声带振动的基础研究，而且还可以用于嗓音

病理的诊断和研究以及言语工程的生理合成研

究。因此，只有确定了研究的目的，才能断定提

取的参数。在基础研究方面有以下基本参数可以

比较全面地对动态声门进行研究和建模，见图

17。 
 
 

图 17 参数定义示意图 

 
第一类是基本参数，包括：1）声门面积最大

值位置；2）声门开启点；3）声门关闭点；4）绝

对声门长度；5）绝对声门宽度；6）声门面积长

宽比。 
第二类是声门面积参数，包括：7）声门总面

积；8）左声门面积；9）右声门面积；10）上声

门面积；11）下声门面积。 
第三类是声门长宽参数，包括：12）声门长；

13）声门；14）前声门长；15）后声门长；16）
左声门宽；17）右声门宽。 

第四类是声门面积函数参数，包括：18）声

门面积函数周期；19）声门面积函数；20）声门

面积函数开相；21）声门面积函数闭相；22）声

门面积函数开商；22）声门面积函数速度商；24）
直流分量基础参数。 

 
图 18 正常嗓音声门参数示意图 

 
图 19 气常嗓音声门参数示意图 

图 18 和 19 是正常嗓音和气嗓音声门参数示

意图，图中给出了十三个参数，从上至下分别是

声门面积、左右声门面积，前后声门面积、左右

声门宽度、前后声门宽度、长宽比，另外，根据

声门面积可以计算出基频、开商和速度商，这样

一共是十三个参数。这十三个参数是经过验证的，

比较稳定，而且和具有物理意义的语音参数有比

较密切的关系。 
动态声门技术是一项比较新的技术，通过应

用这一技术和研究方法，可以探索语言嗓音发声

类型生理和物理之间的关系，追寻语言发声类型

的本质，因而它在语言发声研究领域不仅具有理

论意义，而且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另外，这一

技术在嗓音医学领域和言语工程领域具有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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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应用前景（Kong Jiangping，20075）。 
 

8 发声起始状态分析法 

发声起始状态分析是指对声带振动起始过程

的分析，大家知道，由于各人声带条件的不同、

语言发声类型的不同和前边声母条件的不同，声

带从静止到振动的过程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各

种不同的声带振动起始方式。生理上将声带振动

到声带完全闭合（接触）称为“声带接触时间

（Vocal attack time，VAT）”(Baken RJ, Orlikoff 
RF.1998；R.J.Baken et la, 20076)，通过测量VAT
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嗓音的发声类型，下面对这种

方法进行一些简单的介绍。 
 

 
图 20 VAT 原理示意图 

 
图 21 硬嗓音 VAT 原理示意图 

图 20 是 VAT 原理示意图，图分为上中下三

张 ， 上 图 是 声 带 高 速 数 字 成 像 单 线 图

（kymography），其成像原理是在声带振动的高

速视频图像中选一条线，然后将它们排列成一张

图片，横轴是帧数或者时间，纵轴是每一帧所取

的画面，通常是取声门的中间线，从上图可以看

出声带振动的变化过程。中图是声门阻抗信号，

从声门阻抗信号的原理我们知道，一旦声带接触，

声门阻抗信号会突然增大，因为声带接触时阻抗

会变得很小。下图是经过带通滤波的语音信号。 

                                                        
5 有关利用高速数字成像研究声带振动和动态声门的文

章很多，有大量参考文献，但专著很少，在这本书中列出

了上个世纪能找到的所有文献，可供参考。 
6 正在发表中。 

 

图 22 软嗓音 VAT 原理示意图 

从图 207可以看出，声带从开始振动到声带

完全接触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大概有六七个振动

周期，结合其他信号可以明显看出，声带一开始

振动声压就出现了，但声门阻抗信号特别小，但

当声带接触时声门阻抗信号就突然变大。根据这

一原理，我们就可以测量出VAT来。从图 21 可以

看出，声带的振动是突然启动的，它在第一个振

动周期声带就完全闭合了，体现出了另一种不同

的声带启动方式。从这两张图可以看出，VAT的
定义是“声带开始振动到声带接触的时间”。根据

这个定义，图 21 的VAT为负值（-2.25ms）。图 22
是另一张嗓音VAT示意图，从中可以看出VAT的
数值为正（16.25ms）。从视频可以看出前者为硬

启动嗓音（hard voice），后者为软启动嗓音（soft 
voice）。 

VAT是一种最近才发展出来的语言嗓音研究

的方法，它有很好的研究和应用前景，虽然目前

还主要是应用在病理嗓音的诊断、分析和研究方

面。很显然，这一方法经过改进可以用于语音发

声类型的共时描写、发声类型和声母生理关系的

分析、语言发声类型在历史音变中的作用等方面

的研究。 
 

9 嗓音音域分析法 

研究和测定嗓音有很多方法，其中有一种算

法上很简单，但很有用的方法，即嗓音音域分析

法，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测定发音人的音域范围

达到确定一个人嗓音特性的目的。具体的方法是

合成一个特定音阶（通常是钢琴键盘上的某个音）

音高的声音，让发音人模仿其音高，同时发音人

的发音从最弱变到最强。根据语音分段计算出基

频和振幅（分贝），然后将其划在二维图上，其中

x 轴为基频，y 轴为振幅，颜色变化为频度。 

                                                        
7 这几张图取自 R.J.Baken et l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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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男声宽音域数据示意图 

 
图 24 男声窄音域数据示意图 

 
图 23 和 24 四是两个不同男声的音域示意

图 ，从第一张图可以看出，这个男声的音域很宽，

有将近四个八度，几十个分贝的分布。从第二张

图的数据可以看出，其音域较窄，不到三个八度，

但分贝数值和第一个男声大致相同。很显然，利

用这一方法可以很好地测定一个人的音域范围，

了解其声带和嗓音的自然条件，在声乐考试和教

学中都会很有用处。 
对嗓音音域分析方法进行一些改进就可以对

一个人或一种语言的音域范围进行定性的描写、

研究和建模。比如，对两种不同语言的大量语音

样本进行计算就能得到该语言的嗓音分布范围，

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语言在发声上有很大不同，

这种差别体现了语言发声的特点。如果加上开商

和速度商等参数就可以对嗓音进行建模研究，这

种模型对语音参数合成十分有用。 
 

10 嗓音的合成方法 

从嗓音的研究方法上讲，嗓音的合成方法可

以分为物理和生理两种，但从嗓音最终的物理性

质上讲，嗓音的合成最终都要到声学层面。这里

从声学和生理两个方面介绍一下嗓音合成的基本

方法。 
从声学的角度来合成嗓音，首先要从语音中

提取出声源信号，然后对这些信号进行分析和建

模，最后次采用一种声学模型来合成出想要的嗓

音。根据这一原则，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

中有些是用嗓音的积分形势来建立嗓音模型

（Rosenberg A.E. 1971; Hedelin P.,1984; Fant 
G.,1979），而有些是用嗓音的微分形式来建模

(Fant G. ,1982; Ananthapadmanabha T.V. ,1984; 
Fant et al, 1985; Ljungqvist et al, 1985)。 

 
图 25 方特等的 LF-模型 

 
图 25 给出了方特教授的著名的嗓音声学模

型，这个模型是用两部分组合来模拟一个周期内

部的嗓音，第一部分是由一条正弦曲线和一条指

数曲线的乘积所产生的新的曲线来模拟，第二部

分是由一条指数曲线来模拟，两条曲线构成了一

个周期内部完整的嗓音。图中左半部分是嗓音曲

线，右半部分是定义。可以看出，方特教授等的

模型只有四个参数，并且和嗓音的物理意义有明

确的关系，是一种简单明了又能很好反映嗓音特

点的模型，可以合成不同的嗓音发声类型，因此，

这种模型可以很好地应用在语音参数合成系统

中。 

 
图 26 四参数生理（声门）模型 

 
图 26 是四参数嗓音生理静态声门模型，建模

的参数时通过高速数字成像系统采集到的声带高

速视频信号，通过处理这些信号得到动态声门，

经过统计分析和语言发声类型的分析，最终提出

的一个建模方案。从图中可以看出，整个声门面

积是由四个四分之一椭圆组成，即，声门后右面

积，声门后左面积，声门前右面积和声门前左面

积。这四个面积是由四条边长计算出来的，因此，

最终的参数只有四个声门边长参数。在合成嗓音

时还要结合动态声门的参数，详见 Laryngeal 
Dynamic and Physiological Models （ Kong 
Jiangpin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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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正常嗓音生理合成参数图 

 
图 28 漏气嗓音生理合成参数图 

 
图 27 和 28 是利用该生理模型合成的嗓音例

子，前者是正常嗓音，上左图是声门面积函数，

上右图是微分形式，下图是嗓音频谱倾斜率及参

数，从中可以看到频谱倾斜率为-7.5/倍频。后者

是一个有点漏气的嗓音，这个嗓音的频谱倾斜率

为-12.87/倍频。 
根据动态声门建模和合成嗓音，除了可以用

于语音参数合成以外，就目前来说，其最主要的

目的是用来模拟声带振动后形成的动态声门，这

样就可以对声带的振动进行仿生的研究，例如，

调节左右声门的合成频率，可以使左右声门的频

率产生一个微小的差别，这样合成出来的嗓音就

会出像噪音或者同时出现大小周期，这种嗓音发

声类型在病变嗓音中经常出现，这就为我们研究

嗓音生理机制、病变嗓音特性、病变嗓音手术方

案和特殊嗓音合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11 结束语 

语言发声研究的进展始终随着嗓音生理和声

学研究技术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从而推动了语言发声研究的进步。然而，在我们

选择研究方法时，并不一定非要选择最复杂的研

究方法，而是要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选择最

适当的方法，这样才能得到最为有用和可靠数据，

从而揭示嗓音发声的内在规律，达到研究的目的。

在我国，发声研究方法的进步促进了嗓音发声研

究的发展。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方法可以应用在

发声语音学、生理语音学、嗓音病理学、言语声

学、声纹鉴定等相关领域。 
在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领域，新的研究方法

使我们可以开创新的研究热点，例如，VAT 的应

用不仅可以用来嗓音发声的启示状态，而且可以

利用此方法研究辅音和嗓音发声生理的内在机

制，从而达到解释语言历史音变生理制约的基本

规律。又如，基于高速数字成像的动态声门研究

可以使我们有可能建立声带振动的生理模型，从

而模拟语言嗓音发声类型的产生和基本的特性。

也可以用来模拟病变嗓音的振动方式和制定嗓音

病变手术的方案以及模拟术后的嗓音。另外，嗓

音的生理模型的不断完善，将会大大推动基于仿

生学的语音生理合成的完善和建立高质量的合成

系统，推动语言嗓音发声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发展

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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