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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特征理论是人类语言编码的一个重要成分。 绝大多数元音、辅音都遵循“无序原则冶(Duanmu 1994),
即在一个音的时段里,每个发音器官不能做两个或更多“有序冶动作(如[-圆, +圆]、[-后,+后])。 复合音泛

指一些常见例外,如塞擦音、双元音、鼻冠音、啧音、内爆音、喷音等,每个音似乎需要两个或更多的有序动作。
文章系统分析各种疑难的复合音,证明其中有的不是单音,而是两个音的有序组合。 其他的复合音经过重新

分析,全部符合“无序原则冶。 文章解决了一些长期疑难,使得特征理论更加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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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人类语言的三重编码

人类语言的一大特性,是用少量的成分产生出大量的组合。 这种特性可称为编码。 前人经常提到

的编码有两项,一项是“以词组句冶,一项是“以音组词冶,两者合称“双重编码冶(duality of patterning 或

double articulation, Hockett 1960; de Boer et al. 2012)。 还有一项编码人们认识相对较晚,即“以特征组

音冶。 不过,Ladefoged & Halle(1988)认为,以特征组音是语言学“过去一个世纪中最有见解的发现冶
( the most fundamental insight gained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研究三种编码的理论分别是句法理论、音位

理论、特征理论。 见表 1。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1 人类语言的三重编码

编码方式 理论 时间

以词组句 句法理论 有序(sequential)
以音组词 音位理论 有序(sequential)

以特征组音 特征理论 无序(non鄄sequential)

摇 摇 “以词组句冶和“以音组词冶都是“有序冶编码,即编码成分的顺序会影响结果;“以特征组音冶则是

“无序冶编码,即编码成分的书写顺序不影响结果。 例如:也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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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词组句冶:有序编码(汉语例子)
猫追狗。
狗追猫。

(2)“以音组词冶:有序编码(英语例子)
摇 摇 音摇 摇 摇 摇 语素摇 摇 摇 摇 汉译

摇 摇 [k覸t] cat 猫

摇 摇 [ t覸k] tack 按钉

摇 摇 [覸kt] act 行动

(3)“以特征组音冶举例:无序编码

摇 摇 摇 摇 摇 特征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音

摇 摇 [+鼻, +唇, +浊] [m]
摇 摇 [+唇, +浊, +鼻] [m]

例(1)“以词组句冶的“狗追猫冶、“猫追狗冶成分相同,顺序不同,在汉语里是不同句子,因此是有序编码。
例(2)“以音组词冶的[k覸t]、[t覸k]、[覸kt]成分相同,顺序不同,在英语里是不同单词,因此也是有序编

码。 例(3)“以特征组音冶的[+鼻, +唇, +浊]、[+唇, +浊, +鼻]成分相同,顺序不同,结果没有区别,皆
指[m],因此是无序编码。 我们还可以对三种编码的数量进行粗略的估计。 见表 2。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2 人类语言三重编码的数量估计

编码方式 编码成分 估计数量 编码产出 估计数量

以词组句 词 /语素 上万 语句 无穷

以音组词 音 几十 词 /语素 上万

以特征组音 特征 十几到二十 音 上千

摇 摇 特征数量一般估计有十几到二十多个,它们可以搭配出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元音、辅音,总数大约上

千(Maddieson 1984:205-262)。 每个语言平均一般有几十个音位,它们可以搭配出该语言所需要的所

有语素(简单词,不包括复合词),总数大概上万(根据笔者对汉语和英语的估计);当然,这个数字并不

表示词汇量有理论上限,而是说普通人不需要过多的词汇。 最后,每个语言都可以用数千或上万个词

(语素),搭配出无穷的语句。

2 建立特征的依据

以词组句,语感很清楚;以音组词,对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来说也容易理解。 因此,句法(语法)理论、
音位理论,历史都较长。 相比之下,要理解以特征组音,普通语感帮不上什么忙,因此,特征理论发展较

晚。 既然语音是语言切分的最小时段,为什么语音还需要继续分解为特征呢?
特征的用途,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证明:区别对立(contrast)、分析发音动作的异同、定义“自然音类冶

(natural classes; sound classes)、定义语音。 “对立冶指区别词义,是音系学的核心。 两个音是否有对立,
可以通过“最小对立组冶(minimal pair)来判断。 例如:

(4)最小对立组:只有一对音不同的两个词(英语举例)
最小对立组摇 摇 摇 摇 摇 对立语音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汉译

fan誜van [f]誜[v] 扇誜面包车

fat誜mat [f]誜[m] 胖誜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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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凡是有对立的语音,我们都应该加以区别,即用不同音标表示。 而且还可以看出,两个对立

语音的区别,还有程度上的不同。 比如,例(4)[f]誜[v]的区别,仅在于声带是否振动这一点,而[ f]誜
[m]的区别,在于声带是否振动、气流是否可以通过鼻腔这两点。 因此,[ f]誜[v]的区别小于(少于)
[f]誜[m]的区别。 为了区别对立的程度,我们可以将特征定义为对立语音之间的最小区别,其应用如

例(5)。 我们按习惯,将特征置于方括号内。 例如:
(5)对立语音的特征分析举例

对立语音摇 摇 摇 摇 对立程度摇 摇 摇 摇 有别特征

[f]誜[v] 最小对立 [浊]
[f]誜[m] 非最小对立 [浊]、[鼻]

[f]誜[v]有一个特征区别,即[浊],其中[f]是[-浊]、[v]是[+浊]。 [f]誜[m]起码有两个特征区别,
即[浊]、[鼻],其中[f]是[-浊,-鼻]、[m]是[+浊,+鼻]。

两个音之间的区别,来自一个特征还是多个特征,有时候并不一目了然。 比如,升调和降调的区别

有几个特征的不同? 如果我们根据 Wang(1967)的分析,用[-平,-降]表示升调(即不下降的非平调),
用[-平,+降]表示降调(即下降的非平调),那么两者只有一个区别,即第一个特征相同、第二个特征不

同。 如果根据 Yip(1980:45)的分析,用[-高调,+高调]表示升调、用 [+高调,-高调]表示降调,那么两

者有两个区别,即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都不同。 还有,啧音的[!]有个吮吸动作,将口腔内的气压降

低,使得气流可以被吸入口腔,这个吮吸动作是一个特征还是多个特征? 前人对这类问题有不少争议,
我们在下面还会讨论。

语音的异同,也可以从发音动作来考虑。 比如,土耳其语有八个元音(Lewis 1967:13),我们可以根

据舌位前后将其分类。 例如:
(6)用特征表示发音动作,给语音分类(土耳其语举例):

特征 有关元音

[+后] [u o a 扪]
[-后] [i e y 尴]

自然音类,一般指能参与某种音变规则的一组音。 每个自然音类,都可以用特征来定义。 比如,土
耳其语的复数后缀,在有的元音后面是[lar],在其他元音后面是[ler]。 例如:

(7)用特征来分析自然音类(土耳其语举例):
自然音类 特征定义 摇 音变作用

[u o a 扪] [+后] 其后复数用[lar]
[i e y 尴] [-后] 其后复数用[ler]

不难看出,[lar]前面的元音是一个自然音类,可以用[+后]来定义,而[ lar]的元音[a]本身也是[+后];
[ler]前面的元音是另一个自然音类,可以用[-后]来定义,而[ler]的元音[e]本身也是[-后]。 这类情

况叫做“元音和谐冶。
既然特征可以表示发音动作,而语音又是发音动作所产生出来的,特征也可以用来定义语音,即准

确地将每个语音同其他语音区别开来。 例如:也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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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用特征来定义语音(英语辅音举例):
辅音 摇 摇 摇 特征分析

[s] 舌尖[+擦],声带[-浊]
[z] 舌尖[+擦],声带[+浊]
[f] 唇[+擦],声带[-浊]
[v] 唇[+擦],声带[+浊]

前文说明,特征在音系分析中有广泛的应用。 下面将具体考虑特征理论的主要原则和常见问题。

3 特征理论的原则

Chomsky & Halle(1968)是特征理论的经典著作,用特征理论对英语的整个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
Chomsky & Halle 有个基本假设,即“同时原则冶(Principle of Simultaneity):“一个语音即一组同时产生的

发音动作(A set of simultaneous articulatory gestures defines a simple speech sound)。冶(Hoard 1971)
“同时产生的发音动作冶也即无序的发音动作。 因此,“同时原则冶也即上面所说的“无序编码冶。

多数元音、辅音都符合“同时原则冶。 也有少数语音不符合,如塞擦音、双元音、升调、降调等。 例如:
(9)违反“同时原则冶的语音举例:双元音[ou]

特征 [ou] 说明

[圆] +
[后] +
[高] - + 饮有序特征值

(10)违反“同时原则冶的语音举例:升调

特征 升调 说明

[高调] - + 饮有序特征值

例(9)双元音[ou]的舌位是先[-高]后[+高],即有序的[-高,+高]。 如果[ou]是一个音,就违反了“同
时原则冶。 同样,例(10)升调的走向是从低到高。 如果我们用特征[-高调]代表低,用[+高调]代表高,
那么升调的特征就是[ -高调,+高调] (Leben 1973;Williams 1976;Anderson 1976;Goldsmith 1976;Yip
1989;Barrie 2007)。 因此,升调也违反“同时原则冶。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非得要把升调看成是低+高两个平调的组合? 难道不能把升调看成是一个

特征[升],这样不就解决了问题,避免了有序特征? 同样,双元音[ou]的舌位,如果我们引入一个新的

特征[上],不也可以避免有序特征? 这跟 Wang(1967)提出的声调特征系统相似。 其缺点是,有大量事

实证明,声调的[升]、舌位的[上]等,都不是单一动作,而是更简单的动作的组合。 而且,升调、降调、双
元音等,时长都大于一个短元音,说明它们不是一个简单音,而起码是两个音。

因此,前人提出过另外一个解决方法,即把双元音看成两个音,把升调、降调分别看成两个调。 这样

也可以避免有序特征值。 例如:
(11)将[ou]看成两个音([o]+[u]):分别符合“同时原则冶

特征 [o] [u]
[圆] + +
[后] + +
[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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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将升调看成两个调(低+高):分别符合“同时原则冶
特征 低 高

[高调] - +
以上的分析,有明确的预测,即双元音的时长等于两个音,升调、降调的时长也等于两个音。 我们把

这些预测称为“同时原则冶的预测(其中“长冶是相对于短元音来说的):双元音必长;升调(低高)必长;
降调(高低)必长;升降调(低高低)更长。

这些预测在英语、汉语、非洲语里都可以得到证实。 比如,双元音在英语和汉语都长于短元音

(Crystal & House 1988;Lin & Yan 1988);在非洲语里有升调、降调的音节都是长音节(Ward 1933,1944;
Crosby 1944;Aginsky 1935;Innes 1969);在汉语里有升调、降调的音节也都是长音节(Woo 1969;Lin &
Yan 1988);听辨实验发现音节如果太短,人们无法区别升调和平调(Greenberg & Zee 1979)。

Duanmu(1994)提出了相似的原则,即 No Contour Principle。 其中“contour冶原义指曲线,也指声调

的上下移动(即非平调),后来泛指特征值的变化,即有序特征。 比如,升调的特征值是[ -高调,+高
调],是个有序特征。 因此,No Contour Principle 直译是“非有序特征原则冶,我们将其简称为“无序原

则冶,即一个语音内,不能包含以下两种结构(其中 Articulator 指主动发音器官,F 指特征):
!!!

!"#$%&'()$*#

»�
!"#$%&'()$*#

+,-. +/-.

+/-. +,-. �— —� �� !�— —� �� �� "

以上定义强调的是,如果一个发音器官做两个相反动作,就会违反“无序原则冶。 那么,同一个发音器官

的不同动作(不同特征),会不会违反“无序原则冶呢? 还有,不同发音器官的不同动作会不会违反“无序

原则冶呢? 第一个问题的例子有舌体的[高]和[前]、唇的[塞]和[圆]等。 我们认为只要是不同动作,
都可以同时进行,不违反“无序原则冶。 第二个问题的例子有送气塞音中[塞]和[送气]的时间顺序。
从声学效果看,[塞]发生在[送气]之前,比如[th]中,只有[t]除阻后才能实现送气效果。 因此,塞擦音

似乎违反了“无序原则冶。 不过从发音动作的角度来看,[塞]([t]的舌尖成阻)和[送气](声门打开)是
同时发生的。 因此,如果用发音动作定义特征,送气塞音并不违法“无序原则冶。 换言之,真正违反“无
序原则冶的情况,只有在同一个发音器官做两个相反动作(即同一个特征的两个相反值)时才会出现。

为什么特征理论需要“无序原则冶加以限制? 原因有两点:第一,绝大多数元音、辅音都符合“无序

原则冶。 第二,“无序原则冶可以避免“超量预测冶 (over鄄prediction)。 比如,人们对特征数量的估计一般

在 10 到 20 之间,如果按照 10 个特征计算,每个特征只有两种赋值选择(或正或负),再假设所有特征可

以自由搭配,那么,“无序原则冶所预测的元音、辅音总数如下(实际特征数不止 10 个,但是它们的搭配

并不完全自由,因此,结论仍然不变):
特征数摇 摇 摇 10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如:[浊]、[鼻]、[圆]等
取值数 2 如:[+浊]、[-浊]
组合数 210 = 1024

如果仍然是 10 个特征,每个特征值仍然是或正或负,但每个特征可以取两次值,即有序值,那么,允
许“有序特征值冶以后,所预测的元音、辅音数量如下:

特征数摇 摇 摇 10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如:[浊]、[鼻]、[圆]等
取值数 4 如:[+浊]、[-浊]、[+浊,-浊]、[-浊,+浊]
组合数 410 = 1048576

根据前人估计(Maddieson 1984:205-262),世界上元音辅音的总数在一千左右。 这个数字,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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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原则冶的预测相符,而跟“有序特征值冶的预测相去甚远。 因此,除非有明确的反例,“无序原则冶应该

是特征理论的合理选择。

4 简单音和复合音

在讨论简单音和复合音以前,我们先介绍特征系统。 前人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特征系统,我们采用以

主动发音器官为基础的特征系统(Sagey 1986;Ladefoged & Halle 1988;Browman & Goldstein 1986,1989;
Halle 1995,2003;Duanmu 2016:91-120),见表 3。 这一特征系统区分发音器官和发音动作,认为一个特

征即某个发音器官的一个动作。 不过应该注意,元音的前后高低以及软腭辅音,皆由“舌体冶操作、不由

“舌根冶操作。 “舌根冶特指舌的咽喉(pharynx)部位,其前后有时称为元音的松紧。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3 以主动发音器官为基础的特征系统也 3 页

发音器官 “方式冶特征 其他特征

唇(lips) [塞]、[擦] [前]、[圆]
舌尖(tip) [塞]、[擦] [前]、[后]、[边音]
舌体(body) [塞]、[擦] [高]、[前]
舌根(root) [前]

软腭(soft鄄palate) [塞]
声带(glottis) [塞] [浊]、[送气]、[高调]
喉(larynx) [上举]

摇 摇 Browman & Goldstein(1989)用“部位冶(locations)泛指发音器官的前后动作(对应于国际音标的“发
音部位冶)。 比如,下唇的前后移动可区分“双唇冶与“唇齿冶,舌尖的前后移动可区分“齿间冶、“齿龈冶、
“卷舌冶。 我们用具体的特征来区分这些“部位冶。 比如下唇的[ -后]表示“双唇冶,[ +后]表示“唇齿冶,
舌尖的[+前,-后]表示“齿间冶,[-前,-后]表示“齿龈冶,[ -前,+后]表示“卷舌冶等。 我们用空格表示

发音器官没有的特征。 比如,软腭不能做[擦]这个动作,舌根[塞]、[擦]都不能做。 [擦]的定义,前人

认为在开口度的大小。 我们采取不同的定义,认为[擦]的本质是“边阻碍冶。 比如,舌尖、舌体的[擦],
都是将舌的两边上举,形成槽状(Stone & Lundberg 1996),这样气流集中,容易产生擦音效果。 唇的

[擦],也可以同样理解:唇的两边关闭,气流从中间通过。 这样定义[擦]有两个好处:第一,我们可以解

释为什么舌根(咽)、软腭(鼻)、声带(喉)都没有[擦]这个动作,即没有咽擦音、鼻擦音、喉擦音。 第二,
在新的定义下,[塞]、[擦]是独立的动作,两者之间没有矛盾,可以同时进行,为我们分析塞擦音提供了

答案。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声带没有[擦],如何表示“喉擦音冶[h]? 如果舌根没有[擦],如何表示“咽
擦音冶[捩揸]? 我们的回答是,[h]可以用声带 [+送气]来表示,这跟 Chomsky & Halle(1968:176-177)
的观点一致,它们也认为[h]不是一个擦音,而是一个响音。 同样,[捩揸]与咽近音无对立,也不必认为是

擦音。 还有人可能会问,塞擦音的擦,在除阻前无法实现,因此不能说塞、擦是同时产生的。 我们的回答

是,发音动作的时间跟声学效果的时间顺序不一定一致。 在发音上,塞(央阻碍)、擦(边阻碍)的动作可

以同时进行,而从声学效果来看,擦只能在除阻以后实现。 因此,如果用发音动作来定义特征,那么塞擦

音可以来自同时的动作,并不违反“无序原则冶。
下面我们考虑简单音(simple sound)和复合音(complex sound)。 两者都不是严格的理论概念。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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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根据 Hoard (1971)的观点,用简单音泛指符合“无序原则冶的音,用复合音泛指可能违反“无序原则冶
的音。 不过,一个音是否违反“无序原则冶经常并不清楚,因此我们先把简单音的范围定得小一些,复合

音的范围定得大一些。
“简单音冶指用一个音标符号,无“有序动作冶的音。 “复合音冶指“简单音冶以外的其他音,包括两

种:1)有两个(或更多)音标符号的音,如[ai]、[pk]、[觛]、[kw]、[mb]、[ts]、[ps]等;2)其他可能有“有
序动作冶的音,如[w]、[!]等。

介音[w]虽然只有一个音标,可是因为有两个发音器官的参与(唇和舌体),朱晓农(2010:355)将
其称为“复杂辅音冶,我们也暂且将其归于复合音。 啧音[!]也只有一个音标,不过前人普遍认为其发音

过程牵涉几个有序步骤,所以我们也将其归于复合音。
下面主要讨论复合音。 我们可以根据音标符号数量和是否违法“无序原则冶,区分四种“复合音冶情

况:1)多符号、无“有序动作冶;2)多符号、有“有序动作冶;3)单符号、无“有序动作冶;4)单符号、有“有序

动作冶。 例如(我们把特征置方括号内,并在前面注明其发音器官):
(13)多符号、无“有序动作冶的复合音举例:[pk]

特征 [pk]
唇[塞] +
舌体[塞] +
声带[浊] -

(14)多符号、有“有序动作冶的复合音举例:[ou]
特征 [ou] 摇 摇 说明

唇[圆] +
舌体[后] +
舌体[高] - + 饮有序动作

(15)单符号、无“有序动作冶的复合音举例:[w]
特征 [w]
唇[圆] +
舌体[高] +
舌体[后] +

(16)单符号、有“有序动作冶的复合音举例:[!]
特征 [!] 摇 摇 说明

舌尖[塞] - + 饮有序动作

舌体[塞] +
舌根[前] + - 饮有序动作

[pk]有两个符号,牵涉三个主动发音器官:唇、舌体、声带。 不过,它们的动作分别是单一的,不牵涉有

序动作。 同样,也可以证明,像[觛
觸
]这样的多符号音(带鼻化和嘎裂的[o]),也不牵涉有序动作。 我们在

前面讨论分析过[ou],其舌体(舌位)是先[-高]后[+高],因此牵涉有序动作。 [w]虽然只有一个音标

符号,却用了两个主动发音器官:唇、舌体(我们暂且不算声带),不过,这些发音器官都无有序动作。
[!]也是一个音标符号,却用了三个发音器官:舌尖、舌体、舌根。 其中,舌尖先向上产生塞音动作,然后

向下去除塞音动作,因此出现有序动作。 舌根运动的作用是增加口腔的空间、减小其压力,其动作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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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再后,也是有序动作。 如果舌体的除阻动作也算在内,那么[!]一共将有三个有序动作。
前面说了,“无序原则冶是特征理论的根本假设。 因为有的复合音对这个假设提出了挑战,我们有

必要对所有的复合音进行全面验证。 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前人习惯认为是两个音的辅音组,如[pl]、
[pr]、[ks]等,是不是有可能符合“无序原则冶,可以当作单音处理。

5 复合音的分析

这节我们逐一分析各种复合音。 对于违反“无序原则冶的复合音,如[ai]、[mb],我们将考虑有没有

其他证据,证明它们是两个音。 我们要分析的复合音包括七类:双元音、三元音;升、降调;辅介组合

(CG);辅流组合(CL);塞擦(同位、非同位);鼻冠音;非肺气流音。 我们要说明的主要结果是:1)违反

“无序原则冶的复合音(多音)有双元音(如[ai]),三元音(如[uai]),鼻冠音(如 [mb]),前塞鼻音(如
[bm]),升调,降调等。 2)符合“无序原则冶的复合音(单音)有塞擦音(同位、非同位,如[ts]、[ps]);辅
介组合(CG,如[kw]);辅流组合(CL,如[ kl])。 3)可能符合“无序原则冶的复合音有啧音( click,如
[!]);喷音(ejective,也叫“挤喉音冶,如[p爷]);内爆音(implosive,如[誵])。

5. 1 违反“无序原则冶的复合音(多音)

违反“无序原则冶的复合音全部列举于表 4。
表 4 违反“无序原则冶的复合音

名称 举例 有序特征

双元音 [au] 舌体[-高,+高]、唇[-圆,+圆]
三元音 [iau] 舌体[+高,-高,+高]、唇[-圆,-圆,+圆]
鼻冠音 [mb] 软腭[+鼻,-鼻]

前塞鼻音 [bm] 软腭[-鼻,+鼻]
升调 普通话阳平 声带[-高调,+高调]
降调 普通话去声 声带[+高调,-高调]

根据“无序原则冶,这些复合音都不可能是单音,而必须是两个音或三个音。 我们将逐一证明。
先考虑三元音。 在押韵的时候,我们一般只需要三元音的后两个跟其他音节一致,不要求第一个也

一致。 比如,普通话[iau]-[mau]“要-帽冶押韵,相同部分是[au],前面部分不要求相同。 如果押韵单

位起码是一个音,那么[au]起码是一个音,[iau]必然不止一个音,起码是两个音,即[i]+[au]。
双元音也可以从音节角度来讨论。 在普通话里,单元音后面可以跟辅音,如[a耷]、[an],而双元音

后面不能跟辅音,比如没有[ain]、[ai耷]、[aun]、[au耷]等。 这说明,双元音相当于“单元音+辅音冶,比如

[ai]相当于[an]。 由于[an]是两个音,[ai]也应该是两个音。
鼻冠音和前塞鼻音,前人多认为是单音,而且认为有序特征不可避免(Anderson 1976)。 不过,Her鄄

bert(1986)在分析了各种鼻冠音和前塞鼻音以后,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鼻冠音和前塞鼻音有三种情

况:1)鼻冠音或前塞鼻音是两个音;2)无对立作用,其出现位置可根据“屏蔽效应冶来预测;3)无“四项对

立冶(four鄄way contrast),即[p b m mb]或[p b m bm]俱全。
第 1)种情况,鼻冠音或前塞鼻音是两个音,典型例子有 Luganda(Tucker 1962)。 我们可从三个方面

证明。 第一,Luganda 的音节结构,是否允许[mb](或[bm])被看成是两个音。 比如,如果该语言有 CV
和 CVN 音节,那么[bamba]可以分析成两个音节[bam]和[ba],其中第一音节是 CVN、第二音节是 CV。
第二,[mb](或[bm])中的[m]是否可以有声调。 如果有,就是一个独立的韵母(或韵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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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mb]的长度(包括使前面元音所增加的长度)是否相当于两个音的长度。 Luganda 的鼻冠音三个

方面都符合。
第 2)种情况,Herbert(1986:189-234)称之为“屏蔽效应冶(shielding effect),主要出现在有鼻化元音

的语言里,典型例子是 Kaingang(Wiesemann 1972)。 根据“屏蔽效应冶,如果元音的鼻化跟相邻辅音不一

致,当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个过度音,即屏蔽音,其鼻化与元音的鼻化相同、发音部位与原有辅音相同。 该

过度音与原辅音形成的鼻冠音或前塞鼻音不具对立性,因为其出现完全可以预测。 我们用 [觔] 表示鼻

化元音、[a]表示非鼻化元音、[m]表示鼻音、[b]表示非鼻音,各种“屏蔽效应冶例子如例(17)。
(17)“屏蔽效应冶举例(过度音用上标表示)
摇 摇 鼻化元音摇 摇 [觔b]寅[觔mb]

鼻化元音 [b觔]寅[bm觔]
非鼻化元音 [am]寅[abm]
非鼻化元音 [ma]寅[mba]

如果排除了前两种情况,仍然存在[mb]或[bm],我们还需要考虑第 3)种情况,即该语言是否有四

项对立。 如果没有,各种情况的分析见表 5。 Herbert(1986)分析发现,前人报道的鼻冠音、前塞鼻音,皆
不超出表 5 中的三种情况,因此,它们都不是新的辅音种类 Duanmu(1990)检查了 Maddieson(1984)所
收录的三百多种语言后,也得出同样结论(Herbert 1986:chapter 2)。

摇 摇 表 5 缺乏四项对立时对鼻冠音的分析(前塞鼻音分析类似)

情况 分析

只有 [p b mb],无[m] 可分别看成[p b m]
只有 [p m mb],无[b] 可分别看成[p m b]
只有 [b m mb],无[p] 可分别看成[p m b](原[b]是不送气的[p])

摇 摇 升、降调的情况前面已经讨论过。 它们如果出现在一个短元音上,就会产生有序特征;它们如果只

出现在长音节上(即分布在两个音上),就没有有序特征。 对非洲语和汉语的分析说明,升、降调只能在

长音节上出现(Woo 1969;Duanmu 1990,1994)。

5. 2 符合“无序原则冶的复合音(单音)

符合“无序原则冶的复合音包括三类:1)塞擦音,如发音部位相同的[ ts],发音部位不同的[ps];2)
辅音加介音的组合(辅介组合),如[kw];3)辅音加流音的组合(辅流组合),如[kl]。

塞擦音前人的看法不一致。 即使在同一个语言里,有人认为是两个音(双音),有人认为是一个音

(单音)。 比如,Moulton(1956)、Kohler(1999:86)认为德语的塞擦音都是双音,而 Wiese(1996:42-43)
认为它们都是单音。 双音不涉及有序特征,所以我们只考虑单音。 先考虑发音部位相同的[ ts]。 前人

有多种分析,见表 6。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6 前人对塞擦音[ts]的分析

分析 特征 说明

分析一 [+塞,-塞] 有序特征

分析二 [+塞,+强擦音] “非动作冶特征

分析三 [+塞,+缓除阻] 特殊动作;有序特征

分析四 [+塞,-塞] 底层无序、表层有序

摇 摇 分析一最常见,但是它使用了有序特征(Sagey 1986)。 其他分析都力求避免有序特征。 分析二(Ja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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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son et al. 1952;Steriade 1989;Clements 1999;Hall 2004)认为,塞擦音是带[强擦音] ( strident)的塞

音,朱晓农(2010:355)称之为紧擦音。 不过,Anderson(1974:302-303)指出,[强擦音]不是一个发音动

作,而是一个特殊的特征。 分析三也有一个特殊的特征,即[缓除阻],Chomsky & Halle(1968:318)称之

为“delayed release冶,Anderson(1974:298)称之为“gradual release冶。 不过,虽然这是一个发音动作,但仍

然是一个特殊的动作,因为其定义包含了时间因素,其本质仍然是有序动作,即开始阻碍大,然后阻碍

小。 分析四的说法更加抽象,即两个相反动作[ +塞、-塞]在底层无序,在表层却有序(Hualde 1988;
Lombardi 1990;Padgett 1995)。 这个分析好像避免了有序特征,但实际上不然,因为它仍然有“超量预

测冶的问题。 比如,如果每个特征 F 都可以取正值[+F]、负值[-F],以及无序相反值[+F、-F],每个特

征实际上有三种不同值,10 个特征就有 310 =59049 种不同搭配,而世界上各种语言已知的元音、辅音总

数只有一千左右。
针对前人分析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一个新分析,其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擦]这个特征。 上面说

过,前人的定义基于开口度,即擦音的开口度很小,以致气流因不能畅通而产生噪音。 本文的定义却是

基于发音器官的形状。 对特征[擦]的两种定义的区别如下:
前人定义:[擦]指口腔开口度很小(以致可以产生噪音);
本文定义:[擦]指发音器官的边缘关闭(以形成槽型气流)。
根据前人定义,[+塞]、[+擦]相互矛盾,因为[+塞]要求口腔无开口,而[+擦]要求口腔有开口,因

此[+塞]、[+擦]不能同时进行,只能有序进行。 从声学角度来看,塞音的除阻似乎也发生于擦音之前,
两者也是有序的。 不过,根据本文定义,[+塞]、[+擦]的发音动作没有矛盾,因为[塞]指口腔关闭与

否,而[擦]指发音器官是否有“边阻碍冶、形成槽形(Stone & Lundberg 1996),因此,[ +塞]、[ +擦]可以

同时进行,即[+塞、+擦]的动作是,发音器官以槽形关闭口腔(央阻碍+边阻碍),在除阻时可以产生一

股集中的气流,进而产生擦音效果。 本文以[t]、[s]、[ts]为例,对塞音、擦音、塞擦音的分析见例(18),
其中特征分析列每行左边是发音器官,右边是其发音动作。

(18)本文对塞、擦、塞擦音的分析:皆无“有序特征冶
辅音 摇 特征分析

塞音[t] 舌尖[+塞,-擦],声带[-浊]
擦音[s] 舌尖[-塞,+擦],声带[-浊]
塞擦音[ts] 舌尖[+塞,+擦],声带[-浊]

根据本文分析,发音部位相同的塞擦音符合“无序原则冶,可以视为单音。 同样,发音部位不同的塞

擦音也符合“无序原则冶。 例如:
(19)本文对发音部位不同的塞擦音[ks]的分析:符合“无序原则冶

[ks] 舌体[+塞,-擦]
舌尖[-塞,+擦]
声带[-浊]

下面我们考虑辅介组合。 如果辅介组合是两个音,不会牵涉有序特征,所以下面只考虑一个音的情

况。 以[kw]为例,前人的分析见例(20),本文的分析见例(21)。
(20)前人分析辅介组合[kw]:有“有序特征冶

[kw] 舌体[+塞,-塞]
声带[-浊,+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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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本文分析辅介组合[kw]:无“有序特征冶
[kw] 舌体[+塞]

唇[+圆]
声带[-浊]

例(20)前人的分析中,[kw]起码有两个有序特征:[ k]是塞音,[w]不是;[ k]不是浊音,[w]是。 例

(21)本文的分析中,[kw]对于发音器官“舌体冶来说,动作是[ +塞],对于“唇冶来说不是。 而且,其中

[w]的清浊无对立作用,只表示[k]的圆唇。 因此,“声带冶的特征是[-浊]。 整个[kw]没有有序特征。
辅流组合前人多认为是两个音,因此不牵涉有序特征。 这里我们考虑它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音。

以[kl]为例,前人的分析见(22),本文的分析见(23)。
(22)前人分析辅流组合[kl]:有“有序特征冶

[kl] 舌体[+塞、-塞]
舌尖[-边音,+边音]
声带[-浊,+浊]

(23)本文分析辅流组合[kl]:无“有序特征冶
[kl] 舌体[+塞]

舌尖[+边音]
声带[-浊]

例(22)前人的分析中,[kl]起码有三个有序特征:[k]是塞音,[ l]不是;[k]不是边音,[ l]是;[k]不是

浊音,[l]是。 例(23)本文的分析中,[kl]对于发音器官“舌体冶来说是[+塞],对于“舌尖冶来说是[+边
音]。 还有,其中[l]的清浊无对立作用,因此,“声带冶的特征是[-浊]。 整个[kl]没有有序特征。

下面我们考虑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辅流组合[dl],其辅音和流音发音部位相同,都是舌尖。 前人分

析见例(24),本文分析见例(25)。
(24)前人分析辅流组合[dl]:有“有序特征冶

[dl] 舌尖[+塞,-塞]、[-边音,+边音]
声带[+浊]

(25)本文分析辅流组合[dl]:无“有序特征冶
[dl] 舌尖[+塞,+边音]

声带[+浊]
这里舌尖有[+塞]和[+边音]两个动作。 我们需要问的是,这两个动作是否可以同时进行。 前人认为

两者是矛盾的:[+塞]需要口腔无开口,而[+边音]需要口腔有开口。 因此,[dl]牵涉两个有序特征:[+
塞,-塞]、[-边音,+边音]。 本文对[边音]的定义不同,认为[边音]牵涉两个方面,一个是舌尖上举、一
个是舌尖收窄,两者跟[塞]这个动作都不矛盾。 因此, [+塞,+边音] 可以同时进行,即舌尖收窄的塞

音。 由于舌尖收窄,在除阻时,气流容易从舌的两边通过,形成[l]的声学效果。
下面我们考虑流音是[r]的情况。 [kr]的分析跟[kl]的相似,不同的地方仅在于舌尖的动作:在

[kl]中,舌尖是[l]的动作;在[kr]中,舌尖是[r]的动作。 例如:
(26)本文分析辅流组合[kr]:无“有序特征冶

[kr] 舌体[+塞]
舌尖[+卷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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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带[-浊]
下面我们考虑[dr],其辅音和流音发音器官都是舌尖。 不少前人认为,这样的辅流组合实际上是个

卷舌的塞擦音(Jones 1950:78;Abercrombie 1967:148;Gimson 1970:171;Lawrence 2000)。 本文同意前人

的看法,分析见例(27)。 英语的[dr]除了卷舌外,还有圆唇,本文也加以表示。
(27)本文分析辅流组合[dr]:无“有序特征冶

摇 摇 [dr]摇 摇 摇 摇 摇舌尖[+塞,+擦,+卷舌]
唇[+圆]
声带[+浊]

以上讨论说明,塞擦音(如[ts]、[ks])、辅介组合(如[kw])、辅流组合(如[kl]、[dl]、[kr]、[dr])
都不违反“无序原则冶,所以都可以是单音。

5. 3 可能符合“无序原则冶的复合音

这组复合音包括内爆音( implosives)、啧音(clicks)、喷音(ejectives ),统称“非肺气流辅音冶 (non鄄
pulmonic consonants)。 前人分析认为,这些音需要三个或更多的有序步骤。 本文认为,这些步骤不必全

部在有关辅音上实现,而是有的可以在其前后的音位上实现。 因此,有关辅音本身不必有有序特征。
内爆音前人认为需要三个有序步骤。 比如, Ladefoged & Johnson(2011:141)描写[誵]的三个有序

步骤为:第一步,关闭双唇;第二步,喉部下降;第三步,双唇打开。 对[誵]的特征分析见例(28)。
(28)人对[誵]的特征分析:需要“有序特征冶也 4 页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唇[塞] 摇 + 摇 + 摇 -
喉[上举] 摇 + 摇 -
声带[浊] 摇 +

[誵]的关键动作是喉部下降。 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喉部先[ +上举],然后[ -上举],这样就形成一个有

序特征,即[+上举,-上举]。 本文认为,如果前后音可以分担部分动作,那么[誵]本身只需一步。 我们

以[a誵a]为例进行分析。 例如:
(29)本文对[a誵a]的分析:前后元音可以分担动作,无“有序特征冶

[a 誵 a]
唇[塞] - + -
喉[上举] + -
声带[浊] + + +

对“喉冶来说,[+上举]可以由[誵]前的[a]分担,[誵]本身只需[-上举],这样就不牵涉有序特征。 对唇

来说,[+塞]不必先于喉部的[-上举],而是可以两者同时进行,而唇的除阻可以由[誵]后的[a]分担,这
样[誵]本身只需[+塞],也就不牵涉有序特征。

啧音我们以[!]为例。 前人认为,[!]需要四个有序步骤(Ladefoged & Johnson 2011:144):第一步,
舌尖、舌体形成阻碍;第二步,舌位降低,以减低口腔气压;第三步,舌尖除阻,气流进入口腔,产生啧音;
第四步,舌体除阻。 其特征表示见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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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前人对[!]的特征分析:需要“有序特征冶摇 摇 摇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舌尖[塞] 摇 + 摇 + 摇 -
舌体[塞] 摇 + 摇 + 摇 + 摇 -
舌位[高] 摇 + 摇 -

Chomsky & Halle(1968:322)为避免有序特征,提出过一个特殊的特征,叫做[suction]“吮吸冶,以表

示减低口腔气压的动作。 不过,“吮吸冶需要口腔的空间先小后大,所以实际上仍然是个有序动作。
本文的分析跟前人有两点不同。 第一,本文的发音器官没有“舌位冶;本文认为,舌位下降可以通过

“舌根冶后移来实现。 第二,本文认为,如果前后音可以分担部分动作,那么[!]本身只需一步。 我们以

[a! a]为例,分析见例(31)。
(31)本文对[a! a]的分析:前后元音可以分担动作,无“有序特征冶

[a ! a]
舌尖[塞] - + -
舌体[塞] - + -
舌根[前] + -

舌根的[+前]可以在[!]前的[a]上实现。 舌尖、舌体的[+塞]不必先于舌根的[-前],而是可以同时进

行。 舌尖、舌体的[-塞]不必分先后,而是可以同时进行,而且可以在[!]后的[a]上实现。 所以,[!]本
身可以避免有序特征。

最后我们考虑喷音,以[k爷]为例。 前人认为,[k爷]需要四个有序步骤(Ladefoged & Johnson 2011:
137):第一步,舌体、声带形成阻碍;第二步,喉上举,以增加口腔气压;第三步,舌体除阻,气流冲出口

腔,产生喷音;第四步,声带除阻。 其特征表示见例(32)。
(32)前人对[k爷]的特征分析:需要“有序特征冶摇 摇 摇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舌尖[塞] 摇 + 摇 + 摇 -
声带[塞] 摇 + 摇 + 摇 + 摇 -
喉[上举] 摇 - 摇 +

可以看出,前人分析仍然将所有步骤都归结于喷音本身,因此,喷音包含多个有序特征。 本文认为,
如果前后音可以分担部分动作,那么喷音本身只需一步。 我们以[ak爷a]为例,分析见例(33)。

(33)本文对[ak爷a]的分析:前后元音可以分担动作,无“有序特征冶
[a k爷 a]

舌体[塞] - + -
声带[塞] - + -
喉[上举] - +

喉的[-上举]可以在[k爷]前的[a]上实现。 舌体、声带的[ +塞]不必先于喉的[ +上举],而是可以同时

进行。 舌体、声带的[-塞]不必分先后,而是可以同时进行,而且可以在[k爷]后的[ a]上实现。 所以,
[k爷]本身可以不用有序特征。

以上例(29)、(31)、(33)的分析,仅仅是基于特征理论上的推断,尚待声学事实或发音事实的验证。
现有“非肺气流辅音冶的描写多以单独发音为对象(如 Ladefoged & Johnson 2011:136-160),而非来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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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语流。 因此,本文分析的验证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当然,内爆音、啧音、喷音不必非得以单音形式出现,它们也可以以双音形式出现。 比如,如果前后

都是元音,那么中间一个双音辅音也完全符合音节结构,即 VCCV 的音节结构可以是[VC][CV],其中

[VC]是个常见的韵母,[CV]也是个常见的音节。 我们仍然以[誵]、[!]、[k爷]为例,其双音分析分别见

例(34)-(36)。
(34)对[誵]的双音分析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a 誵 誵 a]
唇[塞] - + + -
喉[上举] + -
声带[浊] + + + +

(35)对[!]的双音分析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a ! ! a]

舌尖[塞] - + + -
舌体[塞] - + + -
舌根[前] + -

(36)对[k爷]的双音分析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a k爷 k爷 a]

舌体[塞] - + + -
声带[塞] - + + -
喉[上举] - +

以上分析中,[誵]的喉部下降、[!]的舌位下降、[k爷]的喉部上举都在辅音本身完成,跟前人的描写相

似。 不过,因为辅音现在是两个音,每一半都仍然符合无序原则。
如上面所说,内爆音、啧音、喷音究竟是单音还是双音,需要其他事实来验证。 比如,一个双音的长

度应该是单音的一倍。 还有,如果内爆音、啧音、喷音可以跟另外的辅音相邻出现,那么双音的分析就值

得怀疑,因为最常见的音节一般不超过 CVC,内部没有辅音组(Duanmu 2008)。 拿啧音[!]为例,如果它

是两个音,那么[a!! sa]就是 VCCCV,如果音节是[VCC][CV],第一个音节内有辅音组,如果音节是

[VC][CCV],第二个音节内有辅音组。 因为有关语言的时长数据、音节信息都比较欠缺,本文无法进行

更深入的讨论。

6 结语

特征理论是人类语言编码的一个重要成分。 特征理论的一个根本假设是“无序原则冶 (Duanmu
1994),即在一个音的时段里,每个发音器官不能做两个或更多“有序冶动作。 复合音泛指前人认为违反

“无序原则冶的例外。 本文系统分析各种疑难的复合音,指出有两种情况。 一种包括双元音、鼻冠音、升
调、降调等,本文证明这些不是单音,而是两个音的有序组合。 其他的复合音经过重新分析,全部符合

“无序原则冶,包括同部位塞擦音(如[ ts])、不同部位塞擦音(如[ps]、[ks])、啧音、内爆音、喷音,以及

前人通常认为是双音的“辅介组合冶(如 [kw]、[kj])和“辅流组合冶(如 [kl]、[kr]、[dl]、[dr])。 本研

究解决了一个长期疑难,简化了特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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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Sound and the No Contour Principle

Duanmu San

摇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摇 Michigan摇 48109

Abstract摇 Feature theory studie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coding system of human language. Most conso鄄
nants and vowels obey the No Contour Principle (Duanmu 1994), according to which, within a sound segment,
no articulator can perform two or more sequential gestures (such as [-round, +round] or [-back, +back]).
Apparent exceptions are loosely referred to as “complex sounds冶, such as affricates, diphthongs, pre鄄nasalized
stops, clicks, implosives, and ejectives, which seem to require two or more sequential gestures. This paper of鄄
fer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various complex sounds. It shows that some of the complex sounds are not single
sounds but clusters of two sounds, whereas other complex sounds can be represented as single sounds, all of
which observe the No Contour Principle. The study offers answers to the analysis of some problematic complex
sounds and yields a simpler version of feature theory.

Keywords摇 No Contour Principle; complex sounds; articulators; articulatory gestures; sequential ges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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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魏晖、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涂险峰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由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世举主持。
本届研讨会主题为智能化时代的语言文化研究。 来自教育部语言应用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邮电大学、香港

理工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与会,围绕网络语言文化研究、“一带一路冶语言研究、领域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语言资源与语言服

务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社会语言学其他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等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原副所长黄行研究员,浙江科技学院原党委书记、浙江

省政务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王建华教授等十位专家作大会主旨发言。 在分组报告会中,三个小组共有 47 位专家学者发言,
内容涵盖语言生活、语言服务、语言教育、语言规划等多个社会语言学分支领域。 为了扶持学术新秀,会议还专门设立了

“研究生论坛冶,共有 19 位研究生提交论文并发言。 最后,闭幕式由语情中心副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张延成教授主持,教
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主任郭龙生研究员致闭幕辞。

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届,是我国社会语言学领域的高层次会议。 本次会议论文将于 2018 年结集

出版。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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