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sinoss.net 

 - 1 - 

外国学生自主学习汉语语音的必要性、可行性与相关课题   
仇鑫奕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200083） 

 

摘要：外国学生的母语对其汉语语音学习的影响各具特点，不同的外国学生对汉语普通话标准发音的关注

度和自我要求各不相同，因此， “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课堂教学难以满足多元化的语音训练需要,理想的做

法是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掌握汉语语音。其可行性取决于三个条件：（1）能否建成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训练

语料库；（2）能否建成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训练平台；（3）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如何。面向外国人自主

学习的汉语语音训练研究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训练素材库和测试题库的建库研究和训练平台的建设研

究，后期是基于训练的外国学生汉语语音自主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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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国学生自主学习汉语语音的必要性 

一、母语对其汉语语音学习的影响各具特点 

学习汉语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语言的语音系统差别很大。以声调学习为例，同样

是基频，在声调语言的语音体系中对应的是声调、语调和焦点重音，在非声调语言中中对应

的是词重音、焦点重音和语调。学生母语的韵律原型对其汉语声调知觉和发音会产生巨大影

响，将听感相似的基频曲线对应到各自的母语韵律原型中，难免会连带产生一系列差异。习

得普通话声调的起点、难点和易错点不一样，知觉训练和发声训练的目标声调也有不同。例

如，就单声调而言，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对阴平和去声的知觉和发音的正确率都远远高于其

他声调，难点和易错点集中于上声和阳平，但是，以越南语为母语的学生对阳平的知觉和发

音正确率都远远高于其他声调，对阴平和去声却难以区分。因此，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而

言，声调训练可以从阴平和去声开始，以上声和阳平为训练的主要目标，采取由去声到阳平，

由阴平到半上，再到全上的训练路径；但是以越南语为母语的学生而言，声调训练应当以阳

平为起点，以感知训练为主，以正确区分阴平和去声为首要的训练目标。 

二、学生对标准发音的关注度和自我要求各不相同 

声调训练目标多元化有神经生理、心理方面的原因，也与学习目标有很大关系。与学习

者在语音知觉能力、发音模仿能力等方面存在的个体差异相比，学生个人对标准发音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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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和自我要求有更大的差别。 

在对外汉语教学大纲中，语音教学大纲一直空缺；在课程教学大纲中，语音课一直未能

取得必修课地位；在汉语水平考试中，语音测试并未获得与语法、词汇、汉字测试同等位置，

即使在 HSK口语测试部分所占的比重也一直非常模糊，所以，无论是就课内学习和成绩测试

而言，还是就参加汉语水平考试而言，语音教学对学生来说都不重要。此外，从教的一方看

来，也一直有观点认为，多数情况下，不必追求掌握母语说话者那样的发音。许多成功的语

言学习者都保留“口音”。绝大多数情况下，发音目标是“可理解”和“可接受”而非“像

母语说话者那么完美”。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学生们都会降低对汉语普通话语音的学习目标。实际上，学生的需

求是多元化的，其主要动因来自就业。H. H. Stern（1992：63-64） 介绍了自 1968年以来

美国官方机构统一认定的语言能力标准和与职业需求有关的具体技能标准（standards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specified skills） 

① 基本能力（Elementary proficiency） 

② 有限的工作能力（Limited working proficiency） 

③ 最低专业能力（Minimum professional proficiency） 

④ 完整的专业能力（Full professional proficiency）  

⑤ 母语或双语能力（Native or bilingual proficiency） 

可见，语音能力应当与职业目标相适应，职业目标的多元化决定了语音教学目标也应当是多

元化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科技和贸易的领先区域不断拓展、“一

带一路”战略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

中国的理解正在不断地更新和加深。身份认同感的增加、使用汉语的岗位层次的提升和职业

需求标准的不断提高，也反映在学生的汉语语音能力发展目标上。突出表现为追求母语或双

语能力、追求“完美发音”的人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语音识别技术在人工智能中的含量正在迅速增加，汉语普通话语音输入技术

在电脑和手机等移动通讯工具上的应用已经非常成熟、非常普遍，并在诸多信息通讯设备、

高新技术产品、电商、电玩和各种共享设施中得到越来越广泛地应用。普通话发音水平对外

国人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效率和质量的影响正在加大。提高发音水平，像汉语母语者那样讲

话不再只是个别人的训练目标。 

三、“以教师为中心  ”的传统课堂教学难以满足多元化的语音训练需要 

外国学生汉语语音教学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三大问题：①没有大纲、没有标准；②教学针

对性难以提高；③学习效率低、枯燥无味。 

毫无疑问，教学针对性和有效性难以提高的首要原因，是学生个体差异大，教师对学生

的语音问题知之甚少，甚至分辨不清，教学难以把握。然而即使教师了解了学生的问题所在，

单靠讲解音理也难以改变学生的洋腔洋调。这是因为，即使学生听得懂教师的音理分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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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获的汉语语音发音知识也不能立刻转化为汉语语音能力。提高语音训练效率的根本途径

是有针对性地充分地练习。只是，无论多国学生集体授课、还是不同水平的学生集体授课，

都会不可避免地降低语音训练的针对性。提高训练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唯一出路，是为学生建

立自主学习平台和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语料库，变“以教师为中心”为“以学生为中心”，

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也只有开展以自主学习为特征的对外汉语语音训练，才能切实了

解外国学生在汉语语音学习方面的目标、类型、能力、困难和需求，研制出合乎教学和习得

规律的对外汉语语音教学大纲和训练标准。 

二 外国学生自主学习汉语语音的可行性    

外国学生自主学习汉语语音是否可行取决于三个条件：（1）能否建成支持学生自主学

习的训练语料库；（2）能否建成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训练平台；（3）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如何。 

一、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训练语料库建库目标 

“自主学习”的特点是，学生有自我目标、能自我计划，自主选择语料和榜样，能主动

学习并寻求帮助，能自我评价并管理学习时间、监控学习效果、自我反思、随机应变。以自

主学习为特征的对外汉语语音训练实验虽然不完全依赖学生自主学习，但是仍然需要尽可能

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支持自主学习的语料库应当包括：①支持外国学

生自主学习汉语语音的素材库，为学生提供喜闻乐见的大量有声语料和配套文本，构建有效

的汉语语音习得环境。包括储存各类有声语料的音频素材库、配套的文本素材库、有字幕的

视频语料，服务于知觉训练、跟读训练和配音练习。②训练数据库，存储中介语发音和知觉

训练数据。建库目标是跟踪反映中介语发展变化的过程，为大规模定量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的语音习得提供便利”，支持“较大数量的采样分析”，“使研究成果更为客观可靠”，

“避免或减少一次性小规模采样可能给研究结果带来的片面性”。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

音习得研究（王韫佳 李吉梅 2001）。③发音要领库，针对不同母语的学习者，用其熟悉的

语言，全面系统而又简明扼要地说明发音要领。收录的发音要领以文本为主，但为了便于初

学者通过听觉渠道了解发音偏误和克服偏误的方法，还应当包括用学习者母语或熟悉的语言

讲解汉语发音要领的音频。④测试题库。测试题库支持诊断测试和训练前、训练中和训练后

的一系列测试，诊断测试和训练前测旨在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指定计划、保证后续训练有针

对性，训练中的阶段测试为学生自我评价、随机调整、自我监控提供依据；前测和后侧对照

起来则能够检验训练效果。测试题也有音频和文本之分，前者支持设计有国别针对性的测试

卷，适应不同母语的学习者的各类测试需要，支持有针对性的自主学习和课堂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领域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重视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储诚志、陈

小荷 1993）。北京语言大学汉语中介语语音语料库的建库思路、基本架构、建库流程、关

键环节以及处理原则、标注任务和标注规范（王韫佳、李吉梅 2001；曹 文 张劲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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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设对外汉语语音训练语料库特别是训练数据库的重要参考依据。此外，北京语言大学郑

艳群（2000，2012）就对外汉语教学（尤其是口语教学）素材库的基本框架、建库流程和工

作方案所做的论述也对建立对外汉语语音训练素材库具有参考价值。就目前来看，建库的可

行性主要取决于建库的技术工具是否齐全、内容能否为外国学生跨语言语音学习所亟需、是

否科学合理。限于篇幅，本文仅从上述两方面就训练素材库和测试题库的建库可行性做简要

论述。 

二、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训练语料库建库可行性 

    建设“规模较大、选样科学、信息完备、加工全面可以进行全方位检索”的对外汉语语

音素材库和测试题库，是一项专业要求高、耗时费力的系统工程。其中，素材库是第一位的，

对测试题库有决定作用。抛开人力、财力和组织保障等条件暂且不论，建库的可行性主要取

决于：①训练素材的录制、筛选和加工（试题的编制和检验）是否有明确的问题针对性、学

科依据和教学实验基础；②素材（试题）来源是否有纲可依、稳定可靠；③建库工具是否齐

全，技术是否成熟。 

   （一）语料的选材依据与建库的可行性 

对外汉语语音训练涉及反映普通话音质和超音质特征的多种项目。在既缺乏语音教学大

纲、训练大纲和考试大纲，也缺乏统编教材的情况下，训练素材库和测试题库建设无法按规

定性内容选材，训练素材的录制、筛选和加工，试题的编制和检验只能以适应学习需要为目

标,以理论研究和训练实验相互契合的研究结论及其科学性为依据。 

传统的对外汉语语音训练和研究都主要侧重于声母、韵母和单声调训练。连调训练在教

学界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在单字调训练之上更高一级的发声训练
1
，与声调知觉训练无关。

韵律层面的训练更不受重视，教学实验非常缺乏。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持自主学习的对外汉

语语音训练素材库建设仅仅局限于声母、韵母和单声调训练素材库，更不意味着可以盲目地

一哄而上大规模地建设全面覆普通话音质和超音质特征的语料库。因为，建库的目的是为了

支持数据驱动的以自主学习为特征的对外汉语音训练。训练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料

语料的取材范围和筛选加工有无问题针对性、是否科学、有无教学实验基础。 

以声调训练素材库为例。早有学者发现，洋腔洋调与声调教学仅仅局限于单字调教学有

很大关系。阳平和上声之所以成为外国学生最容易混淆、偏误最多的声调，其原因主要来自

教学本身：“教单字调时往往将音节时长拉得较长，这样上声的升尾容易升得较高，学生也

就容易过多注意到上升部分而忽略了低音部分。而阳平也是升调，学生由于上述原因常常将

它与上声相混”
2
。因此，仅仅建立单声调素材库肯定不能解决问题。 

连调训练语料的收集、筛选和加工，可以吴宗济先生总结的二字连调规则导航，标准清

                                                        
1 对外汉语教学一般不设专门的连调训练阶段，或许是因为汉语词以双音节为主，朗读词语本身就已经是  
一种连调的发声训练了。 
2 王韫佳，也谈美国人学习汉语声调[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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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但是建立一个包括了二字组和三字组所有连调、变调类型的素材库能否解决问题呢？答

案仍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外国人说汉语洋腔洋调主要是掌握不好连续语流中的声调。尽

管声调连调调型是汉语语调调型的基本单元，连调规则是吴宗济先生根据我国的言语工程需

要，为建立语音合成规则、提高语音合成自然度，探索研究的成果，但是，第二语言学习者

在目的语语音学习方面最大的特点是母语音位系统和发音习惯都已形成。学生的症结不在于

不会连调发音，而是不能排除母语影响，不能在连续语流中正确地连调、不跑调，不能把同

音异调词语区分开来，更不能迅速准确地把连续语流中的声调变体归入特定的调类。从音系

学和语音习得的角度来看，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学生的普通话声调音位表征尚未形成。张林

军（2011,2013）对美国来华留学生的声调知觉实验发现“初级水平的学习者已经具有明确

的声调范畴,而且加工速度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但声调在词汇加工中独立的音

位表征却远未形成”，“部分美国留学生能够在语言优势半球建立起声调独立的音位表征，

从而使声调在词汇加工中承担重要作用；但也有学习者即使到中级水平对声调的感知也主要

依靠声学语音学信息而非音位信息，表现出声调加工能力发展的‘化石化’”。说明，即使

在目的语习得环境中，外国学生的普通话声调音位表征的形成也是缓慢的。建立声调音位表

征，需要重视知觉训练，大量接触声调在语流中的变体。把声调训练的内容圄于单声调和双

声调连调发音训练范围内，不能解决问题；不加选择地使用句子层面的真实语料，也不能迅

速达到声调训练目的。句子层面的声调训练语料须是有选择的，筛选和加工须是有标准的，

语料的有效性必须经过教学实验验证。 

尽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连调知觉训练一致被忽视，句子层面的声调知觉训练语料仅在汉

语语音本体研究中能找到筛选依据，教学实验研究一直缺乏，但是，近年来，随着跨语言声

调知觉研究理论和技术的进步、方法和工具的更新、网络教学平台易建化和移动学习设备普

及，学界对于汉语初学者跨语言自主学习普通话声调范畴学习需要什么语料、范畴学习与发

音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获得了实质性进展。有学者设计了多媒体会话教学平台，并录制了以

中性语调句为中心的情景对话语料
3
让汉语初学者自主学习，行为研究、脑神经功能成像和

脑电位测量实验研究均发现，短时间的自主学习就能取得显著成效（Lee et al.，2017）。 

文献研究发现，该实验所用语料符合赵元任、吴宗济有关声调与语调关系的相关论述（赵

元任 1932 吴宗济），其结论与多年前海外学者以连续语流中的声调基频信息和基频速率信

息为语料运用神经网络映射实验对汉语声调范畴学习的研究结论（Gauthier,et.al.2007）和跨

语言语音习得研究所揭示的社会互动对语音范畴学习的作用（详见第六章第二节）相一致，

证明借助于人机互动的自主学习平台，选择以中性语调句为中心“句、词、字”随意切换、

发音清晰、且有交际意义和认知价值的语料让学生自主学习，汉语学习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迅

                                                        
3 Lee（2017）所用的实验语料皆为图书馆、健身房等公共服务场所的情景对话。笔者在与 Rose Ru-Whui Lee
的通信中进一步核实过。实验所用的 18个句子除了陈述句以外还包括含有语气助词的疑问句。所有的句子

都不是用表情语调读的，没有特别的重音、语气或态度，语速也是一般的正常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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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建立起普通话声调的音位表征、形成像汉语母语者一样的声调知觉加工路径，声调知觉敏

感度和在连续语流中的声调知觉能力都能得到提高。相比之下，日常言语交际中，噪音会造

成信号知觉失真或不完整
4
。此外，语气、重音或态度的表达会使表情语句的基频曲线严重

偏离声调音高曲线正常轨迹。这些对于外国学生形成普通话声调音位表征而言，都是干扰因

素。 

实验研究和文献研究至此，对外汉语声调训练选材标准清晰了，才可以说，建立对外汉

语声调训练素材库方向明确了。 

   （二）工具、技术与建库的可行性 

跨语言语音习得条件和语音训练语料的收集、筛选和加工离不开建库工具和技术。好的

技术和工具可使建库工作变得更加切实可行。 

语料库建库技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着实取得了很大进步。目前，运用中科院熊子瑜先生

研制的一系列工具可以实现音频素材、音频测试题和知觉训练数据的自动归类存储。其中，

xRecorder 为建设面向汉语语音训练的动态音频素材库、音频测试题库和发音要领库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也可单独录制中介语语音，且录音质量有保证。知觉训练工具 xPerception

可以自动计算知觉正确率，记录并保存每一次知觉训练中的答题和反应时数据，实现自动在

线上传。发音跟读训练工具 xReader 可以自动下载在线声音文件，实现播放、跟读录音、用

户录音与原始录音同屏显示，还可随时保存和在线自动上传训练中的过程文件。从而使纵向

跟踪记录学生的参训情况和中介语发展变化情况，建立大规模的中介语语音历时数据库成为

可能。 

     在测试领域，现代教育测量理论及工具也使外国学生自主学习汉语语音变得更具可行

性。 

    对自主学习而言，进行自我评价是实施自我计划和监控的前提条件。由于学生的母语不

同、汉语水平各异、中介语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中，他们不仅个体差异性非常大而且很可能需

要反复多次参加同一类型的测试。所以，试题不断更换、迅速选配组合是建设面向自主学习

的对外汉语语音测试题库的客观需要。然而，按照经典测试理论（CTT），试题的难度和区

分度是针对同一次测试的全体受试而言的。考生样本有差异，试题难度就不具可比性，平行

测试的信度也无法验证；另一方面，对考生能力的个体评估会因测试改变而改变，难以客观

化、更难以精确化。这使试题的等值问题、难度问题、区分度问题、考生能力的个体评估问

题，平行测试的试卷信度问题变得十分凸显。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诞生于上个世纪中叶的项目反应理论（IRT）在题库建设、自

适应学习和测试方面的优势得以展现，并已成为现代教育测量理论的主流。该理论以潜在特

质理论为基础，运用数理统计模型研究题目的参数特征和考生的潜在特质（能力参数）及其

                                                        
4 通常这被称为“能量掩蔽”( energetic marking) 效应( Brungart et al，2001; Van Engen ＆ Bradlow，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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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间的关系，使对试题难度、区分度的测量不再依赖于施测对象的样本，即“项目难度不

受样本影响（sample-free）、能力不受项目影响（item-free）”
5
。依照该理论，可以通

过计算测验信息函数（test information function）获得的标准误差（或者说，用计算得出的考

生能力信息量）对测试精度进行评价。由此代替传统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SE (θ') = 1      式中：I (θ')为测试总信息量；SE(θ')表示测试精度。 

    应用项目反应理论研制成功的GRE、TOFEL、汉语水平考试（HSK）和商务汉语考试（BCT）

系统现已经运行多年。证明，开发和利用与项目反应理论相适应的计算机软件，可以通过精

确的数学模型分析试题的特征曲线和信息量，获得对试题难度、区分度和猜测度的估计，实

现对试题的筛选和等值处理，保障题库建设和命题工作的科学性；另一方面，还可以根据考

生个人的应答情况实现对考生能力的个体评估，并基于对其能力水平的准确判断，有针对性

地自动选配试题，动态组题成卷，实现自适应测试和训练。两方面结合起来，可以使外国学

生的汉语语音自主学习成为交互式的、有个体针对性、有目标和计划、可自我评估和监测的

高效学习。就目前来看，语音知觉自适应测试已经可以实现，发声自适应测试需要联合语音

识别技术一起开发。 

三、建设自主学习平台的可行性 

    建设自主学习平台，是为了满足学生自主检索需要、实现在线跨语言语音自主学习的交

互性，并且为教师观察和评估学习过程和训练数据提供有效的路径。 

    近几年，微信及其公众平台的教育功能得到了广泛关注。由于微信是移动互联网的入口，

图、文、音、影都可以传播，支持“实时对讲、视频聊天、多人群聊”；微信公众平台的导

航菜单可以有效支持学生对学习资源的自主检索，并且具有通信效率高，沟通成本低、操作

便捷、公众广泛认可。有不少教师自主开发微信公众号为学生打造自主学习平台。此外，由

于微信公众平台具有可扩展和易嫁接的特点，而传统的网络教学平台所拥有的网上教学支持

系统、网上教务管理和资源管理系统以及在线学习过程评估、课程开发和教学效果分析工具

都很成熟完备，移动互联网、云计算、web2.0技术、云存储技术使人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轻

松实现包括音频和视频在内的语料在线异地存储和提取，所以，也有教育项目支持教师积极

探索在混合云模式下将微信公众平台与微网站相结合，营造更加适合移动学习需要的更加完

备的移动学习平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为促进以移动学习为特色的自主学习而设计的“以

微信公众平台为基础的混合云模式下”的阿拉伯语课程移动学习平台(田嵩，魏启荣，2014)

就是很好的范例（详见2.4.3）。说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建设适合外语（第二语言）

自主学习的平台是可行的。 

                                                        
5 桂诗春 1989 题库建设讲话（一）[J].现代外语，（4） 

https://baike.so.com/doc/7119987-7343121.html


                                     http://www.sinoss.net 

 - 8 - 

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其制约因素与语音训练自主学习化的可行性 

“Henri Holec 认为，从学习者角度看，具备自主学习能力意味着学习者自主获得确定

的学习目标，决定学习内容和进度，选择学习方法和技巧，监控学习的过程，如节奏、时间、

地点和进度，以及对学习效果的评估。”6因为要克服母语音系和发音习惯对目的语音系和

发音的影响，成年人跨语言语音自主学习能力有一定的特殊性。目前专门针对外国学生汉语

语音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尚未起步，逻辑上说，我们可以从成年学生跨语言学习汉语普通话

语音范畴的能力、提高发音水平的能力、元认知调节能力（对学习的自我管理能力）、有效

利用在线学习资源的能力等几方面考察外国学生对汉语普通话语音的自主学习能力，并可根

据第二语言语音习得和教学研究、在线自主学习研究的现有成果为今后的实证研究提出假

设。 

（一） 跨语言自主学习目的语语音范畴的能力及其制约因素 

知觉方面，人脑可塑性研究和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研究表明，跨语言语音学习的神经机制

客观存在, 二语者习得新语音的能力是终生的
7
。神经系统对第二语言语音范畴的学习能力

主要是受制于学生母语、学习的起始年龄和对目的语语言系统的掌握情况。起始年龄越小，

目的语水平越高，越容易获得理想的学习效果。 

（二） 跨语言自主学习提高发音水平的能力及其制约因素 

发音方面，R.W.Suter（1976）通过零级相关（zero order correlation）检测，得出了影响

外国人英语语音准确度的十二项预测因子。（Suter, Richard W. 1976：233-253）8E.Purcell

和R.Suter (1980)用逐步回归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对Suter（1976）得出的十二

项语语音准确度预测因子进行了再分析。发现，对语音准确度有实质作用的预测因子，实际

上只包括：“口头模仿能力（aptitude）、第一语言、居住情况（在英语国家生活了多少年、

是否与英语母语者一起生活起居）和对语音准确度的关注强度（Strength of Concern for 

Pronunciation Accuracy）”四项。 显然，口头模仿能力与我们所说的目的语发音自主学习

能力是同一维度的，语言因素、外在环境因素和内在心理因素会影响学生对目的语发音的自

主学习效果。三者与跨语言的语音自主学习能力具体是什么关系，尚需实验论证。 

（三） 学生的元认知调节能力、有效利用在线学习资源的能力及其制约因素 

就元认知调节而言，具有自主学习能力，意味着能够自主确定学习的目标、内容和进度、

方法和技巧、时间和地点，较好地保持对话语语音形式的注意力，并能依据自我观察、判断

和评估学习的进程和结果，调整学习的目标、内容和进度、方法和技巧、时间和地点。（Holec，

1981：23-25） 

                                                        
6
 牛亏环 2014 西方自主性学习研究进展分析[J].外国中小学教育，(11). 

7 Flege，J．1995 Second-language speech learning: Theory，findings，and problems［A］.Speech Perception and 
Linguistic Experience: Issues in Cross-language Research［C］Timonium，MD: York Press，1995．233 －277 
8 Suter, Richard W. 1976. Predictors of pronunciation accuracy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Learning 

(26):23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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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线学习资源的利用而言，具有在线自主学习普通话语音范畴的能力，意味着能够基

于汉语语音知识、拼音拼读能力和已经掌握的汉语词汇、语法，自主自觉地利用训练平台和

移动学习设备，选用多媒体在线学习素材，关注语音；并且能有效利用训练平台的功能插件，

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观察、判断和评估学习的进程和结果。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关注学生有效利用在线资源和自主学习平台的能力、自主学习时的元

认知调节能力及其制约因素。例如，张刚要和袁李紫衣（2018）通过调查和访谈发现MOOCs

高退学率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四个。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学习者缺乏积极的动机，学习者自

我管理和自我激励的能力不足。与之相关的是另外两个因素,学习过程中缺少有效的社会互

动、课程本身尚有不足之处。同样，杨艳春和张力（2017）发现使用微信公共平台辅助英语

教学时，“大部分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弱，能够进行自我上网学习的时间偏少。同时，根

据微信自身的统计功能，学生对平台设计者推送的学习资料或者相关信息并不“完全买账”。

很多文章的阅读量不够，转发率更加少。”他们还分析了这种现象的成因，认为：“这说明

学习者对移动学习的认识还不够，教学设计者的推广经验和管理经验不足，设计的内容无法

引起学生的兴趣与热情。再者，教师个人开发的微信平台大部分是订阅号，相比企事业单位

的服务号在功能上有很多劣势；大部分英语教师对移动工具持有怀疑态度，技术上不够全面，

给学习平台的建设与完善带来了局限。”对比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为促进以移动学习为特色

的自主学习在项目支持下建设的“以微信公众平台为基础的混合云模式下”的阿拉伯语课程

移动学习平台的利用情况，就会发现上述分析很有道理。田嵩和魏启荣(2014) 调查了使用

混合云支持下的微信平台自主学习阿语的学生，发现“大多数同学对采用微信公共平台辅助

课程学习的形式满意，微信公共平台搭建移动学习环境的主观满意度符合预期” (田嵩，魏

启荣，2014) 

    对比上述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可以发现，建设自主学习平台是外语语音教学的大势所趋，

最终平台能否为学生所用，学生是否会始终对自主学习抱有热情，则取决于：①对学生来说，

在线自主学习的内容是否实用、是否必不可少。②自主学习平台的运作是否高效，能否激发

和保护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阿拉伯语自主学习平台运作顺畅，所提供的内容与教学对照紧

密，平台学习为学生课程学习所必需，为课程学习提供有力的帮助，学生对平台的利用率自

然就高。 

表1-1：移动智能终端和微信应用使用情况（引自田嵩，魏启荣，201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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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面向外国学生自主学习的汉语语音训练基础课题 

    面向外国人自主学习的汉语语音训练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训练素材库和测试

题库的建库研究和训练平台的建设研究，后期是基于训练的外国学生汉语语音自主学习研

究。 

一、训练素材库和测试题库的建库研究 

支持外国学生汉语语音自主学习的语料库应当包括：外国学生汉语语音自主学习素材

库、发音要领库、测试题库和训练数据库。其中，发音要领库反映语音本体研究和中介语偏

误研究成果；训练数据库的前期建设主要靠软件开发，后期基本上是数据的维护工作。相比

之下，需要重点研究的是训练素材库和测试题库的建设。而且这两方面的研究必须为自主学

习平台建设和自适应测试题库建设的技术对接做准备。其中： 

（1）训练素材库的建设研究目标应该：从汉语普通话语音发音和知觉规律、成年学生

跨语言语音学习的特点入手，论述训练素材的类型结构、来源分布和筛选加工方案，并从移

动终端学习者角度为语料的筛选、加工和检索方案提出要求；面向外国人在线自主学习，研

究在建设普通话声调素材库、停延连素材库、语调素材库、重音素材库、声韵母素材库时遇

到的具体问题。 

（2）题库的建设研究目标是根据教育统计与测量的原理，兼顾对外汉语语音测试的一

般需要和自适应测试需要，根据汉语语音研究成果，明确语音分项测验的对象、用途、受试

的特质维度和记分模式，明确对外汉语语音测试双向细目表以及测试的类型和题型。此外，

由于自适应测试的试题都需要试测过，所以题库的建设研究还需要说明一般测试的试题难

度、区分度的计算方法，并结合汉语语音本体研究成果和教育统计与测量的一般原理，就提

高语音测试的信度、效度和试题区分度提出相应的方案。  

二、自主学习平台的建设研究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移动学习的时代。学习平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自主学习。

平台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优化学习环境，对声调知觉训练来说，平台建设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

何最好地体现声调范畴学习的各项制约因素；对声调发声训练来说，平台建设研究的核心问

题是如何与声学测评软件、自适应测试软件相兼容。声调自主学习平台的建设涉及多媒体技

术、软件技术、网络技术、声学（知觉）软件和声调自主学习的心理认知，因此，相关课题

需要跨学科协同研究。 

三、外国学生汉语语音自主学习研究 

    1. 外国学生跨语言自主学习汉语语音的能力研究。外国学生跨语言自主学习汉语语音

的能力及其制约因素是多维的。逻辑上说，学生的母语、年龄、汉语水平会影响学生对汉语

语音范畴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的口头模仿能力、母语背景、日常生活中的汉语习得条件、

对语音准确度的自我要求会影响学生对汉语发音的自主学习能力；在线自主学习的内容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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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可少、是否丰富多彩、是否为学生喜闻乐见，自主学习平台的网上教学支持系统、网上

教务管理和资源管理系统是否成熟完备，有无对在线学习过程和教学效果的评估渠道，是否

允许教师对课程进行深度精细开发，平台的运作是否高效等外在因素则会影响学生自主学习

时的元认知调节能力；此外，汉语水平会影响学生对在线学习资源的利用能力。实际情况如

何，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所获的数据，得出结论。 

    2. 外国学生跨语言自主学习汉语语音的策略研究。外国学生是多元化的群体，在对汉

语声韵母、声调、重音、语调、停延的自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产生的偏误既有个体差异也

有群体共性，学习路径和学习策略都需要优化。因此有必要开展外国学生跨语言自主学习汉

语语音的策略研究。 

    3. 外国学生跨语言自主学习汉语语音的过程研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研究工具的更新，

语音习得研究方面有些原本看来不太现实的设想已经变得越来越具可行性。比如，过去语音

习得研究主要是借助于少量样本做小范围的偏误分析，片面性和偶然性很难克服。对语音自

主学习情况的大规模历时跟踪和对比研究过去至多只能是借助于教育技术在教育学领域研

究学生的出勤情况、参训态度、作业完成率等等。在移动学习设备已经十分普及的今天，只

要建立起语音训练素材库、测试题库和测试系统，只要跟读录音软件和知觉分析软件等训练

工具能连接在线语音训练数据库，就可以对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的发音记录和知觉训练记

录进行较大规模的历时跟踪。基于大数据纵向历时地研究哪种母语背景的学生，训练起点是

什么，在使用了什么样的训练素材、使用了多长时间后，汉语声韵母、声调、重音、语调、

停延哪个方面的发音或知觉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的规律如何，学生的训练目标实现情况，

将为认识外国学生汉语语音习得规律、改善外国学生汉语语音自主学习条件、检验外国学生

汉语语音能力能级标准、推进开展国别化的汉语中介语语音测试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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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eign students' nativ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 has some impacts on their Chinese phonetic 

learning. The attention paid by foreign students to the standard pronunciation of Mandarin are not 

identical, nor their self requirements for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pronunciation. Therefore, 

"teacher-centered"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iverse voice 

training, and the ideal approach for students to master Chinese pronunciation is through independent 

learning. Apart from students' ability of independent learning，Its feasibility depends on whether the 

training corpus and the platform supporting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can be built. Therefore，the 

research on Chinese phonetic training for foreigners' independent learn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In the early stage, the  focuses of research ar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ining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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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zhizhen.com/detail_38502727e7500f26d1462b931b94d9bb7a426fac4b3b43ff1921b0a3ea255101fc1cf1fbb4666ae6d3b3e2729a151632fb6a51450ddb2ae16993acffa54f7f4173cfce30a6858148c0e525c30201431a?&apistrclassfy=0_8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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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item pool and the training platform. In the later stage, it is on the process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by foreign students.  

Keywords:  phonetic independent learning , foreign students, necessity,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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