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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of human communication,and it’s the combination of 

sound and meaning.However. As the material shell of language, speech carries the language 

informa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ow 

to teach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to master the skills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is not only the 

focus of teaching, but also the difficulty of teaching.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refer to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nd try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Chinese speech system and Japanese speech 

system,aims to make a brief narration and predict the difficulties that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may 

en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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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音义的结合体。而语音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

负载着社会交际的语言信息，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的形式。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教会

二语习得者熟练地掌握言语交际技能既是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因此，本文将参照前人

研究成果，试从汉语语音系统和日语语音系统对比分析的角度，展开浅述，并预测二语习得

者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1.现代汉语语音的有利因素和难点 

在现行普通话中，汉语语音当中采用的音素较少，声母和韵母的个数有限，在对汉语为

母语的学习者进行的教学中，采用的拼音字母表只有 23个声母和 24个韵母。详见下表： 

         
且汉语音节结构简单，乐音较多，噪音少，因而音乐性较强。也不出现复辅音，上表中

出现的 zh、ch、sh三个声母是由两个字母表示一个音素，不是复辅音。   

其次，汉语音节界限整齐简洁，多数音节呈现辅音在前，单元音或复元音在后的特点，

辅音出现在音节末尾的情况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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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音节基本对应，声韵之间的配合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基本结构呈现为声韵调的形

式。例如寒[han]，是由辅音[h]，加上复韵母[an]，最后添加声调组成的音节结构。 

但汉语语音中最大的学习难点是声调，许多日本学生在掌握声调的用法时尤为困难，下

文将会对汉日两种音高变化进行简要分析。其中音节的送气与否、音变和轻声也是汉语语音

系统中独有的语音特点。                    

因此，在对日汉语教学中，明晰汉语语音的规律和形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汉日语音的发音比较分析 

在《汉语拼音方案》中，总共有 10个基本元音：[a]、[o]、[e]、[i]、[u]、[ü]、[ê]、

-i[ɿ]、 -i [ʅ]、[er]。与汉语和英语不同，日语没有复合元音而只有单元音。在日语中共

有五个元音，即あ[ä]、い[i]、う[ɯ]、え[e]、お[o]五个元音。它们既可以独立构成音节，

也可以与其他辅音共同构成音节。其发音特点是可以任意延长，发音时声带振动。就数量上

看，汉语元音数量是日语元音的一倍，且汉语中的基本元音和日语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也

有较大差别。 

因此，以日语为母语的二语习得者在学习汉语时，可能会遇到发音上的困难，下面就以

汉日语音[a]、[u]的分析为例： 

[a] 舌面、央、低、不圆唇元音。发[a]时，嘴唇自然张大，舌尖微离下齿背，舌位降到

最低（是普通话中舌位最低的一个元音），舌面居中，声带振动。但在日语中发あ[a]元音

时，嘴型不宜张得过大，舌也应自然落下。二者发音有轻微差别。 

[u] 舌面、后、高、圆唇元音。汉语中这个元音与日语中的う[ɯ]舌位相同，区别在于

[u]是圆唇元音，而う[ɯ]则为不圆唇。因此，日本学生在学习汉语时，这个音很难发准，关

键在于唇圆与否。在教授这个元音时，汉语教师可以采用“夸张教学法”，发音时，圆唇后

向前突出，夸张示范，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同时强调反复练习，使之成为习惯。 

此外，日本人在学习汉语中的辅音时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是送气与不送气音的区别。在

日语语音系统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辅音概念，但有清音和浊音之分。清音类似于汉语的送

气音，浊音类似于汉语的不送气音，但送气与否和清浊音又不属于“纵向对应关系”，即发

音部位相同而发音方法不同的对应关系，二者既有相同又有差异。 

因此，日本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如果不清楚汉语中送气音与不送属于不同音位，一些按

照母语发音习惯的日本学生，自然地就对汉语的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缺乏必要的敏感性，从而

造成语音上的不规范。 

送气音 p t k q c ch 

不送气音 b d g j z zh 

 

二语习得者在学习辅音表中的六对声母时，不加以注意送气与否，可能就会导致母语负

迁移。常见的现象如日本学生在学习“伯伯（bó·bó）”的读音时，很容易受母语影响念成

“pó·pó”。因为在日语中，送气与否并不区分词义，但如果日语学习者不加强监控的话，

就会产生巨大的偏误，汉语教师也需要提醒二语学习者做大量的辨音练习。 

3.汉日语音语调的学习难点分析 

汉语将音的高低称为“声调”，根据音节中的高低变化表示不同的意思（如：“妈 mā”

和“马 mǎ”）。与此相对，日语在一个音节内没有明显的语音高低变化，其是通过音节间的

高低变化来表达不同的含义，但汉语除了部分汉字外，每个汉字都是由固定不变的声调表示

该字的意义。因此，日本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常在声调的问题时出现困难。 

从语音的角度来分析，日语属音拍语。即一般来说，日语的一个假名表示一个音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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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音节停留的时间长短相同。比如我们在读“ma”音节时，日语的单词拼读过渡时平直的，

即读成“ま”，期间没有音调的轻重高低变化，不区别意义。而在汉语中“ma”，可以有四

声的变化，即阴平（mā）、阳平（má）、上声（mǎ）、去声（mà）四种类型，每种读音都代

表着不同的词性和词义。一个很明显的汉日语音上的差别就是，在日语中单词的两个音节间

的音高一定不同，前者音节低，则后者就高；前者音节高，后者音节就低。汉语就可以有两

个相同音高的音节存在。理论上说，汉语中的音节加上声调的组合有 1300 多个，因此日语

学习者学习汉语时，在掌握声调的升降变化时常叫苦不迭，甚至出现“洋腔洋调”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日两国的语音系统中，都有着句调的概念。句调与人们想表达的意

思和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同一句话，由于句调语调不同，可能蕴含着不同的意思。 

日语中句调语调无论是短语还是陈述句都由开始高，往后则整体音高逐渐降低的倾向。

而汉语中句调的升降主要指句调的音高变化，句调贯穿于整个句子的始终，但显著的是，汉

语中句调体现在句子的末尾，汉语句末不同的标点则是实际上的语调的标志，不同的句调标

志不同的语气，表示不同的句义。 

 

（1）“这是书（吗）？↗”加上句调表示征询对方； 

（2）“这是书！↘”用降调表示句义的肯定，表达这个物体就是书而不是其他物品。 

 

（3）“これは 本ですか↗（这是书吗？）”“か”表示疑问助词 

（4）“これは 本です  ↘（这是书）” 

     

（5）“これは 本ですか（这是书吗？）” 

 

通过上文中的五个句子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汉语和日语中，语调句调都可以

使用，但在语义表达上有着细微的差别。由于汉语是孤立语，语义的表达需要借助一定的条

件，很显著就是一点就是，通过不同的疑问语气词或者句调的升降变化。而日语是黏着语，

句子中的独立词和附属词关系密切，有时附属词又可以直接表达语义和思想感情。例（1）

句末是由疑问标志加上升调构成疑问语气，也可以用疑问语气词“吗”构成疑问句。例（2）

中用降调表示肯定的语义。反观例（3），日语中表示疑问语气时，常带上疑问终助词“か”

加上升调表示疑问，而且一般不用问号表示疑问。例（4）句末的助动词“です”用降调。

这是由于日语自身的语言特点，附属词在句义表达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例（5）中，如

果用日语的平调来说，仍然表示疑问，句子的疑问语义表达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汉语中如果

需要表示疑问语气，那就需要在语句末尾带上升调，不用其他的语调表示疑问。 

因此，很多以日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接触汉语语音句调时，对于汉语中不同的句调能够

表达不同的语气时会有很大的困难。其次，汉语中不同的言语表达可能还会使用不同的标点

符号，对日汉语教师也应注意学习者可能出现的各种偏误并加以纠正。 

4.汉语轻声和部分变调语音的难点分析 

    在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中，轻声和变调的学习也是日本学生的难点之一，甚至是世界上

其他语言学习者的拦路虎。在汉语中，轻声与非轻声的对立是可以区分词义和词性的。如： 

 

（6）地道（dì·dào）  名词     表示“地下通道”的意思 

（7）地道（dì·dao）  形容词   表示“符合标准”的意思 

 

很多日本学生就不太容易掌握这个轻声的使用条件和语法意义，因为在日语的语音系统

中，没有轻声的用法，只有轻重音的说法。在日本语中“地道（じみち）”是比较贴切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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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形容词“地道”的表义的。因此有些日本学生可能会出现将名词“地道”误读成形容词“地

道”，产生母语负迁移的现象。 

上文已经简述过声调是汉语音节在单念时的调值，这个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在语流中多

音节相连，就有可能导致某些音节发生变化，这就是变调。上声的变调、“一”“不”的变

调等都是日本学生在习得汉语时的困难。例如： 

（8）上声+上声：即两个上声连读时，前一上声调值由[214]变读为[35]。 “理想”“丰

满”“水果”等都属于此类变调。 

（9）上声+上声+上声的连续变调，根据三个上声语义间的紧密关系可分为两种形式： 

①“AB+C”结构：即前两个音节变为 35，后一个音节则仍读原上声。“展览/馆”“管

理/法”等属于此类变调。 

②“A+BC”结构：即第一个音节变为 21，第二个音节变为 35，最后的音节则保留原上

声。“老/领导”“马/总管”等都属于此类变调。 

而日语文字是音拍语，词或短语的内部的声音高低变化格式基本固定，并不存在像汉语

语音有轻声和变调的形式。许多日本学生初次面对汉语声调时一脸茫然，接触轻声和变调时

更加手足无措，“洋腔洋调”现象非常普遍。此外，汉语语音音位变体则更加复杂，在此就

不详述了。 

5.结语 

上文对汉日两种语音系统中的部分语音概念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对比，从中看到了汉日语

音中的某些差异，也间述了日本学生可能在汉语语音学习上会有哪些困难，也许并不详尽。

汉语作为汉藏语系下的语族分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世界语言中最具有特色的语言之

一。相较于日语而言，汉语音节较多、语音多变，日语学习者在面对庞大而又复杂的汉语语

音系统时，习得过程中仍然需要大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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