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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患有失歌症的汉语使用者其音高加工上的障碍是否延伸到了言语领域，情绪语义能否弥补其在

言语音高知觉上的不足。方法：通过蒙特利尔失歌症成套测验（MBEA）筛选失歌症组被试 20 人和正常对照组被试 22
人，并采用 ERPs 技术进行言语刺激和非言语刺激语调分辨任务实验，以分析两组被试在音调分辨能力和电生理指

标上的差异。 结果：对照组对言语和非言语刺激的音调分辨能力都显著优于失歌症组，且无论是失歌症组还是对照

组，其在言语刺激音调分辨任务中的表现都要优于在非言语刺激音调分辨任务中的表现。 此外，两组被试仅在正慢

波波幅上差异达边缘性显著，其他早期成分均无组间差异。 失歌症组正慢波脑地形图表现为额-中央区右侧偏侧化，

而对照组左右半球激活程度偏侧化不明显。 结论： 母语为汉语的失歌症者在音高感知上的障碍不仅体现在音乐领

域，并已扩展到言语领域，而且情绪词义并不能弥补这种不足，无法帮助失歌症者对词语的音调进行正确的辨识与

区分，但失歌症者并不存在听觉皮层的异常，其在音调分辨上的困难是由于其晚期心理认知资源投入过少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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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by comparing amusics with matched controls, aimed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deficit in music perception has already extended to speech in Chinese amusics, and whether emotional semantics could
compensate this kind of disorder in pitch perception. Methods: 20 amusics and 22 controls were selected after MBEA.
Then using event-related potential technique, we assessed whether the amusics of Mandarin Chinese had difficulties in
discriminating the Chinese emotional words by analyzing the behavioral data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index. Results: Con鄄
trols performed better in both speech and non-speech stimuli tonal discriminating tasks and both groups showed better in
speech stimuli tonal discriminating task. Furthermore,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onal discriminating
task occurred in positive slow wave. According to the scalp topography, amusics showed an asymmetry in the right frontal-
central region. Conclusion: Although Chinese amusics are familiar with tonal language, but their pitch perception disorder
has extended to speech domain, while the emotional semantics cannot compensate the deficit in pitch perception. There is
no dysfunction in auditory cortex in amusics, and their deficit in pitch perception is related to the lack of investment in
cognitiv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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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种古老而普遍的艺术形式， 涉及人类

的多 种 心 理 过 程，包括感知、认知、情感、学习和记

忆 [1]等，同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2]；而语言作为人

类特有的符号系统， 以中介的形式作用于个体与个

体，个体与客体世界。 音乐与语言关系密切，但两者

在多大程度上共享加工机制仍是认知神经科学界的

热点话题之一。由于音高即是音乐中的关键属性，又

是言语中的重要维度 [3]，探究音高辨别 能力如何影

响语言能力， 可以深入了解音乐和语言认知机制以

及神经加工机制。 虽然音乐和语言能力间的迁移也

许可以证明两者功能是基于共同的神经机制， 但在

某些情况下音乐能力对言语能力所具有的正迁移作

用，很可能是由于音乐训练或基因差异造成的，而非

音乐和语言的共享机制 [4]。 因此从认知缺陷的迁移

来探究音乐和语言的神经机制， 可以有效避免其他

无关因素的干扰。
已有研究证明， 人群中约有 4%的个体音乐感

知能力存在不足[5]，主要表现为不能有效感知音乐旋

律中的音高变化，被称之为先天性失歌症 [6]，这是一

种不能用脑损伤、听觉丧失、智力低下或缺乏外部刺

激等原因来解释的音乐感知能力缺陷[7]。 一方面，鉴

于音乐与言语相关脑功能区的内在重叠[8]，以及音乐

和言语所存在的固定的音调模式[9]，若两者建立在共

同的神经机制上， 那么失歌症个体在音乐音高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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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缺陷，便会影响到其言语知觉。 另一方面，音乐

和言语韵律都是借由改变音高、强度、节奏等来表达

不同情感内容的声音刺激 [10]，个体对音乐和言语韵

律的感受性可能有着相似的发展基础 [11]，那么情感

辨别和音高知觉是否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语义

中含有的情绪信息是否能帮助失歌症者知觉言语音

高信息？
基于以上， 本研究选择包含情绪语义的汉语词

语和与其对应的非言语刺激材料作为本次研究的主

要实验材料。此外，由于仅从行为学研究中无法明确

失歌症者所表现出的在音高加工能力上的不足，是

由听觉皮层存在先天性异常还是注意加工能力的缺

陷所引起的，因此在任务过程中借助 ERP 技术记录

被试大脑电生理变化情况， 目的在于对信息加工过

程的各个阶段进行分离， 从而进一步确定发生异常

的时刻和程度。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校园广 告和网络论 坛公告等形 式招募被

试，并通过蒙特利尔失歌症成套测验（Montreal Bat鄄
tery of Evaluation of Amusia，MBEA） [12]筛 选，采用低

于中国样本 [13]总平均分两个标准差作为划界分，即

将失歌症个体定义为总平均分低于 21.5 分的个体，
并将总平均分高于 26 分的个体归为对照组，两组被

试在其他因素上，如年龄、性别构成和受教育年限上

均无显著性差异（Ps>0.05）。 最终共有 20 名失歌症

者和 22 名匹配的正常被试进入正式实验并顺利完

成 EEG 实验。 两组具体情况与 MBEA 各分测验得

分详见表 1。 入组被试皆为右利手，不存在听觉、神

经病学和精神病方面的疾病史， 汉语是其母语并一

直使用， 而且没有接受过正式的音乐培训。 所有被

试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后付少量被试费。
1.2 实验材料

使用正性和负性情绪词语各 20 个，均选自徐舒

靖等[14]编制的情绪词语库。 由一名播音主持专业男

性 朗 读 ， 随 后 借 由 交 叉 拼 接 技 术 （cross-splicing
technique）处理，以保证每个词语第一个音节在声学

上的一致性和第二个音节在时间上的同步性。 每个

词语持续时长 850ms，其中单字 400ms，两字间间隔

50ms。 与言语刺激材料所对应的非言语刺激材料，
由 Praat 软件[15]转换而来，所生成的音频材料听上去

像是闭着嘴巴说话。 此种处理可以保留言语刺激中

每个词语的音高和强度并消除其词义， 即保留了韵

律线索而排除了言语意义， 与对应的言语刺激在其

他各方面保持了一致。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及 MBEA 各分测验正确率

注：**P<0.001

1.3 方法

经 MBEA 全套测验筛选后，符合入组标准的被

试纳入事件相关电位（ERPs）实验。 被试被安排坐在

光线柔和的防静电隔音房中， 要求其选择舒适的姿

势坐在椅子上并尽量放松， 避免身体在实验过程中

有较大幅度的摆动。实验过程中，要求被试对从脉冲

耳机中听到的成对出现的词语进行判断， 分辨两者

的语气语调是否一致，若一致按下反应盒上“2”键，
若不一致则按下“3”键。

ERPs 实验共包括两部分：言语刺激音调分辨任

务和非言语刺激音调分辨任务。 每个实验部分都包

括 160 个试次，并对所有的刺激材料进行伪随机。所

有声音刺激的分贝数设定为 90dB/SPL， 刺激间 隔

2350-2850ms，并完全随机。 实验中被试所佩戴的电

极帽为 32 导联， 采用国际 10-20 系统导联安放标

准，参考电极为双侧乳突。 脑电记录时，各电极点阻

抗均小于 5KΩ， 使用 AC 模式采集脑电， 采样率为

500Hz，滤波为 0.5-50Hz 带通。
1.4 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15.0 软件对所有数据采用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 曼-惠特尼维尔克松秩和检验（U
检验），维尔克松符号等级检验法等统计方法进行统

计分析。 统计过程中，若无特殊说明，均采用双侧检

验，显著性 α=0.05。

2 结 果

2.1 行为学结果

本研究使用击中率-虚报率（%H-%FA）来反映

被试任务完成的情况，其中击中（hit）定义为被试将

配对不同的词语判断为不同，而虚报（false alarm）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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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将配对相同的词语判断为不同。 若忽略情绪词

本身的情绪效价可能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对照组对

言语和非言语刺激的音调分辨能力都显著优于失歌

症组（Ps<0.05），详见表 2。随后分别对两组进行组内

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失歌症组还是对照组，其在言

语刺激音调分辨任务中的表现都要优于在非言语刺

激音调分辨任务中的表现（Ps<0.05）。
若将情绪词的正负性作为一个考虑因素纳入分

析， 结果提示无论所呈现的词语含有正性情感还是

负性情感， 对照组被试的表现都显著优于失歌症组

（Ps<0.05），结果详见表 3。

表 2 两种情绪词音调分辨任务下%H-%FA 组间对比(%)

表 3 不同情绪词类型在两种音调分辨任务下组间对比(%)

2.2 ERP 结果

对 EEG 数据进行离线处理，逐段检查并去除有

明显伪迹和漂移的脑电数据， 分段时程选取刺激前

300ms 到刺激后 1800ms，共计 2100ms，并采用无相

移带通 0.5Hz-25Hz（24dB/oct）进行数字滤波。 最后

每种刺激类型下的正性词和负性词刺激所诱发的波

形分别进行叠加平均， 通过对总平均波形的初步分

析发现， 本实验中除 P1，N1，P2 成分波幅有明显的

峰值外，其他主要成分表现为慢波，为避免因峰振幅

测量所引起的变异， 本研究采用平均波峰测量法对

慢波进行测量并取所有电极点做脑地形图。
基于国外研究者对失歌症的 ERPs 研究和对本

研究初步获取的 ERPs 波形图总平均数据的目测，
发现两组被试波形差异最为明显 的电极点 集中在

额-中央区（FC3，FCz，FC4），因此对此区域声音刺激

所诱发的主要成分进行分析： 两种刺激类型皆能诱

发出的介于 30-110ms 之间的早期正成分，即 P1；由

言语刺激诱发的介于 70-200ms 之间的负成 分，即

N1， 以及介 于 100-260ms 之 间 的 正 成 分， 即 P2；
350-750ms 之 间 两 种 刺 激 类 型 皆 可 诱 发 出 的 负 慢

波，其中在言语刺激下该负性慢波表现为单峰，主要

出现在 550-650ms， 而非言语刺激下该负慢波表现

为双峰形态，主要介于 370-470ms 和 630-730ms 两

个时间窗；以及 1200-1500ms 之间由两种刺激类型

诱发的正慢波。
无论在言语刺激下还是在非言语刺激下， 失歌

症组和对照组两者的 P1 成分均无差异 （Ps>0.05），
且均存在电极点主效应（Ps<0.05）。 同时，非言语刺

激较言语刺激所诱发电位范围更为广泛， 且对照组

表现为左右两半球对称模式； 而在言语刺激下对照

组所活跃的脑区范围也较失歌症组更大集中在额-
中央区。由于刺激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N1 和 P2 成

分仅在言语刺激下被诱发。 结果表明两种成分波幅

也不存在组间差异（Ps>0.05），并仅存在电极点主效

应 （Ps<0.05）。 与早期成分对比结果相同的是，在

350-750ms 这个时间窗内， 言语刺激下所诱发出来

的负慢波 N550-650 以及非言语刺激下所诱发的负

慢波 N370-470 和 N630-730 组间差异不显著 （Ps>
0.05），且均存在电极点主效应（Ps<0.05）。 两组波形

图的主要差异主要体现在晚期的正慢波上 （1200-
1500ms）。 在两种刺激类型下，失歌症组和对照组组

间差异均达到边缘性显著， 言语刺激下 F (1，40)=
3.34，Ｐ=0.075，非言语刺激下F(1，40)=3.85，Ｐ=0.057。
在晚期成分上， 失歌症组在两种刺激类型下均出现

右侧偏侧化，而对照组大脑偏侧化不明显，且活跃程

度比失歌症组大。

3 讨 论

无论在言语刺激还是非言语刺激下失歌症组的

表现都显著差于对照组， 说明失歌症个体对汉语音

调和汉语韵律的感知能力均受到了损伤， 而情绪语

义并不能弥补失歌症者在音高知觉上的缺陷， 提示

语言的情绪与音高感知系统相对独立，这与 Sloboda
等[16]对于音乐情绪与音高系统的研究结果类似。 此

外，Liu[17]等曾对母语为英语的失歌症者语调分辨和

识别能力进行过研究， 结果也表明失歌症者对言语

刺激和非言语刺激语调分辨和识别能力都存在一定

的障碍， 而且这些加工困难主要体现在对音高距离

较小刺激的加工上， 而另一项针对我国失歌症人群

的研究 [13]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表现为失歌症个体

对言语材料加工的异常， 即便在有情绪语义线索下

也无法有效的分辨言语音调。 但是 Ayotte 等[18]的研

究结果与本研究恰恰相反， 他们发现使用非音调语

言的失歌症个体在分辨西方语言音调时并不会表现

出异常， 但其对相应非言语刺激的加工却较正常人

差，Patel 等 [19]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果。 原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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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音乐旋律中两个音高间差异的最小距离仅为一

个半音（semi-tone）[20]，而西方言语中两相邻音高变

化在 5-12 个半音之间[21]，因此言语材料中音高变化

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了失歌症个体所能侦测到的音

高变化的阈值。
在脑电 ERPs 结果上， 两组被试在对音调进行

分辨时早期脑电成分均无组间差异， 说明失歌症组

听觉皮层未出现功能异常，仍可感知到音高差异，这

也与之前关于失歌症的 ERPs 结果一致 [22-24]，但在晚

期正慢波上组间差异达到边缘性显著， 提示我国的

失歌症个体在音高加工上所表现出的不足同样会影

响到其语言加工， 这也与对我国失歌症群体的研究

结果一致 [13，25]。 失歌症个体大脑已具备正常的加工

音高差异的神经回路 [22]，但其对音高的早期加工并

没有导向晚期高级、意识参与的加工阶段，这也是失

歌症者对音高加工与正常者对音高加工的主要差异

所在，即晚期认知资源投入较少。 此外，各成分在两

种刺激类型下均有电极点主效应， 表明音高感知具

有偏侧化，在额-中央右侧会诱发出更大的正波。 音

乐加工是大脑颞叶的功能之一， 且音高加工主要定

位在右脑听觉皮层 [26]，本研究中被试对刺激后期的

加工也集中在右侧额-中央区。
综上，虽然汉语为音调语言，且词义中包含情绪

信息， 但也并不能弥补失歌症者在言语知觉上的缺

陷， 其原因可能是其右侧脑区对刺激加工的不足所

引起的，提示音乐与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失歌症

发生的神经机制则需进一步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Hauser MD, McDermott J. The evolution of the music facul-
ty: Ａ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ature Neuroscience, 2003,
6(7): 663-668

2 Bella SD, Berkowska M. Singing and its neuronal substrates:
evidence from the general population. Contemporary Music
Review, 2009, 28(3): 279-291

3 蒋存梅，杨玉芳 . 失歌症者对音乐和言语音高的加工 . 心

理科学进展，2012，20(2)：159-167
4 Schellenberg G, Peretz I. Music, language and cognition:

Ｕnresolved issues. Trends in Cognition Science, 2008, 12:
45-46

5 Kalwus H, Fry DB. On tune deafness(dysmelodia): Ｆrequen-
cy, development, genetics and musical background. Annals
of Ｈuman Ｇenetics, 1980, 43(4): 369-382

6 Levitin DJ, Tirovolas AK. Current advances in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usic.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09, 1156: 211-231

7 Peretz I, Hyde KL. What is specific to music processing?
Insights from congenital amusia. Trends in Ｃognitive Ｓci-
ences, 2003, 7(8): 362-367

8 Peretz I. The nature of music from a biological perspective.
Cognition, 2006, 100(1): 1-32

9 Patel AD. An empirical method for comparing pitch patterns
in spoken and musical melodies: A comment on JGS
Pearl’s “Eavesdropping with a master: Leos Janácˇek and
the music of speech”. Empirical Musicology Review, 2006,
1: 166-169

10 Dissanayake E. Antecedents of the temporal arts in early
mother-infant interaction． In Wallin NL, Merker B, Brown
S. The origins of musi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389-410

11 Mcmullen E, Saffran JR. Music and language: A develop-
mental comparison. Music Perception, 2004, 21(3): 289-311

12 Peretz I, Champod AS, Hyde K. Varieties of musical disor-
ders: The montreal battery of evaluation of amusia.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03, 999: 58-75

13 Nan Y, Sun Y, Peretz I. Congenital amusia in speakers of a
tone language: Ａssociation with lexical tone agnosia. Brain,
2010, 133 (9): 2635-2642

14 徐舒靖，尹慧芳，吴大兴. 情绪障碍研究用汉语情绪词分

类 系 统 的 初 步 建 立 . 中 国 心 理 卫 生 杂 志 ，2008，22(10)：
770-774

15 Boersma P. Praat, a system for 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
er. Glot International, 2010, 5(9/10): 341-345

16 Sloboda JA, Wise KJ, Peretz I. Quantifying tone deafnes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
my of Sciences, 2005, 1060: 255-261

17 Liu F, Patel AD, Fourcin A., et al. Intonation processing in
congenital amusia: Discrimin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imita-
tion. Brain, 2010, 133(6): 1682-1693

18 Ayotte J, Peretz I, Hyde KL. Congenital amusia: Ａ group
study of adults aflicted with a music -specifc disorder.
Brain, 2002, 125(Pt 2): 238-251

19 Patel AD, Foxton JM, Griffiths TD. Musically tone-deaf in-
dividuals have difficulty discriminating intonation contours
extracted from speech. Brain Cognition, 2005, 59(3): 310-
313

20 Fitzsimons M, Sheahan N, Staunton H. Gender and the in-
tegration of acoustic dimensions of prosody: Ｉ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studies. Brain Language, 2001, 78: 94-108

21 Vos PG, Troost JM.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melodic in
tervals: Ｓtatistical findings and their perceptual relevance.
Music Perception, 1989, 6: 383-396

22 Peretz I, Brattico E, Tervaniemi M. Abnormal electrical
brain responses to pitch in congenital amusia. Annual Neu-
rology, 2005, 58(3): 478-482

（下转第 69 页）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年 第 21 卷 第 1 期 ·57·



CA 与 AUC 方法在此问题上的检验结果是一致的，
这也说明 CA 对总贴现程度描述的可靠性。

类双曲线模型的参数 K 与 CA 之间并无相关，
被试在一段时间里的主观价值变化速度与总贴现程

度没有必然联系。单从面积大小考虑贴现能力，用参

数 K 必然不能反映其大小， 这与 Myerson 等人认为

单用贴现率参数 K 不足以对个体贴现行为做出适

当的描述的结论相符[3]。然而类双曲线模型中参数 K
的比较具有其自身的意义， 这是以前研究所没有提

及的。 通过 CA 大小相近的两个被试之间的比较，发

现参数 K 和 S 可对主观价值的变化做出反映，能清

楚地对被试短期延迟时的变化速度和长期延迟时的

变化范围做出概括。 类双曲线模型中参数 K 所代表

与普通双曲线模型中的意义相同，K 值超大，拟合曲

线越陡峭，贴现率越大，参数 K 的比较仍具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当参数 S 值小于 1 时，可以预测被试主

观价值随延迟时间的继续增加将不会发生变化，而

是趋于一种稳定状态。 K 与 S 呈高度负相关，S 值越

小，达到这种稳定状态需要的延迟时间也就越短，变

化速度就越大。正因为参数 S 的增加，类双曲线模型

也由此改变了 K 与 CA 变化相一致的状态。
确切而言，CA 或 AUC 代表的贴现能力是对一

段延迟时间里总贴现程度的反映， 对主观价值的变

化情况考虑欠少。 类双曲线模型中的贴现率参数 K
仍具有反映主观价值变化速度的特点， 刚好弥补了

面积描述的不足。 参数 S 值并不影响其曲线的陡峭

程度， 可反映长期延迟时主观价值是否仍处于较大

变化状态。 所以，CA 与参数相结合有利于贴现能力

多方面的信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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