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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言语声音和言语声音表征关系的研究
刘方松１，王强２～，柳妍２”，陈静１，宋鲁平２”，韩在柱１，毕彦超１
目的研究在汉语背景下，非言语声音和言语声音在大脑中的表征关系。方法对３９例脑损伤患者和３９例正常对照

［摘要］

组进行声音一图片核证测验和声音属性判断，采用Ｃｒａｗｆｏｒｄ和Ｇａｒｔｈｗａｉｔｅ的分离软件对患者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群组分析显
示，患者在言语声音理解测验和非言语声音理解测验的成绩显著ｉＦ相关；个体分析屁示，部分患者表现出非言语声音理解难常，言
语声音理解损伤；部分患者则表现出言语声音理解正常，非言语声音理解损伤。结论在汉语背景下，言语声音和非言语声音在大
脑中是独立表征的。失语症患者的语言康复过程中，不仅要重视言语声音的训练，还要霞视非占语声音的训练。
［关键词］脑损伤；言语声音；非言语声音；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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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语症患者的临床康复过程中，我们往往集中

者，在脑损伤初期，言语声音和非言语声音理解都出现

于言语声音理解的训练，如句子听力理解，经常忽略对

严重的损伤；进行了１２周言语声音的训练之后，患者

非言语声音理解的训练，如自然界声音的理解训练。

在言语声音任务上恢复正常，而非言语声音的理解能

自然界的声音是指生活中物体发出来的声音，比如动

力仍然受损ｎ¨。以往发现的言语声音信息和非言语

物的声音、人做动作的声音。在国外，一些研究者通过

信息分离的病例，常常是个案研究，不同研究间被试的

脑损伤患者发现言语声音和非言语声音在行为测验上

母语、实验任务、测试材料均不同，因此可比性比较弱。

产生分离。例如他们很早就发现纯词聋患者对言语声

本研究采用汉语被试，利用大样本组群研究方式，来考

音理解困难，但是对非言语声音理解正常［１‘５］。而声音

察这两种不同的声音信息是否存在明显的分离。如果

失认症的患者，却表现出相反的模式，即对非言语声音

存在这种分离，特别是双分离。则为言语声音和非言语

理解困难，言语声音理解正常¨。８］。人们还通过现代脑

声音信息加工的相对独立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同

成像技术进一步支持言语声音和非言语声音在大脑不

时，也为汉语脑损伤患者的语言临床康复提供了理论

同的脑区进行加工［９＿ｌｏ］。Ｓａｙｇｉｎ等发现１例患

指导。
ｌ对象与方法

基金项目：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０７７０７１５、３０７００２２４），２．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０７ＣＹＹ００９）；３．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７０８２０５１）；４．国家。十
一五”科技支撑计划（２００８ＢＡｌ５０８００）。
作者单位：１．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１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０１０年３月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住院或门诊治疗的脑损伤患者３９
例。入组标准：①年龄在２０岁以上，受教育年限≥６

北京市１００８７５；２．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北京市１０００６８；３．中国康

年；②各种类型的脑损伤患者；③首次脑损伤；④没有

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神经康复－二科．北京市１０００６８。作者简介：刘

其他神经、精神问题，如酗酒、严重抑郁等；⑤听力正

方松（１９８６－）．男．江西九江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认知神经心理学

常。能完成简单的认知任务。能理解简单的指导语。其

研究。通讯作者：韩在柱，宋鲁平．

中男性３４例，女性５例，年龄（４５±１１．６９）岁；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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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属性判断任务成绩正相关（ｒ＝０．４４４，Ｐｄ０．０５）。

年限（１４士３．４）年。
选取与脑损伤患者年龄、教育年限匹配（Ｐ＞

２．２个体分析

在声音一图片核证任务中，３５例患者

０．０５）的正常成人３９例。其中男性２３例，女性１６例，

中有１６例成绩显著低于正常人；在声音属性判断任务

年龄（４９士９．６９）岁；受教育年限（１４－＋－４．０２）年。

中，３９例患者中有８例成绩显著低于正常人。在两个

１．２方法

任务中表现出分离的患者有１３例。其中３例患者表

１．２．１测量工具声音一图片核证测验（Ｎ＝４２）：考察

现出言语声音理解损伤，非言语声音理解正常１９例患

被试非言语声音理解的损伤程度。对于每个项目，在

者表现出非言语声音理解损伤，言语声音理解正常。

触摸屏上给被试呈现１张黑白图片（如狗的图片），同

两组行为模式表现出经典的双分离。表现出强分离的

时双耳呈现声音（如猴子的声音），让被试判断听到的

患者１例，其非言语声音理解和言语声音理解都出现

声音是不是图片中的物体发出来的。让被试用手指点

损伤，但是非言语声音理解的损伤程度显著高于言语

击屏幕上要选的答案，通过电脑记录反应是否正确。

声音理解的损伤。

回答正确记１分，回答错误记０分。

３讨论

声音属性判断测验（Ｎ一４５）：考察被试言语声音

本研究显示，脑损伤患者在言语声音和非言语声

理解的损伤程度。对于每个项目，通过听觉和视觉同

音理解的正确率正相关，表明这两个任务在一定程度

时呈现一个问题（比如，声音比较尖锐的是？）和两个选

上考察相同的认知过程，或者在完成这两个任务中应

项（比如，猴子和母牛），让被试用手指点击屏幕上要选

用相同的认知加工模块。声音一图片核证任务是国际

的答案，通过电脑记录反应是否正确。回答正确记１

上常用来考察非言语声音的理解任务［１引。而国际上

分，回答错误记０分。

常用的考察言语声音理解的任务不是声音属性判断任

图片知觉测验（Ｎ一２５）：考察被试图片识别能力

务，而是采用听力呈现的词汇一图片核证任务。这一任

的损伤程度。对于每个项目，在触摸屏上给被试呈现

务的优点在于控制额外变量的影响，如两个任务都是

３张图片，上方１张，下方２张，让被试从下方２张图片

让被试看一个图片并听一个声音，但是它的不足在于

中选出１张与上方图片一样的物体。被试用手指点击

这两个任务考察的可能不是同一种语义知识，如果被

屏幕上要选的答案．通过电脑记录反应是否正确。回

试在声音一图片核证任务和词汇一图片核证任务上出现

答正确记１分，回答错误记０分。

分离，原因可能是这两种任务考察的语义知识的分离，

１．２．２实施方法

采集被试者一般情况和患者病史。

而不是言语声音和非言语声音之间的分离。为了排除

测验实施过程在安静、通风的房间进行，由合格的主试

这种可能性，本文采用同样是考察声音知识的声音属

给出指导语，待被试明白要求之后让被试用手指点击

性判断作为言语声音理解的任务。同时，为了排除声

要选的答案，通过电脑记录被试反应。

音一图片核证中图片识别的影响，本文采用ＢＯＲＢ测验

１．３统计学方法

中的图片知觉测验来排除图片识别损伤的患者。

为了控制３个任务的难度，根据正

常对照组在这３个任务上正确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双分离现象经常用于研究两个认知过程在大脑中

得到脑损伤患者在这３个任务上的正确率的Ｚ分数。

相对独立表征关系。如果两个认知过程在被试间表现

挑选图片识别正常（Ｚ分数在士１．９６之间）的患者，将

出了双分离现象，说明这两个认知过程在大脑中是相

这些患者在言语声音任务和非言语声音任务的Ｚ分数

对独立表征的．即一个认知过程不受另外一个认知过

进行群组分析和个体分析。

程的影响。可以独立损伤。本文采用Ｃｒａｗｆｏｒｄ和

群组分析：对患者在言语声音任务和非言语声音
任务上的Ｚ分数计算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Ｇａｒｔｈｗａｉｔｅ（２００７）开发的分离软件来考察患者在两个

任务上是否存在经典分离或强分离。结果发现部分患

个体分析：采用Ｃｒａｗｆｏｒｄ和Ｇａｒｔｈｗａｉｔｅ（２００７）

者表现出言语声音理解损伤，非言语声音理解正常，部

开发的分离软件来考察患者在两个任务上是否存在经

分患者则表现出相反的模式，在多个患者中发现经典

典分离或强分离ｎ“。经典分离是指被试在某个任务

双分离。这一系列分离的发现强有力地支持国外的研

上的成绩正常。在另一个任务上的成绩显著低于正常

究结果［１’１…，同时也说明汉语的言语声音理解和非言

人；强分离是指被试在某个任务上的成绩显著低于在

语声音理解在大脑中也是独立表征的。

另一个任务上的成绩［１“。
２结果
３９例患者中有３５例在图片知觉测验上的表现正

本研究的结果说明，言语声音理解和非言语声音
理解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过程，提示我们在训练患者理

解周围人说话能力的同时．还要重视培养患者理解环

常，因此对这３５例患者进行群组分析和个体分析。

境中声音意义的能力。如动物叫的声音、人拍手的声音

２．１群组分析３５例患者在声音一图片核证任务与声

等。Ｓａｙｇｉｎ等发现的个案…３以及本研究的结果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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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语言康复工作带来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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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汉语深层失读语音诱发和语义诱发的个案研究
郑秀丽１，谢欲晓２，宋鲁平３，尹文刚４
［摘要］
目的研究语义诱发对汉语深层失读症的疗效。方法对 １例汉语深层失读患者给予声母诱发（语音诱发）、语义关联
词诱发、数量词诱发、语境诱发和实物诱发（后四者均为语义诱发）。 结果各项语义诱发的正确率均显著高于语音诱发（Ｐ＜

０．００１）。结论语义诱发对汉语深层失读较语音诱发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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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深层失读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对这些患者的

语音进行各种诱发性的训练。汉语是携带语义信息的

传统康复治疗技术偏重于语音的反复记忆，以及围绕

一种表义文字，本研究旨在通过实验对比研究语音和
语义两种诱发对于汉语深层失读患者的训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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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文字的深层失语症的表现比较相似，但在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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