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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onanc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singing. 

Previous researches on singing resonance tended to be 

based on the sense or experiences of vocality. Microphones, 

EGG signal collector and self-made vibration signal 

collector were used in our experiment to collect the speech, 

EGG, head and thoracic resonances signals of the a, i  and 

u three vowels which were produced by 2 Chinese folk 

tenors ranging from low to high, calculate the parameters of 

F0s, amplitudes of 4 channels, formants and bandwidths, 

compare and analyze which to observe the resonance 

characters of Chinese folk tenors at different ranges. The 

result shows: 1) head and thoracic resonances exist; 2) with 

the rising of the pitch, speech intensities of all vowels rise 

notably, the EGG signals keep unchanged, both the 

resonances rise notably at a high range,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resonance contributes notably at the high range; 3) 

EGG signals of the three vowels keep almost the same 

during the whole range. Speech, head and thoracic 

resonance intensities express differently at different ranges; 

4) igno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vowe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resonances intensities express differently 

at different ranges: head resonance is stronger than the 

thoracic resonance at both low and high ranges, while at 

medium range reverses. The result doesn’t accord with the 

formal vocal theory exactly.*

1 引言 
无论是说话还是唱歌，共鸣都是发声中

重要的因素之一。对说话而言，口腔共鸣和鼻

腔共鸣决定了元音的音色，没有口腔共鸣和鼻

腔共鸣，我们就不能发出能够区别意义的各种

                                                        
* 本项研究由北京大学 985 子项目“汉语普通话语音多

模态研究”资助。 

元音和辅音；对唱歌而言，共鸣似乎更为重要，

在P·M·马腊费奥迪《卡鲁索的发声方法》一

书中提到，“共鸣对嗓子音量的贡献，比呼吸所

提供的重要的多，也比声带的大小——发声力

量——重要的多”，因为人的声带能产生的声

音是极为微小单薄而没有色彩的，歌唱者只有

很好地运用腔体调节共鸣，才能发出音量宏大，

音色丰润饱满的歌声。音乐教育界对于歌唱共

鸣也一向非常重视，无论是西洋美声唱法还是

中国民族民间唱法，都有一整套的歌唱共鸣理

论。历来对歌唱共鸣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

种是声乐教育方面的普通研究，这种研究主要

基于声乐训练的经验和感觉，探寻共鸣的方法，

其主要目的也在于进行声乐教育；而共鸣机制

的实验研究主要在于言语嗓音医学方面，这种

研究主要运用实验的方法，从生理学和病理学

的角度，通过对共鸣的声学检测达到早期无创

发现病变，及早治疗的目的。本文主要在民歌

男高音的范围内，通过声学分析的方法研究共

鸣的机制，试图用实验结果检验先前基于感觉

的声乐理论，并科学地指导声乐训练。 

2 各家说法 
徐起飞（2004）认为“共鸣是发声中 重

要的因素，它赋予嗓音的音量和音质，并加强

其响亮度，直接影响着歌唱的效果，为发出一

个洪亮而亲切的嗓音，依靠共鸣比依靠力量更

重要”；冯彬、孔令鹏（2005）认为“根据一般

的发声原理,任何一种乐器如果能够发出美妙

的声音,它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 (1) 动力

部分; (2) 振动体部分; (3) 共鸣腔体部分。

这三个部分缺一不可,互相配合,相互作用,否

则不会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声乐艺术也不例



 

外,它是把气息作为动力,声带作为振动体,胸

腔、口咽腔、头腔的联合体作为共鸣腔体。通

过以上三个部分的正确的、合理的配合使用,

才能使生活中的语言得到合理充分的扩大,从

而艺术地再现经过自我创作的人声——一种

科学的、 自然的、 美妙的声音”；冉平（2005）

认为“声带是发声体，……它所能发出的声音

是微弱的细小而又无色彩的音，必须通过共鸣

器官对它加工、润色、美化”；肖眉雅（2006）

认为“歌唱家能与乐队抗衡的声音，是经过长

期的训练得到的，是充分地运用了人体各部分

共鸣腔体的结果”。 

如上，基于声乐的研究都不否认歌唱共鸣

的存在，当对歌唱共鸣腔体的解释和理解，却

有很多说法。这些说法既包括对歌唱共鸣腔体

划分的不一致，也包括对各共鸣腔共鸣作用的

不同理解。吴海燕（2005）认为歌唱共鸣腔可

分为胸腔共鸣、口腔共鸣和头腔共鸣，其中头

腔共鸣也可称为鼻腔共鸣。闫璟玉（2002）和

肖眉雅（2006）也把歌唱共鸣腔分为胸腔共鸣、

口咽腔共鸣和头腔共鸣三个部分。徐起飞

（2004）认为歌唱共鸣腔有四个：（1）从声带

声门至后腭弓（悬雍垂）是咽腔；（2）咽喉腔

以下是胸腔；（3）咽喉腔以上是口腔；（4）鼻

道及它周围的鼻窦灯（对窦窝在共鸣腔体中）

通称鼻腔。冉平（2005）也把歌唱共鸣腔分成

四个：胸腔共鸣、口咽腔共鸣、鼻咽腔共鸣和

头腔共鸣。冯彬、孔令鹏（2005）把歌唱共鸣

腔体分为固定共鸣腔体和可变共鸣腔体两种，

其中固定共鸣腔体分为头腔共鸣、鼻腔共鸣和

胸腔共鸣，而可变共鸣腔体又分为口腔共鸣和

咽腔共鸣。对于各共鸣腔体的共鸣作用，吴海

燕（2005）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她认为，胸腔

共鸣常常在比较低的声部运用得比较多，也常

常在各个声部得低区运用较多；口咽腔共鸣对

声音的丰满、优美的音色的产生有决定性的作

用，是胸腔和头腔共鸣的基础；头腔共鸣或鼻

腔共鸣是歌唱发音中 重要的共鸣腔体，它使

声音明亮、丰满，富有金属性铿锵的色彩。肖

眉雅（2006）认为，低声区我们胸腔共鸣的成

分多些;中声区口咽腔共鸣较明显；而高声区头

腔共鸣的成分明显增多。徐起飞（2004）还认

为，各个腔体不可能划出十分明显固定的界限，

虽然从理论上可以分为四个共鸣腔体，但当发

声共鸣时，共鸣是联合出现的。从歌唱效果和

实际来看，歌唱共鸣并不只是四个腔体共鸣的

结果，而是整个身体的共鸣，是“身体的腔体”

共鸣的结果——“不排除头、骨、腹部、关节、

甚至肌肉的联合共鸣。” 

运用实验方法研究歌唱共鸣，主要有黄永

旺等（2006），使用自行设计研制的“多通道

语言分析系统”,采用多路体表传感器间接测量

共鸣腔附近的体表振动信号来间接了解各个腔

体于振动时的共振特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特

征；通过测量歌唱者不同声部头、口、喉、胸

四部位的频谱能量分布特征来了解歌唱者各部

位的共振频率特性、基频、共振峰特性。得出

的结论是：歌唱发声时的共振系统并非一个统

一的共振频率,而是根据发声腔体的形状、共鸣

位置及组织结构的不同而各异;各声部的特征

主要与声带的自然结构、共振系统的差异及喉

内各肌组的调节作用有关。 

3 实验设备与方法 
3.1 实验设备 

硬件：麦克风一支，声门阻抗（EGG）采

集器，自制振动传感器两个，调音台一台，

Powerlab肌电脑电仪一台，录音用笔记本电脑

一台，定音用笔记本电脑一台。 

软件：录音用肌电脑电仪配套软件

ADInstruments 公司 Powerlab Chart5 for 

Windows，定音高用Cakewalk Pro Audio 9.03，

后期参数提取使用基于 matlab 的北大语音乐

律信号处理平台。 

发音人：刘洛克，男，24岁，北京大学合

唱团男高音，学习民歌唱法10年；郭长雷，男，

27岁，原北京大学合唱团男高音，学习民歌唱



 

法6年。 

信号样本在北大中文系录音室采集，本底

噪声小于等于 18dB。 

3.2 实验方法 

前期使用录音软件分四通道采集声音信

号，其中，第一通道采集经由麦克风得到的语

音信号，第二通道采集经由喉头仪得到的嗓音

信号，第三通道和第四通道分别采集两个振动

传感器得到的信号。信号采集参数为

16bit20k。 

实验前将麦克风固定在距发音人口部越

15cm处；喉头仪固定在喉头；一号振动传感器

固定在头顶偏前方约30度处，采集头腔共鸣信

号；二号振动传感器固定在胸部约肋骨第五节

正中，采集胸腔共鸣信号。 

实验时发音人根据定音高软件给出的标

准音高，从小字组g到小字二组g2，共 25 个

半音，使用民族唱法，每个音按元音[a][i][u]

各唱两遍，每遍约持续2秒，即每位发音人每

个元音共记录时长约2秒的50个四通道信号。 

实验后将记录的信号每个选取稳定段

30～40个周期，保存为PCM码的WAV格式，使

用北大语音乐律信号处理平台，提取基频、各

通道振幅、各通道共振峰及带宽等参数， 后

经分析比较得出实验结果。 

4 各通道信号分析 
首先，经检测可得，经由振动传感器的确

可以得到三、四通道的信号，如下图： 

图1 四通道信号举例 

由图1可得， 是的确存在

其次，我们考察三、四通道振幅随频率变

生的变化，首先考察元音a各通道振幅

绝对

胸腔共鸣和头腔共鸣

的。 

化而发

值的大小，我们用sp表示语音信号，egg

表示嗓音信号，ch3 和 ch4 分别表示头腔共鸣

信号和胸腔共鸣信号，如下图： 

图2 元音a各通道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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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可以看出，在元音a中，语音信号和两

个共鸣信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共鸣信号在

高音出上升 为明显，而嗓音信号基本保持

不变，只在 高音处有一点提高。 

图3 元音i各通道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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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3可以看出，在元音i中，语音信号有明

显的上升，嗓音信号有一个降升的过程，两个

共鸣信号在 高音处有较明显上升。 

图4 元音u各通道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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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4可以看出，在元音u中，语音信号有明

显的上升，嗓音信号、两个共鸣信号略有上升。 

总体来说，随着音高的提高，语音信号的

振幅有明显上升，嗓音信号基本保持不变，头

腔共鸣和胸腔共鸣信号略有上升，但在 高音

处上升幅度较大。 

5 各元音信号分析 
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讨论语音信号、嗓音信

别。

号、头腔共鸣信号和胸腔共鸣信号随音高提高

而发生的变化，并观察它们在不同元音中的差

 

图5 各元音语音信号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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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5可以看出，三个元音的语音信号大小随

着音高的提高均有明显的上升，且三个元音的

差别也很明显：元音a在整个音高域中信号振

幅 大，元音i居次，元音u居 末。 

图6 各元音嗓音信号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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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元音头腔共鸣信号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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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7可以看出，三个元音的头腔共鸣信号随

着音高的提高呈现一种先降后升的状态，且在

高音处均有明显上升，三个元音之间的关系

大致是：元音i在整个音高域中居于首位，元

音u和元音 居于次

位和末位，在#f1-g2的高音域中不分上下。由

此，即元音i 能引发头腔共鸣，而元音u在

低音范围内引发头腔共鸣的能力要高于元音

a。 

图8 各元音胸腔共鸣信号振幅 

a在g0-f1的低音域中分别

各元音胸腔共鸣信号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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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8可以看出，三个元音胸腔共鸣信号振幅

在整个音高域中大致呈上升的趋势，他们的关

系大致可以分g0-e2的中低音域和e2-g2的高

音域来比较：在中低音域，三个元音引发的胸

腔共鸣大致 在高音

域，a 强，u居次，i 末。 

总的来说，a i u 三个元音的嗓音信号振

幅在整个音高域上基本保持不变，也没有明显

的高下关系。 

元音a语音信号在三个元音中 强；头腔

共鸣信号整体小于元音 i，在 g0-f1 的低音域

中小于元音u，在#f1-g2的高音域中大于元音

是i 强，a居次，u 末；

 

由图6可以看出，三个元音的嗓音信号大小随

着音高的提高基本保持不变，且三个元音的嗓

音信号也大致不分高下，呈现出一种交错的状

态。 

图7 各元音头腔共鸣信号振幅 



 

u；胸腔共鸣信号在g0-e2的中低音域中小于元

音i，大于元音u，在e2-g2的高音域中大于元

音u和元音i。 

元音 i 的语音信号在三个元音中整体居

次；头腔共鸣信号在整个音域中大于元音a和

元音u；胸腔共鸣信号在g0-#d2的中低音域中

大于元音a和元音u，在 e2-g2 的高音域中小

于元音a和元音u。 

 

6 

音域的变化，试图推断不同音

高引

元音u的语音信号在三个元音中整体居于

末；头腔共鸣信号在整个音域中小于元音i，

在g0-f1的低音域中大于元音a，在#f1-g2的

高音域中小于元音a；胸腔共鸣在g0-#d2的中

低音域中小于元音a和元音 u，在 e2-g2 的高

音域中小于元音a而大于元音i。

两种共鸣的对比分析 
下面我们将分别考察头腔共鸣信号和胸

腔共鸣信号在全

发两种共鸣的能力。为了避免不同元音对

共鸣影响的不同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我们采用

共鸣信号振幅的平均值来观察。 

图9 共鸣信号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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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共鸣信号与嗓音信号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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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9可得，头腔共鸣和胸腔共鸣信号的大小

在全音域中并非一致，而是分为低、中、高三

段，呈现出不 低音域中，

头腔共鸣信号大于胸腔共鸣信号；在#f1-e2的

中音域中，胸腔共鸣信号大于头腔共鸣信号；

在f2-g2的高音域中，头腔共鸣信号又反过来

高于胸腔共鸣信号。为了更明显地观察两种共

鸣的效果，我们用共鸣信号和原始嗓音信号的

平均值之比再来观察，如图 10 所示。在图 10

中我们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一部分我们在后

面将会深入讨论。 

7 结论

由前述实验结果， 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 

1）胸腔共鸣和头腔共鸣的确存在，这一

结果与之前非基于实验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2）从语音、嗓音、头腔共鸣和胸腔共鸣

在全音域的变化来讲，随着音高的提高，语音

明显加强，嗓音基本保持不变，头腔共鸣和胸

腔共鸣在 高音处加强较明显，说明二者在高

在中低音域中强于元音 a

中弱于元音a和元音u。元

音u

在整个音域中强于元音 i，在低音域

中强

域中

同的态势。在g0-f1

与讨论 
我

音区对音量的贡献 为显著。 

3）从各元音在全音域的变化特点来讲，

总的来说，a i u 三个元音的嗓音强度在整个

音高域上基本保持不变，也没有明显的高下关

系。其中：元音a语音在三个元音中 强；头

腔共鸣整体弱于元音 i，在低音域中弱于元音

u，在高音域中强于元音u；胸腔共鸣在中低音

域中弱于元音i，强于元音u，在高音域中弱于

元音u和元音 i。元音i的语音在三个元音中

整体居次；头腔共鸣在整个音域中强于元音 a

和元音 u；胸腔共鸣

0.85

0

0.

g0 a0 b0 f1 g1 a1 b1 f2 g2

95

1

比
值 ch3平均/egg平均

ch4平均/egg平均

和元音u，在高音域

的语音在三个元音中整体居于 末；头腔

共鸣强度

于元音a，在高音域中弱于元音a；胸腔共

鸣在中低音域中强于元音 a 和元音 u，在高音

弱于元音a而强于元音i。 

4）从头腔共鸣和胸腔共鸣在全音域的变



 

化来讲，两者的强度在全音域中并非一致，而

是分为低、中、高三段，呈现出不同的态势。

在低音域中，头腔共鸣强度强于胸腔共鸣；在

中音

8 

 

， ，《浅谈共鸣腔体在歌唱中的作用》，岱宗

学刊

系，100871） 

域中，胸腔共鸣强于头腔共鸣；在高音域

中，头腔共鸣又反过来强于胸腔共鸣。这一结

果与传统声乐理论既相一致又不一致。所谓一

致，实验结果表明，头腔共鸣和胸腔共鸣在全

音域中同时存在，这与传统理论中“混合共鸣”

的理论是相一致的。其次，肖眉雅（2006）认

为，歌唱时从低声区到中声区、再从中声区到

高声区,共鸣的运用方式和成分会有所不同，而

实验的结果也表明，头腔共鸣和胸腔共鸣在低

中高三个音域有交替，并且中音域与高音域的

区分点e2/f2也正好是传统理论中男高音“换

声点”的位置。所谓不一致，传统理论中认为

“低音区以胸腔共鸣为主，高音区以头腔共鸣

为主”，而实验的结果却表明，民歌男高音的

共鸣模式是：低音域和高音域以头腔共鸣为主，

中音域以胸腔共鸣为主。 

总结 
本文主要以民歌男高音唱法作为一个切

入点，主要研究其头腔共鸣和胸腔共鸣的特点。

对声乐的共鸣进行实验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如徐起飞（2004）提出的“身体共鸣”的理论，

是否也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检测身体各部分

的共鸣特点，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声乐

的实验研究在国内还刚刚起步，在硬件和软件

的改进，实验方法的设计上都大有可为，需要

更多的研究人员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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