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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声景的概念与特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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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噪声是城市主要噪声源之一，在解读了原始声景研究范畴与研究内容后，通过对道路交通特点的分析，
提出了交通声景的概念，并从人、声音、环境三个角度阐述了交通声景的研究内容。通过对交通声景与建筑声景研
究对象、调节手段进行比较后，对交通声景的特点进行了解析。交通声景的设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建立一个恰当的交通声景评价体系需要大量的分析与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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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ffic soundscape
SUN Kang, LIANG Xing-yu, WEN Yong-hui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gine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Traffic noise is one of main urban noise sources. The concept of traffic soundscape shows up after discussing
the categories and contents of origin soundscape research and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ffic. And what traffic
soundscape want to study on is detailed proposed through the view of people, sound and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stick
out the specialties of traffic soundscape, a comparison about study objects and conditioning techniques between traffic
soundscape and construction soundscape is coming up. Traffic soundscap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our daily
life, which needs lots of work to build a proper evaluation system of it.
Key words: noise; soundscape; traffic soundscape; construction soundscape
[1]

0 引 言
在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中，人们往往不得不暴露
在各种嘈杂的噪声中，如机动车辆的发动机声，车
辆与路面的摩擦声，建筑施工的大型机械噪声，路
边大型广告声、音乐声，小贩的叫卖声，行人集会
的复杂人声，手机、收音机等具有功放功能的电子
设备所发出的噪声，路边的宠物叫声，甚至寒风的
呼呼声……都是我们所避之不及的。
鉴于此，噪声的影响、控制和立法方面已有大
量研究工作。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得交通业对
于车辆的要求不断提升，多年以来的减震降噪工作
已取得了一定的可观成果。然而降噪的初衷，是使
人获得舒适感，降噪只是手段；追求舒适度可以着
眼的角度还有很多，一味地追求降噪无异于舍本逐
末。国外学者 Carles J L 等在一些研究中得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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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视觉效果会减少噪声的影响 。Hashimoto T，
Hatano S 等学者的一项关于建筑机械声质量的研究
表明，如果没有好的景致存在，其声音会听起来更
[2]
响、更尖利、更令人不快 。无独有偶，对汽车内
部噪声的研究显示，良好的视觉质量可以明显降低
噪声给人们的负面影响，甚至有时其降低值相当于
[3]
10 dB 。
环境心理学的研究认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认
知客观世界最重要的感官，人对于环境的认知 85%
[4]
来自于视觉，10%来自于听觉感官 。事实上，人
们对于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声环境的评价受到诸多
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而与此密
切相关的是近年来广受重视的声景研究。

1 声景及其研究范畴
Soundscape——声音景观，简称声景，指的是
人 类 生 活 中的 声 音 环 境。 由 芬 兰 地理 学 家 拉 诺
(Granoe)1929 年首先提出。这是由居住环境 Landscape 一词推广来而的新单词，用来描写以听者为
[5]
中心的声环境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加
拿大著名音乐家 R. Murray Schafer 在针对噪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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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中发现，音乐家将好的声音囊括到演奏厅
中，而将其他声音拒之门外，任其成为噪音。而在
这些所谓的“噪音”中尚有许多值得保留的好声音，
[6]
由此首先在欧美地区开展了关于声景的研究 。
1.1

声景的起源与基本思想

20 世纪 60 年代，Schafer 教授开创了一个新的
学科——声学生态学(Acoustic Ecology)。这是一种
源于对声音本身的哲学思考，每个人都应该对周围
的声环境构成负有一定的责任。Schafer 教授认为，
我们应当尝试着像倾听音乐作品一样来感受它，寻
[7]
求另一种方式使环境中的声学研究变得更为积极 。
此外，Schafer 教授创立了一个以教育研究为目的
的团队：世界声景计划(World Soundscape Plan，
WSP)，WSP 主要记录声音资料，不仅包括自然声，
[8]
也包括人文声、历史声、记忆声 。
Schafer 教授在其许多著作中多次提及学者 M
Mcluhan 的思想，他认为现代文明过多地重视视觉
因素而忽略了五大感官中的其他因素。传统的城市
开放空间的景观设计多着眼于空间形态、色彩构
成、布局功能、材质性能等等方面，奉行视觉至上，
而忽略了听觉、触觉、嗅觉等因素的影响。
由此可知，声景的研究是一项集成了声学、音
响学、景观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科学领
域的多方位综合研究，是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因此，
进行声景研究需要有声学的知识技术、美学的人文
修养、敏锐的观察与审美能力，以及社会调查与历
[9]
史研究的能力 。
1.2

Fig.1

图 1 声景学概念图
The concept structure of soundscape

图 1 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声景研究的内容，即我
们双眼能看见的环境中的景观，双耳能听见的环境
中的声音，以及这两者对我们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
这样的三位一体的概念。
基于 Schafer 教授的思想，WSP 给出的声景的
定义是：一种强调个体或社会感知和理解的方式的
声音环境。舒尔茨强调，人的存在是场所精神的灵
魂，人通过感知环境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环境也
[10]
因为人的存在和使用而变得有意义 。由此可知，
人本的存在对这一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本着以
人为本的观点对原结构图进行一些改动，可以得出
这样的结构，如图 2 所示。

声景学的发展与概念要素

1993 年，世界声学生态学讨论会(World Forum
for Acoustic Ecology)正式成立。学会的宗旨是对自
然及人造声环境进行科学、社会学及文化方面的研
究，以寻求创造一个平衡的声环境。其学术杂志
《声景：声学生态学学报》(Soundscape：the Journal
of Acoustic Ecology)也于 2000 年创刊。与此同时，
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陆续开展了声景研究，各自取
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与实际效应。
国内的声景研究开展于 21 世纪初，最早是由
清华大学的李国棋博士所开展；此后东南大学、浙
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的建筑学院师生对
声景的研究渐渐展开，在城市居住区声景、城市公
园声景等的优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
传统的研究声景学的概念图多从李国棋所描
述的人、声音、环境三者互相影响的关系图所衍变、
脱胎而来，如图 1 所示。

Fig.2

图 2 声景学概念图改
The changed concept structure of soundscape

图 1 与图 2 的三大主体是没有变化的，即人、
声音、环境。由于两图中都将“声音”单列出来，
那么两图中的“环境”也就是狭隘的，是剥离了声
音以后剩下的环境。于是许多文章中将“环境”也
就替换成了“景观”。单纯的对于声音和景观的探
讨已经有了对应的声品质研究与景观学，如图 2 所
示。在图 2 中笔者仍然坚持用“环境”是希望强调
出历史、社会、人文环境在声景研究中的作用，在
图 2 中的三角形区域则体现出环境与声音的融合、
集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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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客观感受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主观能动
的内容。声景研究多应用在城市开放空间中，尤以
建筑声景的研究最为流行，由于其所针对的建筑声
景具有相对的静态、规律明显、稳定的特征，故此，
采取这些措施来取得期望的声景效果具有较强的
社会意义，但是有一定的实施成本和实施困难。然
而，并不是所有的声景状况都如建筑声景这样稳
定，在声景研究的领域中，仍然有一些复杂、流动、
多变的状况，例如本文所要阐述的交通声景。
综上，图 2 是在声景的作用过程中将人为因素
与非人为因素隔开，扩张了一些元素的概念，强调
人本性的观点而提出的，因此，下面将从人、声音、
环境三方面开展对交通声景的论述。

2 交通声景概念的提出
交通声景，指的是在交通过程中，车辆噪声、
车流量、人为噪声、行人密集度、道路建设情况、
路边噪声情况等视觉听觉因素所构成的交通声环
境。人们对其的喜恶程度也就是判断交通声景优劣
的决定性指标。
交通声景的定义决定了其复杂、流动、多变的
特点，在优化交通声景状况时如果仍然采用建筑声
景的常用做法，在施工难度上无疑是更上一个台
阶，然而往往人们在恶劣的交通状况下会选择回
避、换用其他交通方式、改变出行时间、戴上耳机
听音乐等手段，其实这也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因
而针对不同的声景状况人们需采用不同的措施，这
是本文后半部分所要阐述的内容，也是本文提出交
通声景的初衷。
2.1

人

同样的声景状况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
心理作用，人们表现出来的欣赏、赞美、抵触、排
斥也不是完全由声景本身所决定的，这还关系到听
[11]
者的社会背景、即时状态以及心理预期 。
听者的社会背景是包括了性别、年龄、文化水
平、教育背景、听觉经验在内的诸多因素的综合，
这些因素决定了听者的品味、态度、素养、鉴别能
力，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声景评价，因此，在进行主
观评价时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例如对于包涵了特
殊时代意义、历史韵味的声音，没有一定的经历背
景的人是无法理解与共鸣的。在调查中发现，青少
年对于摇滚音乐、重金属音质等较为喜爱，因而对
交通噪声的反感程度较低；相对的社会压力比较大
的白领阶层，对于交通噪声则尤为厌恶。这表明，

技

术

2014 年

在工作和生活中受噪声影响较强的人群，对于声环
境更为敏感。
另外，听者的即时状态对于声景的评价也是不
一致的。当人们暴露在一处声环境之下的时候，人
的心情是否愉悦、身体状况是否健康、暴露在声环
境下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人们对于声景的心理评
价。调查发现，在一处开阔整洁，静谧悠闲的广场
中，长久居于周边，或者在此地休息娱乐的人们对
[12]
此处声景的满意程度，要高于匆匆路过的行人 。
因此，即时状态也应加入主观评价的考量中去。
最后对于声景的心理预期也会影响主观评价。
如果某一处声景没有达到人们心目中的预期效果，
人们对其的印象就会越来越差，从而导致对其的主
观评价也越来越有失公允。生活中，不合适的场所
出现了不合适的声音，这就会造成人们对这种声音
的厌恶，并将之与当时出现的不好的声景状况联系
在一起，构成一个恶性循环。
人是公共开放空间的使用者，我们接收声音，
同时也在创造声音，因此人对声景的作用是巨大
地，保留那些赏心悦目、具有社会意义、烙有时代
印记的好的声音，保护与建设那些与好声音相得益
彰的好环境，才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2.2

声 音

声音作为声景研究的客体，是需要考虑声环境
[13]
的结构与功能的 。根据声音的特色与功能差异，
声音可分为基调声、标志声和信号声。
2.2.1 基调声
也可称为背景声，与音乐中的概念相类似，作
为其他声音的背景而出现。用以描绘一个连续性的
地域景观的基本特色，表明该地区的声音特征。例
如市场中的叫卖吆喝声，交通噪声、海边的海浪声、
都是基调声。现有情况下若想改变交通声景的基调
声，降低每辆车的噪声显然是不实际的，成效也不
大，应当着重改变车辆与行人的密度。
2.2.2 标志声
又被称为演出声，指的是具有时代地域特色的
代表声。例如旧唱片依依呀呀的播放时，配上电车
铃声会让人即刻联想到歌舞升平的老上海；陕北民
歌中赶羊群的鞭子甩动的破空声会让人联想到苍
凉辽阔的黄土高原。如果某一路段总是特别拥堵嘈
杂，而在这一路段中有麦当劳的循环播放临街广
告，久而久之，经常拥堵在此的人们便会厌烦这种
特定的广告声，将之与滞涩的交通状况联系在一
起，构成一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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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信号声
也称为情报声，利用本身的声学特性起到一定
的警告作用，引起注意。如防空警报、汽笛声、汽
车喇叭声。正是由于这样的作用，使得信号声较为
尖锐，音量大，甚至倾向于噪声。这使得交通声景
面临的声音条件更为复杂。
2.3

环 境

在前文的第二部分已经表述，环境并不仅仅指
的是物理空间环境，还要包括社会环境、历史环境。
许多建筑声景的研究表明，室外空间的形状、界面
材料、环境中景观都会影响声音的反射与混响，进
[14]
而影响舒适度 。光线、空间、材料、功能等都是
建筑师设计时所考虑的几大重点问题，同时，也是
关乎声景优劣的要素。此外，声源的位置、距离、
[15]
运动也是需要在环境设计中加强体现的 ，人与生
俱来的天性是可以依据各种声源对自己的粗略位
置而将其区分开，如果这些声音与人的活动相关，
其位置与运动情况会显著影响主观评价的结果。
在“声音”部分中提及的“标志声”并不是与
生俱来就有时代地域特色的，正是历史的演变与社
会的进步才赋予了一些特别的声音以特别的含义，
从而在文明的长河之中留下自己特殊的印记，这就
是社会历史环境对声景评价的重要影响。
因而，声景评价中的各个因素不是独立的，更
不是简单叠加的，而是在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
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融合集成的主观评价结果。

3

交通声景与建筑声景的区别与特点

3.1

交通声景与建筑声景的区别

近些年来，人们对公共开放空间的要求逐步提
高，不仅仅满足于视觉上的效果，对听觉、嗅觉、
触觉等其他感官也提出了要求，因此声景研究和建
筑空间设计就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
传统的建筑声景的研究流程大致可归为这样
一种形式，如图 3 所示。
由图 3 可以看出传统的空间设计往往关注于景
观设计而忽略声音因素，因而需加入声调节，主要
手段有两种，其一是引入有意义的声音，其二是改
变声音传播(阻断、降低、改变方向等)。而所采取
的这样两种手段，也会分别为“声”与“景”添色
加分。例如许多广场设立水幕墙使之与街道分隔开
来，汩汩流动的水声不仅对街道噪声有一定的吸音
效果，同时水幕墙的流动感以及附着的假山怪石也
会成为广场中的一大特色景点。

Fig.3

图 3 建筑声景设计图
Design of construction soundscape

相对应的，交通声景的研究流程大致可归为这
样一种形式，如图 4 所示。

Fig.4

图 4 交通声景设计图
Design of traffic soundscape

公共交通建设对于景观设计的考虑相对而言
还是不多。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激增，现有的道
路状况已明显不堪重负，加之驾驶员技术参差不
齐，行人对交通规则的漠视等因素，交通问题仍然
是令人头痛的一大社会问题。路面优化设计、道路
拓宽、道路功能划分、空中警示牌、路面指示线等
等举措，一定程度上给交通带来了便利。此外，对
于道路建设与疏通方面需要采取一定措施，增加绿
化带，限速行驶，车流人流分流处理等，同时改善
道路周围声环境，改善驾驶员与行人的听力环境，
引入愉悦的、舒缓的声音，都是可以采取的。
综上，从交通声景与建筑声景的研究对象、原
始出发点、调节手段、设计手法等内容来看，两者
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筑声景可以为交通声景的设
计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然而交通声景的特点也使
其区别于声景研究领域的其他内容。
3.2

交通声景的特点

交通声景由于其复杂、多变、动态的特性使得
[16]
研究过程中需要考量的因素多 ，因而需要建立在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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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一定规模的采样统计结果之上，这是交通声景研究
的基调，也是其发展方向。
交通声景的一个研究特点是其针对的人群有
两大类别：驾驶员与行人。这是交通声景所独有的。
交通声景状况时刻影响着驾驶员的心理活动，不良
的声景状况会带来烦躁心理，如若失控甚至会导致
交通事故；同时，交通声景也影响着行人，如果连
简单的出行都成为人们头痛的问题，这无疑是现代
文明发展的退步。
针对这样两个不同的群体，交通声景的研究，
从采点选择、实验设计、调查方法、声景优化等方
面都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以保证普遍的满意。这无
疑又对交通声景研究需要考量的因素提出了更多
更广的要求。

技

术

[3]

[4]

[5]

[6]

[7]
[8]

4 结 论
[9]

声景是现代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要素之一，不
仅直接关系到人们的住居环境的发展完善，也是景
观学与声学的发展方向。声景概念的提出，为提升
人的舒适度、改善声环境、评价声指标等具有深远
的影响。从提出到现在，不过 40 年左右的时间，
声景研究已经吸引了许多学者，研究范围也在逐步
扩大，影响也会越来越大。本文提出的交通声景的
概念，对交通噪声控制和环境科学方面的研究提供
了新的视角。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 道路交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
位，其声学特性值得关注；
(2) 交通声景主要关注人、声音、环境等因素，
三者之间具有重要的关联和影响；
(3) 交通声景具有复杂、多变、动态的特性，
设计其评价体系需要建立在一定规模的采样统计
结果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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