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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鸣天梯”声景观成因分析
李波波，李桦林，刘昊华，王少华
(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基于周期台阶表面声阻抗理论，解释了“水鸣天梯”声景观的物理机制。首先在低频准平面波近似的情况下，
利用阻抗转移公式得到了周期台阶单元表面声阻抗。数值解表明，在低频段台阶表面的声阻抗呈现纯容抗性，证实
了表面波的存在。有限元软件仿真的结果与理论分析保持一致。应用表面波的性质，设计并进行了现场试验。试验
数据分析表明：在台阶底部脚踏石阶或者发射脉冲声波，声波经过台阶表面作用，到达台阶顶部时只有低频部分的
声能量得到了较大保留，与理论分析和模拟结果相一致，最终确定了正是周期台阶的表面波滤波效应使得脚踏声转
变为悦耳的水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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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ustic analysis of calling drip phenomenon
LI Bo-bo, LI Hua-lin, LIU Hao-hua, WANG Shao-hua
(Key Laboratory of Modern Acoustics and Institute of Acoust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mysterious “calling drip” phenomenon that a series of clearly audible drip-like sounds could be heard at
the top of stone steps after a footstep at the bottom, appearing at Crane Mountain in Qingdao has drawn attentions of
tourists and acousticians in the past years. In this paper, we attempt to reveal the physical mechanism of “calling drip” by
following the acoustic impedance of the periodic rigid surface. Under the quasi-plane wave approximation of low frequency, the numerical solution to the acoustic impedance of a single periodic stone step is obtained by using the transfer
impedance function. At low frequency, the acoustic impedance of stone steps’ surface presents pure acoustic reactance,
which supports the existence of surface waves. And the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Experiments are designed and performed by using the properties of surface waves.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al data show that, only the low-frequency part of sound energy is greatly preserved when the footstep at the
bottom or the pulse along the surface of stone steps reaches the top,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In the end, we determine that it is the surface wave filtering effect of periodic steps makes the footstep change
into a melodious drip-like sound.
Key words: calling drip; acoustic impedance; acoustic surface wave; sound filter; acoustic landscape

0 引 言1

近年来，奇特的台阶声现象引起了许多建筑师
和声学家的关注，如江苏省句容市的茅山军号声现
象，山东省即墨市鹤山的“招鹤回鸣”声景观，以
及山东省即墨市鹤山的“水鸣天梯”声景观。茅山
军号声现象发生在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风景区苏南
抗战胜利纪念碑前，在纪念碑前的广场上空燃放爆
竹时，可以听到清晰的军号回声，由 6 个音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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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174140), 国家 973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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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1]和文献[2]分别利用光学中的 Fresnel-Kirchhoff 衍射公式和声学负反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
释了军号声的形成机理，并能够准确地预测军号声
的频谱。“招鹤回鸣”声景观发生在山东省即墨市
鹤山风景区山顶“招鹤回鸣”碑前，在碑前直径 2～
3 m 的范围内，双手击掌后，即闻“吱”一声仙鹤
般鸣叫回声。林建恒等 依据布拉格散射原理，给
出了“鹤鸣”回声的成因。而同样被人们啧啧称奇
的“水鸣天梯”声景观，至今没有系统的研究和科
学的解释。
图 1 中所示的“水鸣天梯”景观位于鹤山山顶
附近，名为“天梯”的上山台阶长约 14.5 m，共 47
级。人们攀上台阶顶端，俯身倾听，就会发现只要
有人沿着台阶上行，每踏出一步便有“叮咚”的声
音发出，连续迈步便形成了悦耳的流水声，而且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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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的脚步越重，台阶顶端发出的声音就越响亮，
称为“水鸣天梯”景观。本文从周期台阶表面的声
阻抗出发，通过理论计算、仿真模拟和现场实验，
给出了“水鸣天梯”景观的科学解释。

图 台阶单元的离散化模型

3
Fig.3 Discrete model of step elements

图 青岛即墨鹤山“水鸣天梯”景点

1
Fig.1 Sight spot called “calling drip” at Crane Mountain in Qingdao

1 理论表述

图 2 是周期台阶的结构示意图，图中给出了声
源、接收者和台阶的相对位置 。周期单元为直角
台阶。在低频准平面波近似的情况下，取其中一个
周期单元，将直角区域离散化为 N 个矩形区域 ，
如图 3 所示。利用阻抗转移公式
[3]

图 周期单元的声抗

4
Fig.4 Acoustic reactance of the periodic steps

[4]

Zn = Rn

Zn+1 + jRn tan kn hn
Rn + jZn+1 tan kn hn

(1)

其中，R 为对应矩形区域介质的声阻抗，k 为波数，
h 为对应矩形的宽度。取 Z 为无穷大，将台阶的
具体尺寸代入，忽略阻尼，利用数值计算逐次迭代
得到周期单元的表面阻抗，取虚部如图 4 所示。
不同高度接收点处的频谱图如图 5 所示，由图
图 不同高度接收点处的频谱图
5 可以发现，在低频范围内，周期单元的阻抗表现
为容抗。当声波作用在这样的容抗界面上时 ，能
量被局限在周期界面内，在垂直界面方向会形成衰 减，但形成沿界面方向传播的表面波 。用有限元
仿真软件 COMSOL MULTIPHYSICS 5.2 对模型进
行了模拟仿真 。周期结构包含 15 个台阶，足以体
现周期结构对脚踏声的滤波作用，台阶高度和宽度
与实际情况相同。用点源代替脚踏声，接收者位置
处放置不同高度的声压级探针，结果如图 5 所示。
经过台阶的滤波，低频声能量得到了极大保留，而
高频部分则衰减较快，同时沿垂直界面方向上的低
频声能量逐渐减小。图 6 是频率为 350 Hz 和 1 200
图 声源、接收者和 级石阶的结构示意图
Hz 时的声波经周期台阶作用后的稳态声场图。由
n

n

n

n+1

[5]

5
Fig.5 The frequency spectrums measured at the receiving points
of different altitudes
[6-8]

[2]

2
47
Fig.2 Sketch map of the sound source, the receiver and the 47 steps

第3期

李波波等：“水鸣天梯”声景观成因分析

(a) 35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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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处的第一个石阶上放置大功率扬声器，沿台阶
表面进行发射；测量传声器固定在放置于台阶最高
处的支架上，调节高度进行接收，对照传声器固定
在扬声器前进行对照测量。大功率扬声器从 50～
2 000 Hz 以 1/24 倍频程间隔发出相同强度的声波
后，由传声器接收并将频谱记录于计算机中。将测
量传声器分别置于距台阶表面 26、40、60 cm 以及
78 cm 的高度，分别记录对应频谱，以此来观察垂
直方向上的声能量衰减情况，测量示意图如图 7 所
示。调整测量传声器在“水鸣天梯”台阶的位置，
将测量传声器分别置于距第 1 级台阶、第 17 级台
阶和第 32 级台阶处，测量并观察水平方向上的声
能量衰减情况，如图 8 所示。移掉扬声器，将测量
传声器置于“水鸣天梯”台阶的最高处，对照传声
器置于第 1 级台阶，在对照传声器前用脚踏台阶，
记录下此时的时域波形，进行频谱分析，观察滤波
情况。

(b) 1 200 Hz

图 6 周期台阶作用后 350 Hz 和 1 200 Hz 的稳态声场图

Fig.6 Steady-state sound field maps of 350 Hz and 1 200 Hz
after periodic step action

图 6 可见，低频时声波附着在表面并沿表面传播，
高频时界面表现出非容抗，声波以直达声为主，衰
减较快，与阻抗转移公式(1)得到的数值结果相符。

图 同一位置、不同高度的测量示意图

7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measurements at different altitudes
of the same position

2 实验测量

实验测量 在“水鸣天梯”台阶上进行。主要
测试仪器型号如下：歌美声公司的 Peerless P830990
型扬声器，声传声学科技公司的 CH-101 传声器，
Brüel & Kjær 公司的 Pulse 分析仪，联想公司的
ThinkPad 系列计算机以及普通的家用型号功率放
大器。现场进行了三类测量实验：垂直方向声能量
的衰减测量，水平方向声能量的衰减测量和脚踏声
滤波实验。
将计算机、Pulse 分析仪、功率放大器、扬声器
以及传声器相连，组成测量系统。在“水鸣天梯”
[9]

图 距台阶表面同一高度、不同位置的测量示意图

8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measurements at the same altitude of
different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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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数据分析

图 9 是传声器在同一位置、不同高度时的接收信号
频谱图。从图 9 中可以看出，经过台阶滤波，声能
量主要集中在低频部分。这是由于低频时周期台阶
表面所表现出的容抗较大，声波被束缚在周期台阶
内并沿周期结构表面传播，而高频时周期结构表面
所表现出的容抗较小或消失，声波以直达声的形式
传播，衰减较快；同时，在同一位置，随着高度的
增加，在整个频谱范围内声波能量都在衰减，与理
论相符。

(a)

(b)

接收点位于第 47 级台阶

接收点位于第 32 级台阶

接收点位于第 17 级台阶
图 9 按照图 7 布设测量得到的频谱图
(c)

Fig.9 The frequency spectrums measured by the layout shown as Fi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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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是在距台阶表面同一高度、不同位置的

(a)

接收点高度为 26 cm

(b)

接收点高度为 40 cm

(c)

接收点高度为 60 cm

(d) 接收点高度为 78 cm
图 10 按照图 8 布设测量得到的频谱图

Fig.10 The frequency spectrums measured by the layout
shown as Fi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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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图。从图 10 中可以看出，声能量主要集中在
低频部分，同时，低频部分的声波在周期台阶沿表
面水平方向几乎无衰减，高频部分则由于距离不
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衰减。图 9 和图 10 的分析
表明，当声波作用于台阶上时，低频部分声波会以
表面波的形式存在并传播，能量得到了保留，而高
频部分声波传播时，界面不满足容抗的条件，声波
以直达声为主，衰减较快。
图 11 是脚踏声的滤波频谱图。脚踏声包含丰
富的频率成分，经过周期台阶空间滤波后，低频部
分声波衰减较小，高频部分声波衰减很大，解释了
“水鸣天梯”的形成机理。正是由于周期台阶表面
波的存在，使得脚踏声经过台阶后变成了悦耳的水
滴声。

使得该频率范围内的声波以表面波形式传播，能量
衰减较慢，而其余直达声则衰减较快。周期台阶对
声波具有频率选择性或滤波性质，这是“水鸣天梯”
的主要成因；
(2)“天梯”两侧的岩石扶手以及岩石地面，构
成了一种良好的波导管，如果没有岩石扶手，声能
量将向两侧发散，“水鸣”效果则会减弱。
实际上，很多类似的台阶都有这种特殊的声现
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可以设计出更奇特的
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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