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审美：情绪感知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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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是审美教育的一种方式，音乐情绪感知是审美及音乐欣赏的基础。音乐情绪感
知是指个体对音乐作品中隐含情绪做出的觉察和判断。本文剖析音乐情绪感知及其理论机
制，从脑机制、年龄、性别、音乐偏好和人格特质、音乐学习经历、文化、音乐材料等八
个方面总结影响音乐情绪感知的研究，同时深入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未来可进一步明晰
音乐情绪感知的影响与作用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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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ic is a wa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music emotion perception is the basis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music appreciation. Musical emotion perception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s perception and judgment of the hidden emotions in musical works. This article
analyze the music emotion perception mechanism and its theory, from the brain mechanisms, age,
gender, music preferenc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music learning experience, culture and lyrics in
eight aspects, such as summary, the influence of music emotion perception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points out the future research can be further clear music
emotion perception of correlation research and effects,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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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美育是通过艺术手段对人们进行的
教育，是以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标的，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
教育。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
下的美育，是学校教育中的一项重要教育内容与工作。音乐作为美育的一种重
要途径，对音乐情绪的感知在审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音乐
情绪感知逐步实现了由“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转变。人们对音乐情绪的感知是
其音乐欣赏与审美的基础性能力，是个体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能力之一。
音乐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载体，对音乐作品情绪的感知则体现着个体的社会认知
能 力 (Allgood & Heaton, 2015; Livingstone & Thompson, 2009; Trehub, Becker &
Morley, 2015)。现今，关于音乐情绪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涉及心理学和生理学
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其中有些研究存在较明显的分歧。例如，音乐情绪
感知的文化适应性和普遍性问题的争议，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分类的局限
性，音乐特征(如是否有歌词等)及音乐情境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缺乏对
现有研究系统、全面的梳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音乐情绪感知在理论与应
用方面的研究。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对音乐情绪感知的内涵、理论及影响因
11【基金项目】本项目得到了奕阳教育研究院资助（ SEI-QXZ-2019-21），并为“吉林省 0-3
岁婴幼儿早期教养研究基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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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等相关研究内容进行了系统归纳、总结与分析，以此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
音乐情绪感知相关研究的现状，分析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为未来研
究提供科学基础与借鉴。
2 音乐情绪感知
情绪感知是指个体在早期形成的解释情绪表达和理解情绪与其他行为、心
理活动和情境之间关系的能力，也被称为情绪理解(认知、加工、辨别、识别、
判断、知觉)(Camras, 1980)。我国学者杨丽珠等人也认为情绪感知是个体对其情
绪状态所进行的判断与猜测(杨丽珠, 胡金生, 2003)。关于音乐情绪感知的内涵，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如有的学者认为音乐情绪感知是指个体对音乐作品
中隐含的情绪而做出的相应觉察和判断(Juslin, 2013)。随着研究的深入，Juslin
等也认为音乐情绪感知是指个体对音乐情绪所表达的具体认知和理解(Juslin &
Västfjäll, 2008; Koelsch, 2014)。通过对情绪感知与音乐情绪感知内涵及理论研究
来看，二者在心理及生理方面的研究各有侧重点，其中有关生理机制的研究表
明，作为听觉形式的音乐情绪感知是独特的，原因在于在没有直接接触的情况
下 还 能 够 吸 引 他 人 的 注 意 力 ， 与 视 觉 形 式 的 情 绪 感 知 则 相 反 (Hawk et al.,
2009)。同时研究还发现，音乐情感和美学的认知理论认为(Bever, 1988)，当个
体参与音乐体验时,则会引起可能与个人体验相关的情绪相继发生 (Miranda &
Gaudreau, 2011; Steptoe, 2001)。以往的研究也验证了个体特征对音乐感知力的
重要性，如当听者在感知基本情绪以及一些相关的情绪维度时有较高的一致性，
但是当面对复杂情绪和其他心理状态的判断时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差异
(Gabrielsson & Juslin, 2003)。并且，人格特征不是单独作用于音乐情绪感知的，
音乐偏好与其一同发挥重要作用。如音乐是否能吸引个体和个体对音乐是否产
生共鸣，受到音乐偏好的影响(Garrido & Emery, 2011)。音乐情绪感知还受其他
因素影响，如性别、年龄、音乐学习经历等内部因素，音乐特征以及文化等外
部因素。
目前，音乐情绪感知的内涵以国外学者提出的概念为主，并得到研究者们
的广泛应用，对音乐情绪感知的划分方式虽然有多种，但是其内涵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一致性。音乐情绪感知研究作为现今情绪感知研究领域中的热点，其形
成的机制及理论等一直是倍受关注的问题，因此下文对其进行详细阐述与分析。
3 理论基础
3.1 音乐情绪感知的过程理论
（1）期待模型
基于安吉尔情绪期待概念，Meyer(1956)提出了音乐期待模型。该模型首次
从主体认知角度解释了音乐情绪感知的过程。指出音乐旋律表征在音乐活动中
对个体认知起支配作用，并支配着个体的音乐认知能力，使个体能自主的对音
乐事件进行预期和期待，而期待出现的状态是以音乐事件与期待顺利为基准
(Meyer,1956)。相反，当音乐事件的进行与期待出现冲突时，人们则表现出期待
不能满足的状态，相继产生一定的负向情绪。同时，Mandler 从进化学角度具体
分析了形成期待的原因(Harrer & Harrer, 1977)，认为期待形成过程中的基础是
适应功能，以个体对事件出现的概率作为事物发展的估计标准，使人类及动物
对 未 来 事 件 拥 有 控 制 力 ， 增 加 了 对 未 来 生 存 及 生 活 较 强 的 控 制 感 (Harrer
& Harrer, 1977)。随着研究不断延伸，Huron 在前人基础上，提出用期待理论来
解释音乐情绪感知过程的完整化模型，认为在音乐情绪发展中存在着五种与期
待相关的反应阶段，其五种反应阶段具体包括想象性应答、紧张性应答、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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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答、反射性应答和评价性应答(Huron, 2006)，同时认为音乐情绪主要是由
不同阶段情绪的具体反应所引起的，并且以混合情绪反应表达为主。因而，音
乐情绪体现出更多的复杂和矛盾冲突(Thompson & Quinto,2011; Huron, 2006)。
（2）多重机制模型
Juslin 等人于 2008 年提出了与音乐期待模型相似的音乐诱发情绪的多重机
制模型，是倍受广大研究者们普遍认可与广泛使用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假
设了音乐诱发情绪的六个心理机制：脑干反射(brain stem reflexes)、评价性条件
反射(evaluative conditioning)、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视觉意象(visual
imagery)、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音乐期待 (musical expectancy)(Juslin &
Västfjäll, 2008)。
脑干反射是指在音乐情绪的发展过程中，脑干会接收来自音乐所具有的基
本感觉声音来对重要事件进行相应提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急促等音
乐特征会带来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对于此类声音会使中央神经系统的活动增加；
评价性条件发射是一种音乐诱发情绪的相关过程，也被视为情感学习的过程等。
虽然涉及名称较多，但都呈现出“经典条件反射”的原理，即为中性的条件刺
激与带有感知情绪的非条件刺激进行重复的配对，配对后发现，中性的条件刺
激获得了唤起个体与感知情绪的非条件刺激相同情感状态的能力。
情绪感染主要指个体能够感知到音乐带来的具体情感，并对这种情感表达
进行相应“模仿”练习，通过一系列的反馈作用导致出现同样的情绪。有些研
究已证实了在有特定情感条件下的音乐可以在不同的听者中产生相同情绪
(Lundqvistetal, 2009; Kallinen & Ravaja, 2006)。并且个体感受到的情绪是以音乐
为主，这既可以通过外部条件进行反馈，也可直接通过个体大脑情绪的反馈，
该模型体现出个体的共情反应及镜像神经元等相关活动。已有研究表明，在特
定 情 况下，情绪 表达 的音乐能 够引发 听者产 生 相同的情绪 反应 (Kallinen &
Ravaja,2006)。视觉意象是指个体在听音乐的同时也能看到影像，随即产生情绪
的过程。影像概念的存在，证明了刺激物在有音乐的同时还有图像。视觉意象
类似于一种知觉上的体验，但是却能在没有相关的感觉刺激下发生的情绪体验。
而脑中的图像则是情绪的“触发器”(Plutchik,1984)。个体似乎可以通过对音乐
的不同映像，从而让音乐结构开始产生概念化(Lakoff & Johnson,1980; Bonde,
2006)。现今，视觉意象的研究已运用在音乐治疗方面(Toomey, 1996)。总体而
言，音乐情感体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于图像处理(Meyer, 1956)。
情景记忆是指音乐能够唤起个体对生活中某个事件的特定记忆，从而产生
情绪。很多研究表明，音乐能够唤起记忆 (Sloboda, 1992; Sloboda, 1992; Juslin,
Liljestroms, & Laukkap et al., 2011; Gabrielsson, 2001)。情景记忆曾经被音乐的相
关理论家否定，认为其与音乐的关联较小。不过最近研究发现，它可能是音乐
情绪最频繁、最重要的来源之一(Juslin, Liljestrom, & Vastfjall et al., 2008)。情景
记忆与上文提及的评价性条件反射同属记忆的形式，但二者在过程特征和大脑
基础存在不同。情景记忆不仅涉及主动回忆先前的事件，保留更多语境的相关
信息，而且组织程度较高(Conway, & Rubin, 1993)。音乐期待是指对音乐延续的
一种期待过程，当音乐特征出现违反或证实听者期待的情况出现时，个体便产
生情绪，如当音乐期待突然被中断时，音乐情绪则出现 (Steinbeis, Koelsch, &
Sloboda, 2006)。但由于音乐特征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期待，而这些期待又
具有个体差异性，解决这一问题的难点就在于理解个体在某个特定环境的反应。
不过近年也有研究发现，音乐期待不一定引发情绪的产生 (Steinbeis, Koels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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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boda, 2006)。
（3）成份理论
Stefan Koelsch(2018)基于音乐神经机制的长期研究，提出了音乐情绪的成
份理论，认为音乐情绪的产生有五种机体成份。一是认知评价成份，主要指音
乐能够引发出对情绪的唤醒和评价作用。二是行为动机成份，是指音乐会引发
强烈的情绪行为。三是生理成份，即指音乐起到唤醒或放松与之相关的生理激
活作用。四是表达成份，是指音乐会影响个体情绪的外在表达能力。五是主观
体验成份，即音乐唤醒或减少对情绪的加工。Koelsch 还强调音乐能激活所有与
情绪相关的大脑结构，这一生理作用对进一步研究音乐情绪的脑神经活动等具
有重要的指导作用(Koelsch, 2018)。
音乐期待模型和多重机制模型都是阐述音乐情绪理解的心理机制的理论。
音乐期待模型是用来解释音乐情绪产生的完整化模型，是首次以主体认知角度
为出发点，全面解释分析音乐旋律表征的重要价值与期待形成的原因 (Harrer &
Harrer, 1977)，并提出与期待相关的五种反应阶段(Huron, 2006)。基于音乐期待
模型，Juslin 等人提出音乐诱发情绪的多重机制模型，除了音乐期待因素以外还
增加了脑干反射、评价性条件反射、情绪感染、视觉意象、情景记忆五种因素。
多重机制模型其理论性和实践性研究相对较丰富，模型是由个体通过每一因素
上的不同体验即情绪产生的过程而构成的，理论完整且细致。随着近年研究者
对音乐情绪感知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多重机制模型更是受到众多学者的青
睐与使用。Meyer 曾预言它可能会成为音乐情感中引用量最多的机制(Meyer,
1956)。随着研究不断延伸，2018 年提出音乐情绪的成份理论。该理论与多重机
制模型是相得益彰。基于多重机制模型，音乐情绪的成份理论依据音乐神经机
制的原理提出情绪产生的五种机体成份。
另外，在与音乐情绪机制相关的理论中，Kone
ni 的中介说也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喜爱，具有理论的普遍适应性。该学说认
为 音 乐 可 以 直 接 引 发 相 应 的 情 绪 ， 但 音 乐 与 情 绪 间 也 存 在 中 介 (Juslin &
Västfjäll, 2008)。音乐对表情、动作行为、心境、和生理反应具有直接或中介的
影响，可能通过记忆和联想从而导致真实情绪出现(Konecni, Brown, & Wanic,
2008)。
3.2 音乐情绪感知的线索理论
（1）音乐线索一致性模型
从认知心理学来看，无数个声学符号组成音乐，通过提取不同音乐线索的
相关特征从而实现对音乐的加工，再进行逐步具体的整合过程。在认知影响下，
音乐的声学线索能够具体分离出单个线索与情绪的关联，开启音乐情绪实证研
究 的 先 河 (Thompson & Quinto, 2011; Juslin & Västfjäll, 2008) 。 基 于 认 知 心 理 ，
Juslin 等人建构了音乐线索一致性模型，指出编码和解码时激活信息表征的一致
性，才导致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实现正确有效的沟通。因此，创作者的音
乐符号表征与听者内部的符号必须保持一致，才能实现音乐与听者的有效沟通
(Juslin & Laukka, 2003)。
（2）音乐情绪感知模型
音乐情绪感知模型是由 Balkwil，Thompson 及 Thompson 提出的。该模型有
两个代表性的模型即音乐情绪感知的线索冗余模型和分馏情绪系统模型。上述
两个模型的核心观点是个体能够借助于某些线索特点，以此来识别音乐所具体
要表达的情绪。然而，当听众面对熟悉的音乐时，则调用线索对音乐进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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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此理论与音乐偏好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当面对陌生的音乐时，听众自
主发生反应，且借助心理物理线索对音乐进行分析及理解，因为心理物理线索
早已足够实现对音乐情绪的大致基调做出判断(Thompson, 2010)。
音乐线索一致性模型阐述认知信息论影响下的音乐线索对音乐的加工过程。
该理论有利之处在于以信息表征的一致性为出发点，将符号表征的特点运用到
音乐中去，让听者实现音乐符号表征的一致性，从而理解音乐情绪。如果音乐
的创作者和听者内部符号表征达成一致，便可提高听者的音乐情绪理解的能力。
目前对该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线索冗余模型和分馏情绪系统模型，应该
加强对本领域的深入研究。
3.3 音乐情绪的协同化理论
近些年，基于共情理论，有些研究者用共情概念解释音乐情绪产生的原理，
并认为音乐和语言是人类长期不断发展形成的，符号的表征形式使二者在本质
上一致，与创作者实现互动的过程其实就是个体加工语言和音乐的过程。因此，
听者与创作者实现共鸣和共情的过程体现着音乐情绪的发生，语言认知共情的
过程同样体现着情绪的发生，二者原理相似(Livingstone & Thompson, 2009)。早
期 有 学 者 提 出 共 享 情 感 运 动 经 验 的 模 式 (shared
affective motion experience ，SAME)，指出人类镜像神经元系统(MNS)和边缘系
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使人类大脑“理解”复杂的音乐信号模式，提出音乐
是一种协同激活所有神经系统的刺激，模仿、同步和共享经验可能是人类音乐
行为的关键方面，并为随后的情绪反应提供神经基质(molna - szakacs & Overy,
2006)。后来学者们借用“协同化”一词来解释音乐共情的相关核心机制。协同
化是指个体会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以此来自动激活与客体在运动频率
和方向上保持一致的倾向，以客体的一系列变化从而做出个体自身同步的反馈
及调整(Overy & Molar-Szakacs, 2009)。该理论是以共情理论为基础，利用音乐
与共情的交互作用而引出“协同化”，但不足之处是，目前还无法用协同理论
加以解释较深层次的认知协同及在此基础上的认知共情。
综上所述，从过程、线索、共情三个维度，具体阐述了音乐情绪感知的心
理机制，分别提出了音乐情绪感知的过程理论(音乐期待模型、多重机制模型、
成份理论)、音乐情绪感知的线索理论(线索一致性模型、音乐情绪感知模型)和
音乐情绪感知协同化理论。音乐情绪感知的过程理论，基于 Meyer 的音乐期待
模型，主要介绍了音乐情绪感知的过程与构成成份。音乐情绪感知的线索理论，
基于认知信息论的影响，表达了音乐线索对音乐情绪感知的影响。音乐情绪的
协同化理论，阐明了音乐与语言共情的相似原理，同时指出音乐加工中的内部
符号一致性对音乐情绪感知能力的重要作用。上述理论的发展，为该领域未来
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及研究方向，启迪新视角研究。另外，影响音乐情
绪感知的因素是多维的，彼此是如何作用的？下文对此进行细致分类并归纳分
析。
4 音乐情绪感知的相关研究
4.1 脑机制研究
在最近的 20 多年里，对音乐的神经基础的科学研究突飞猛进。研究表明，
音乐处理过程的不同方面几乎调动了大脑的所有区域，包括前额叶皮层、前运
动皮层、运动皮层，躯体感觉皮质、颞叶、顶叶皮层、小脑、枕叶皮质区和边
缘系统包括杏仁核及丘脑与其他任何刺激或认知过程(Koelsch & Siebel, 2005;
Zatorre, 2005; Zatorre,Chen, & Penhune, 2007; Chartrand, Peretz, & Bel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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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左右半球存在不同的音乐情绪加工是音乐情绪感知的大脑神经机制得
到很好的让明。音乐情绪信息加工的重要区域是前额皮层，而且不同的区域对
情绪加工起着不同的作用(孙亚楠, 刘源, 南云, 2009)。项爱斋等研究显示，音乐
能较好激活个体对情感加工的相关脑区，大脑不同的神经加工区域可加工不同
情绪。Tsang(2001)等研究发现，大脑左侧额叶相关脑区主要是激活愉悦性音乐
片段，大脑右侧额叶相关脑区则是激活恐惧性音乐片段，说明不仅大脑额叶相
关部位对音乐情绪的理解起重要作用，而且不同左右额叶作用不同。除了大脑
额叶，Altenmuller 等用皮层直流脑电图研究发现听音乐时，双侧的额颞区被广
泛的激活，同时也证实 Tsang 等的研究结论即听音乐时的情绪反应具有偏侧效
应。因此，有学者不断跟进有关颞叶受损的相关研究并发现，右侧颞叶受损的
病患是难以分辨、识别悲伤音乐情绪，左侧颞叶受损的病患则几乎无法识别愉
快的音乐情绪(Khalpa et al., 2008)，该研究结果与偏侧优势研究相吻合。
正性和负性的音乐情绪类型给个体所带来的作用有所不同。正性情感加工
更使人心情愉悦(项爱斋, 张云婷, 张权等, 2006)。有的研究还发现，额中区出现
较多的 θ 波是以愉快情绪为主，这更有助于放松心情(Sammler 2007)。同时，对
于负性情绪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表明，音乐刺激引发的负向情绪，会使脑内
NE，5-TH，AchGlu 的活动增加，进而使神经机体内的稳定性遭到破坏，使 T
淋巴细胞活性明显下降，同时抵抗力也下降(王昕, 关涛, 2019)。除此之外，代
景华(2005)实验研究结果也证明了音乐具有能够让人产生平和放松等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音乐情绪感知的脑机制研究已成为
现今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现有研究表明音乐情绪感知的脑机制作用是极其
显著的。该领域主要是涉及不同脑区对音乐情绪感知的作用与功能，如正性情
绪的音乐以激活左侧额叶相关脑区，而负性情绪的音乐则是激活右侧额叶相关
脑区，正性和负性音乐情绪的加工特征，音乐情绪加工的大脑偏侧优势等相关
研究。
4.2 个体影响因素的研究
（1）年龄差异研究
最新研究表明,人们对音乐情绪的感知不仅有年龄的差异，而且存在性别的
差异。以往关于音乐情绪感知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学龄前期儿童。关于音乐
情绪感知的国外研究发现，4 岁是儿童音乐情绪感知发展的最佳时期，能够识
别高兴和悲伤两类明显的音乐情绪的儿童年龄一般也是在 4 岁左右，4 岁以后
的儿童逐渐能够识别恐惧和愤怒等相似性的音乐情绪，音乐情绪感知呈上升趋
势 ， 并 逐 渐 发 展 到 成 人 水 平 (Nawrot, 2003; Corrigall & Schellenberg, 2016;
Stalinski & Schellenberg, 2012; Trehub, Hannon, & Schachner, 2010)。国内与国外
的研究结果呈现相同趋势，研究表明，3-5 岁是中国儿童音乐情绪感知发展的重
要阶段。其中，4 岁是最关键时期，4 岁以后儿童的音乐情绪感知迅速发展，5
岁以后逐渐能够接近成人水平。国内研究还发现，学前儿童对基本情绪的感知
存在显著的差异即高兴、积极的情绪的感知优于其他情绪(马谐, 白学军, 陶云,
2013)。虽然国内、外研究所关注的年龄阶段境均为学前期，但在年长群体的研
究中也有发现，年长的听众具有更多的情感体验，且更喜欢积极情绪的片段
(Hunter, 2011)。同时从脑机制研究来看，Marijtje 在音乐训练者的调查中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加 P300 波幅不断降低，但在同年龄阶段的被试间并没有表现出差
异，因此，说明年龄对音乐情绪感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侯建成, 刘昌, 2008)。
从国内、外的研究整体来看，虽然研究时间和过程各不同，但是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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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吻合，并表现出统一性。在学前期，4 岁是儿童音乐情绪感知发展的最关键
时期，4 岁以后儿童的音乐情绪感知处于迅速上升阶段，并能够接近成人的水
平。在研究学龄前阶段的同时，研究者们也关注了较为年长的人群，但目前与
音乐情绪感知的年龄阶段问题的相关研究仍有局限性。因此，年龄特征的影响
因素特别是生理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薄弱，涉及范围较小，需进一步深入
研究(Paquette, Rigoulot, Grunewald, & Lehmann, 2020)。
（2）性别差异研究
人口学变量——性别作为各大领域的基础性影响因素，早在 20 世纪，性别
与音乐情绪的关系研究发现，女性相比男性能够更强烈地感受到音乐情绪
(Kamenetsky, Hill, & Trehub, 1997)。在相关生理领域的国内研究中也发现，男、
女两性在音乐情绪反应的时间及强度上各有不同，并在脑机制等方面也存在一
定的差别。当大脑处理音乐情绪时，女性大脑右侧与中间区域表现出优势，男
性大脑的前侧与左侧区域表现出优势。情绪加工策略研究发现，女性音乐情绪
反应速度快于男性，主要体现在愉悦与悲伤情绪上，女性音乐情绪感受强度强
于男性，则体现在悲伤、恐惧情绪上，尤其在加工悲伤情绪时,女性的激活程度
更显著(王昕,关涛,2019)。但也有人研究发现，男、女两性在积极音乐情绪感知
上几乎一致，甚至男性比女性更强烈(王昕, 刘沛, 2013)。
由此可见，音乐情绪感知的性别差异研究中，国外研究较单一、片面，只提出
女性比男性的音乐情绪感知更强烈。但国内的研究不仅关注生理研究，而且关
注大脑偏侧和加工策略优势的研究，同时发现存在性别差别。因此，通过国内、
外的研究结果得出，对性别差异的深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3）音乐偏好、人格特征的研究
音乐偏好与人格特征是音乐情绪感知的重要影响因素。只有听者喜爱的音
乐才能够满足听者的生理及心理需求(Harris, Olthof, & Meerum Terwogt, 1981)。
同时，个体的差异程度与个体对音乐情感产生的共鸣程度是音乐情绪反应的主
要原因。而个体的人格特征又受到音乐偏好的影响(Garrido & Emery, 2011)。音
乐偏好研究表明，听众的音乐风格、熟悉和喜爱程度等因素对音乐情绪感知有
特定影响，并呈正相关趋势。通常诱发更强烈的情绪感知的是个体所熟悉和喜
爱的音乐(王昕, 刘沛, 2013; 陆悦, 2014)。同时研究还发现，个体更喜爱与音乐
感受情绪相接近的作品，也就是说个体更喜爱能唤醒强烈情绪的音乐(Emery,
2007; Emery, 2010)。人格特征研究发现，热情、乐观等的个体在聆听音乐时能
感受到更正性的情绪,然而敌对、冲动等的个体在聆听音乐时能感受到更负性的
情绪，开放的个体在听音乐时的情绪感知会更强烈，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Costa & McCrae, 1992;陈悦, 2014)。因此，音乐偏好、人格特征是两个影响音
乐情绪感知的重要因素。
总之，人格特征是相对稳定的，但随着生活阅历的改变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且同一种人格的个体，由于外界条件的不同也会存在差异。根据现有研究可得
出，音乐偏好和人格特征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二者与音乐情绪感知的作
用机制密不可分。对于音乐偏好与音乐情绪感知研究而言，人们的喜好及感受
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音乐情绪的感知情况。对于人格特征与音
乐情绪感知研究来说，不同的人格特质对于音乐情绪感知是不同的，个体特征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个人环境等变化而发生改变。
（4）音乐学习经历的研究
音乐学习经历对音乐情绪感知也是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之一。虽然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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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关注度相对较高，但以往相关的研究相对较少。有的研究发现，经过音乐
训 练 的 儿 童 往 往 具 有 更 高 水 平 的 注 意 力 及 情 绪 理 解 能 力 (Schellenberg &
Mankarious, 2012;Corrigall, Schellenberg, & Misura, 2013)，并认为人们的音乐体
验与音乐训练经历会引起人类音乐情绪感知的变化、音乐认知能力甚至人体的
脑皮层结构的不同(王昕, 刘沛, 2013)。Koelsch (2005)等人的研究还发现，音乐
训练会促进个体在音乐感知任务中对音乐情绪的感知，并没有年龄差异。但也
有研究提出质疑，指出音乐情绪感知是个体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不断获得的一项
能力，是独立存在的，并且通过研究也证明，音乐训练虽然可以提高个体对音
乐 的 感 知 能 力 ， 但 个 体 在 音 乐 情 绪 感 知 等 过 程 中 并 无 明 显 的 差 异 (Bigand,
Vieillard, Madurell, Marozeau, & Dacquet, 2005)。语言领域研究也发现，相比长
期的音乐训练，个体自身的听力能力才是更具影响的因素(Mankel & Bidelman,
2018)，这在很大程度上质疑了音乐训练对情绪的感知及加工。
综上所述，关于音乐训练对音乐情绪感知过程的作用，虽然有些研究表明，
音乐体验与音乐训练经历的确会影响人类音乐情绪感知，并表示经历音乐训练
的儿童比未经历音乐训练的儿童有更高水平的注意力，但是音乐情绪感知却是
个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的一项能力，是独立于音乐训练而存在的，后
期研究也发现，音乐训练并不是唯一促进个体对情绪感知的方式，个体自身的
听力能力才是更具影响的因素。因此，该领域的研究仍需进一步验证与探索。
4.3 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
（1）音乐特征的研究
音乐特征作为音乐情绪感知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也引起研究者们广泛关
注。其中有项关于歌词影响音乐情绪感知的研究发现，不管歌词有否，听者都
能加工音乐本身所传达的情绪信息。但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歌词影响个体对大
脑加工音乐情绪的时间进程，个体对无歌词音乐情绪的加工强于有歌词音乐情
绪的加工，在一定程度上为音乐及语言关系的探究提供依据(张伟霞, 王莞琪, 周
临舒, 蒋存梅, 2018)。
正如上述研究所阐明，通过有无歌词的行为研究发现，听者对有歌词音乐
情绪的加工滞后于无歌词音乐情绪的加工，在一定程度上为音乐与语言关系的
探究提供了依据。但关于歌词与音乐情绪感知的研究，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
研究目前都很少，可结合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进行大量的深入研究。
（2）文化普遍性与适应性的研究
音乐文化经验对个体的音乐情绪感知具有传递作用，并能够在大部分情况
下正确解读音乐要表达的情绪。虽然有研究表明即使缺失音乐文化经验的个体
也能正确解读音乐情绪，但有音乐文化经验基础的个体能够对音乐情绪感知到
更多的共性特征(邵长辉,2019)。在一项音乐文化经验的调查研究发现，日本、
瑞典、印度等国家的听众对几种不同文化风格的音乐，其所要表达的 10 多种不
同类别的情绪所体现出的精确性很高，但其情绪理解可能会在一些复杂情绪上
呈现出一种不明确性。由此可以得出，识别较为容易的是音乐本身所表达的情
绪；反之则识别起来就较为困难(邵长辉, 2019)。还有学者基于文化与音乐情绪
感知，提出情绪感知的文化适应论，认为文化习俗主要决定个体对音乐意义上
的具体理解及音乐情绪的深刻感知。该理论首先承认音乐的感知上存在某些共
同的特征，但也认为文化背景下的特定音调影响了对音乐情绪意义的具体理解
(Blacking, 1973)。但是也有学生提出质疑，指明儿童早期就发现了文化特异性
现象，但会在儿童发展过程而逐渐消失，儿童早期具体的表现出音乐的文化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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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Corrigall & Schellenberg, 2016; Stalinski & Schellenberg, 2012)。关于文化普
遍性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将 3、4、5 岁及大学生四个年龄阶段的中国人作为
研究被试，研究其在文化背景下音乐表达的情绪感知及发展特点问题，研究结
果支持了文化普遍性的观点，即在任何年龄阶段，个体对中、西方音乐情绪感
知在总体上无文化差异(马谐, 陶云, 白学军, 2017)。
总之，无论是否具有文化经验都可以理解音乐情绪，但有音乐文化经验基
础的个体对于音乐情绪具有更多的感知体验。音乐情绪感知的文化适应论，是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提出的音乐情绪感知的一致性的理论。该理论承认音乐情绪
的感知存在某种共通之处，但也认为文化背景中特定的音调体系影响对音乐情
绪意义的理解。后期的相关研究结果都支持了音乐情绪感知的文化的普遍性的
观点。因此，音乐情绪感知的文化普遍性及适应性存在一定的分歧，在未来研
究中需进一步加强对于二者理论相关的研究。
5 未来研究展望
音乐情绪感知的研究目前为热点问题，最近几年得到快速发展。国外研究
发起相对较早，进展较快。总结分析以往研究不足与缺憾，具体从音乐情绪感
知的理论及影响因素两个方面来探讨。
5.1 音乐情绪感知的心理机制的实证研究
就目前国内、外有关音乐情绪感知的理论研究而言，涉及内容相对不够全
面，适用性的模型也较少，只有部分国外学者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如音乐诱发情绪的多重机制理论等。对于音乐诱发的多重机制理论有研
究者提出将其原来的 6 项因素变为 7 项，即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增加了节奏融入
这一因素，节奏融入是指个体身体内部所进行的一系列运动机制，会被音乐本
身的节奏韵律所唤醒，并自发跟随进行协同化运动(施永谋, 2017)。节奏融入因
素增加后与以往的理论存在共通之处，即音乐情绪感知是由其理论中的某一因
素引发的，但 Juslin 等研究者最初提出此理论时并未提出节奏融入这一影响因
素，因此，节奏融入这一影响因素提出是否具有一定的价值，仍需要进行深入
研究与分析，并阐明该理论应具有多少因素为宜。同时，音乐诱发情绪的多重
机制模型的具有一定的价值性和实践性，如台湾地区的陈一平等在其原有研究
的基础上提出审美评价，从多角度阐述音乐诱发情绪的个体心身历程 (陈一平,
林智祥, 蔡振家, 2013)，但其价值性和实践性问题仍需进一步实证研究。
另外，以音乐情绪感知为核心的音乐情绪感知的线索冗余模型和分馏情绪系统
模型两种音乐情绪感知模型，特别注重音乐情绪的感受，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
及实用价值，但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机制的实证研究。
5.2 音乐情绪感知的内外影响因素的研究
音乐情绪感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以往对音乐情绪感知的影响研究大致
涉及两大类与八个影响因素。影响音乐情绪感知的两大分类是从生理和心理两
方面进行细致划分。关于生理方面，主要集中于大脑偏侧和加工策略对性别的
关系、音乐训练能够促进个体前额盖区域和颞上回前部的激活，脑机制对于正、
负性音乐情绪的影响，以及音乐疗愈等方面(王昕,刘沛,2013)，且脑机制研究作
为当今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与音乐情绪感知结合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的价值
性都较强。从心理角度而言，涉及研究内容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文化经验、
音乐学习经历、语言等方面对音乐情绪感知的影响研究。与国外研究相比，国
内关于音乐学习经历、文化经验等研究相对更少，需要进一步细化分析。而关
于音乐情绪感知的文化适应性与文化普遍性的研究一直存在争议。同时，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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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经 历 是 否 真 的 能 够 促 进 音 乐 情 绪 感 知 发 展 也 需 进 一 步 探 讨 (Mankel &
Bidelman, 2018)。另外，可进一步探讨音乐与语言的关系等相关问题。音乐与
语言有着相似的特征，音乐理论家们还普遍认为，大多数音乐风格可用语法来
描述(Lerdahl & Jackendoff, 1983)。关于音乐与语言、语法等相关研究目前鲜有
少之，对于歌词与音乐情绪感知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国内仅有一项较为有价
值的研究成果(张伟霞, 王莞琪, 周临舒, 蒋存梅, 2018)。
另外，在音乐情绪感知的心理机制研究基础上，将美育与音乐情绪感知的
研究有机结合，发挥音乐情绪感知机制研究的理论作用，增强理论指导美育的
应用价值，使音乐情绪感知的理论研究真正融入到美育的应用研究中。在美育
中，音乐情绪感知心理机制的研究，能有效助力于教师审美教育原理的掌握，
提高其审美教育方法的有效性，因地制宜，认真筛选音乐素材，合理施教，既
注重审美教育的基础与原理，掌握教学要领、加强教学训练，保证实际教学效
果；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社会认知能力，强调艺术性与科学性的
完整统一。不断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水平，促进学生的听觉和记忆力的发展、
提高想象力和创造力，促进其身心健康全面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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