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6 No.4 2018

人类的嗓音吸引力（Voice Attractiveness）伴随着人类的

主要交流方式—语言的使用，因而在言语沟通和人际交往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嗓音吸引力是指“目标人物的嗓音所诱

发的一种积极愉悦的情绪体验并驱使他人产生接近意愿的

程度”[1，2]。研究表明，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其嗓音吸引力对人

际关系的多个方面都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依次介绍嗓音吸

引力在人类的亲密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嗓音吸引力在表

现领导力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将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分

析已有研究的不足，提出未来研究的建议。

1 嗓音吸引力与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的建立推动着人类的交往与繁衍，而嗓音吸引

力在亲密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下面将分别从嗓音吸

引力与人际吸引、嗓音吸引力与性忠诚及繁衍两方面，介绍

嗓音吸引力对于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持的重要影响。

1.1 嗓音吸引力与人际吸引
在人类的进化中，嗓音是配偶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个

体的嗓音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外部特征，被用作评估潜在伴侣

的线索[3，4]。如在 Jones等[5]的研究中，实验者记录了四名女性

说话的声音（分别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和“我不喜欢你”两句

话），并用音频软件将这两句话分别处理成高音调和低音调

两个版本，之后让男性和女性评估声音的吸引力。结果表

明，男性在感兴趣条件下（即“我真的很喜欢你”）相比于无兴

趣条件下（即“我不喜欢你”）更偏好高音调的女性声音。

Hodgessimeon等[6]先让男性参加了模拟约会游戏，并记录他

们的求爱音频，随后播放给女性评估者听，并要求女性进行

吸引力评价。结果发现，女性在短期关系的建立（即纯粹的

性关系）中倾向于将低音调男性声音评价为更具吸引力，且

这种效应与女性的月经周期有关。Zuckerman和Miyake[4]发

现，评价者对说话者的嗓音吸引力的评价越高，则评价者认

为说话者与自己的相似程度越高，而这种相似度正是人与人

之间产生亲近情感的重要因素。

还有研究为嗓音吸引力与人际吸引之间的关联提供了

更为直接的证据。如Oguchi和Kikuchi[7]探讨了嗓音和外表

吸引力在人际吸引中的作用。他们首先选取了大学男生 4
人，让他们进行自我介绍并录制视频，随后选取另一所大学

的女生作为评价者，让她们听这些男生的声音并观看他们的

外表，在 7点Likert量表上评估他们的声音吸引力和外表吸

引力；之后被试还要对这些男生进行人际关系的评价，包括：

“你喜欢这个人吗？”、“你想与他进行交往吗？”结果发现，声

音吸引力越高的男生，被试对其人际吸引力的评价也越高，

明亮、优雅、低音调的声音会增加人际吸引力。

个体在寻找伴侣时，嗓音还会发生动态的变化。研究发

现，当与有吸引力的异性对象谈话时，男性和女性都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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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自己的音调，并表现出较高的生理唤醒[8]。Anolli和Cic⁃
eri[9]分析了 19名未婚的年轻男性在与 19名素不相识的未婚

的年轻女性在互动时的声音变化。结果发现，男性声音的

“诱人性”在互动中强烈变化着。在初始阶段，表现为较高的

音调、较大的响度和较快的发音速率，随后，声音逐步降低、

减弱和热情化(接近于自我表露般的声音）。成功获得女性

后续联系的男性（相比于不成功的男性），在与陌生女性的互

动过程中，对音调有着更好的操纵和更明显的变异性。研究

者指出，当男性变化他们的嗓音使之听起来更诱人时，男性

在与伴侣发生潜在关系时会更加成功。

上述研究表明，嗓音吸引力是人际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方

面，可以被用作评估潜在伴侣的一种重要线索，对亲密关系

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影响。

1.2 嗓音吸引力与性忠诚及繁衍
嗓音吸引力在亲密关系的保持中也扮演着重要作用，主

要表现为对性忠诚和繁衍的影响。

性忠诚在长期亲密关系的保持中很重要，有利于降低性

不忠有关的疾病感染以及伴侣的报复，因而寻求降低性不忠

的策略有重要的适应意义。研究表明，个体的嗓音能传达忠

诚度的信息。O’Connor等[10]发现，女性会利用男性声音的音

调来预测男性的不忠风险，从而在不同类型的亲密关系的建

立中，表现出对不同男性声音的偏好；相比于长期亲密关系，

在短期亲密关系的保持中，女性更偏向于选择低音调嗓音的

男性，因为低音调的男性声音对女性更具吸引力，但也传递

着不忠的信息。

嗓音还在生殖繁衍的预测中起作用。研究表明，男性的

嗓音吸引力可以预测男性的精液质量和寿命；女性的嗓音吸

引力则可预测其生殖阶段，女性的声音在生殖高峰期最具吸

引力[11-13]。男女性的嗓音吸引力越高，其首次性行为的发生

年龄越小，性伴侣越多，性行为的次数也越多[11]。这种生殖

繁衍的预测还可以直接体现在生殖成功率、儿童出生数和儿

童死亡率等指标上[12]。Apicella等[12]访问了多个哈扎营（位于

坦桑尼亚，人口主要是狩猎采集者）的成年男性（包括 49名
19-55岁的男性和52名18-53岁的女性），结果发现，男性的

音调是男性生殖成功的预测因子，能够预测孩子数量，低音

调的男性（女性偏爱的男性嗓音类型）所生孩子的数量更多

并且有更多幸存的孩子；而在女性当中，声音音调不是生殖

成功的显著预测因子。还有研究调查了女性嗓音吸引力与

月经周期的关系，结果发现，随着女性在月经周期中受孕几

率的增加，女性的嗓音吸引力评分也显著提高[13]。

此外，健康状况可以保证后代能够遗传到优异的基因，

嗓音还通过预示健康状况来影响吸引力的评估。双侧肢体

对称性是正常发育的重要指标，Hughes等[14]的研究发现，具

有对称体态特征的个体的嗓音被认为更具吸引力；随着个体

的双侧肢体对称性的降低，其嗓音的吸引力评分也随之下

降。Hill等[15]在脸部对称性上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同时，

嗓音的变化也可能预示着某些神经系统疾病的存在，如帕金

森症[16]。

上述研究表明，嗓音吸引力对于保持性忠诚、对于预测

生殖繁衍和健康状况，均具有重要作用。

1.3 嗓音吸引力对亲密关系的重要性—来自反面

的证据
上面的研究，从正面说明了嗓音吸引力对亲密关系的建

立和保持的重要性，也有一些研究从相反的角度证明，嗓音

不良或对嗓音吸引力的评估问题会严重影响亲密关系。

研究发现，嗓音的问题可能严重影响夫妻关系。

Weusthoff等[17]考察了音调在夫妻冲突关系中的作用。该研

究邀请了 67对异性恋夫妻作为被试，告知他们要举办一个

夫妻沟通研讨会，目的是为有问题的夫妻提供更好的交流方

式和建设性的问题解决方式。被试需要自己选择一个有关

问题性关系（problematic relationship）的主题进行互动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测量被试的行为和生理变量，包括积极言语行

为（如自我表露）、消极言语行为（如批评）、非言语性积极行

为（如微笑）和非言语性消极行为（如皱眉），同时记录被试的

声音基频（fundamental frequency, F0）。结果发现，在互动讨

论过程中，更高的F0与更高的生理唤醒、更多的消极行为以

及更少的积极行为相关。这意味着，嗓音具有传递情感的功

能，较高的声音基频与离婚风险可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嗓音吸引力对亲密关系的重要性，还可以通过相关障碍

患者在嗓音吸引力感知方面的异常体现出来。Ferdenzi等[18]

考察了低性欲障碍（hypoactive sexual desire disorder, HSDD）
女性对嗓音吸引力的感知。研究者给正常的年轻女性和

HSDD女性患者呈现一系列年轻男性的声音和面孔，要求她

们对这些声音和面孔进行吸引力评价，同时记录她们重复听

这些声音或看这些面孔的频率。结果发现，HSDD女性对声

音和面孔吸引力的评分均显著低于控制组，并且重复听声音

和看面孔的频率也较低。研究者认为，这表明HSDD女性在

人际吸引的早期阶段，对男性信息的感知进行了特殊重组，

进而影响了其在配偶选择中的评估过程。

上述研究表明，人类的嗓音吸引力与人际吸引、生殖繁

衍均有密切关系，对于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有重要作用，

这种作用也可以从嗓音的表达特征与不良关系的相关性以

及特定的障碍患者对嗓音吸引力的不正确评估中得到反

证。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考察嗓音的多种特质在与伴侣的

亲密关系和与子女的亲子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多种因素（如

个体的浪漫经历等）在嗓音影响亲密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2 嗓音吸引力与领导力

除了亲密关系，团队的形成以及其中的领导与支配地位

的建立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嗓音可传达很

多与领导能力相关的信息，例如，听话者可以通过语音样本

预测说话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人格特质。下面将介绍嗓

音吸引力对感知个体的领导能力的作用。

2.1 嗓音吸引力与领导者特质
领导者通常被认为具有很多人格特质，例如有能力、自

律、随和等，而具有高吸引力嗓音的人往往会被认为具有这

些人格特质，从而改变其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Zuck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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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Driver[19]考察了声音吸引力和外表对人格印象的影响。研

究者邀请被试阅读标准内容文本（实验1）或随机选择的文本

（实验2），并对他们进行录像。随后要求另一组评价者评估

录像中发音人的声音吸引力、外表吸引力，或基于声音、面孔

及“声音和面孔”的组合推测发音人的人格特征。结果表明，

发音人的嗓音吸引力被评价的越高，则其获得的个性特征的

评价也越好，被认为更受人喜欢、更有成就及更具有支配地

位。事实上，个体还可以有意地操控自己的声音从而传递更

优异的人格特质。Hughes等[20]在一项研究中，要求发音者故

意操纵自己的声音，以使人听起来更有吸引力、更自信、更具

主导优势和更聪明。结果发现，发音者可以成功操控自己的

声音，表现为评价者认为操控后的女性声音更有吸引力、男

性声音更自信；同时，操纵后的女性和男性声音听起来都更

具主导地位和更聪明。

对声音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发现，支配地位信息的传递更

多依赖于低音调声音。Fraccaro等[21]将同一个人的正常音调

及它的升高版和降低版三个版本，两两组合后成对地呈现给

被试，要求被试选择其中更占主导地位的一个声音。结果显

示，低音调的女性和男性声音都更占支配地位。Borkowska
和Pawlowski[22]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他们选用了四

种频率的女性声音：低（184.6Hz）、中（223.7Hz）、高（261.9Hz）
和非常高（310.3Hz），并将这些声音分别制作出上调20Hz和
下调20Hz两个版本。之后让被试评估这些发音者的主导地

位。结果发现，低音调的女性声音被评估为更占主导地位，

并且这种关系是线性的，即声音越低，传递的主导信息越显

著。还有研究进一步考察了低音调声音是否能使处于领导

职位的个体更具竞争力，如Mayew等 [23]对来自上市公司的

792名男性CEO的演讲进行了分析，测量了每个首席执行官

的声音基频F0作为音调高低的指标，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

的数据评估了其所经营企业的规模、资产总额，记录了其任

CEO的时间。结果发现，低音调的 CEO（相比于高音调的

CEO），所经营的企业规模更大、资产额更多，CEO的任期也

会更长；对中等规模公司的 CEO 而言，其语音音调降低

22.1Hz，即可导致所管理的公司规模增加4.4亿美元、年度薪

酬增加18.7万美元。此外，低音调还可以传递社会经济地位

的信息。如O'Connor等[24]让女性听 19-23岁男性的声音对，

同一个人的声音包括高音调和低音调两个版本，女性需要判

断声音对中的哪个声音的发出者具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结果表明，低音调的声音被认为具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此外，声音还可以通过传递身体素质等方面的信息，来

帮助个体评估支配关系建立过程中所需要的线索，如评估竞

争对手的战斗力。Sell等[25]选取多个声音样本（如加州大学

圣塔芭芭拉分校男生的声音、成年印第安男性的声音等），同

时获取了声音所有者的体力及力量数据。实验中，让被试依

据声音来评估声音所有者的身高、体重、体力、力量及战斗力

等。结果发现，被试可以通过男性的嗓音准确地评估其上半

身的强壮程度，进而推测出该男性的身体素质及战斗能力。

2.2 嗓音吸引力与选举
既然嗓音吸引力和领导特质具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是

否意味着嗓音吸引力会影响选举的结果呢？有研究对此进

行了考察。Anderson和Klofstad[26]首先让一些女性和男性录

制一句话：“我敦促你们在今年11月份为我投票”，并将该话

语调节成为高音调和低音调两个版本。之后让被试听配对

的录音，并回答：“如果这对声音的发出者在校董事会的选举

中互相对立，你会投票给拥有哪个声音的人？”结果发现，男

性更倾向于投票给低音调的候选人，女性更倾向于投票给低

音调的女性候选者。还有研究者[27]选取了真实生活中的声

音，即 9位美国总统的录音，并将该录音调节成为高音调和

低音调两个版本，之后让被试判断两个版本的声音中哪一个

更可能传递以下特质：听起来更有吸引力、会是一个更好的

领导者、比较诚实的领导者、听起来更值得信赖、在全国选举

中更有可能被投票、听起来更占优势、会更好地处理当前的

经济形势、听起来更聪明、更可能卷入政府丑闻、在战争时期

更有可能被投票。结果发现，除了更有可能卷入政府丑闻

外，评估者在另外9个特质的评价上都优先选取了较低音调

的声音。

上述研究表明，人类的嗓音吸引力与领导能力的评估及

支配地位的建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有可能影响实际的选举

行为。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考察嗓音对领导能力的预测作

用，是否受到了其他因素（如社会情景、性别等）的影响，还可

以进一步探讨其内在的神经生理机制。

3 人们感知嗓音吸引力的发展变化

人类的嗓音吸引力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如亲密关系、领

导特质的感知等，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人类对嗓音吸引力的

感知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际交往的

增多，个体对嗓音吸引力的感知模式会相应的发展和变化，

从而使得个体能够更好适应人与人之间的交往。Saxton等[28]

发现，女性对低音调男声的偏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发

展起来的。他们让儿童组（7~10岁）、青少年组（12~15岁）和

成年组（20~34岁）的女性被试评估成对呈现的男性声音的

吸引力，结果发现，青少年组和成年组的女性均认为低音调

的男性声音更有吸引力，而儿童组被试则认为高音调的男性

声音更具有吸引力。这项研究表明，随着个体年龄的增加和

阅历的丰富，其对声音吸引力的感知模式也会逐渐发生变

化。Saxton等[29]进一步考察了 11~13岁（年轻组）及 13~15岁
（年长组）的男性和女性被试对异性声音吸引力的评价的变

化，结果发现，年长的女孩（相比于年轻女孩）更多的认为低

音调的男孩声音更有吸引力，而年轻的男孩（相比于年长的

男孩）更多的认为高音调的女孩声音更有吸引力。

上述研究表明，人们对嗓音吸引力的感知会随着年龄的

变化而变化，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人际交往的增多，其对嗓

音吸引力的感知模式也逐步过渡到成人的感知模式。

4 小结与展望

有关嗓音吸引力对人际关系影响的研究，已经积累了比

较丰富的资料。已有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嗓音吸引力可以影

响亲密关系的建立，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着生殖繁衍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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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类的嗓音吸引力可以影响人们对于个体的领导能力的

感知、支配地位的评估；同时，人们对嗓音吸引力的评估有一

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但现有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局限和不足，未来的研究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1）从嗓音吸引力的操纵和测量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研

究主要关注了嗓音吸引力的音调属性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而

实际上，嗓音吸引力可以涉及多种物理属性，如音强、语速、

音色等。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考察嗓音吸引力的多种物理

属性对人际交往活动的影响，并尝试探讨多种属性之间的交

互作用[30]，确定各类属性的影响权重。此外，从嗓音吸引力

的载体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对他人嗓音吸引力的评

价及其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而忽视了个体对自我嗓音吸引

力的评价及其对自己的人际交往行为的影响。

（2）从人际交往活动的选择和控制的角度来看，已有研

究更多的关注了较为普遍和社会认可度较高的几类活动，而

较少关注一些特殊的人际交往活动，如同性恋伴侣的亲密关

系。此外，已有的研究对人际交往活动中多种复杂影响因素

的控制尚不全面。例如，嗓音吸引力对恋爱关系建立的影

响，可能受到了个体的浪漫经历等多种因素的中介作用；嗓

音吸引力对领导力的影响，应同时考虑社会文化背景等因

素。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细致的梳理人类的人际交往活动，

并区分嗓音吸引力在不同种类的活动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影

响因素。

（3）从技术手段的角度来看，已有的研究主要采用了主

观评定、认知测量等认知行为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人际

交往活动测量的复杂性有关。未来的研究，应该尝试选取合

适的实验范式，使用神经生理学手段（如多导生理仪、功能性

磁共振成像），对嗓音吸引力影响人际交往活动的神经生理

机制进行考察。

（4）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已有的研究多在实验室条

件下进行，未来的研究可采用便携式的仪器设备（如便携式

眼动仪、便携式近红外光谱成像仪等），在自然环境中对人的

交往活动进行测量，考察嗓音吸引力在其中的作用，提高研

究的生态效度和可推广性；另一方面，可尝试从训练或干预

角度出发，开发相应的嗓音吸引力的训练提高方法和策略，

为改善人际交往提供科学化的建议。

参 考 文 献

1 王譞. 视听整合下对人吸引力知觉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

文. 西北师范大学, 2012
2 郑怡, 尚俊辰, 李伯冉, 等. 人类嗓音吸引力的影响因素.

心理科学进展, 2017, 25(2): 237-246
3 Hughes SM, Harrison MA. I like my voice better: self-

enhancement bias in perceptions of voice attractiveness.
Perception, 2013, 42(9): 941-949

4 Zuckerman M, Miyake K. The attractive voice: What makes
it so.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993, 17(2): 119-135

5 Jones BC, Feinberg DR, Debruine LM, et al. Integrating

cues of social interest and voice pitch in men’s preferences
for women’s voices. Biology Letters, 2008, 4(2): 192-194

6 Hodgessimeon CR, Gaulin SJC, Puts DA. Different vocal pa-
rameters predict perceptions of dominance and attractive-
ness. Human Nature, 2010, 21(4): 406-427

7 Oguchi T, Kikuchi H. Voice and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2010, 39(1): 56-61

8 Hughes SM, Farley SD, Rhodes BC. Vocal and physiological
changes in response to the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of conver-
sational partner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010, 34:
155-167

9 Anolli L, Ciceri R. Analysis of the vocal profiles of male se-
duction: from exhibition to self- disclosure. 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2, 129(2): 149-169

10 O’Connor JJM, Pisanski K, Tigue CC, et al. Perceptions of
infidelity risk predict women’s preferences for low male
voice pitch in short-term over long-term relationship con-
texts.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4, 56: 73-77

11 Hughes SM, Dispenza F, Gallup Jr GG. Rating of voice at-
tractiveness predict sexual behavior and body configuratio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04, 25: 295-304

12 Apicella CL, Feinberg DR, Marlowe FW. Voice pitch pre-
dicts reproductive success in male hunter-gatherers. Biology
Letters, 2007, 3: 682-684

13 Pipitone RN, Gallup GG. Women’s voice attractiveness var-
ies across the menstrual cycle.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2008, 29(4): 268-274

14 Hughes SM, Harrison MA, Jr Gallyp GG. The sound of sym-
metry: voice as a marker of developmental instability. Evolu-
tion & Human Behavior, 2002, 23(3):173-180

15 Hill AK, Cárdenas RA, Wheatley JR, et al. Are there vocal
cues to human developmental stability? Relationships bet-
ween facial fluctuating asymmetry and voice attractivenes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17, 38: 249-258

16 Skodda S, Grönheit W, Schlegel U. Intonation and speech
rate in Parkinson’s disease: general and dynamic aspects
and responsiveness to levodopa admission. Journal of Voice,
2011, 25(4): 199-205

17 Weusthoff S, Baucom BRW, Hahlweg K. Fundamental fre-
quency during couple conflict: An analysis of physiological,
behavioral, and sex-linked information encoded in vocal ex-
press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3, 27(2): 212-
220

18 Ferdenzi C, Delplanque S, Vorontsovawenger O, et al. Per
ception of men’s beauty and attractiveness by women with
low sexual desir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2015, 12(4):
946-955

19 Zuckerman M, Driver RE. What sounds beautiful is good:
The vocal attractiveness stereotype. Journal of Nonverbal

（下转第720页）

··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