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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著名的座头鲸变调曲到亚马逊粉红海豚的超声波声纳，生活在海洋和河流

中的哺乳动物已经发展出使用声音的方式，这让我们越来越感兴趣。为什么用声

音？什么类型的声音？研究人员如何研究这些交流方式或声音位置，以及它们如

何告诉我们关于我们在海洋中的巨型表亲们的信息？这都是海洋生物声学——

这一结合生物学和物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生态学、数据处理和海洋学的学科，

正试图回答的一些问题[1]。

1. 海洋中的声音

1.1. 声波在水中的重要性

水（特别是盐水）能导电。因此，电磁波（光波、无线电波等）在水中的传

播相当糟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海洋在深度达到几十米时就是一个极其黑暗的环

境。尽管大多数海洋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都拥有非常强大的眼睛，但它们的

使用不如在陆地环境中那么有效，至少在远距离交流中无法使用。另一方面，声

音在水中传播得很好，比在空气中传播得更快，且几乎没有衰减。因此，许多海



洋动物利用声音来收集或传递信息，就像人类在其设施和船只（潜艇、监视或地

质勘探设备）上所用的那样。

1.2. 海洋中的声音物理学

图 1.模拟声音在水中的传播。来自同一点的声射线被引导到声速极小值的水层中。[来源：

作者建模]（图 1 Profil de vitesse 速度剖面图，Profondeur 深度， Vitesse du son

声速，Rayons pour un tir a -4m-4m 深度发出的射线，Distance 距离）

这本百科全书描述了声音的物理学（见：声音的发射、传播和感知）。声音

被定义为超压的传播，通常以分贝为单位（即，一个对数单位，可以用来准确测

量非常强和非常弱的值）。分贝的压力定义为 P（dB）=20 log10（p/pref）。

它需要一个参考压力 pref。实用性考虑，它在空气和水是不同的。通常，如果

空气中的参考声压压力为 20µPa，则水中的声压为 1µPa：因此，无法将水中的分

贝量与空气中的进行比较。

水中的声速随水柱的深度而变化，从而产生了声学“波导”，使声音能够非

常有效地长距离传播。图 1来源于通过“声射线”模拟声音在水中的传播，表明

来自同一点的声射线不是均匀得发散（可能被底部吸收），而是被引导到声速极

小的水层中。

1.3. 水下录音



图 2.LIS 团队在亚马逊河准备用于录制亚马逊河豚（Inia Goeffrensis）的声学天线。[来

源：M. Trone 摄影]

20 世纪中叶，已有相对简单的仪器使我们能够研究水中的声音。目前，测

量链通常由以下部分组成：

传感器，即水听器（水下麦克风），通常基于压电特性并配备软外壳，使其

传声效果适应环境；

记录器，一种对信号进行数字化（可能经过滤波）并以数字形式存储的设备。

数字化步骤涉及到采样率和分辨率，这些参数取决于所测声音的类型。

然后可以手动或通过自动程序处理或分析由此获得的信号（图 2）。

1.4. 查看声音

为了分析声音，声学家使用了一种 19世纪和 20世纪发展的数学工具：傅里

叶变换。通过处理，可以将信号从时域（压力随时间变化）变换到频域。频域允

许根据声音的高频或低频分量分析声音，就像色谱允许评估光束的分量一样。通

过做一些假设，我们可以将声音可视化为一种称为“时频”的表示形式，使我们

能够将其频率内容视为时间的函数。这种基于高等数学理论的表示形式，如同看

乐谱一般！

视频 1.声音时频表示的图示。时间在 X轴上，频率在 Y 轴上，颜色代表强度。

我们可以看到，哨声类型的正弦波对应于集中在一个频率上的强度（这里是千赫



兹的数量级），当声音被调制时，可能会发生变化。相反，抓拍的咔嚓声是一个

短的声音（在时间上定位，这里在第 6秒和第 7 秒），但其能量分布在一个较宽

的频带上。

2. 水生哺乳动物发出的声音

2.1. 哪些是水生哺乳动物？

图 3. 亚马逊河粉红海豚（Inia geofrensis），一种来自拉丁美洲的淡水鲸目动物。[来源：

J.Patris 摄影]

水生哺乳动物的定义是它在水中的时间：因此，北极熊目前被认为是海洋哺

乳动物。然而，我们将主要关注最“特化”的水生哺乳动物，主要分为鲸目亚目，

以及食肉目（包括海豹和海狮）和海牛目。它们通常生活在海洋中，有时生活在

河流或湖泊中（图 3），很少（食肉目）或没有（鲸目、海牛目）与陆地接触。

有些种类生活在近岸区域并停留在较浅的深度，但很多种类可以在非常深的地方

捕猎，有时甚至可以超过一千米。尽管有这种生活方式，且外观与鱼或鲨鱼很相

似，但它们是以哺乳方式喂养幼崽并在空气中呼吸的哺乳动物[2]。

2.2. 产生声音的范例

水生哺乳动物发出的噪声种类繁多，并覆盖了部分远超人类听觉的声谱[3]。

例如，最大的罗夸尔鲸（蓝鲸、长须鲸等）可以在几十秒内产生非常强烈的次声。

这些声音的频率约为 10赫兹，是动物界中最强的发声之一：它们在 1 米处达到

190分贝（参考 1µPa）（相当于大型商船在平均速度下的水平）。这些声音的强

度使大型海洋哺乳动物能够在几十公里的距离内进行交流。相比之下，鼠海豚和



河豚会发出短暂而重复的超声波，称为“咔哒声”，其频率可以达到几百 kHz。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也会发现海豚的哨声（例如宽吻海豚的哨声，还有

虎鲸或领航鲸的哨声）呈现出很大的多样性，通常是人类可以感知的频率（几千

Hz）。类似地，座头鲸的声乐曲目使它们成为水下生物声学的“明星”，从低沉

的咆哮声到多种吱吱声或调制声，这些声音都非常显著，并且可以被人耳听到。

视频 2. 宽吻海豚（Tursiops truncatus）发出的声音示例。我们将识别哨声、

高音、调频声音（在 5kHz 和 20kHz 之间）、咔嗒声、短波和宽带（其中只有一

部分在这里被记录，其余部分的频率对于记录设备来说过高），以及低频（约

1kHz）的短吠声。

2.3. 某些特殊声音的生物学功能

图 4. 宽吻海豚（Tursiops truncatus）。[来源：© Willy Volk, Flickr (CC BY-NC-SA 2.0)]

这些不同的声音涉及到不同的生物学功能。例如，短促的“咔嗒声”是所有

齿鲸（如海豚、鼠海豚、抹香鲸；或鲜为人知的喙鲸）的共同特征。它们在这些

动物的定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使这些动物在黑暗深处以动态追踪的方式追逐

和捕捉猎物。这些咔嗒声与蝙蝠的定位功能相同：它们通过回传的回声让动物找



到猎物或障碍物。此功能称为回声定位（参见焦点：回声定位）。

一些须鲸（或真正的鲸鱼，或神秘的巨鲸）发出经过调制的声音，这些声音

以高度结构化的系列重复出现。这些系列被称为“歌曲”，类似于鸟类的歌声。

这些歌曲似乎是雄性的特权，因此可能具有与繁殖有关的功能，例如吸引雌性的

注意或雄性之间的竞争。此外，这些歌曲有时是真正的方言，这使得区分同一物

种的不同种群或氏族成为可能（参见焦点：蓝鲸歌声频率的下降）。

第三个例子是一些海豚的哨声，例如宽吻海豚（Tursiops truncatus），被证

明能传递个体的特征“信号”[4]。在两个个体相遇的过程中，每个个体都重复

他自身的“信号”，直至另一个个体重复相同信号回应，这可能是识别对话者的

标志（图 4）。

3. 被动声学监测

图 5. 固定式水听器：一种探索当地声学环境的廉价且微创技术。图为智利北部浮标上的一

个装置。[来源：作者摄影]

声音被水生哺乳动物广泛使用，对于研究它们非常有用。与“主动”声学（包

括发出声音和研究反射波或透射波的行为）不同，被动声学定义为仅在环境中记

录声音。没有能量被传输到正在研究的环境中：因此，这是一种非常微创的方法。

各种不同的技术可以获取不同的数据，其成本和对研究对象的影响也有很多

差异。将一个装置直接放在受试动物身上（“标记”）无疑是最微妙的：多项研

究表明，它可以改变动物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伤害宿主[5]。但另一方



面，它可以在个体身上获得惊人的结果，例如声音发出的深度和产生的能量，还

可以验证给定声音来源于哪种生物。

船上使用的其他装置：

这些装置包括拖曳在船后的多个水听器组成的天线。这些技术对种群调查很

有用，可以做成“声学横断面”，这通常是对视觉计数的补充。

在浮标上部或底部安装一个或多个固定传感器是最简单、侵入性最小的技术

之一（图 5）。

这些设备通常是“盲”操作的，因为没有视觉数据添加到记录的声音中，但

它们是安全、廉价、耐用的技术，可以进行局地、长期的种群调查，并精确研究

特定发声的特征。

4. 生物声学的一些结果

在生物声学存在的五十年中，水生哺乳动物的生物声学产生了一些有趣的进

展，我们在此重点介绍几个例子。

4.1. 生理学

图 6. 鲸目动物发声主要的部位。

[来源：由帕特里斯在雷登伯格图片基础上绘制的图表[6]](图 6：BALEINE A FANONS 须鲸，

MYSTICETE 须鲸，SAC LARYNGE 喉囊,MELON 额隆，AMPLIFICATION DES CLICS 咔



嗒声放大，DAUPHIN （海豚），OONTOCETE（海豚），LEVRES PHONIQUES（声唇），

PRODUCTION DES CLICS（咔嗒声产生），REPLIS VOCAUX（声音回荡）,PRODUCTION

DES VOCALISES（调音制作）

鲸目动物对环境的生理适应性，有时会以惊人的方式将它们与其他哺乳动物

区分开来：最明显的例子是体型，蓝鲸是已知的体型最大的动物，无论是现存的

动物还是化石。

然而，研究这种体型的动物的生理学是一项挑战，因为对于许多物种来说，

我们只有已经死亡很长时间的搁浅动物。特别是大型鲸目动物的发声方式仍然是

个谜。然而，最近的研究结合了对搁浅动物的解剖、声音类型的分析、实验室重

建的物理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显示了产生声音的两个主要来源（图 6）。

发声（口哨声、咆哮声等）是经空气通过“声带”（相当于声带，位于喉部）

产生的，但空气并未排出，而是在在肺部和一个闭合回路“喉囊”之间循环[6]。

齿鲸产生“咔哒声”是发自一个特殊的器官（声唇）。然后，声音在额隆（海

豚、抹香鲸等齿鲸头部的突出部分）被放大。额隆的作用是将声音放大，并将其

聚焦到特定的方向。

对额隆所起作用的认识为抹香鲸的研究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策略：采集并研究

个体发出的“咔哒声”可以估计其大小！事实上，可以检测到额隆中的一系列回

荡，回荡之间的时间可以评估动物头部的大小。由于该物种具有明显的性二型性

（雄性平均比雌性大 50%），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该个体是成年雄性，还是雌性或

年轻雄性（两者大小相同）[7]。

4.2. 行为

被动声学监测还可以在干扰最小的情况下深入了解个体的行为。例如，通过

记录抹香鲸潜水时发出的咔哒声，可以重建其轨迹。下面的视频（视频 3）显示

了这只动物的活动，它达到了几百米的深度，并成功地搜索到了食物：据估计，

咔嗒声节奏的加速对应着一次主动的捕猎（发现并追捕猎物），而沉默的时间间

隔标志着猎物（通常是头足类动物）被捕获和消化的时刻。



视频 3。视频链接：点击这里！显示从声学记录重建的抹香鲸轨迹的三维动画[8]。您可以

听到录音并读取两次咔嗒声之间的时间。咔嗒声的加速和随后的沉寂被解释为成功狩猎的一

个事件，包括捕获并吞食猎物（通常是鱿鱼）。

被动声学也可以用来理解鲸类的所谓“文化”行为：2013 年发表的一项研

究强调了座头鲸歌声在西南太平洋海盆从东向西的传播。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

新喀里多尼亚的雄性座头鲸开始向澳大利亚歌唱这个“流行”主题，同时海洋中

其它群落开始关注这些主题。

4.3. 种群调查

统计一个物种的个体数量总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对于水生哺乳动物来说，这

更是一个挑战，因为许多常用技术都无法使用：不可能找到痕迹或脚印，也不可

能放置摄影陷阱。

除了少数例外（例如，在沿海具有稳定数量的种群），目视观察是很困难且

效率低的。事实上，鲸目动物很谨慎，与浩瀚的大海相比数量很少，它们大部分

时间都在水下，无法看见。一旦天气条件恶化，就彻底地不能观察到它们了。



因此，可以理解，生物声学在个体探测和计数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它结合

了以下几个优点：

监视可以昼夜进行；

对于某些物种（特别是大须鲸），仪器的范围可以扩展到几十公里；

该仪器可以以较低的成本长时间（几个月）运行。

尽管该技术具有潜力，但被动声学监测在种群调查中的应用还是一门新兴技

术，遇到了许多困难[9]。评估每个仪器的范围是建立种群密度统计模型的必要

参数，但它取决于生物种类、发射信号的强度、环境条件、地形拓扑、仪器的响

应等。目前无法根据发声信号来区分两个鲸目动物个体，所以很难知道同一个个

体是否多次被监听到，或者是否有多个个体经常光顾这个地方。有些物种在某些

时候声音很大，而在其它时候则完全沉默，无法被注意到。

然而，可以在不同的声学调查之间进行比较，从而确定一个物种在给定位置

是否稳定，或者其密度是否随季节或年份而变化。种群的声学行为也越来越为人

所知。此外，现在还可以使用成熟的声传播模型。通过这些工具，许多研究成功

地克服了上述障碍。例如，喙鲸是一种分布极广的齿鲸，居维叶最早根据一批搁

浅于马赛附近的蓝色海岸（Côte Bleue）上的样本描述了它。现在通过被动声学

监测技术，它们越来越多地被识别出来。该技术涉及到一个随机的浮标网，可以

感知到海洋深处的探测器[10]。

4.4. 保护

上述种群密度计算是种群管理和物种保护的重要手段。综合所有技术（搁浅、

视觉和声学调查等），已经表明南极蓝鲸（图 7）的数量在二十世纪中叶经历了

灾难性的下降，从分布在整个南部海域的约 300000 只到 50 年后记录的约 400

只[11]。在比该物种平均寿命还短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每一千只中仅有一只逃脱

了猎杀！目前的估计显示，在第一次暂停捕杀蓝鲸 50多年后，恢复仍然十分缓

慢（目前约有 1000只）。

生物声学也可用于开发实时保护装置。例如在水下地质勘探时，会向海洋环

境发送非常强的声脉冲以探测底土（巨大的超声波扫描），这对环境，特别是海



洋哺乳动物具有高度侵害性。在这类活动中，科学家们需要持续负责视觉和听觉

警戒：如果在附近发现鲸目动物，声脉冲就需要中断发射。

图 7. 蓝鲸（Balaenoptera musculus）。[来源：安德烈斯·卡尔德隆的插图]

另一个例子是[12]安装在美国波士顿湾的定点保护装置。一组水下传感器检

测到大西洋露脊鲸的存在。大西洋露脊鲸是大型鲸类中受威胁最大的一种，被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当检测到露脊鲸存在时，该区域内

的船只会接到警报，并且必须减速（噪音和碰撞是目前该物种面临的主要风险

[13]）。

5. 要记住的信息

所有的鲸目动物和许多鳍足类动物都利用水中良好的声音传播来进行交流、

寻路、进食、识别危险等。

海洋哺乳动物生物声学的目标是了解水生哺乳动物发出的声音种类及其生

物学功能。

除了可视化研究外，这门学科还用于识别濒危种群，以加强对它们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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