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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对 1979 年以来中国电子音乐（包括计算机音乐）方面的文献做了一些梳理，

然后主要以电子音乐创作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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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9 年《人民音乐》发表的《谈谈电子乐器_电子风琴和电子音乐》一文，自 1984

年上海交通大学创建的中国最早的计算机音乐实验室，自 1984 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中国

第一场纯电子音乐作品音乐会，自 1989 年武汉音乐学院设立中国第一个“音乐与音响导演”

专业开始，电子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已 30 余年。 

三十多年来，不仅专业音乐学院设置了各种与电子音乐相关的专业，而且许多综合性院

校也设置了类似专业，开设了相关课程。国内重点的院校和机构还筹办了数次国际电子音乐

节（周）来展演作品、开设大师班、讲座等，对电子音乐的观念、技术、作品等等各个方面

在国内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电子音乐自身也正随着时代、科技的

变化，在或多或少发生着变化。 

那么，国内，对于电子音乐技术的研究，处于一个什么水平，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更

为紧迫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如何使此领域沿着合适的路径发展呢？带着这些问题，基

于电子音乐的创作与制作角度，笔者对九大音乐学院的学报、《人民音乐》、《音乐研究》、《中

国音乐》等若干重要期刊以及各主要院校的硕博论文进行了学习和思考，并得出一些想法和

建议。 

一、文献内容的综述 

笔者首先对所收集到的一百多篇论文的内容进行了总体区分。它们大致分为概述类、教

学类和技术类1。 

其中，概述类的文章内容主要是从宏观方面对电子音乐做出介绍、梳理等，包括主要对

电子音乐的历史回顾、对当代的观察和对未来的展望。例如《电子音乐在中国的开端》（1984）

一文中，就描述了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首次举办的专场电子音乐会。例如《电子音乐与电子

计算机音乐的发展历程》、《电子音乐的历史回顾与发展前瞻》、《计算机音乐思维研究》等文

                                                        
1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以计算机作为创作、制作或辅助创作、制作的工具，因而其它关于使用计算机做为分

析工具、教学辅助工具等相关文章并不在此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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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主要对电子音乐与计算机音乐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作了探究。 

与教学相关的内容在电子音乐的论文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它主要包括对教育模式、学

科、专业、课程设置、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内容。例如《国际计算机音乐研究与我国相关专业

学科建设管见》、《计算机音乐技术发展及其教学实践之构想》《由美国俄勒冈大学看美国高

校电子音乐专业的教育模式》《中－美高等教育中计算机音乐课程现状和比较研究》、《计算

机音乐的教学和应用研究》《我国高校计算机音乐专业的发展及教学现状的思考》、《我国电

子音乐相关学科与专业发展回顾及展望》等等。 

基于电子音乐的创作与制作角度，本文主要就技术方面的论文做进一步的分类和说明，

从内容上，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研究角度：作品与作曲家、创作思维与技术、音响音

色、表演方式及其它软硬件技术。 

1.作品与作曲家 

电子音乐作品的类别多种多样，因而文献中对于作品的分析同样多种多样，有对于纯电

子音乐作品的研究，如《音响的组织及其隐含的曲式意味》；对电子音乐与真实乐器相结合

的作品研究，如《理念与技术的创新_电子音乐作品_诺日朗_的创作特点分析》、《萨利亚霍

〈六座日本花园〉的结构思维》、《论斯托克豪森作品〈天狼星〉的声音材料组织结构》、《现

代电子技术与古老东方哲学的巧妙结合》等；对电子音乐与数字影像相结合的作品研究，如

《用声音刻画脸谱》；对社会性电子音乐作品的研究，如《范吉利斯电子音乐作品的主导音

型织体及其音色体现》等。 

从分析角度和方法来看，文献中对于作品的研究，有的是以整体结构为对象，如《整体

计算与局部计算的时间素描》等；有的是以作品的某一突出特征为对象，如《徐仪〈虚空〉

的动态音响空间》等；有的是以作品为引子追踪它的时代背景，如《从两部作品的比较看西

方电子音乐早期发展》等。 

对于作曲家的分析，主要包括《论张小夫的电子音乐创作特征》、《刘健音乐创作中的电

子音乐思维研究》、《张小夫_刘健电子音乐作品中国音乐传统手法比较》、《混合与预制_与电

子音乐有关的一些问题并兼及刘健的电子音乐创作》等。 

2.创作思维与技术 

关于电子音乐创作技术的文献中，主要使用了三种角度来观察。一是借鉴传统创作来观

察电子音乐，以得出新的音响组织方面的手法，如复调思维（如《论复调思维在音响型电子

音乐中的体现》等）、句法组织（如《音响组织的句法特征及其宏观结构力》等）、配器（如

《传统配器观念在电子音乐创作中的地位》等）、曲式（如《音响的组织及其隐含的曲式意

味》等）、主题（如《电子音乐中主题的双态结构及其在作品中的渗透》、《从三部作品看电

子音乐的主题性及其发展脉络》等）、音乐要素（如《音响型电子音乐作品中的“节奏——

时间”关系及运动》等）、腔式（如《电子音乐中的“腔式”及其特征》等）等、记谱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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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子音乐记谱法的思考》等）。二是以电子音乐的自身出发，探讨它所具有的独有特

征。如《巴顿·迈克伦〈小夜曲〉中的音响距离感分析》、《电子音乐中的空间思维》等。其

中《解析电子音乐中的两种展开手法》以声音处理为基础提出了裂变和渐变两种发展手法等。

《创作理念的确立与技术平台的确立》一文，通过对中美两位当代作曲家的两部作品进行比

较和分析，探究他们创作特点、技术手段、音乐理念以及审美追求的不同，论述同一时代中,

在计算机平台上的创作思维特征之异同，使之最终达到的音乐效果和音乐审美体现不同。三

是将电子音乐与非电子音乐的创作特征、创作手段或其他进行类比、总结。如《碰撞·渗透·交

融·创新》一文探寻两种不同的创作思维相互间的影响和渗透；《论基于电子音乐音响合成

的创作思维》一文论证了音响合成技术与传统作曲技法在音高、节奏等维度的映射关系；《第

三种作曲方式》一文通过对计算机音乐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对计算机音乐制作技术的分析，阐

述了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音乐创作产生了一些新观念、新思维和新特点。 

3.音响与音色 

音响音色分析在文献中所占的比例仅次于创作技术，这与电子音乐特性非常吻合。这一

部分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了声音采样与合成、音色人性化、音色应用等。 

它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从音响音色的角度来观察结构、思维等整体性特征，如《电

子乐器的音响特征与电子音乐中音色的结构意义》一文提出“将音色作为音乐构思出发点的

创作思维方式”，较好地说明了音色在电子音乐制作和创作中的重要性；如《从音色合成的

方式看电子音乐与中国音乐传统的联系》一文，从音色的个性、发音过程的装饰性、音响特

征的完备性等几个方面，对电子音乐中的音色特征作了细微观察，并将其与音乐的民族性、

世界性联系起来。二是对音色的制作手段进行实践、研究，如《EG 的工作原理及其表现音

意义》一文，对声音制作手段之一——包络线作了阐述。《点状音合成及其音色变化的途径》

一文，使用 Csound 中较难预期的语句 Grain 进行大量实验，对实验结果（波形）进行分析；

《计算机音乐音色人性化技术的现状分析》一文，对音色的制作方法、MIDI 控制、虚拟演

奏工具三个方面，说明了软硬件技术的发展使音色更具表现性。三是对已有音色的应用进行

了研究，如《计算机音乐制作中电子合成音色的应用研究》、《VST 采样音色在计算机音乐中

的拓展作用》、《计算机音乐制作中打击乐的应用研究》等文对目前大量的音源音色作了分类

及应用方面的研究。 

4.表演方式 

对于表演方式的研究在近几年来看，越来越显得重要了。文献中，这一方面的内容并不

算多，主要包括对已有方式的总结，对演奏实践的总结，如《从“工作室”到“舞台”》一

文总结了国内近年来各类音乐节（周）的演出形式，并作了详细地归纳；《计算机音乐的演

奏实践》一文，虽然发表时间是在 1999 年，但其内容到今天仍让人受益匪浅。它是一篇译

文，从演奏实践、室内音响效果、音响分析、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实现问题以及它的美学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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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电子音乐被呈现出来的各个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从单一形态到多元化形态的

发展历程》通过几部具有代表性电子音乐作品的技术平台、创作手法、演出形式进行分析，

在一定程度说明了电子音乐的发展与变化过程，展现了当代电子音乐呈现出了单一、双重、

多元化并存的局面；《计算机音乐时代的“乐器”设计初探》一文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构思，

即建立当代的“乐器”。它是通过计算机来实现，由计算机来生成、改变声音并控制演奏的

过程；《交互式电子音乐的原理与技术》一文，通过对于交互式电子音乐作品的分析,归纳总

结交互式电子音乐作品在创作和表达上所体现出的特点。 

5.其它软硬件技术 

从内容上看，国内关于电子音乐各种技术方面的文献主要包括上述几种，此外，还包括

若干对于软硬件技术的研究，如《硬件 DSP 系统在交互式电子音乐制作中的应用初探》、《电

子音乐作品制作技术的演进过程及计算机化趋势》等；对于某些综合技术的研究，如《计算

机音乐的“人性化”及其实践研究》一文，从电子音色、乐器表现力、人机互动、声场等方

面进行实践，说明计算机音乐所应具有的表现力。 

二、文献内容的思考 

在近三十年间，电子音乐的概念、技术及其应用范围，变得越来越宽泛，因而对于这一

领域的研究也应该密切跟随，与实践同步进行，甚至走在实践之前。通过对上述文献的观察，

结合笔者近年来对电子音乐领域的创作实践经验，笔者从电子音乐创作与制作的角度出发，

对于国内的综合现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1.理论与实践 

电子音乐的发展时间并不算长，但它自身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程

度。时至今日，电子音乐已有了许多不同的称号，如电子声学音乐(Electroacoustic Music)、

听觉类电子音乐(Acousticmusic)、计算机音乐(Computer music)、环境音乐(Ambient Musie)、

声音艺术 (Sound Art)、声景艺术（Soundscape）、声音装置艺术（Sound Installation）等等。 

尽管电子音乐有如此广泛的应用领域，但从国内的理论文献看来，数量并不多。从第一

篇文章 1979 年至今也不过一百多篇。其中，所涉及范围，概述类和教学类的比例占了多半。

真正涉及到技术分析的并不多，而涉及到新技术研究更为罕见。 

自北京电子音乐节创办及各院校的专业设立以来，国内每年都会有数场相关作品音乐会

来呈现新作品。它们中，真正被广泛传播和引起深度关注的并不多。这，一方面是由于电子

音乐文本记录方式的匮乏与技术说明的晦涩，使得其分析工作的展开并不容易清晰可辨、具

有一定的说服力度，从而相关的作品分析与技术内涵也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是由于电子

音乐为了追求了更全面的听觉要求，使用较为复杂的回放方式，比如交互式演出形式、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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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空间设置等。从另一角度来说，去除这些因素，仅就听觉形式来看，电子音乐应该更具

有广泛、便利的传播性，因为它可以完全依托网络、广播、唱片等媒体来传播。因而，它不

应成为阻碍电子音乐理论发展的绊脚石。 

与国外许多为了实验某些技术而创作的声音作品不一样，国内的电子音乐作品大多数都

是以音乐为本体，以技术作为辅助。这样做的优点是，作品的艺术性较强，较符合“电子音

乐作为音乐”的重要属性。这样做的缺点则是对于技术的创新性略显不够。所以，对于电子

音乐作品对于技术应用、创作思维等理论总结，将更进一步梳理和加强国内的电子音乐创作；

对电子音乐的技术进行剖析，则有助于制作技术方面的创新。 

因此，加大对于电子音乐理论方面的关注和学习，如网站、期刊等等，是有必要的。正

如《“EARS”在中国适用性研究》一文中提出将“电子声学资源库”(ElectroAcoustic Resources 

Site,以下简称 EARS)是一个以术语为切入点，建立“中国电子声学资源调查”的数据库，则

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 

2.基础与创新 

电子音乐的创作与研究较之其它音乐类别来看，更具技术性，更具广泛性。究其本身的

可应用领域和范围，从具体音乐、纯电子音乐、幻听音乐到电声音乐、再到交互式音乐，从

流行音乐、影视音乐、动画音乐到游戏音乐，它们似乎都可以与电子音乐沾上边。 

一般来说，枝叶越茂盛，根基则需越扎实、深厚。电子音乐的根基包括什么呢，从声学

基础、听觉基础、音乐基础、电子技术基础到计算机技术基础，从制作技术到创作技术，从

科技领域到音乐领域。不同的知识范围有不同的语言，电子音乐恰恰是融合了这众多范围的

一个特殊品种，是建立在综合基础之上的一个类别。因而，从事电子音乐必须先了解和熟知

各知识范围中的语言，有了它，对话和沟通就会相对简单，并更容易进入较高一层。 

声学是研究声音的科学，这与电子音乐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因而声学基础可以帮助人们

了解声音的形成、特征、传播等方面的知识。音乐基础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乐谱、乐器、音乐

要素的组成等等。听觉基础可以帮助人们掌握对音乐和声音要素的识别；计算机基础则是实

践的基础，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软硬件的操作，另一个是基本的程序语言和编程环

境。这些可以帮助人们进入不同的创作思维方式。 

不同方向的研究者，可以偏重于不同的基础，实现不同领域的创新。 

3. 应用与开发 

国外的相关机构中，如 IRCAM、CCRMA，能够兼顾研发和创作、或教学、研发、创

作，甚至邀请表演者参与到各种项目之中。这是它们与国内电子音乐中心的不同之处。国内

的相关部门主要还是以教学和创作为主。而创作的技术主要是基于上述国外机构的研发结

果。 

电子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电子技术。既然国内的基本架构是依托于大学的教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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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联合具备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或其它相关专业的单位来共建本国的电子音乐技术

基础与研发工作。技术人员和创作人员还需要更多的沟通，才能相互理解、相互促进，达到

一个较好的状态。 

其实，国内并不缺乏这样的条件。国内计算机音乐的最早研究者、发起单位是上海交大

的徐树中教授。而北大也曾经有这方面的动作。目前电子音乐也处于与其它媒体进行融合的

过程，需要与许多非音乐、非艺术的元素相结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新媒体艺术等。只

有这样，我们在应用和开发平台上，逐渐达到自主性、系统性。 

因此，让电子音乐的研究走出音乐院校，展开跨专业、跨院校、跨领域的交流合作，是

十分必要的，例如今年的音乐节中，中央音乐学院与东北大学软件学院合作的项目就进行了

展示。 

4.创作与表演 

电子音乐的制作通常是在某一固定的工作室里进行，它的形成和最终呈现在很大程度上

会比传统声学音乐受到更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如制作系统的设置、回放系统的安排、制作环

境和呈现空间的差异、表演者对这一形式的理解和驾驭等。 

从呈现的角度来看，回放形式是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如立体声、四声道、八声道、5.1、

7.1，甚至更多等等。不同的回放系统，如立体声和八声道，可能会影响到作品的各个方面，

从最初构思、整体设计、最终完成和多次呈现。 

仅考虑回放系统，还只是电子音乐表演方面的一个基础部分。进一步来说，表演者、影

像、各种交互式设备等都是增强电子音乐表现力的手段。 

以表演者为例，进入曲目的排练阶段开始，表演者不仅仅要考虑与人的配合，还要考虑

与回放声部、互动声部的配合，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还要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地捕捉到乐

曲的风格及自己在整个系统中的定位。这对表演者提出了一些要求，如了解和熟悉设备、程

序与人的关系，能很快地适应它们，并且有很成熟的演奏经验。如果没有工程师或作曲家在

场，演奏者需了解或使用这些相关软硬件，最简单的包括音响回放，如耳机、音箱等，复杂

的还包括设备连接、程序运行等。在多次演出合作中，作曲家们会发现具有这方面的演出经

验和不具有这方面经验，成熟和不成熟的演奏者在电子音乐的表演中会有较大差别。 

同时，这对制作者，也提出一定要求，他需将表演的实施方案与作品的创作结合起来考

虑，在完美实现作品构思的同时，还要考虑作品在技术上是可实施的。 

尽管这一环节有如此多的因素，但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表演，电子音乐的音乐会作品

实在有些无味，因而加强回放和表演在电子音乐中的实施研究，加强与演奏者的沟通和合作，

引起他们在这方面的关注和思考，是必要且值得的。 

5. 技术与艺术 

技术与艺术的问题，从来就像鸡与蛋一样，无法分清谁先谁后。两者的相互推动，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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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争辩的事实。就最终的成果来说，电子音乐的技术创新与艺术作品的创作并不可以等同为

一件事，尽管电子音乐的许多技术直接体现为声音的创作。从电子音乐的产生至今，许多电

子音乐会的呈现模糊了这一问题。 

可以说，电子音乐在初期阶段，大多数作品主要是以实验性的技术出发，而不是以最终

的艺术形式出发。在这种音乐会的舞台上，摆放的是工程师和电脑、电子元件等设备，有的

是摆放着若干只音箱。在观众的耳朵里，所接收到的是一大堆形态相似、品质接近的合成声

音，或者噪音，它们没有表情、没有优质的音响，更没有悦耳的音乐，好像只是把实验室搬

到了舞台。 

随着技术的进步，真实乐器被引入到音乐会，大大地提高了电子音乐会的可欣赏性、艺

术性。尤其是在某些曲目中，电子音源与真实乐器的融合或电子手段与乐器的融合更提高了

作品的含量，很好地显示出电子音乐的技术魅力。这一类作品，如张小夫老师的《诺日朗》、

《吟》等，刘健老师的《半坡的月圆之夜》、《奉献》等，法国 IRCAM 的多媒体《Light Music》

等。它们的演出都曾引起观众们的好奇和惊叹。 

因而，笔者认为对待技术和艺术的问题时，不应被其形式所困惑，应有自我的品位和主

张，同时应加强对艺术性较高的电子音乐作品的介绍、传播，扩展它的受众群，否则，电子

音乐的听众会越来越少，最终因其技术而反被技术误。 

 

结语 

电子音乐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产生，随着电子设备的应用而发展，如录音机、电子乐

器等。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尽管电子音乐所借用的手段，比其它音乐门类似乎要复杂得多，

但如同其它音乐传统设备一样，它仍然应依托于艺术的苍穹之下，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