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2 No.6 2014

面孔知觉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例如，能够迅速而准确的知觉他人情绪

是实现社会活动的必要条件，而面孔正是我们知觉

他人情绪的重要线索。此外，面孔还传达很多其他

社会信息如个体的性别、身份、种族等等。

人类认知加工面孔的能力非常强。仅凭对数以

百计的面孔图片浏览一遍，在随后的测试中，被试即

能高于随机概率地辨认出哪些面孔图片曾经看过
[1]。即使去掉面孔的外部特征如头发、胡须、脖颈和

衣服等线索，而且是陌生面孔，人们仍然能够很准确

地知觉其中的表情和性别等信息[2]。

对于人类如此普遍而高效的面孔知觉能力，目

前的代表性理论为Bruce和Young提出的面孔知觉

功能模型 [2]（Functional Model of Face Perception），

Haxby，Hoffman和Gobbini提出的面孔知觉分布式神

经网络模型 [3] (Distributed Human Neural System for
Face Perception)。Bruce 和Young的理论模型指出，

面孔结构编码（structural encoding）后，会分成四条平

行而独立的路径，分别对应于面部表情（facial ex⁃
pression）分析、面部语言运动 (facial speech move⁃
ments)分析、定向视觉加工（Directed visual process⁃
ing）和面孔身份识别（face recognition units）信息。

定向视觉加工（有的译为“直接视觉加工”）即包含对

面孔里年龄和性别等信息的确认。该模型被视为有

关面孔中不同信息独立平行加工观的经典理论基

础。有不少研究为该理论模型提供了支持证据，比

如有研究揭示面孔表情与身份信息是独立平行加工

的 [4]，而且一些病例提供了表情与身份信息加工双

分离的证据：杏仁核损伤病人不能识别面部表情，但

能识别身份 [5]；面孔失认证病人不能识别熟悉人的

身份，但可识别面部表情 [6]。也有研究报告了面孔

中的性别与表情信息独立平行加工的证据 [7，8]。事

实上，Bruce 和Young在其新书[9]中对其理论模型做

了补充说明，他们指出因为这些面孔信息都会在人

的认知系统中汇聚，所以不排除不同信息通道也可

能交互作用。

Haxby等人的面孔知觉分布式神经网络模型一

方面继承了 Bruce-Young 的面孔知觉功能模型

（Functional Model of Face Perception）关于面孔中信

息分类加工的观点，并将人类面孔信息简化为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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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不变（invariant）信息（如身份、性别、种族等）和可

变（changeable）信息（如表情、眼睛注视方向）；不变

信息主要用于识别特定个体，可变信息主要用于促

进社交。该模型进而指出这两类信息加工分别存在

相对独立的核心（core）脑机制：可变信息加工的核

心脑机制是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不变

信息加工的核心脑机制则是外侧梭状回（lateral fu⁃
siform gyrus）。但是具体完成某种面孔信息还需要

其他多处分布且相互之间存在联系的脑区协作完

成，因而不同面部信息在加工神经网络上又存在一

定的重叠和联系，也就是说不同面部信息加工之间

又会存在互动：比如因为不同个体（不变信息）的笑

容（可变信息）有其自身特点（或抿嘴，或露牙等），所

以负责不变信息加工的脑区也可能对于表情知觉起

着支持作用。因此，Haxby等人指出，对于这些分布

式神经网络的互动特点的研究，是进一步提升人类

面孔知觉研究的要点。可视为该理论模型的支持证

据迄今也有不少，但是证据之间还存在不少矛盾的

地方。比如有研究揭示了面孔身份与面部表情识别

之间的不对称的交互效应：身份信息影响表情判断，

但表情信息不影响身份判断[10]；但在进一步控制表

情和身份判断的任务难度时，则又发现二者有对称

的交互作用[11]。也有研究揭示了性别信息和表情信

息间的不对称交互影响：性别信息影响表情信息加

工 [12，13]。而 Aguado,Garcia-Gutierrez 和 Serrano-Pe⁃
draza的研究则报告了面孔性别信息和表情信息加

工之间存在对称的交互效应。

综上所述，有关面孔知觉中多种信息之间的关

系，在理论上还比较含糊，只提到信息之间可能存在

(另一层含义则是也可能不存在)交互作用，但具体

是怎样的交互作用、交互作用受到哪些因素的调节

等等尚待澄清；从各方面的实验结果来看，也是呈现

出了表面上看来各自都合理却未能聚敛的局面。我

们分析，这些有关面孔信息加工看似矛盾（独立平

行 vs. 交互作用，不对称交互作用 vs.对称交互作

用）的研究报告，很可能是不同的研究各自无意中

满足和/或缺失了某种条件，从而促成各具特色乃至

矛盾的结果。本研究便旨在探索面孔信息加工中交

互作用的特定条件制约性。

在面孔各类信息中，表情信息和性别信息是人

们人际交往中最为必要的信息。人们在面对一张陌

生面孔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做出判断或揣测：友好、

无害还是威胁？男还是女？表情与性别信息又有些

天然的相似与联系，比如二者都具有蕴含进化意义

的两极性维度（积极/消极，男/女）；情绪信息促成有

机体“趋利避害”，性别信息也具有“异性相吸”的动

机功能。但是如前所述，这两类信息在加工时会是

何种关系，尚莫衷一是。有研究指出表情与身份的

区分度（discriminability）水平决定两者的具体交互

影响模式：当表情（或身份）的区分度较高时，表情识

别（或身份识别）不受身份（或表情）的影响；但当表

情（或身份）的区分度较低时，表情识别（或身份识

别）就会受身份（或表情）的影响[14]。这里所指的区

分度（discriminability）是指对表情或身份信息进行

亚类型区分的难易程度, 区分度越高说明对这类信

息的亚类型划分越容易, 否则反之。同理，我们推

测，目前有关面孔性别与表情信息之间交互影响模

式的争议也可能是不同研究者的实验材料选择不

同，导致两类信息区分度的对比模式不同，从而产生

不同甚至矛盾的研究结果。

已有的关于面孔性别与表情关系研究中，不同

研究所选择的表情类型存在不同，比如在Atkinson
等和Karnadewiet等的研究中，被试任务是区分积极

与消极情绪，而在Le Gal等的研究中被试是区分两

类具体的消极情绪。不同表情类型的选择会造成表

情区分度的不同；对此的理解，只按照情绪的维度论

和类型说来看都有失偏颇，可能需要综合这两种情

绪观；或者，根据 Plutchik 的情绪锥形模型（cone-
shaped model）可能更利于理解和界定表情的区分

度。在情绪锥形模型中，不同类型情绪的区分度既

来源于性质（比如：积极 vs.消极）上从相似到对立的

差异——相似的相距近，从而二者区分度低，对立的

相距最远，从而区分度也高；还来自于情绪的强度，

两种情绪强度差异大，在情绪锥形模型中，二者的空

间距离也会增大，从而区分度也大。换句话说，也就

是要综合定性和定量分析表情区分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通过两个关联实验来探讨

表情区分度对面孔中表情与性别信息交互影响模式

的影响。实验一选择愤怒和悲伤的男、女表情图片;
实验二采用高兴和愤怒的男、女表情图片。从性质

角度来看，实验一中表情区分度低，实验二中表情区

分度高；因为愤怒和悲伤均为消极情绪，而高兴和愤

怒则分处于积极消极两端；当然我们还会按照维度

论对二者的区分度做定量分析，因为在效价、唤醒度

等维度上，有些情况下性质相似的表情也有可能比

性质相反的表情差异更大，从而具有更大的区分

度。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提出假设如下：当表情区分

度低到表情任务的完成时间长于性别完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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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可能表现出性别信息对表情信息加工的影响；

如果表情区分度高以致表情加工速度和性别加工速

度差不多时，则二者加工可能不会发生交互影响。

1 实验一

1.1 方法

1.1.1 被试 32名在校大学生（男女各半），年龄在

19-22岁之间，所有被试视力正常或者矫正视力正

常，均为右利手，实验结束之后给予一定报酬。

1.1.2 实验材料 从中国情绪图片系统[15]中选取效

价在2-3分之间的（1-9分，分数越低表示越消极，5
分代表中性，分数越靠近 9代表越积极）愤怒、悲伤

图片各24张，其中每类图片男、女各12张。愤怒图

片在效价（t（1，22）=0.99，P>0.05）和唤醒度（t（1，
22）=0.35，P>0.05）上性别差异不显著，悲伤图片在

效价（t（1，22）=1.26，P>0.05）和唤醒度（t（1，22）=
1.43，P>0.05）上性别差异同样不显著。但愤怒和悲

伤图片在效价上差异显著，t（1，44）=2.48，P<0.05，唤
醒度上差异不显著，t（1，44）=1.49，P>0.05。每类图

片效价和唤醒度数据如下表1。
表1 各类图片效价和唤醒度数据

1.1.3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分为练习和正式实验

两个阶段。在安静的实验室中，被试坐在计算机正

前方，眼睛到屏幕的距离大约为 75cm。实验开始

前，被试被告知此实验为一个心理认知方面的实验，

该实验分为两个阶段，总实验时间长度在30分钟之

内，所有的操作都根据屏幕上指导语的提示进行。

第一个阶段为练习实验，第二阶段为正式实验阶段，

两阶段开始之前都有相应的指导语。

练习阶段在每次判断之后会有对错的提示，在

正式测试阶段则没有提示。练习实验主要让被试熟

悉愤怒和悲伤两种表情。实验材料来源于上述图片

库中没被选取的图片，每种类型8张，共32张。被试

通过练习熟悉实验程序后，进入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中包含性别识别和情绪识别两个任

务，分别安排在两个区组内，每个任务中所有图片随

机呈现。一半被试先进行性别识别，休息 5分钟后

进行表情识别，另一半被试顺序相反。图片呈现在

17吋电脑显示器屏幕中央，图片背景为黑色，屏幕

背景为灰色。实验时要求被试对每次呈现的图片上

的表情或性别做出判断：当进行性别判断任务时，一

半被试如果屏幕上呈现的是男性图片就用鼠标左键

反应，女性图片则用右键反应，另一半被试按键相

反；当进行情绪判断任务时，也要求一半被试如果呈

现的是悲伤图片用鼠标左键反应，愤怒图片用右键

反应，另一半被试按键相反。实验流程如下。

1.2 实验结果

对正确率进行2（任务：表情识别、性别识别）×2
（面部性别：男、女）×2（面部情绪：愤怒、悲伤）三因

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任务主效应显著，

F（1，31）=194.52，P<0.001，η2=0.86，图片性别识别的

正确率（M=0.96，MSe=0.01）显著高于图片表情的识

别率（M=0.84，MSe=0.01）。图片表情主效应不显

著，F（1，31）=1.97，P>0.05，η2=0.66，图片性别主效应

不显著，F（1，31）=1.59，P>0.05，η2=0.05，图片表情和

图片性别交互作用显著，F（1，31）=12.44，P<0.01，η
2=0.29；对此简单效应分析，被试在愤怒的男性图片

条件下的正确率（0.87）高于悲伤的男性图片条件的

正确率（0.80），F（1，31）=9.78，P<0.01，η2=0.24；女性

图片的两种表情条件下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P>
0.05。其他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0.05。各任务条

件下各类图片的正确率数据如图2。
在剔出错误反应和极端数据（平均数上下两个

标准差以上）后，同理对反应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任务主效应显著，F（1，31）=141.81，P<0.001，η
2=0.82。性别识别（M= 618ms，MSe=14.52）显著快于

表情识别（M=766ms，MSe=12.71）。图片表情、图片

性别主效应不显著，P>0.05；图片表情和图片性别交

互作用显著，F（1，31）=32.11，P<0.01，η2=0.51；任务、

图片表情和图片性别三重交互效应显著，F（1，30）=
13.32，P<0.01，η2=0.31。

为进一步了解图片表情与图片性别之间的关

系，在每一种任务下做性别、表情两因素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结果发现：在性别识别任务条件下，图片性

别、表情主效应不显著，二者交互效应也不显著，P>
0.05。而在表情识别任务中，图片表情主效应显著，

F（1，31）= 6.41，P<0.05，η2=0.17，被试对悲伤表情反

图片类型

愤怒

悲伤

性别

男

女

男

女

效价

2.80±0.26
2.92±0.33
2.86±0.30
3.00±0.36
3.19±0.36
3.10±0.37

唤醒度

5.90±1.12
5.78±0.77
5.84±0.94
5.72±1.19
5.09±0.98
5.4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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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慢于愤怒表情反应时。图片表情、图片性别交

互作用显著，F（1，31）=25.48，P<0.001，η2=0.45。进

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被试对愤怒的男性脸（M=
725ms，MSe=13.31）判断显著快于愤怒的女性脸（M=
778ms，MSe=16.61），t（1，31）=3.59，P<0.05。而对悲

伤的女性脸（M=747ms，MSE=15.81）的判断显著快

于悲伤的男性脸（M=812ms，MSe=17.11），t（1，31）=
4.12，P<0.001。各任务条件下各类图片的反应时数

据见图1。

图1 各任务条件下各类图片的反应时间

图2 各任务条件下各类图片的反应正确率

2.3 讨论

正确率结果揭示了面孔图片中的表情信息和性

别信息的交互效应。被试在愤怒的男性图片条件下

的正确率高于悲伤的男性图片条件下的正确率。

反应时结果也发现了实验任务、图片表情和图

片性别的交互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了被试是在表

情识别任务中，对于男性的愤怒面孔判断显著快于

女性的愤怒面孔判断，而对女性的悲伤面孔判断显

著快于男性的悲伤面孔判断，正确率的分析，也发现

了与反应时的类似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反应时数据

并不归因于被试的速度—准确性权衡。

然而在 Le Gal等的研究中却发现了面孔表情

（愤怒和惊奇）和性别的互不干涉效应，二者是独立

加工的。仔细分析发现，其实二者并不矛盾，虽然在

在Le Gal等人的研究中采用的也是区分度较低的两

种消极表情，但在他的研究中，性别识别和表情识别

无论是在反应时上还是在正确率上都没有显著性差

异。而在我们的实验中，任务主效应是显著的，性别

识别的平均反应时（618ms）远低于表情识别的平均

反应时（766ms），同样，通过正确率分析也能发现，

性别识别正确率（95%）远高于表情识别正确率

（83%）。Le Gal认为，当性别识别比表情识别更快

时，说明在任务中对于这些刺激来说，性别比表情更

容易区分，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性别区分度比

表情区分度更高。

2 实验二

本实验仍然采用《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中

的人脸材料,选取了表情区分度更高的高兴与愤怒

表情，以探讨面部表情识别与性别识别之间的相互

作用是否会发生改变。

2.1 方法

2.1.1 被试 34名在校大学生，男女各半，年龄在

19-22岁之间，所有被试视力正常或者矫正视力正

常,均为右利手,实验结束之后给予一定报酬。

2.1.2 实验材料 图片来源及抽取方式同实验一，

愤怒图片与实验一相同，另抽取 24张高兴图片，男

女各 12 张。愤怒图片在效价（t（1，22）=0.99，P>
0.05）和唤醒度（t（1，22）=0.35，P>0.05）上性别差异

不显著，高兴图片在效价（t（1，22）=0.88，P>0.05）和

唤醒度（t（1，22）=1.11，P>0.05）上性别差异同样不显

著。但高兴和愤怒图片在效价上差异显著，t（1，
44）=49.5，P<0.05；唤醒度上差异不显著，t（1，44）=0，
P>0.05。每类图片效价和唤醒度数据见表2。

表 2 各类图片效价和唤醒度数据

2.1.3 实验设计及程序 实验设计及具体实验流

程同实验一一样，只是把悲伤图片换成高兴图片。

2.2 实验结果

对正确率进行 2（任务：图片表情识别、图片性

别识别）×2（图片性别：男、女）×2（图片表情：愤怒、

高兴）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任务主

效应不显著，F（1，33）=1.98，P>0.05，η2=0.06，图片表

图片类型

愤怒

高兴

性别

男

女

男

女

效价

2.80±0.26
2.92±0.33
2.86±0.30
6.74±0.28
6.83±0.21
6.78±0.25

唤醒度

5.90±1.12
5.78±0.77
5.84±0.94
6.04±0.76
5.64±1.04
5.8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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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主效应显著，F（1，33）=4.50，P<0.05，η2=0.12，对高

兴表情识别的正确率显著高于对愤怒表情识别的正

确率。图片性别主效应不显著。实验没有发现任何

交互效应。各任务条件下各类面孔图片的正确率数

据如图4。
各任务条件下各类面孔图片的反应时数据如图

3。数据方差分析方法同实验一。反应时结果发现：

任务主效应不显著，F（1，33）=2.31，P>0.05，η2=
0.06。图片表情主效应显著，F（1，33）=25.58，P<
0.01，η2=0.44。被试对高兴表情识别的反应时（M=
609ms，SD=13.99）显著快于对愤怒表情的反应时

（M=636ms，SD=13.88）。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1，
33）=0.49，P>0.05，η2=0.02。同时面部性别和面部表

情交互效应不显著，F（1，33）=0.37，P>0.05，η2=
0.01。也没有任务、性别和表情三重交互效应，F（1，
33）=0，P>0.05，η2=0。各任务条件下各类图片的反

应时数据如图3。

图3 各任务条件下各类图片的反应时数据

图4 各任务条件下各类图片的正确率数据

2.3 讨论

实验二的正确率和反应时的结果分析都发现了

面孔图片中表情信息的主效应，且没有发现任何的

交互效应，然而在Atkinson等和Karnadewi等研究中

却分别发现了这两类信息不对称的交互效应，即面

孔性别信息影响面孔表情判断，而面孔表情信息不

影响面孔性别判断。究其原因发现，尽管在Atkin⁃
son等和Karnadewi等的研究中使用的表情分别是区

分度高的高兴与害怕表情和高兴与愤怒表情，但在

他们的研究中，面孔表情的区分度显著低于面孔性

别的区分度，即被试对面孔性别的判断显著快于对

面孔表情的判断。而在本研究中，无论是反应时还

是正确率，性别识别和表情识别都没有显著性差

异。也就是说面孔表情的区分度与面孔性别的区分

度是相当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本实验结果与

以往研究并不矛盾。

3 综合讨论

本研究意在探究面孔图片中的表情信息和性别

信息交互影响模式是如何受到图片表情信息区分度

的调节。实验一采用的表情为愤怒和悲伤，实验二

选择的表情为愤怒和高兴。在实验一的反应时与正

确率结果中都观察到了图片表情和图片性别交互作

用影响着被试的行为反应，然而在实验二中表情识

别与性别识别的这种相互作用消失了。通过实验一

和实验二的结果比较，我们发现表情的区分度水平

确实会影响两者之间的加工模式，当面孔表情的区

分度提高时，面孔表情识别不再受面孔性别信息影

响。

在实验一中发现了面孔性别信息对面孔表情判

断产生了影响，而面孔表情信息对面孔性别判断却

没有此效应。出现了面孔表情和面孔性别加工的不

对称交互效应，即面孔性别影响了面孔表情判断，而

面孔表情对面孔性别判断并没有产生影响。由于在

此实验中面孔性别的加工速度快于面孔表情的加

工，且由于二者存在部分神经网络的重叠，速度快的

的信息加工往往会影响相对慢的信息加工，从而产

生这种不对称的干涉作用[16]。

另外，在实验一还发现被试对于男性的愤怒面

孔判断显著快于女性的愤怒面孔判断，对女性的悲

伤面孔判断显著快于男性的悲伤面孔判断。在现实

生活中，我们对他人情绪进行判断时，往往会对个体

即将表现的情绪进行预期[17]。例如，女性更容易表

现出害怕和悲伤表情，表现愉快表情的频率也比男

性要高，然而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表达愤怒表情
[18]。因此，我们认为人类大脑的表情加工系统可能

会受这种性别预期的影响。

在实验二中发现了面孔性别信息和面孔表情信

息互不干涉效应，即两类信息在这种条件下属于独

立路径加工。由于在此实验中，两种信息的区分度

相当，个体在对某种信息进行加工时能自动忽略其

他干扰信息，从而出现了选择性注意模式。一些研

究也发现了面孔不同功能方面的信息加工在区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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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的任务条件下并不会发生交互作用，如，面部性

别和眼动方向之间的加工[19]。

同时，在实验二中还发现了个体对高兴表情识

别的反应时显著快于对愤怒表情识别的反应时。

Fazio的研究认为个体对积极与消极信息加工具有

对刺激的优先选择性，由于负性效价刺激会激活更

多的皮层反应，吸引更多的注意资源，从而导致个体

对负性刺激的反应要更慢[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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