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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孤独症患者面部情绪识别困难不仅有一般性特点，还存在特异性表现，如注视局部细节等。 孤独症患者情

绪面部识别障碍可能与情绪识别特定的脑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梭状回、杏仁核以及镜像神经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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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ism facial emotion identifying difficulties have not only general features, but also specific performance,
such as looking at local details, etc. An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facial emotion identifying difficulties of autism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specific areas of emotion identifying of the brain, such as fusiform gyrus, amygdala and mirror neu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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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 独 症 （autism）是 广 泛 性 发 育 障 碍 （pervasive develop-
mental disorders，PDD）中 最 为 多 见 的 一 种 亚 型，它 是 以 社 交

困难、语言障碍和刻板行为为特征的一种障碍性疾病。 由于

孤独症社交困难存在严重程度不同且终身伴随，从而给个体

自身、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的生活负担。

面部情绪是人类重要的社会信息载体，那么对于面部情

绪的迅速准确的识别加工也就成为社 会 交 往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环节 [1]。 而孤独症患者社交困难以无法识别和理解面部情绪

为主要特征。

1 孤独症患者对面孔情绪识别的特点

1.1 识别的基本情况

1 岁左右的幼儿就能表现对基本面部表情的识别， 且这

种通过面部情绪来推测别人意图的能 力 是 会 随 个 体 的 成 长

而不断发展的 [2]。 很多研究表明孤独症患者对面部表情的识

别能力较正常人显著低下。 有用人类的六大基本表情（高兴、

悲伤、生气、害怕、惊讶、厌恶）发现孤独症者对基本情绪识别

是一种广泛性损害 [3]。 但是也有报告认为，当 IQ 和语言能力

相当时，孤独症者识别成绩不比正常人低 [4]。 另有研究显示，

这种情绪识别损害或缺失是选择性的。 如，孤独症患者对于

害怕表情识别的困难程度大于其他五大 基 本 表 情 [5]；孤 独 症

儿童只对于“惊讶”情绪识别有损害[6]。 更有一些研究发现，对

孤独症者进行表情识别测试时，他们不具有将“高兴”识别为

“幸福”的能力[7]。

上述研究均是静态图像实验材料，有研究者改用动态方

式呈现实验材料，如 Humphreys 等用动态方式呈现表情图像，

发现高功能孤独症(high-functioning autism，HFA)表现出识别

速度较慢，对恐惧表情识别最差，易将厌恶理解为愤怒，把恐

惧当作惊讶[8]。 也有研究运用不断细微变化的动态情绪图片，

结果显示 HFA 对于厌恶、害怕、惊讶的识别度很低 [9]。 动态情

绪识别障碍， 表明孤独症患者无法理解变化的情绪表达，可

能成为他们社交困难的原因所在。 但在最近有研究发现，孤

独症 者 对 动 态 面 部 情绪识别没有异常， 且与对照组成绩相

当[10]。因此，对于孤独症患者识别面部基本情绪的能力研究结

果不一。

有研究证实，孤独症者对于复杂表情的识别能力普遍存

在困难。 Begger 等人发现，HFA 在识别基本情绪时与对照组

相比无差异，而对复杂情绪如嫉妒和尴尬识别时表现出识别

困难[11]。 也有报道指出孤独症患者在与语境描述不相符的表

情识别中无法理解表情，如 Kasari 等人的研究，发现 HFA 对

于嫉妒的归因和应对技巧都与对照组差异显著 [12]。所以说，孤

独症者对于复杂情绪识别是困难的。

1.2 孤独症者特异性识别情况

诸多研究者作出一种推测，认为孤独症者选择性情绪识

别损害特别是对于害怕情绪识别，导致了他们在面孔辨别时

回避面部眼部的注视， 而更多的将 注 意 集 中 在 面 部 下 半 部

分，例如嘴巴[13]。 于是，有研究者运用“泡沫”方法去确定孤独

症者在辨别面部不同情绪时注意哪些部位，是由哪些部位决

定的[14]。研究发现，“害怕”情绪很大一部分是由眼区部位辨认

出的，“生气”情绪则由眼和眼眉部位决定的，同时“高兴”和

“惊讶”情绪的识别是通过嘴巴部位确定的，“厌恶”情绪由鼻

子和嘴巴部位辨认出的，“悲伤”情绪是由嘴巴和前额部位辨

认出的[15]。 也就是说，在基本情绪识别过程中，孤独症者是很

少利用眼睛部位信息。 假设孤独症者不利用眼部处理情绪信

息，那么如果冻结该区域，应该就不会影响其识别成绩。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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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研究表明，当冻结眼部区域后，对于动态呈现的整体面

部，孤独症者识别正确率更低，表明孤独症者 可 能 也 会 利 用

眼部信息[9]。 同样 Ponnet 等人发现孤独症成人从单独呈现的

眼部信息中识别情绪时，和正常对照组有同样好的成绩 [16]。因

此，孤独症者在利用眼部信息上是否存在完全缺失说法不一。

正常儿童能识别正立的面孔， 却较难识别倒立的面孔，

即面孔倒置效应。 而孤独症者无面孔倒置效应，他们在识别

倒立和正立的面部时成绩无任何差异，且不在意面部呈现方

式 [17]。 支持 性 的 研 究有，Mcpartland 等人发现与面部相关的

ERP（事件相关 电 位）成 分（N170）在 孤 独 症 组 与 正 常 组 之 间

存在差异。 N170 是面部加工早期敏感阶段，孤独症组对面部

N170 潜伏期比对照组延长，但对物体潜伏期与对照组相当；

对照组对倒立面部的潜伏期比正立的要长，而孤独症组对两

者的 N170 无明显差异，没有显示出面孔倒置效应 [18]。

上述研究提示孤 独 症 者 认 知 面 部 情 绪 时 并 非 整 体 把 握

面孔特征，而是注重局部细节。

正常儿童对面孔视觉刺激记忆优于非面孔视觉刺激，而

孤独症者在两者的刺激任务中成绩相 当 或 非 面 孔 任 务 中 成

绩更好 [19]。 在对孤独症儿童进行 ERP 研究发现，对照组在喜

欢与不熟悉的玩具，以及母亲面孔和不熟悉人物面孔识别时

P400 和 Nc 两指标有显著差异表现，而孤独症儿童组只在喜

欢与不熟悉的玩具时，两指标有明显差异，对 于 人 物 面 部 识

别时两指标没有差异，说明孤独症者对于物体认知优于面孔

认知 [20]。 又如 Weeks 等人用表情面孔图片进行分类测验时，

正常儿童常利用表情线索进行分类，而孤独症患儿倾向于根

据装饰物如帽子、耳环、眼镜等线索进行分类。

孤独症儿童在识别面孔情绪统一性上存在困难。 声音是

人类社交过程中中重要的信息载体，准确区分出声音和面孔

一致性和矛盾时的情绪是重要的社交技能 [21]。 正常人能很好

的分析面孔与声音之间的信息， 而孤独症者就存在困难，当

两者不一致时，他们的识别率就更低 [22]。 又如，Grossman 等人

给被试儿童同时呈现表情图和情感描述语, 正常儿童较少受

情感语的影响而辨别出表情图, 但孤独症儿童面临表情图与

情感语矛盾时(如呈现高兴的图片时,背景语说“悲伤”) ,其表

情判断错误明显高于正常儿童 [23]。

2 孤独症面部情绪识别的神经基础

人类面孔信息的加工过程需要脑部特定的结构参与，包

括梭状回、杏仁核、眶额叶、颞上沟、颞上回及基底节等。 它们

在加工的过程中担负着不同的职责 [24]。 梭状回在面孔编码时

首先被激活，杏仁核和颞上沟负责编码从面部获得的社会信

息，且杏仁核还担任解码面部情感意义以及情 绪 加 工，颞 上

沟还参与面部动作和注视指向的感知 [25]。

2.1 梭状回

在 fMRI 研究中， 发现梭状回对面部激活优于对物体的

激活，因而认为梭状回（fusiform gyrus，FG）是对面孔反应的特

定区域，被称为梭状回面孔区（fusiform face area，FFA）。
正常人在观看人类面部时 FFA 区域有显著激活，孤独症

者的该区域无明显激活，如 Schultz 等人用 HFA 和与之年龄、

智力相匹配的正常组进行面部加工， 结果显示 HFA 在注视

面部和对面部情绪识别加工过程中，FFA 区域激活是减弱的

或活动不明显。 而在识别物体时 FFA 区域有不同的结果，有

研究表明，在对物体和面孔的加工时，正常组 FFA 区域都有

明显的激活， 但是孤独症组的 FFA 区域在两种情况下无活

动，相反的是，孤独症组的颞下回区域激活明显，颞下回是物

体加工激活区域[26]。

2.2 杏仁核

参与心理理论加工的重要结构—杏仁核，它主要负责识

别潜在危险刺激和威胁刺激的作用，同时也参与一些与之相

关的过程，包括目光对视、情感记忆、嗅觉学习、社会判断。 在

社会信息的解释，面部情绪识别、判断以及 目 光 注 视 指 引 的

感知和面部情绪应用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 ERP 研究表明孤独症者在识别熟悉人面部和陌生人

面部时， 杏仁核的激活程度和正常 对 照 组 表 现 出 显 著 不 同

的，激活程度较低[27]。 如 Karen 等人用熟悉的（如母亲、父亲）、

陌生的人物面部图片用电脑呈现的方法，研究和分析孤独症

患者在识别和辨认熟悉和陌生面部 图 片 时 的 杏 仁 核 的 激 活

情况。 实验结果发现：识别和辨认熟悉面孔时杏仁核激活是

显著的，而陌生面部时杏仁核的激活是很弱的 [28]。同样也有研

究表明识别中性面孔和害怕面孔时，ERP 结果显示孤独症个

体组与控制组完全不同的模式图形 [29]。

2.3 镜像神经元

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由 Giacomo Rizzolatti 等 人 提

出，其作用是观察到某一动作或情绪感觉后，激 活 脑 内 相 关

神经元，在脑内重复该行为，就像自己做了一样，即个体自我

行使动作所激活的神经元在观察他 人 进 行 同 样 动 作 时 也 会

激活[30]。
有 研 究 表 明， 人 类 F5 同 源 脑 区-额 叶 下 回 岛 盖 部（the

pars opercularis）在模仿动作、行为观察以及推测过程中镜像

神经元活跃，而孤独症者该区域无活跃显示 [31]。且在电生理实

验中也证实这点，μ 频率波（8-13 Hz）是 EEG 波中可以反映

镜像神经元的， 通常人们模仿或观察他人活动时，μ 波是抑

制的，而孤独症者的镜像神经元功能异常。 如 Lindsaym 等人

让孤独症者和正常对照组观察自己和他人手部动作，对照组

在两种情况中，μ 波都是抑制的； 而孤独症者只在观察自己

手部动作时有明显的 μ 波抑制出现，在观察他人手部动作时

无 μ 波抑制[32]。 所以说孤独症者存在镜像神经元功能异常的

情况。

大量实验表明, 孤独症患者不仅对基本动作理解和模仿

有缺陷, 还存在认知能力(如对他人愿望、信念、意图和情感的

理解)缺陷, 即所谓的心理理论缺陷 [33]和共情缺陷 [34]。 且理论

上,镜像神经元系为心理理论模型中的模仿论(simulation theo-
ry)提供了生理基础[35]。那么功能上，镜像神经元系统的一部分

脑区可能参与了心理理论任务 [36]。 共情也是一种对于他人情

感的理解和模仿的能力。 McIntosh 等人通过比较正常儿童和

孤独症儿童在观察情绪图片时肌电图情况发现，孤独症儿童

缺乏自主表情模仿，而当要求他们进行主动模仿表情图片时

和正常儿童差异不明显 [37]。 暗示孤独症者是自动模仿功能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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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而非模仿或者运动功能缺陷。 因此，镜像神经元系统也被

认为参与了共情过程。

综上所述，目前对孤独症者的面部情绪识别的研究有很

多，但是结论不一。 诸多研究者认为孤独症者对于面部情绪

识别是存在障碍的，包括六大基本情绪识别困 难、复 杂 情 绪

识别困难、情绪一致性识别困难以及情绪识别关注局部细节

情况存在等。 其面部情绪识别障碍可能与情绪识别特定的脑

区有着密切的关系。 迄今为止，大部分孤独症者研究都是选

用高功能孤独症(high-functioning autism，HFA)或是成年孤独

症者，那么广大低功能孤独症者的情绪识别情况特点就了解

的很有限。 且研究多数在实验室或特殊营造场景中进行，得

出研究结果是否能推广到现实生活中去。 这些问题，也是今

后研究需要改善和探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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