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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是一种需要抑制真实信息的复杂心理过程[1]。测谎

并不是检测谎言本身，而是检测人在说谎时想隐瞒的心理反

应所引起的一系列生理指标的变化。因此，测谎实际上不是

“检测谎言”，而是“探真”。一个人说谎时，会引起交感神经

兴奋，出现心率增快、瞳孔扩大、血压升高，皮肤出汗等反

应。这些微小的生理反应，通过肉眼很难观察到，因此可以

通过传感器转化为电信号后测量出来。

测谎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英国，疑犯被要求咀嚼一片奶

酪和面包来判断其是否无辜，若其无法吞咽面包和奶酪，则

表明为罪犯[2]，在古代中国，人们也用类似的方法来测谎。可

见，早在测谎的原理为人们所认识之前，测谎方法就被广泛

应用。直到 1921年，第一台组合了血压计和呼吸计的测谎

仪才正式诞生，随着现代电子技术和心理学的发展，测谎技

术也不断发展和改进。20世纪 60年代具有抗干扰能力、能

检测呼吸、心率、皮肤电反应、血压等多种生理指标的第三代

测谎仪面世[3]。

尽管传统测谎仪技术在不断更新，测谎在全世界各个国

家也多有普及，但其普遍性和特异性仍受到不少学者的质

疑。首先，由于测谎指标主要反映受试的情绪波动，而非说

谎的认知行为本身，因此，当受试者处于强烈的恐惧或高情

绪状态时，会对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4，5]，其次，难以避免假阳

性问题，此外，反测谎技术的使用往往无法在传统测谎仪中

识别。由于仍存在上述局限，迫使人们寻求新的技术。

其实早在 19世纪，人们就通过观察眼球运动来研究心

理活动。眼动记录技术从最早的直接观察法发展为机械记

录法，从光学记录法到电流记录法，技术的改进使得眼动仪

的操作和使用愈加简便。近年来，眼动在测谎中的应用逐渐

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眼动，即眼球运动，眼动分析通过收集

人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的眼球运动数据，达到精细地分析人的

心理活动的目的[6]。眼动分析可以详细地记录受试在说谎时

的视觉信息数据，从视觉信息加工的行为特点来理解谎言行

为的深层心理机制和生理机制。

1 测谎有关的眼动指标

1.1 眼动的基本模式
眼球运动有三种基本类型，即注视（fixation）、眼跳（sac⁃

cade）和追随运动（smooth pursuit）。注视是指眼睛的中央凹

对准某一物体。眼跳，是指从一个注视点到下一个注视点的

运动，将网膜的中央凹重新定位到视觉场景中的一个新点

上，以此来获得精确而清晰的视觉。眼跳受到认知因素的影

响。追随运动，是指在观看一个运动的物体时，保持头部不

动，为了使眼睛总是注视这个物体，眼睛就要追随这个物体

运动。眼动在测谎中应用的指标除眼动的基本指标如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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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眼跳等，还包括区域性指标，如回视(regression)、兴趣区域

分析等。在研究中常用的指标主要有注视时间、注视次数、

首视点、瞳孔大小和眨眼等。

1.2 眼动的测量指标
注视是眼动中一个最常用的指标，包括注视时间，注视

次数和首视点等。注视时间反映了对注视内容的认知加工

过程，类似于传统的反应时测得的结果。在眼动分析中，可

观察到说谎时对于关键信息的注视时间延长[7]，说明说谎时

对说谎内容进行了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除总注视时间外，

第二次注视的持续时间存在明显的记忆效应，由于实施测谎

时，嫌疑人可有意避免对关键信息的目光接触，从而减少总

注视时间，因此总注视时间有时并不敏感。但由于记忆效应

在注视早期即可明显显现，故可考虑将第二次注视的持续时

间作为测谎的间接指标[8]。注视次数反映了记忆的提取。由

于犯罪嫌疑人往往在关键信息呈现前，已经在现场犯罪时接

触过相关信息，因此在眼动中对这些信息能够更快的辨认，

表现为注视次数减少[7]，需要注意的是，该兴趣区仅表现为中

心犯罪现场，而不包括外围现场，因此在设计眼动实验时，需

注意关键信息的选取和设定。首视点即首次注视的位置，常

反映受试的兴趣点。在测谎中，犯罪嫌疑人往往表现出对关

键信息区域的兴趣和关注。首视点在应用时需避免制作材

料、图案等内容存在较大差异，引起受试的兴趣，对实验造成

干扰。

眼跳与注意具有内在一致性，即眼动在执行指向某一位

置之前伴随着注意转移。但同时也有研究认为，当受试的模

式化的眼动方式较强时，可以提前形成眼跳计划，从而抑制

指向刺激的眼跳。这意味着，在眼动测谎中，眼跳可反映犯

罪嫌疑人对关键信息的注意情况，但精明的犯罪嫌疑人可以

在眼动测谎中有意的避免注视和犯罪现场有关的关键信息，

以躲避眼动的测谎研究，因此该指标的测谎应用也需结合其

他眼动指标综合判断，以避免假阴性。眼跳相关的指标包括

眼跳距离、眼跳时间等。

瞳孔指标常被应用在测谎实验中，1976年Heilveil[9]研究

同一受试者在说谎和说真话时的瞳孔直径大小，结果发现受

试者在说谎时瞳孔明显增大。瞳孔直径大小在说谎时的改

变，一方面与“瞳孔的新/旧效应（pupil old/new effect）”有关，

研究表明，瞳孔在识别旧物品时会增大[10]；另一方面，瞳孔大

小与认知负荷有关[11，12]，说谎时认知负荷增加，瞳孔大小也随

之增大。在眼动实验中，研究者往往将犯罪者见过的物品

（如，被盗的钱包）与无关的东西呈现在受试者面前。相较于

无辜者，犯罪者由于识别了之前见过的被盗物品，以及在说

谎时承受更大的心理负荷，故瞳孔显著增大。尽管瞳孔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认知任务需求，但瞳孔大小还受情绪、

疲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瞳孔并非眼动测谎的敏感指标，在

应用时需结合其他指标以提高测谎准确性。

眨眼被证实可作为测谎的眼动指标之一 [13，14]。研究表

明，眨眼与认知活动密切相关。对阅读的眼动分析表明了当

某项任务需要受试高度集中时，其眨眼频率变低。这种情况

在测谎中也同样存在，leal与Vrij[15]和Brandon[16]等学者的研

究均发现受试说谎时表现为眨眼抑制(blink suppression)，而
诚实情况下眨眼频率则没有改变。眨眼抑制的出现，是由于

认知加工注意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与关键信息有关的刺激

上。根据眨眼指标判别谎言的敏感度为88.2%、精确性可达

73.3%。除了总体眨眼率，单位时间的眨眼行为也可用于区

分无关信息和探测信息[15]。不足的是，与瞳孔指标相似，眨

眼受较多因素干扰，因此在眼动应用中并不推荐将眨眼作为

单一的指标使用。

2 眼动测谎的原理及应用

2.1 CIT测谎与眼动结合
隐藏信息测试（Concealed Information Test, CIT 或 Con⁃

cealed Knowledge Test, CKT），或称为犯罪知识测试（Guilty
Knowledge Test，GKT），是于1960年由Lykken首次提出，该范

式主要基于定向反应（orienting response,OR）及习惯化 [17]。

CIT范式的基本假设为犯罪者和无辜者掌握不同程度的犯罪

信息，通过检测其是否隐藏了具体犯罪知识或信息来判别犯

罪者或无辜者。CIT范式的实验室研究主要包括卡片测试、

模拟犯罪测试和个人真实信息测试，其中最常为研究者使用

的是模拟犯罪测试范式。通常，模拟犯罪测试的流程包括：

受试者实施一次模拟犯罪行为，之后由主试对受试实施测

谎。测谎的问题通常选取模拟犯罪中的关键信息（如，被盗

的钱包等）。一般情况下，每个问题包含3-4个中性条目和1
个关键条目。相较文字刺激材料，图片刺激更具整体性和形

象性[18]，因此基于CIT范式的眼动实验中，测谎问题条目往往

以图片刺激的形式呈现，包括人物图片、物品和场景等。

目前的研究均证实了将 CIT 范式与眼动结合的可行

性。叶小卉[19]等在CIT范式下分析犯罪者在辨认模拟犯罪关

键图片和无关图片时的瞳孔变化，初步验证了瞳孔大小在

CIT范式中的变化规律；在此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实验增加了

无辜者的角色，进一步探讨运用瞳孔指标进行测谎的可能，

结果验证了该指标对两种类型的受试者可作出较准确的区

分。Peth[7]等和Schwedesd[8]等分别证实了总注视时间和早期

注视时间（第一次注视、第二次注视）可区分犯罪有关刺激和

无关刺激。邬奇杰[20]等在模拟犯罪情景设计下，研究犯罪者

和无辜者两种角色类型被试的眼动特征，结果显示观察时间

长度、注视点次数、注视点平均注视时长、注视点记录长度等

眼动指标均可以作为测谎指标。李闽威[21]等设计了一个模

拟违纪的情境，结果表明犯罪者在眼跳、瞳孔大小等指标均

与无辜者存在明显差异。此外，Fukuda[13]在卡片测试初步验

证了可将眨眼运用于犯罪知识相关的测谎。可见，瞳孔、注

视、眼跳等多个眼动指标在CIT范式的眼动实验中均显示具

有良好的测谎效能。

2.2 面孔识别与眼动结合
以人像照片作为刺激材料的研究主要以面孔研究为

主。由于面孔中蕴含了丰富的身份信息，面孔识别从理论上

而言能更好地区分欺骗反应 [22]。Seymour[23]等在CIT范式下

分析60名大学生被试在辨别识记过和未识记过的面孔图片

时的瞳孔大小和眨眼频率等指标，结果表明两个指标的结合

比单一指标判别更准确。Millen[24]等对59名大学生在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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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图片上分别作出诚实和说谎的反应进行研究，发现注视

点数量可以作为验证熟悉面孔识别的测谎指标之一。李平

平[25]等的研究发现受试对熟悉的面孔有偏好，表现在眼动中

的对熟悉面孔的识别时间缩短、注视点集中在眼睛区域上

等。Peth[7]的研究则表明了CIT范式与注视、眨眼等眼动指标

的有机结合，可应用于物体和面孔识别的测谎中。

此外，目前眼动测谎中关于反测谎的研究屈指可数，

Peth[26]等的研究认为，尽管注视点和眨眼可作为CIT测谎的

指标，但与传统测谎的皮肤电阻、心率等指标相比，在应对反

测谎策略时（包括精神和身体措施），眼动指标结果更容易受

影响。

3 评价与展望

将眼动技术广泛应用于测谎，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亟待

研究者们解决。首先，眼动测谎的理论基础尚不成熟，对单

一问题的眼动分析无法全面反映说谎过程的认知加工过程，

眼动指标是否具有普遍性和特异性亦尚未经验证。其次，尽

管注视、瞳孔等指标均证实其有效性，但单一指标易受多种

因素的影响，产生较大误差，因此如何将多个指标进行有机

组合，是在眼动实操中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总体而言，多

个眼动指标能够相互补充，提高获取信息的有效性，有助于

推动对测谎应用的研究进展。此外，说谎包含多种认知过程

的复杂活动，涉及注意力、记忆、执行控制和运动行为[27]等，

尽管眼动能够用于推测个体的内在认知过程，却无法解释信

息加工的生理机制，因此眼动技术和其他仪器的联合使用已

成为研究关注的问题。眼动与传统测谎的结合已有报道，目

前亦有学者提出方法可在技术上实现眼动与 ERP[28]结合。

此外，研究者也正着力积极探索眼动与 fMRI相结合的技术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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