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9 No.1 2021

·8·

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肢体情绪加工特征：
来自眼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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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采用眼动技术研究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儿童的肢体情绪加工特征。方

法：选取低功能 ASD 儿童和年龄匹配的正常发展（Typically Developing, TD）儿童各 25 名，记录两组被试加工快乐、愤

怒和中性肢体情绪的正确率及眼动数据。结果：
（1）低功能 ASD 儿童具备愤怒优势效应，对愤怒肢体的注视时间、
观看时间以及注视次数都显著大于快乐和中性肢体；
（2）TD 儿童对肢体情绪的加工深度从深到浅依次为上肢、头部

和下肢，表明当 TD 儿童无法从头部面孔获取情绪信息时，更倾向于从上肢获取情绪信息；低功能 ASD 儿童对肢体
情绪的加工深度从深到浅依次为上肢、下肢和头部，表现出明显地对头部面孔的回避行为。结论：低功能 ASD 儿童

在加工肢体情绪方面具有和年龄匹配 TD 儿童不同的眼动加工模式，
表明低功能 ASD 儿童具有弱社会动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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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body emotion processing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using Eye-track technology. Methods: Twenty-five children with low-function ASD and 25 age-matched typically
developing (TD) children were recruited, and the correct rates of body emotion recognition and eye movement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recorded when they were performing experimental task. Results: (1)Children with low-function ASD had a

more obvious anger superiority effect.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was that angry limbs could get longer fixation duration, lon⁃
ger observation length and more fixation count than happy and neutral limbs in children with low-functioning ASD. (2)The

processing depth of body emotion in the TD children was upper limbs, head and lower limbs at successively shallower lev⁃
els, which indicated that when TD children could not obtain emotional information from head/face, they tended to obtain

emotional information from upper limbs. The emotional processing depth of the low-functioning ASD was the upper limbs,

lower limbs and head, successively shallower, which indicated obvious avoidance behavior to the head/face. Conclusion:
In terms of body emotion processing, low- functioning ASD children has different eye movements processing modes from
age-matched TD children, indicating that the children with low-functioning ASD has the trait of weak social motivation.

【Key words】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Body emotion; Eye movement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是以重复刻板行为、社
会沟通和互动障碍为特点的终身性神经发育障碍[1]。
中国 0~6 岁儿童 ASD 的患病率为 3.51‰ ，且呈不断
[2]

上升的趋势，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3]，引起了研
[4]

因之一[5]。
正确理解他人情绪是个体有效参与社会互动的
必要前提 [6]。在情绪加工领域，前人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面孔情绪等方面, 对肢体等情绪载体的研究较

究者的关注 。ASD 个体存在社交障碍，在情绪理解

少[7]，而肢体在情绪识别中具有重要作用[8]。肢体情

方面存在缺陷，被认为是其社交功能受损的主要原

绪不但能够帮助识别模糊不清的面孔情绪，而且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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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面孔对情绪识别还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当面
孔与肢体情绪一致时，将会加快个体对情绪的正确
理解；当两者不一致时，则会造成情绪理解的困难[7]。
研究表明 ASD 个体存在肢体情绪识别障碍[9]。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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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等人发现，ASD 个体判断视频中肢体情绪的反应

低功能 ASD 儿童观察愤怒肢体时在观看时间、注视

Malaia 等人发现 ASD 青少年无法识别肢体情绪 。

1

[10]

速度显著慢且正确率显著低于正常发展(TD)被试 。
[11]

然而，Peterson 等人发现 ASD 儿童能够和 TD 儿童一

时间和注视次数上显著大于快乐和中性肢体情绪。

对象与方法

样快速准确地识别肢体情绪 [12]。还有研究发现，

1.1

孔与肢体情绪的整合 。综上可知，关于 ASD 个体

生 20 人、女生 5 人，年龄在 47~73 月（M=60.8±7.7）。

因可能与被试是否有接受训练和实验材料的生态效

童自闭症评定量表》进行再次评定[20]，被试分数均大

ASD 成人不但能够识别肢体情绪，而且还能完成面
[13]

对肢体情绪的加工存在诸多不一致的结果，究其原
度等因素有关。
在识别他人情绪时，人类主要依靠面孔来获取
情绪信息，
而当面部表情模糊时，个体将依赖肢体动

作判断情绪效价[7]。在对 ASD 儿童肢体加工的眼动
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社交背景下探讨 ASD 儿童注视
面孔与肢体、背景的关系

[14，15]

，以及根据 ASD 儿童对

人物和肢体动作的首次注视潜伏期探究他们的社会
定向功能 ，而鲜有研究关注 ASD 儿童加工不同效
[16]

价肢体情绪的眼动模式。这可能是因为面孔是情绪

表达的主要载体，而忽视了肢体等情绪载体的重要
性[7]。采用眼动技术研究 ASD 个体加工肢体情绪的

注意偏向，将有助于为 ASD 个体临床诊断和康复提
[7]

供支持 。

鉴于肢体情绪在情绪识别中的重要意义，本研
究要求被试在完成肢体情绪测试任务后观看快乐、
愤怒和中性三种不同效价的肢体情绪图片，记录并
分析被试识别三种肢体情绪的正确率和首次注视时
间、注视时间、观看时间和注视次数等眼动指标。由

于 ASD 儿童在识别面孔和肢体情绪方面存在障碍[9，

被试

从某市自闭症康复机构招募 25 名 ASD 儿童，男

经精神科医生根据 DSM-V 诊断为 ASD，并根据《儿

于 30 分。正式实验前组织家长填写《儿童自闭症行
为量表》[21]，ASD 儿童量表分数均在 53 分以上，符合

诊断标准。另从某市幼儿园选取与 ASD 儿童年龄、
性别相匹配的 TD 儿童，男生 21 人，女生 4 人，年龄在

46~71 月（M=61.07±5.36）。本研究经过所在单位伦

理委员会批准，实验前取得家长和机构的知情同意，
且所有被试视力正常、无精神类和器质性疾病。
1.2

材料

从 BEAST（The bodily expressive action stimulus

test）肢 体 情 绪 库 [22] 及 其 补 充 材 料 中 选 取 愤 怒（22
张）、快乐（20 张）和中性（24 张）肢体情绪图片。从
某幼儿园选取 30 名 4~6 岁的 TD 儿童（男孩 14 人，女

孩 16 人；与实验中 TD 儿童不同），采用迫选法进行
肢体情绪识别判断和同族异族效应判断。结果发
现 ，TD 儿 童 对 愤 怒 的 识 别 率 为 92.9% ，中 性 为

90.8%，快乐为 83.2%，说明这些图片中肢体情绪容

易被识别。所选图片被视为中国人的概率均大于
60%，
故可排除同族异族效应。

采用 Photoshop 对所选取的肢体情绪图片进行

，研究者假设：
（1）低功能 ASD 儿童肢体情绪识别

统一处理：像素为 210×310，水平垂直分辨率 72。实

ASD 儿童具有面孔回避行为 ，低功能 ASD 儿童存

中选出 48 张肢体情绪图片，其中 24 张用于情绪测

17]

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年龄匹配的 TD 儿童；
（2）由于
[18]

在对头部的回避现象；
（3）基于前人发现 ASD 儿童

具有愤怒优势效应（angry superiority effcct, ASE） ，
[19]

图1

验材料示例见图 1a。从筛选处理的肢体情绪图片
试，24 张用于眼动实验，
3 种效价的情绪各 8 张，
男女
各半。

a 实验材料示例及眼动兴趣区标识；黄色内、
红色内和绿色内区域分别为头部、
上肢和下肢兴趣区；b 眼动实验程序示例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9 No.1 2021

·10·

1.3

实验设计及程序

采用 2（被试类型：ASD 组、TD 组）×3（肢体情绪

效价：愤怒、快乐、中性）两因素混合设计。使用 SMI

RED500 眼动仪，追踪屏幕分辨率为 1680×1050 像

素，眼动系统评价准确性为 0.5 水平，采样频率为
120 Hz，对被试进行双眼 5 点校准，在 1°视角内至少
持续 100 ms 确定为注视。

眼动实验前采用迫选法对被试进行肢体情绪识

90.7 ± 4.2 %）均 显 著 大 于 快 乐 情 绪（M 快 乐 =82.7 ±

5.5 %，Ps<0.001），而对愤怒和中性情绪的识别率无
显著差异（P=0.23）。
2.2

两组被试对三种肢体情绪的视觉加工

表 1- 表 4 为两组被试加工肢体情绪时的眼动

指标。采用 2（被试类型：ASD 组、TD 组）×3（肢体情

绪效价：愤怒、快乐、中性）×3（兴趣区：头部、上肢、
下肢）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在观看时间（OL）

别测试，即让被试口头回答呈现在面前的一组肢体

上，被试类型主效应显著，F（1, 48）=45.32，P<0.001，

乐的还是中性的，并记录正确率。眼动实验程序见

ASD 儿童。兴趣区主效应显著，F（1, 48）=35.64，P<

情绪照片中（1 组 3 张，共 8 组）的人物是愤怒的、快

图 1b，请家长配合并在舒适的环境中进行。被试坐

在离屏幕 55~65cm 的椅子或家长腿上，采取个别施
测方法，
被试无需做判断，整个实验 2 分钟左右。
1.4

兴趣区及数据分析指标

采用 SMI Begaze 软件以刺激边缘外 1°视角内确

定为兴趣区（area of interest, AOI），包括头部、上肢和
下肢

[23，24]

，如图 1a 所示。分析指标为：首次注视时间

（first fixation duration, FFD）、注视时间（total fixation

ηp2=0.49，TD 儿童对整个人物的观看时间显著长于
0.001，ηp2=0.43。被试对上肢的观看时间显著长于
头部和下肢（Ps<0.001），而头部和下肢的观看时间
无显著差异（P=1.00）。情绪效价主效应显著，F（1,

48）= 13.41，P<0.001，ηp2 =0.22。被试对愤怒情绪的
观看时间显著长于快乐和中性情绪（P<0.001），对快
乐 情 绪 的 观 看 时 间 边 缘 显 著 长 于 中 性 情 绪（P=
0.053）。

被试类型和兴趣区的交互作用显著，F（1, 48）=

duration, TFD）、观看时间（observation length, OL）、注

9.54，P<0.001，ηp2=0.17。简单效应分析发现，TD 儿

2

0.034; P<0.001），对头部的观看时间显著长于下肢

视次数（fixation count, FC）。

2.1

结

果

（P=0.002）。ASD 儿童对上肢的观看时间显著长于

两组被试肢体情绪识别的正确率

ASD 儿童无法识别肢体情绪。对 TD 儿童的肢

体情绪识别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三种肢体
情 绪 识 别 的 正 确 率 差 异 显 著 ，F（2,72）=34.92，P<

0.001，ηp =0.49。事后比较结果表明，TD 儿童对愤
2

怒和中性情绪的识别率（M 愤 怒 =93.0±3.9 %，M 中 性 =
表1

ASD
TD

头部
202±34
740±49

愤怒
上肢
803±66
1193±56

童 对 上 肢 的 观 看 时 间 显 著 长 于 头 部 和 下 肢（P=

下肢和头部（Ps<0.001），对下肢的观看时间显著长

于头部（P=0.046）。兴趣区和情绪效价的交互作用
显著，F（1, 48）=10.89，P<0.001，ηp2=0.19。简单效应

分析发现，被试对愤怒上肢的观看时间显著长于中
性和快乐上肢（P<0.001; P=0.034），对快乐上肢的观
看时间显著长于中性上肢（P=0.001）。

两组被试加工肢体情绪的观看时间（M±SE）(ms)
下肢
386±44
517±37

头部
186±32
832±58

在注视时间（FD）上，被试类型主效应显著，F

快乐
上肢
740±65
1013±65

下肢
365±44
426±34

头部
141±27
782±54

中性
上肢
568±45
847±45

下肢
357±41
575±42

被试类型和兴趣区的交互作用显著，F（1, 48）=

（1, 48）=40.25，P<0.001，ηp =0.47，TD 儿童对整个人

9.20，P<0.001，ηp2=0.16。简单效应分析发现，TD 儿

显著，F（1, 48）=33.67，P<0.001，η =0.41。被试对上

（P=0.069），且 显 著 长 于 对 下 肢 的 注 视 时 间（P<

部和下肢的注视时间无显著差异（P=1.00）。情绪效

0.002）；ASD 儿童对上肢的注视时间显著长于下肢

2

物的注视时间显著长于 ASD 儿童。兴趣区主效应
2
p

肢的注视时间显著长于头部和下肢（Ps<0.001），头

价主效应显著，F（1, 48）=10.37，P<0.001，ηp =0.18。
2

被试对愤怒情绪的注视时间显著长于快乐和中性肢
体情绪（P=0.033; P<0.001），中性和快乐情绪的注视
时间无显著差异（P=0.18）。

童对上肢的注视时间边缘显著长于头部的注视时间
0.001），头 部 的 注 视 时 间 也 显 著 长 于 下 肢（P=

和头部（Ps<0.001），下肢的注视时间边缘显著长于

头部（P=0.056）。兴趣区和情绪效价的交互作用显
著，F（1, 48）=9.97，P<0.001，ηp2=0.17。简单效应分

析发现，被试对愤怒上肢的注视时间显著长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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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性上肢（P=0.023; P<0.001），对快乐上肢的注视

在注视次数（FC）上，被试类型主效应显著，F

时间显著长于中性上肢（P=0.001）。

（1, 48）=40.54，P<0.001，ηp2=0.46，TD 儿童对人物的

著，F（1, 48）=30.78，P<0.001，ηp =0.39，TD 组儿童对

F（1, 48）=52.04，P<0.001，ηp2=0.52。被试对上肢的
注视次数显著多于头部和下肢（Ps<0.001），而头部
和下肢的注视次数无显著差异（P=0.49）。情绪效价
主效应显著，F（1, 48）=8.85，P<0.001，ηp2=0.16。被
试对愤怒情绪的注视次数边缘显著多于快乐情绪
（P=0.06），且显著多于中性情绪（P<0.001），而快乐
和中性情绪的注视次数无显著差异（P=0.2）。
被试类型和兴趣区的交互作用显著，F（1, 48）=
6.72，P=0.002，ηp2=0.12。简单效应分析发现，TD 儿
童 对 上 肢 的 注 视 次 数 显 著 多 于 头 部 和 下 肢（Ps<
0.001），头部的注视次数和下肢的注视次数无显著
差异；ASD 儿童对上肢的注视次数显著多于下肢和
头部（Ps<0.001），下肢的注视次数显著多于头部（P=
0.002）。

在首次注视时间（FFD）上，被试类型主效应显
2

整个人物的首次注视时间显著长于 ASD 儿童。兴
趣 区 主 效 应 显 著 ，F（1, 48）=4.15，P=0.032，ηp2=

0.08。被试对上肢的首次注视时间显著长于下肢

（P<0.001），头部和上肢以及头部和下肢的首次注视
时间均无显著差异（Ps>0.05）。情绪效价主效应不
显著，
F（1, 48）=1.14，P>0.05。

被试类型和兴趣区的交互作用显著，F（1, 48）=

20.89，P<0.001，ηp2=0.3。简单效应分析发现，TD 儿
童对头部的首次注视时间显著长于上肢和下肢（P=
0.008; P<0.001），上肢的注视时间显著长于下肢（P=

0.006）。ASD 儿童对上肢的首次注视时间显著长于
头部和下肢（P=0.001; P=0.012），而头部和下肢的首
次注视时间无显著差异（P=0.12）。
表2

ASD
TD

头部
199±34
720±49

愤怒
上肢
711±63
1147±54

头部
110±19
297±18

愤怒
上肢
182±10
234±9

ASD
TD

ASD
TD

愤怒
上肢
2.88±0.21
4.22±0.18

头部
178±31
814±57

快乐
上肢
706±62
970±49

下肢
350±42
415±33

头部
139±26
766±54

中性
上肢
538±60
809±44

下肢
343±40
571±42

中性
上肢
182±11
208±9

下肢
141±13
203±14

两组被试加工肢体情绪的首次注视时间（M±SE）(ms)
下肢
147±12
178±12

表4
头部
0.69±0.11
2.25±0.12

两组被试加工肢体情绪的注视时间（M±SE）(ms)
下肢
372±37
492±35

表3

注视次数显著多于 ASD 儿童。兴趣区主效应显著，

头部
99±16
301±19

快乐
上肢
188±10
229±9

下肢
149±16
166±10

头部
74±13
288±16

两组被试加工肢体情绪的注视次数（M±SE）
（个）

下肢
1.71±0.15
2.05±0.15

头部
0.61±0.11
2.55±0.15

快乐
上肢
2.77±0.22
3.88±0.19

下肢
1.45±0.15
1.66±0.13

头部
0.51±0.09
2.43±0.15

中性
上肢
2.33±0.20
3.19±0.15

下肢
1.39±0.13
2.29±0.16

图 2 为两组被试加工三种肢体情绪时的热点

图。从热点图可以看出，TD 儿童对肢体情绪的加工
主要集中在头部及其周围、以及上肢的双手位置，对

下肢的注视较少；而 ASD 儿童的注视点主要集中在
上肢和下肢，对头部的注视较少。

3
3.1

讨

论

低功能 ASD 儿童对愤怒肢体情绪的优势效应
在环境中，人类具有优先自动捕获威胁性刺激

的能力，这是生物提高存活率的重要保证[11]。其中，
图2

ASD 儿童与 TD 儿童加工

三种肢体情绪的眼动热点图举例

愤怒作为一种具有威胁生命安全的负性情绪能够被
个体优先察觉并做出反应[6]。郭文斌发现无论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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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面部表情识别还是内隐的情绪加工，ASD 儿童

均存在愤怒优势效应 [25]，且 ASD 儿童对中高强度愤
[19]

怒面孔的识别率显著大于对快乐面孔的识别率 。
这说明 ASD 儿童具有对愤怒情绪面孔识别的优势
效应。de Gelder 等人发现愤怒肢体情绪比快乐肢
体情绪更容易被 TD 儿童识别 ，且 TD 个体对愤怒
[22]

肢体情绪识别的正确率显著大于悲伤、惊讶、恐惧和

厌恶肢体情绪的正确率 。这表明 TD 个体也存在
[26]

对愤怒肢体情绪的优势效应。本研究采用眼动技术

发现 ASD 儿童同样存在对愤怒肢体情绪识别的优
势效应。即 ASD 儿童对愤怒肢体的加工在首次注

乐、中性肢体情绪的关键部位为上肢[24]。因此，本研
究与前人的研究一致。当头部面孔为空白时，其缺
少可以判断情绪的信息，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18]，并
且上肢动作明显，特别是张开的双臂、紧握的拳头等
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信息，表达了强烈的意图和情绪，
能够吸引个体的注意，所以个体对上肢的加工要优
于对头部的加工。即便如此，TD 儿童对头部信息的

加工仍高于下肢，且其对头部的首次注视时间显著
长于上肢和下肢，可能反映了人们对头部优先加工
的内在倾向，及头部在个体社会加工中的重要地位
[18]

。社会动机理论认为，ASD 个体缺少与他人交往

视时间、观看时间、注视时间以及注视次数上都显著

的社会动机，他们不仅经常回避与他人的眼神言语

大于对快乐、中性肢体情绪的加工。王广帅等人利

交流，而且经常回避手势、姿势等社会信息[28]。研究

。Matsuda 等人也发现自闭症状程度较轻的 ASD

而头部是个体重要社会信息的聚集地，包含面孔、发

用眼动技术发现 ASD 儿童具有威胁面孔优势效应
[6]

儿童存在注视愤怒情绪面孔的倾向

[27]

。另外，Kret

等人发现 TD 个体对愤怒肢体情绪的注视时间显著
[23]

长于快乐肢体 。本研究结果与上述前人研究具有
一致性，发现 ASD 儿童和 TD 儿童一样可能都保留
愤怒优势效应。

从热点图也可看出 ASD 儿童对愤怒肢体情绪

的注视加工多于其它两种肢体情绪。从肢体动作本

身来看，愤怒肢体动作为双臂上抬至胸前，紧握拳
头，成格斗式，既有保护身体的作用也有攻击的作
[24]

用，易于被察觉和做出反应 。这可能不仅说明愤

表明，ASD 个体更倾向于关注与人无关的刺激 [16]。
型等重要的社会信息，所以 ASD 儿童可能会自然回
避这些社会刺激。结合热点图可以看到，ASD 儿童
观看肢体时的注视点集中在肢体的边缘位置，而不

像 TD 儿童一样集中在肢体上，这可能进一步反映了
ASD 儿童缺乏收集社会信息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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