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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此情此景的评价通常会受到他人反应的

影响。Manstead和Fischer首次将社会评价(social ap⁃
praisal)的概念引入情绪领域中，认为个体会评价他

人对情绪情境的想法、感受和行为[1]。社会评价强调

的是他人情绪引起个体自身关于事件评价的改变，

进而影响自身情绪的强度、持续时间和表达程度[2]。

大量研究发现个体对事物的评价确实会受到他

人情绪的影响。Bayliss等发现，个体对物品的喜爱

程度与他人对物品的情绪反应有关。与伴随厌恶表

情出现的物品相比，个体更喜欢伴随快乐表情出现

的物品，且只有当表情朝向物品时，表情对评价的情

绪效应才会出现，当表情远离物品时，个体对物品的

喜爱程度并不会受情绪的影响[3]。这是因为眼睛的

注视方向可以传递信息和情感 [4]，表明了他人的兴

趣。只有他人的情绪与物品联系在一起时，个体对

物品的评价才会受到他人情绪的影响。除了研究个

体在他人情绪影响下对物品喜好程度的变化之外，

Soussignan等更是在注视-线索范式中记录了个体

对食物的眼动反应、心率、面部肌肉运动以及喜好程

度。结果发现，当他人快乐的表情是朝向食物时，与

不看食物相比，个体对食物的喜爱程度增加，颧大肌

增强，表现为对食物分配了更多的注意力 [5]。这些

研究均表明，他人的情绪会影响个体对刺激对象的

评价，且只有当他人情绪是通过目光的朝向与刺激

对象联系在一起，使得刺激对象被赋予了个体的情

绪特征时 [6]，个体才会从他人情绪中推断出与之对

应的评价，进而形成与之一致的评价。

虽然已有研究证明了社会评价的存在，发现个

体的情绪会受到他人情绪或评价的影响[7，8]，但社会

评价的神经机制仍不清楚。Prehn等首次在社会情

境中探讨了个体对情绪图片的反应是如何受到他人

情绪评定的影响，并探讨了社会评价过程的相关脑

区[9]。被试在评定自己看到负性图片的感受之前会

看到同来参加实验的他人对图片的情绪评定，因此，

实验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看到他人情绪评定后个体

对图片的预期阶段，以及个体看到图片后自己评定

的阶段。结果发现，实验中出现了情绪的感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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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当他人对图片的情绪唤醒较低时，个体自

评的情绪唤醒程度也较低，表现出趋同。且在预期

阶段，他人的情绪评定程度与个体前脑岛和额叶皮

层的激活正相关，这意味着他人对图片的评定越消

极，个体越能预期到有负性图片的出现。更重要的

是，在图片评定阶段，个体除了表现出与图片情绪相

一致的杏仁核激活外，此时也会考虑他人的情绪评

定，表现为他人评定与个体腹侧纹状体的负相关。

说明在他人认为图片引起的情绪唤醒越低时，个体

越倾向于与之保持一致。由此，Prehn等认为，情绪

的社会影响可以反映在腹侧纹状体的激活上，这也

与社会服从中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纹状体表征了

个体与他人保持一致的需要。Paul等开创性地采用

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试图说

明社会评价的时间进程[10]。个体看到情绪图片后首

先进行唤醒度的自评，之后屏幕中央呈现他人情绪

评价的结果，最后情绪图片再次呈现，此时记录个体

的脑电反应，以说明其情绪如何受到他人评价的影

响。结果发现，当他人的情绪评价高于个体时，会引

起更大波幅的P3。大量研究发现，P3这一晚期脑电

成分与个体对情绪刺激的自上而下加工有关 [11-13]。

当个体投入更多的注意加工情绪刺激时，会体现为

更大波幅的P3。由此可以推测，个体的情绪反应确

实会受到他人情绪评价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发生在

晚期。但Paul等在操作性定义社会评价时，只是简

单地呈现他人情绪评价的结果，这种方式社会互动

性较弱，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个体更多地是从他人

的情绪表情中获取信息[14]。因而，有必要考虑如何

在实验环境中设置社会评价，以有效地体现他人情

绪的影响。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采用ERP技术探讨社会

评价的神经机制，拟参考已有研究，在实验中将社会

评价定义为他人目光朝向目标图片并有相应的情绪

变化，并进一步比较社会评价条件和非社会评价条

件下个体脑电波的差异。本研究假设，与非社会评

价条件相比，社会评价条件下个体会产生更大波幅

的P3，而早期脑电成分N1、P2等没有显著差异。

1 方 法

1.1 被试

本研究共招募18名被试（21.41±2.52岁，其中女

性 10名）。所有被试均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精

神类疾病，实验前签署了被试知情同意书。

1.2 材料

从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Chinese Facial Af⁃
fective Picture System, CFAPS)中挑选 20张中性图片

(男女各 10张)。参考已有的社会评价范式 [7，8]，在

FACEGen中同时设置中性图片的情绪特征(快乐和

愤怒)和目光朝向(向左、向右)，共制作了110张动态

情绪图片组，其中愤怒图片组 10张，作为填充材

料。每组图片按如下顺序变化：中性-直视、中性-
朝左或右、100%情绪-朝左或右。为了形成社会评

价条件和非社会评价条件，增加经Adobe Photoshop
模糊化处理的目标图片。其中，社会评价条件下目

光朝向目标图片，而非社会评价条件下目光远离目

标图片。

1.3 实验程序

采用 2(背景条件：社会评价、非社会评价)的单

因素被试内设计考察社会评价的时间进程。

被试看完每一组动态图片(共 110组)后在量表

上对目标图片的效价进行7点评定(1非常消极，3有
点消极，4不确定，5有点积极，7非常积极)。其中，

每一组动态图片呈现方式如下：注视点(1000ms)之
后，屏幕中央出现一张直视的中性面孔，100ms后中

性面孔保持不变，同时面孔左边或右边呈现目标图

片(100ms)；之后中性面孔目光朝向或远离目标图片

(400ms)，相应地设置为社会评价条件和非社会评价

条件；面孔完成目光转向后，呈现 100%的快乐或愤

怒表情(1000ms)。整组动态图片共呈现2.6s，具体流

程见图1。
1.4 实验设备与数据分析

使用美国Neuroscan公司生产的ERP记录仪器

与分析系统，按国际10-20系统扩展的32导电极帽

记录 EEG信号，接地点位于 FCz和 Fz连线的中点

上，双眼外侧安置电极记录水平眼电(HEOG)，左眼

上下安置电极记录垂直眼电(VEOG)。以左侧乳突

为参考电极点。在离线数据处理时以左右两耳乳突

的平均电位为参考。每个电极的头皮电阻保持在

5kΩ以下。信号经AC放大，连续记录时滤波带通为

0.01-100 Hz，采样率为500Hz/导。

离线处理采用NeuroScan 4.5软件提供的算法，

用眼动校正眼电伪迹。进行 30 Hz (24 dB/oct)低通

滤波，自动排除其他波幅大于±85 μV的伪迹信号。

根据文献普遍采用的标准，本实验分析时程为

1000ms，选择情绪面孔出现后的800ms为分析时程，

情绪面孔出现前200ms为基线。本研究主要分析的

脑电成分为N1、P2和 P3。结合以往研究及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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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脑电成分的分布，我们选取Pz、Oz两个电极点对

上述三种脑电成分进行测量分析。参照所有被试多

次叠加后的波形图和以往的相关研究，我们将N1定
义为 160ms-190ms 内的平均波幅，将 P2 定义为

225ms-255ms内的平均波幅，将 P3定义为 400ms-

700ms内的平均波幅。分别对N1、P2和 P3进行背

景条件(社会评价和非社会评价)的配对样本 t检验。

同时平均每种条件下个体对目标图片的效价评

定得分，进行背景条件(社会评价和非社会评价)的
配对样本 t检验。

注：注视点呈现后(1)，屏幕中央出现面孔(2)，之后屏幕边缘出现目标

图片(3)，面孔目光朝向或远离目标(4)，之后呈现100%的情绪(5)。
图1 实验示例

2 结 果

2.1 行为结果

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与非社会评价条件

(4.450±0.562)相比，社会评价条件(5.276±0.573)下个

体对目标图片的评价更积极，t(17) =- 4.563，P<
0.001，说明社会评价条件下个体确实会更多地参考

他人的情绪来评价当前刺激。

2.2 N1结果

ERPs总平均的波形图如图2所示。Pz点上的配

对样本 t检验发现，社会评价条件(-5.494±4.568)与非

社会评价条件(-5.321±4.011)所诱发的N1波幅没有

显著差异，t(17)= -0.294，P=0.772。Oz点上的分析也

得到一致的结果[社会评价，-6.061±3.678；非社会评

价，-5.986±3.057；t(17)=-0.175，P=0.863]。说明社会

评价条件下来自情绪面孔的目光朝向目标图片时并

没有引起目标图片早期自下而上注意程度的差异。

图2 社会评价与非社会评价在各电极点上的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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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2结果

ERPs总平均的波形图如图 2所示。Pz点上的

配对样本 t检验发现，社会评价条件(2.217±3.203)与
非社会评价条件(1.510±2.373)所诱发的P2波幅没有

显著差异，t(17)=1.101，P=0.286。Oz点上的分析也

得到一致的结果[社会评价，-0.512±2.930；非社会评

价，-0.231±2.239；t(17)=-0.600，P=0.556]。说明社会

评价条件下来自情绪面孔的目光朝向目标图片时并

没有引起目标图片早期自下而上注意程度的差异。

2.4 P3结果

ERPs总平均的波形图如图 2所示。Pz点上的

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与非社会评价条件 (0.673±
3.671)相比，社会评价条件(2.043±2.981)诱发了更大

的 P3波幅，t(17)=2.332，P=0.032。说明社会评价条

件下来自情绪面孔的目光朝向目标图片时引起了目

标图片晚期成分P3的差异，反映了社会评价条件下

对目标图片的更多自上而下的评价过程。而Oz点
上的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社会评价条件 (0.090±
3.510)与非社会评价条件(0.059±3.135)所诱发的 P3
波幅没有显著差异，t(17)=0.054，P=0.957。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探讨了社会评价

的时间进程，结果发现，与非社会评价条件相比，社

会评价条件并没有引起个体对目标图片早期注意的

差别，即未发现N1和 P2等早期脑电成分的差异。

但社会评价条件诱发了更大波幅的晚期成分P3。
已有研究发现了一系列与刺激加工相关的ERP

成分，100ms-200ms内的早期ERP成分对刺激的物

理特征敏感，反映了视觉皮层内的早期感觉加工，如

与中性刺激相比，积极或消极的刺激会诱发更多的

早期感觉加工。200ms-300ms内的中期ERP成分则

反映了由刺激的内在属性引发的对注意资源的需

求，如高唤醒的刺激会引起更大的波幅。而 300ms
之后的晚期ERP成分则反映了对刺激的深入加工，

如与实验任务相关的工作记忆等[15]。本研究在探讨

社会评价的时间进程时发现了更大波幅的P3成分，

说明与非社会评价相比，社会评价下个体花费了更

多的注意资源来加工目标图片。这与 Paul等的研

究一致，当个体从他人角度重新评价情绪刺激时，会

呈现出P3波幅的增加。这是因为，面对不确定的情

境（如本研究中模糊的目标图片），他人的情绪反应

会对个体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个体会投入更多的资

源评估当前情境。本研究的行为结果也确实发现，

个体在社会评价条件下对目标图片的评价也更积

极，说明其更多地参考他人的情绪来加工目标图片。

本研究所采用的社会评价范式中，他人的目光

是指向目标图片的，由此操作了他人情绪与目标之

间的直接联系，这一范式和同样考察目光注视与情

绪相互作用的线索-注视范式(gaze-cueing effect)有
一定的相似性。在线索-注视范式中，研究者发现，

目光朝向的刺激诱发了更强的早期P1成分，说明刺

激出现之前的目光朝向使得注意更多地分配给了即

将出现的刺激；同时，相比于目光远离的刺激，目光

朝向下的刺激所诱发的晚期P3成分更弱，进一步说

明目光远离的刺激由于初期注意的不足，使得后期

加工耗费了更多的注意资源[16]。但在线索-注视范

式中P1和P3只是表征了目光所引起的注意程度差

异，而在社会评价和非社会评价条件下，目标和面孔

同时出现，应该不存在对目标早期注意程度的差

异。他人目光的朝向不仅能使朝向的对象获得个体

的注意，更注意的是，他人目光朝向的事物天然地与

他人的动作和情绪联系起来了 [6]。因此，在社会评

价下，情绪面孔的朝向使得个体更多地赋予了目标

情绪意义，也就是说社会评价下个体会更多地根据

他人的情绪对目标图片进行相应的评价加工，由此

体现为P3波幅更大。而在他人朝向或远离目标图

片之前，个体已经注意到目标的存在，因而并不会引

起早期注意的差异。之后的研究可进一步比较社会

评价范式与线索-注视范式的差异，以突显出社会

评价独特的内在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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