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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者，美国MIT(麻省理工学院)Minsky教授在 “脑智社会(The Society of Mind)” 专著(1985年)
中指出 “问题不在于智能机器能否有情感，而在于没有情感的机器能否实现智能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intelligent machines can have any emotions, but whether machines can be intelligent
without emotions)”[1]。 在这之后，有关赋予计算机情感能力的探讨引起了一些计算机科学家的
兴趣。有关这方面重要的研究工作反映在美国MIT大学媒体实验室Picard教授于1997年出版的专
著“Affective Computing (情感计算)”[2]。在该书中她定义“情感计算是关于、产生于、或故意影
响情感方面的计算(Computing that relates to, arises from, or deliberately influences emotions)”。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情感”以及“情感计算”的定义并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我们认为情
感计算的目的是通过赋予计算机识别、理解、表达和适应人的情感的能力来建立和谐人机环境，
并使计算机具有更高的、全面的智能(本文提及的计算机应按广义意义理解，即指计算机系统)。
在论述开展情感计算研究的科学意义之前，有必要先了解计算机需求情感计算的实际意义何在。
较为尖锐的问题是“情感计算对于计算机应用来说是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时髦？”以下是一些国
际学者的研究结果和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与思考。
1． 情感在人们智能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角色。一般认为，人在决策处事时，掺杂
太多的感情因素多产生负面结果。为此，我们常说不要“感情用事”
。 但是，医学及心理学
界研究成果表明[3，4]：人们若丧失了一定的感情成份（即理解和表达情感的能力），决策
处事同样难成。Damasio在他的研究中发现[3]，由于大脑皮层（Cortex；控制逻辑推理）和
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控制情感）之间通道的缺损，他的“病人”尽管具有正常甚至超
常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但他们的决策能力却遇到严重障碍。Damasio的发现表明，
情感能力对正常的人类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它与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不是绝对矛盾的，
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人类的智能不仅表现为正常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也应表现为
正常的情感能力。情感能力在人们的感知、计划、推理、学习、记忆、决策、创造性等方面
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中国人的老话“合情合理”、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尽
在情理之中”都反映了同上的道理：人们在决策、待人、处事时，“情”和“理”一般是不
可分的。美国学者Goleman认为情感能力是人类智能的重要标志[5]。他认为，在决定一个人
事业成败的因素中，“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即领会、运用和表达情感的能力）或
许比传统的智商(IQ)显得更重要。此外，我们应当看到对于婴儿以及某些类型的残疾人或病
人，表现情感可能是他们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方式。
2．情感计算是未来人工智能理论与应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上述结论可见：没有
情感能力计算的智能机器是不能实现充分的人工智能。然而，目前的计算机从设计原理上来
讲主要是基于逻辑推理式系统。这样的系统(包括所谓智能系统)大都忽视了情感能力的作用。
例如，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交互多少年来一直主要依靠键盘与鼠标来进行。这种交互方式的弊
端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传统的计算机不仅“盲”(不具备视觉功能)，
“哑”(不具备语言功能），并且“聋”(不具备听觉功能），更谈不上具备“善解人意”的能

力(即理解和适应人的情绪或心境的能力）
。没有这种情感能力，就很难指望计算机具有类似
人一样的智能，也很难真正实现人机交互的和谐与自然。研究表明，由于人类相互之间的沟
通与交流是自然而富有感情的，因此，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典型的应用实例包括虚拟现实、
计算机辅助教学、电子游戏机或玩具、家用机器人或护理机器人等)，人们很自然地期望计
算机具有这种情感能力[6]。
3．微型化、个性化计算机(Miniaturized and Personalized Computers)需求情感计算。我们知道，
计算机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微型化。近来，美国科学家又提出了“无所不在(Ubiquitous或
Pervasive，如同生命需求氧气一般)”这一概念反映计算机的另一发展趋势。在此，我们认为
“个性化”同样是伴随计算机微型化，无所不在化而产生的必然发展趋势。因为这一特征是符
合未来计算机发展要“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原则。“个性化计算机(Personalized Computers)”
与目前常称呼的“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有着不同的内涵(个性化机与公共机相对
照；个人机与大、小型机相区别)。但是，前者在个人属性方面更进了一步。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近两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与情感计算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新的学术方向可穿戴式计
算机(Wearable Computers)的研究。这方面的第一个国际研讨会已于1997年10月在美国波士顿
召开[7]。穿戴式计算机是移动计算技术和计算机个性化相结合的产物。在设计上，这种计算
机可以巧妙地构成我们日常穿戴的一部分(如眼镜、手表、项链、手镯、腰带、鞋、帽、服
装等[8])，使得计算机和其穿戴者(即计算机用户)始终保持“形影不离”
。所谓计算机“个性化”
应该反映在软、硬件两个层次。该类计算机不仅在硬件方面有所“个性化”体现，如外观设计
表现独特的美，结构与个人的体能相适，根据个人需求装有特定的硬件功能等。在软件方面
则需要包含情感计算，以使计算机系统可以按照个人偏好的方式进行信息处理、通讯与控制，
如将情感式音乐选择方法[9]应用在司机驾驶过程中或失眠者入睡前。个人身体保健与监护系
统更是不能缺少情感方面的信息处理。这类个性化计算机不仅为接触式情感信号的获取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也为情感计算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有理由相信，可穿戴式计算机的发展
必将推动情感计算的研究；同样地，没有情感计算理论的武装，可穿戴式计算机很难最大限
度地发挥其潜能和优势。
我们认为开展情感计算研究的科学意义可以简述为以下两个方面：
1. 情感计算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崭新的研究领域。这包括传感器技术、计算机科学、认知科
学、心理学、行为学、生理学、医学、哲学、社会学等。情感计算的最终目标是赋予计算
机类似于人一样，并能够被人所控制的情感能力。要达到这个目标，有许多基本科学问题
有待解决，并具有很大的难度。另一方面，新世纪之中人类对自身的研究将成为科学探索
的重点。情感作为人们心理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4]，存在许多待解之迷。可以认为，围绕
情感计算产生的科学突破将对我们人类生活质量产生重大影响。
2. 情感计算对计算机科学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说目前的传统计算机(包括应用现有智能
计算方法的计算机)只包含了反映理性思维(Thinking)的“脑(Brain)”，那么，情感计算将为该
机器增添了具有感性思维(Feeling)的“心(Heart)”(这是应用文学方式对机器进行拟人化比喻。
按认知科学讲，感性思维仍源于脑活动)。可以认为，情感计算是在人工智能理论框架下的
一个质的进步。因为从广度上讲它扩展并包容了情感智能，从深度上讲情感智能在人类智
能思维与反应中体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智能。情感计算必将为计算机的未来应用展现一种
全新的方向。同时，由此引发出来的理论与应用问题会是层出不穷。
情感计算的概念尽管提出来的时间很短，但已受到学术界的日益关注和企业界的迅速反应。
英国电信公司（British Telecom）已成立了专门的情感计算研究小组。IBM 业已开发出所谓的“情
感鼠标(Emotion Mouse)”[10]。学术界的工作主要发源于 MIT 的媒体实验室[8]，目前的工作侧
重于有关情感信号的获取（如各类传感器的研制）与识别。与此同时，许多日本学者近几年来

热衷的所谓“感性信息处理(Kansei Information Processing)”与情感计算似有异曲同工之妙[11]。
情感计算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与计算机应用中不可或缺的。我们在此给出以下三个应用实
例表明情感计算是可以很快进入我们生活中：
实例一：智能、便携式个人身体保健与监护系统。这是一个典型的可穿戴式计算机系统。
除了计算机外，还包括接触式情感信号采集装置。通过测量穿戴者的呼吸、心率、血压、出汗、
体温、肌肉反应、皮肤电等信号，判断出穿戴者的情感状态，为穿戴者记录状态数据，提出保
健建议，或发布健康报警。该系统穿戴者可以包括食物或环境过敏者，糖尿病人员等。情感状
态具有个人属性，根据个人情感的动态特征，使计算机能够“对症下药”
，作出最适宜的反应。
实例二：司机安全行车的智能监控系统。该系统可以采用非接触式情感信号采集装置，如
图象与语音信号。图象信号用于监测司机面部表情的乏意(Sleeping Mood)，如根据每分钟眨眼
次数。而语音信号用于识别司机回答问题的语言迟钝性(Slow-Reaction Mood)，如语音速度、音
调变化、音量强度、嗓音质量、发音清晰度等。以司机的“主动式或被动式反应性(Activity or
Reactivity)”为特定考察情感状态，可以提醒司机安全行车。
实例三：计算机游戏与娱乐系统。这是计算机需求情感表达功能的主要应用之一。目前的
计算机棋类机不具备如此能力。这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娱乐兴趣，因为下棋者是面对了一台没有
个性、没有情感的机器。未来的计算机棋类机应该可以模拟各种情感类型棋手，如进攻型或防
御型棋手的情感行为。
总之，随着计算机现有软、硬件技术和传感技术等的发展以及人们对营造和谐自然人机环
境日益增强的迫切要求，情感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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