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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不同情感状态的脉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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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不同情感状态下脉图的变化。方法：基于中医情志脉象理论，以大学生脉图为研究对

象，通过素材（影片）诱导的方式，激发大学生的不同情感表达，采集大学生平静、悲伤、高兴三种不同情感状态

下的脉图，提取大学生三组不同情感状态下脉图的时域参数，运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统计三组时域参数的差

异；基于时域参数，运用支持向量机分类器对三种不同情感状态进行分类识别。结果：发现三组脉图的时域参

数：h3/h1、t、As/(As+Ad)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脉图时域参数对三种情感状态的平均识别率为74.25%。结论：脉图特

征参数可为情感变化提供客观的参考依据，利用脉图这种生理信号来识别情感状态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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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工智能的研究发展已经到达了较高的水

平，对人类的情感认知的研究将是人工智能框架下的

一个新的突破点。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是不能

直接感知的”。中医脉象破常规地打破了这种认识，并

把人类心理情感活动变成从脉象上可知、可识、可读的

一门学问，是对传统医学心理学的一项突破 [1]。心理

情感脉象在中医古代文献中早有记载。《素问·经脉别

论》以黄帝与岐伯的对话的形式记载：凡人之惊恐恚劳

动静勇怯，（脉）皆为变也。说明情志的惊恐喜怒等改变

都能使心神受扰，血脉不宁，脉象亦随之而发生变化[2]。

《灵枢·本神》指出：“心藏脉，脉舍神”，可见脉象中包含

了丰富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的信息[3]。《医学入门》

中称：“喜则伤心脉必虚，思传脾脉结中居，因忧伤肺脉

必涩，怒气伤肝脉定儒，恐伤于肾脉沉是”，阐述了不同

情志对脉象的影响。因此，分析脉象变化与情志活动

的相关性，就可以通过脉象把握情志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这使得人们的情绪状态千变万化，尤其是近年来大学

生因心理原因休学、退学、自杀、犯罪等现象屡见不鲜，

如果能帮助人们及时判断自己的情绪变化，则能有效

减少这类事情发生。情志脉象对于感知抑郁症、焦虑

症等各种心理疾病中的心理因素具有相当的优势，基

于中医脉象研究心理状态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由于

脉象的复杂性，通过脉图研究脉象是揭开脉象现代科

学本质的必然过程。脉图信号作为人体的一种生理信

号，是内在心理活动反映于外部的一种表象，其变化不

受人的主观意念的控制，通过检测脉图信号，可以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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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资料

实验对象是在校大学生（共 35人，男 10人，女 25
人，年龄20±1.5岁），排除患有疾病（尤其是心理方面）

者。通过影片诱导的方式激发大学生不同的情感状

态，采集正常大学生在平静、悲伤和高兴三种情感状态

下脉图，提取他们各自在不同情感状态下的脉图特征

并进行前后比较，不考虑性别对脉象的影响。影片素

材的选取，主要咨询身边的大学生以及根据影像素材

的网评，最终选取出情感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影片片段

作为我们实验的素材。影像素材时间总长度为 90分
钟左右，包括高兴、悲伤二种视频片断，分别如下：高兴

素材选自喜剧短片《万万没想到》，悲伤素材选自电影

《假如爱有天意》。平静状态脉图在实验前采集获得。

最后采集到的数据情况为平静状态35例，悲伤状态35
例，高兴状态35例。

1.2 实验流程

实验流程包括：1）实验前，介绍实验的流程以及

要注意的方面，让受试者能够轻松面对，而不是怀着

好奇或者畏惧的心理来做实验，让受试者的情感状态

调节到平静状态，确保观看影片时能够真实的表达出

内在的情感，确保实验所采集数据的有效性，并在观看

影片前采集受试者平静状态下的脉图；2）受试验者观

看某一情绪的诱导影片片断，影片接近尾声时采集受

试者的脉图；3）在影片片段放映的间隔期间，受试者可

以通过调整坐姿以及适当活动来放松自己，倾听平静

的音乐，使情绪恢复平静，为下一种情绪的诱导做准备。

1.3 采集方法

采用上海中医药大学与上海亚太计算机联合研制

的 ZBOX—I 型脉象数字化采集分析仪采集脉象样

本。测脉者取仰卧位或正坐位，将压力传感器探头安

置在左手臂寸口关部，因为关位脉搏搏动相对明显并

采集方便，故取脉部位为寸口关位。选择最佳脉图，最

佳脉图采集时间为 60秒。采集的最佳脉图用于后续

脉图参数的提取与分析。

1.4 时域分析法

时域分析法主要分析脉搏波波幅的高度和脉动时

相的关系。脉图可以反映心脏射血活动和脉搏波沿血

管传播途径中携带的各种信息。脉图上的曲线和每一

个拐点都有其独特的生理意义，通过时域分析方法可

以提取中医脉图信号特征参数，进而探寻脉象与疾病、

心理状态的内在联系。时域分析法是脉象分析方法中

最为常用的一种，其研究也相对成熟，时域分析的主要

内容是读出脉图的波、峡的高度（h）、相应时值（ t）、

脉图面积（As 、Ad）等多项参数[4]，见图1和图2。
时域分析法得到脉图参数如下：

h1 ：主波幅度，为主波峰顶到脉搏波图基线的高度

（基线与时间轴平行时）。

h3 ：重搏前波幅度，为重搏前波峰顶到脉搏波图基

线的高度（基线与时间轴平行时）。

h4 ：降中峡幅度，为降中峡谷底到脉搏波图基线的

高度。

t4 ：为脉图起始点到降中峡之间的时值。

t5 ：降中峡到脉图终止点之间的时值。

t：脉图起始点到终止点的时值。

w：主波上1/3的宽度。

图1 脉图的幅值和时值

图2 脉图的面积

（Ps ：收缩压；Pd ：舒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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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脉图的形成原理，t4 对应心脏的收缩期，t5
对应心脏的舒张期，因此将 t4 时间段内脉图曲线与横

轴围成的面积称为收缩期脉图面积，用As表示；将 t5 时

间段内脉图曲线与横轴围成的面积称为舒张期脉图面

积Ad。

1.5 统计方法

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包括参数法和非参数

法，选择的关键在于资料分布类型，如果资料符合正态

分布且组间方差齐则选用参数法，统计指标可以用均

数以及标准差，一般描述为“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

示”；否则，选用非参数法，则统计描述指标选用中位

数，并用4分位范围（inter-quartile range，QR）描述离散

程度，可描述为“M（QL-QU)”。本实验采用后者进行

统计分析及统计描述。

1.6 模式识别方法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是一种

基于统计学习理论的机器学习算法 [5]，它在 VC 维

（Vapnik-Chervonenkis Dimension）理论与结构风险最

小原理的基础上，根据有限样本信息在模型复杂性与

学习能力之间寻求最佳折衷，克服了传统机器学习中

的维数灾难和局部极小等问题，提高了泛化能力，在

统计样本量较少的条件下，也能获得良好的分类性

能。本实验采用 SVM分类器进行不同情感状态的识

别研究。

2 结果

2.1 不同情感状态脉图时域参数的统计分析

本实验采用 SPSS20.0统计软件分析大学生平静、

悲伤、高兴三种不同情感状态下的脉图的时域参数

（ h1, h3, h4, t4, t5, t, w, As, Ad ）及 比 值 h3/h1、h4 /h1、As/
(As＋Ad)。

由于三组不同情感状态下脉图时域参数的分布不

符合正态分布且组间方差非齐次，因此选用非参数法，

将其转换成秩次后两两进行方差分析，数据描述为“M
(QL-QH)”。三组不同情感状态脉图时域参数的统计

分析结果见表 1所示（仅列出有显著性差异的时域参

数）。

脉图的时域参数 h3/h1 主要反映动脉管壁弹性和

外周阻力大小[4]，As/(As + Ad)反映心输出量的变化，t是
脉图典型周期的时值，对应于左心室的一个心动周期

的时间，可以反映心率，其值越大，心率越慢。上述参

数能反映人体生理的变化。

表 1显示，不同情感状态下脉图时域参数存在差

异：与平静组相比，悲伤组的 h3/h1、t 显著增大（P <
0.05）；高兴组的 t 显著增大（P < 0.05）、As/ (As + Ad)显
著减少。由此可见，随着大学生情感状态的变化，脉象

也会随着发生改变。如与正常组相比，悲伤组、高兴组

t 均增大，表明其脉缓；其它脉图参数 h3/h1、As/(As + Ad)
在不同情感状态下也存在差异，说明心理的变化引起

了生理上的变化。

2.2 不同情感状态的识别

本实验基于脉图时域特征参数（ h1, h3, h4, t4,
t5, t, w, As, Ad），运用支持向量机（SVM）分类器建立了

情感状态辨别模型，采用3倍交叉检验的方式，确定辨

别模型的输出类别，其识别结果如表2所示。

3 讨论

脉诊是中医极具特色的诊察方法之一，祖国医学

几千年来的诊脉经验形成了中医的脉学体系。情志脉

象在中医古典文献中早有记载，如《脉象图说》云：“过

喜则脉缓，暴怒则脉急，悲伤则脉短，大恐则脉沉”。近

现代许多学者对中医情志脉象理论进行了探讨与验

证，如寿小云等指出每种脉象的背后都有导致其形成

的心理因素[6],吴慧慧等认为心理脉象位、次、形、势等

不同方面提示了心理脉象的局部特征，为临床诊断特

别是抑郁、焦虑状态的病人提供了确切的诊断依据[7]。

祖国医学的情志脉象理论以及相关的近现代研究为本

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提示通过分析脉象变化

可以获得情感状态的变化。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医情志

脉象理论，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素材（影片）诱导

的方式，激发大学生不同情感的表达，客观地分析了大

表1 大学生不同情感状态下脉图的时域特征参数

M(QL-QH)

情绪

平静

悲伤

高兴

例数

35
35
35

h3/h1

0.67(0.59-0.74)
0.71(0.64-0.84)★
0.72(0.59-0.80)

t

0.85(0.75-0.92)
0.92(0.80-1.02)★
0.92(0.82-1.02)★

As/(As + Ad)
0.59(0.56-0.65)
0.57(0.55-0.63)
0.56(0.54-0.60)★

注：与平静组相比，★P<0.05；M是中位数，QL是25%分位数，QH是75%
分位数。

表2 基于脉图时域参数的大学生不同情感状态识别

情感状态

平静

悲伤

高兴

例数

35
35
35

识别率/%
88.77
70.95
61.27

平均识别率/%

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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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同情感状态下的脉图变化，并且基于脉图特征

开展了情感识别的研究，用现代语言来阐释中医情志

脉象理论。

人的心理状态和生理现象有着直接的关系 [8]，情

感是人类生理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感的变化必然

会引发生理上的变化。本实验结果显示，大学生不同

情感状态下的脉图存在差异，如高兴组脉图参数 t 显

著大于平静组，表明高兴状态下脉较缓，与脉诊文献记

载“过喜则脉缓”相吻合。脉图的其它时域参数在不同

情感状态下也存在差异，表明心理的变化引起了生理

上的变化，并在脉图变化中得到展现。脉图作为生理

信号是伴随着人的内在情感变化由人体内部器官产生

的一种生物信号，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出被试者当时的

真实情感状态。因此，本实验基于脉图时域特征参数，

运用SVM对三种情感状态进行识别研究，结果显示三

组情感状态的平均识别率为74.25%，表明基于脉图特

征来识别情感状态是可行的，并为深入开展基于脉象

的情感识别研究奠定了基础。由于本实验采用压力传

感器采集脉图，能较好地反映脉象的“位”、“数”特征，

但对脉象的“形”、“势”尚未能全面呈现。因此，若要进

一步提高情感状态的识别率，可能需要多通道复合原

理的传感器全面获取脉象信息，并且需要扩大研究的

样本量。

情感识别是当今研究热点之一，其研究需要利用

各种设备仪器检测各种情感状态下人体的外在表征和

内在生理指标如面部表情、语音和生物医学信号等，并

进行分析来识别和理解人类的情感状态。面部表情、

语音等情感识别相对直观，是以身体行为方式外在表

现出来的特征信息（自愿或不自愿）来识别情感状态

的。而脉象的变化是由植物神经支配的，作为人体内

部产生的一种生物信号，是窥视情感变化的窗口，并

避免了意识的干扰 [9]。因此，从脉象上探索情感因素

的变化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分析脉象变化与情感的

相关性，可以快速、高速、客观地把握情感的变化，并

且脉图检测设备是以一种舒服的、无创的方式置于人

体手腕桡动脉处获取生理信息，使用便捷。因此，基

于脉图来识别情感状态的研究具较好的实用价值和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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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pulses under different emotional states. Based on the
emotional puls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ith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films
to stimulate different emotional expressions (i.e., calm, sad and happ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pulse recordings of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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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ere acquired in this study. The time domain parameters of pulses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ree types of
emotional states were extracted. The difference among three groups of time- domain parameters was calculated by
nonparametric test. Based on the time-domain parameters,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classifier was used to
classify three types of emotional stat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ree groups of time
domain parameters (h3/h1, t and As/(As+Ad)). And the average recognition rate of three types of emotion states was 74.25%
based on the time-domain parameters of the pulse recordings.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pulse parameters can provide
objective reference for emotional changes. It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emotional states.
Keywords: Pulse recording of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 induction, analysis of time-domain parameters, emotion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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