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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情感:技术与人文的新融合

肖 峰

［摘 要］ 人工情感是当代信息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主要是赋予机器以情感识别和表达的功能，其未来的扩

展功能还可用于辅助人的情感感受和表达能力的改善和提高，甚至通过“人造情感”来弥补自然情感的

不足，从而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克服情感匮乏等人文问题。人工情感技术拓展了技术与人文交融的新境

界，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手段，同时也提出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新问题。

［关键词］ 人工情感 技术 人文 发展

技术与人文是广义的科学 ( 即“科技”) 与人

文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

它无疑成为最能体现科学与人文关系新变化和新

面貌的一个侧面。而“人工情感”( Artificial Emo-
tion) 作为当代信息技术最前沿的领域之一，就是

我们开拓技术与人文互动的新疆界。人工情感可

视为隶属于人工智能的一个新兴分支或高级阶

段，也是将情感纳入认知科学研究范围的产物。

从“情感电脑”的构想到“情感计算”的提出，再到

“人工情感”的确认，该技术从初级到高级，从现实

到预想，已经和将要带来一系列关涉人类“情感世

界”的新变化，因此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技术的

先进性上，更体现在其具有的丰富人文意义上，形

成当代技术与人文融合的一种新境界，同时也使

我们面临新的人文问题。

一、从情感电脑到人工情感

人工情感始于情感电脑的研究，抑或说“情感

电脑”是走向人工情感的初始阶段。目前电脑的

一个重要缺陷是只能进行逻辑推理，无法理解人

的情绪和情感，其好处是“感情中立”，不影响它所

做的“工作”的“公正性”，其坏处是它不能成为可

与人交流情感的真正的“伙伴”。因此计算机专家

提出了“情感计算”的概念，它是指一个系统其能

够对人类的情感进行侦测、分类、组织和回应，表

现为计算机在与人互动过程中具有情感信息的识

别和加工能力，并能针对人的情感做出智能、灵

敏、友好的反应。简单地说，就是能判别用户的心

情好坏并显示出合适的调节信息，就可使人对之

产生高效而又亲切的感觉。例如，当 IBM 的深蓝

计算机如果在国际象棋的比赛中打败卡斯帕罗夫

后给他一些安慰，就具备了情感的功能。
“人工情感”是“情感计算”的自然延伸，它是

指用人工的方法和技术模仿、延伸和扩展人的情

感，使机器具有识别、理解、表达和生成各种情感

特征的能力，从而能理解人的喜乐哀乐并见机行

事。与此关联，人工情感还要研究抑制不良情绪

的机器算法，探讨情感在决策中的作用模式的机

器实现，主要是模拟人脑的控制模式，建立感觉、
知觉、情感决定行为的数学模型，情感培养的机器

算法，甚至还包括灵感( 顿悟) 产生的机器实现策

略。①一定意义上，它就是情感计算的同义语。

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人工情感”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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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自然情感”，这一目标决

定了人工情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涉

及到人类学、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信息科

学、人工智能和哲学等。人工情感的主要研究领

域包括: 情感识别 ( Emotion Recognition) 、情感度

量( Emotion Measurement) 、情感理解( Emotion Un-
derstanding) 、情感表达 ( Emotion Representation ) 、
情感生成 ( Emotion Generation ) 、情感处理 ( Emo-
tion Processing) 、情感控制 ( Emotion Control) 和情

感通信( Emotion Communication) 等等。
近几年来，人工情感的研究在各种技术的辅

助下不断取得进展。如通过使用特定的仪器，我

们可以对面部的微小表情变化进行研究，甚至可

以区分真笑和假笑。脸部运动编码系统通过不同

编码和运动单元的组合，可以在脸部形成复杂的

表情变化，其成果已经被应用于人脸表情的自动

识别与合成。情感智能体研究则希望通过情感交

互的行为模式，构筑一个能进行情感识别和生成

的类生命体，并以这个模型代替传统计算中的有

些应用模型( 如电脑游戏的角色) ，使电脑和应用

程序更加鲜活，能够产生类似于人的一些行为或

思维活动，甚至还可以使计算机从认知型变为直

觉型。心理学家认为，人工情感是在人工智能理

论框架下的一个质的进步。
在笔者看来，“人工情感”不仅具有上述的始

源含义，还应该具有“扩展含义”。这就是从赋予

计算机以人的情感扩展到赋予人以人工情感，它

可能是从超级计算机中产生出来的情感，将其“植

入”到人脑中。这就是将人在体外创造的人工情

感反馈回人自身，成为补充、丰富和提高人的情感

内容和情感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我们可视其为“人

工情感”的一种哲学预见或技术“升级版”。具体

来说，可从如下四个方面来扩展人工情感的功能。
( 1) 技术性地帮助理解他人的情感。机器情

感的研究中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让机器识别人的情

感，而这种能力也常常是人所缺乏的，由此可将其

用于提高人识别( 他人) 情感状态即觉察人的情感

变化的水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善解人意”
的能力，这是人与人之间实现有效的情感交流的

基础条件。( 2 ) 技术性地辅助人的情感表达。情

感的外部表现即情感表达是一种重要的情感能

力。机器的情感表达是当前人工情感研究的一个

重要领域，它研究如何在计算机或机器人中表达

情感模式( 如: 喜、怒、哀、乐，爱、恨、恩、仇等方面

的表情、姿态、声音、语言、动作、行为等) 。将这种

技术延伸到人身上，用于辅助人的自然情感，增强

人的情感表达能力，尤其是帮助那些情感表达有

缺陷的人充分地表达自己，也就是治疗情感的表

达障碍或表达缺陷。( 3 ) 技术性地制造情感———
人造情感。“情感生成”作为人工情感的一个重要

研究领域，是在“情感表达”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如

何在计算机或机器人中模拟或生成情感模式，开

发虚拟或实体的情感机器人或具有人工情感的计

算机及其应用系统。情感生成技术的延伸，就是

情感的人工制造，即用人工情感技术不仅解决表

达情感的问题，而且解决“制造情感”的问题，借鉴

在机器系统中的情感生成，寻找合适的技术手段

在人脑中建构能够产生我们所需要的情感状态的

生理或物理化学状态。这种技术可以使一个人在

自然状态下难以生成的情感随自己的需要油然而

生，无论是诗人的激情，还是政治家的亢奋，或是

道德家的悲天悯人，以及寻常百姓的恬静，我们需

要什么，人工情感技术就可以提供并在我们的身

上产生出这种情感。( 4) 技术性地克服不良情感。
如前所述，人工情感还要研究抑制不良情绪的机

器算法，其成果应用于人自身，可以帮助我们克服

负面的情感，如沮丧、失望、消沉、悲观、急躁等等。
总之，人工情感技术的未来发展可用于帮助

我们感受、产生和表达情感，它也可称之为“高级

的人工情感”，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人工情感的人文价值与意义

对人工情感进行的上述扩展，是将仅仅在机

器上模仿人的情感扩展为改善和延伸人自身的情

感( 能力) ，是从人赋予机器一定的情感能力转变

为帮助人提高自身的情感能力和水平，是人工情

感作为一种新技术在人文功能上的提升。可以

说，一旦人工情感在识别、表达和制造情感方面的

能力超过了人在这方面的“自然能力”，就可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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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实现上述目标，就如同计算机已经帮助人提

高了计算能力一样。一旦实现这一目标，人工情

感技术就从仅仅用于改善人机交互发展到介入人

的日常生活，提高人与人交往的情感水平，这无疑

是一种对当前阶段的人工情感的未来愿景，是一

种对人机融合的更高期待。可以从如下方面来进

一步理解人工情感的人文价值与意义。
( 1) 克服个人的情感匮乏。情感是人适应生

存的心理工具，是心理活动的组织者，也是人际交

往的重要手段。一个人如果情感能力匮乏，就难

以与他人有较好的沟通，影响相应的社会交往效

果，甚至陷入疏离社会的孤独之中，严重影响其事

业甚至生活的正常展开。由于情感的重要性，它

成为人的认知和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至于情商的作用并不亚于智商的作用。所以，

提高情商也就成为提高人的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

的方面。
目前，人工情感的有关研究已经在人脸表情、

姿态分析、语音的情感识别和表达方面获得了一

定的进展。在未来它如果能够将对方的情感信息

直接读出并输入主体的认知系统中，无疑可帮助

人克服情感障碍，使人直接“洞见”他人的情感倾

向，也可帮助人表达自己生动而丰富的感情。人

工情感在这里起到了类似社会“粘合剂”的作用，

使人( 尤其是情感匮乏的人) 迅速融入到情感生态

中，摆脱疏离社会的孤独状况。如果说医学是摆

脱身体痛苦的技术，人工情感则可能成为摆脱精

神痛苦的技术，它们都是实现人道目的的手段，承

载着人文的丰富内涵。
从可设想的伦理制约上，人造情感最主要还

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其适应人群为情感匮乏

的人; 这就是人工情感的治疗性功能———使情感

功能上的不正常转变为正常。进一步发展则可能

走向“增强”的功能———使情感正常者变为情感超

常者。如一个人要想成为诗人，却没有足够的激

情和想象力，抑或想要成为政治家，却没有亢奋的

精神，此时如果人工情感系统向此人“注入”了这

些能力，就是对其实施了“情感增强”的操作。然

而“情感增强”和“基因增强”一样，通常是会受到

限制的。

( 2) 解决社会的人文困境。人的精神和道德

状况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今天的

社会中，不时会有“见死不救”、“有难不帮”、“麻

木冷漠”的现象发生，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性

“冷漠病”。如果一个社会普遍缺乏对他人的关

爱、助人的热情和道德上追求的精神，就陷入了情

感上的人文困境。除此以外，“现代性”向日常生

活的全面渗透还带来了日益蔓延的焦虑、忧患、紧
张、怀疑等“灵魂的纷扰”。这类不良情绪如果趋

向普遍，无疑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精神病态或情感

匮乏。而人工情感可视为帮助我们解决上述人文

困境的方式之一。以“技术性幸福感”②到更为丰

富的技术性情感，特定的现代技术成为提升人的

情感境界的“亲密伙伴”，实际地提高人的精神生

活的质量。当然，这里所倡导的绝非“技术万能

论”，并非主张只靠人工情感技术去解决社会的人

文困境，而是主张在使用传统的人文手段时，技术

手段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方案。
( 3) 开拓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天地。从一般的

意义上，人要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或“全面发

展的人”，就要有健康和丰富的情感世界。由于现

实的人总处于有限性中，因此人的精神和人的情

感世界也是不完全的。而借助人工情感技术可以

部分地去克服这种不完全，帮助我们在情感上“趋

利避害”，也就是辅助人的情感导向新的进化，“其

进化的方向大致表现为情感的形式越来越多，层

次越来越高，灵活性越来越强，准确性越来越高，

前瞻性越来越好，人可以针对各种复杂的价值关

系来及时地、灵活地、准确地调节自己情感反应的

方向、大小、形式与层次，从而准确无误地指导自

己的行为与思想”③。
人工情感不仅可以扩展人的情感交流的广

度，还可以加深这种交流的深度，以至于帮助人进

入情感体验的新境界———达到人和人之间情感经

验的可通约性，一种新的主体间性，由此完成一场

情感认识论的革命。
人工情感也可以帮助人成为情感的真正“主

人”。一定程度上，对于人的成功，情感因素甚至

比智力因素更重要。特殊情感状态的获得，如人

的创造性、高效率的思维、高质量的业绩、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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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等，都需要在特殊的情感状态下才能达到，

而这样的状态又不是轻易获取的，此即所谓“不在

状态”———即情感因素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持。情

感虽然是一种“主观”现象，但并不一定能为主体

的意志左右，并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

西。可以说，“情感”的驾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经常会感到自己“不由自主”地被突发性情绪

控制，不能摆脱我们并不需要的负面情感，经常由

“无名的怒火”在心中燃烧，经常感到自己是情绪

的奴隶。而人工情感技术可以提高人对自身情感

的控制或驾驭能力、识别和表达水平，发展人在主

观世界中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人也随之成为情感

上更丰富的人，性格上更全面的人。所以从哲学

上认识人工情感: 它无非是一种主观性作为新的

对象被能动性所改造，使主观世界成为更符合人

的需要的存在。当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时，由

人工情感辅助我们塑造的“好性格”无疑可以改变

一个人的命运，促进其生涯的正向发展。
人工情感对人的情感世界的改善甚至可以回

馈到人的身体的改善。现代医学发现，人的生理

疾病大多数与精神因素相关，因此减少人的负面

情绪，改善人的精神状况，是医治生理疾病、恢复

身体健康的重要途径。克服负面情绪单靠精神或

人文手段是不够的，此时采用人工情感的方式无

疑更加有效地达到目标。
从发展的无限性上看，人的自然情感手段有

可能不够我们使用，“情何以堪”也许成为“情何

以达”，即现有的情感手段难以使人体验和表达新

的情感内容。于是必须要有新的情感特征、类型

和表现方式不断被人开掘出来，才能不断丰富人

的情感生活，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情感需要。这

样，“情感创新”就如同“知识创新”一样是人的生

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条件。人工情感由于在

“情感的人工创造”上的功能，无疑可引向情感创

新，为人类渴求的新情感提供新的服务。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情感的人工化，无非是

人的能动性向自身领域的扩展，是“改造世界”向

主观的高端领域的深入。如果人的情感是主观

的、能动的状态或特征，那么人工情感就是原初的

主观能动性被技术性的主观能动性所控制导引，

这或许是“能动哲学”或“主体性哲学”的一种新

境界。

三、人工情感中的人文问题

人工情感研究目前存在大量争论，围绕初级

的人工情感大致有三个主要方面: 可能性与不可

能性的争论、必要性与不必要性的争论，以及现实

性与非现实性的争论。本文主要就高级的人工情

感来探讨其中可能引发的人文问题。
( 1) 情感的真实性问题。“人工的”的英文单

词 artificial 本身就有“假的”( 虚假的、做作的、造

作的) 含义，所以一旦有所谓“人工情感”，自然也

可以理解为“假的情感”，而人自身生成的情感才

是与之对应的“真的情感”。当人工情感可以随意

制造后，就难免担忧“假情感”充斥交往场所，使人

与人的真实情感有可能更难被把握。更为根本的

问题还在于，这种人工的情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情感? 一些研究者认为具有有效情感机制的计

算机实际并不存在; 情感计算机不是有情感的人

的替代物。科学家们一致认为情感不是逻辑，大

部分是本能的反应:“科学的结论必须靠头脑来决

定; 你和谁结婚则可能要用心来决定。”这样的决

定就是难以计算的认识活动。或者说，当认为情

感是认知的时，强调的是它的精神成分; 而当认为

情感是身体的时，强调的是它的肉体成分。“计算

机没有情感却能表达出情感……而实际上不具有

任何内在情感。”④

同时，一种人文的敏感性也会随之产生。人

工情感的出现，尤其是人造情感的可能出现，也会

使我们面临一些新的生存危险，那就是非自然的、
伪装的、虚假的情感现象的泛滥。人不仅在生理

上因为物质技术而失去自然的本性，而且还会在

精神的核心层面上失去自然的本性，技术不仅操

纵我们的物质性生存。而且宰制我们的精神性、
情感性生存，当人造情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可

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情感不再属于我们自

己的，而是属于机器( 电脑) 的。
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

之所以需要人工物，是因为自然物不能满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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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人工情感的制造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由此我们可以持这样一种态度，即人工情感如果

实在地对我们有用，能用它来解决我们的困难和

缺乏，产生出真实的人性的效果，其真假问题也就

退居其次了; 正如我们常讲汽车轮子是人腿的延

长，只要它对我们的交通有用，我们也就不必在意

它是不是“真正”的“人腿”了。
( 2) 情感的属人性问题。人工情感很大程度

上是机器造就的或药物刺激的情感，并非源自人

自身的生理和心理过程的情感，那么这样的情感

是否还具有属人性?

其实，这种担忧也发生于其他人工领域，例如

用于治疗的( 人造) 器官的移植。当越来越多非人

的东西被附加到人身上之后，就产生了“我还是我

吗”乃至“人将非人”的质疑。其实，“属人性”并

非一个永恒固定的概念，人的进化和发展就是不

断将那些有利于自己的体外之物 ( 也包括人工制

品) 不断同化为属己( 人) 之物。而自从有了对身

体的医学治疗之后，尤其是有了人造器官的移植

之后，属人性和非属人性的转化就在更多的方面

展开，只要那些被移植的人工制品确实是维持人

的健康所必需的，以及这些人工物能逐渐减少由

它所引起的人体排异反应，越来越“有机地”与人

体融合在一起，它们无疑也就被“人化”为人的一

部分，从非属人性转变为属人性。这种人机融合

体的发展方向无疑也包含人工情感在内，是从人

的物质方面的非属人性与属人性之间的转换扩展

到精神方面的转换。
这里要避免的无非是技术万能论，即完全抹

杀自然进化的功绩，将一切都人工化，使人完全成

为人工制品的载体，并被这些东西所主宰，这样的

存在物无疑是典型的机器。也就是说，我们谈论

的人造情感，其基底或承托还是自然的人本身，这

也是保证人工情感之属人性的基础。
( 3) 情感的个体性与丰富性问题。情感是一

种内部的主观体验，情感的表现形式具有高度的

变化随机性、特征模糊性和个体差异性，也就是极

强的私人性或不可通约性。即使面对同一对象，

我所体会的激动与别人所体会的激动也是有所不

同的，这种不同甚至不可言说，它构成了人的个性

或精神差异性的重要方面。那么人工情感如果是

源于同一台机器，当其被引入到不同的人那里后，

是否会以同一性淹没上述的差异性，导致人在情

感上的趋同化或同质化? 例如同是“喜悦”，各人

的体验是各不相同的，如果在悲伤时通过人工情

感技术使我们进入一种“人造的喜悦”状态，那是

一种同质化的技术生成状态吗? 于是，情感有必

要趋同吗? 如果需要趋同，那么“标准”的情感模

式是什么?

情感的趋同，还可能表现在技术性地消除负

面情感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人工情感技

术而让我们时时都处于“欢喜”的状态? 如果没有

与之对照的负面情感的存在，那么正面的情感也

就不复存在。只有在正负情感的对照性体验中才

会发现积极情感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情感世界的差异性和丰富性，与现实世界的

纷繁复杂性是对应的，要求情感的趋同，就等同于

要求世界上万紫千红的事物都变为同一个颜色。
其实，甚至病态的情感模式( 如林黛玉式) 也会形

成一种特殊的美。如果都用“健康标准”要求其被

“人工地改造”，那会导致什么情形呢?

所以，即使人工情感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日日

欢歌、天天高兴，我们也要不时“回过头去”感受一

下沮丧和消沉的情绪，让心灵中有一些负面情感

的“保留地”。或许这也是人工情感技术可以帮助

我们做到的; 但只有这样，它才是一种情感功能上

“全面”的技术。
( 4) 情感的复杂性问题。情感和意志是心灵

现象中比知识更复杂的东西。人工情感的工作原

理，是通过对情感的科学化理解与技术化操作来

实现的，情感计算机实际是通过对伴随情感的某

些生理特征或行为特征的辨识来认识情感，在方

法论上是某种程度的还原论，即将心理事件完全

还原为生理事件。且不说是否可以进行这样的还

原，即便计算机通过这种方式 获 得 了 情 感 状 态

( 如，高兴还是不高兴) ，也不一定能获得情感内容

( 为什么高兴或不高兴) 。一个人可能因为失恋而

不高兴，也可能因为失业而不高兴，还可能因为得

不到重用而不高兴，此时情感计算系统如何去化

解这些不高兴? “识别”表情即使能被机器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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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重要和复杂的分析这些表情背后的原因则显

得十分遥远，而人的“智力”正是在这方面得以施

展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正的“理解人”———一项比

认识自然更为复杂的认识活动，其中的许多微妙

之处是无法从“机器理解”中得到解决的。
也就是说，虽然科学家可能做出情感计算机，

但并不意味着情感完全可以被计算。这也涉及到

心灵哲学的问题: 情感状态作为一种心灵现象是

否可以还原为一种神经状态，然后这种神经状态

是否可以人工地建构或移植? 这是否破坏了情感

的神圣性? 复杂而神圣的情感是否可表述为显微

镜下可观察的神经元的化学或物理活动，进而成

为可以被技术性地复制和移植的对象? 这正是人

工情感的限度问题。也就是说，技术化、科学思维

力求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解释和操作应该是有限

的，而不是无限的; 人的认识、心理和精神活动中

那些神圣的、“附魅”的内容是难以完全被当代信

息技术数字化地复制和移植的。
当然，还要警惕人在情感识别、表达和制造上

对人工情感的过度依赖，造成自然情感能力的丧

失，就如同在记忆、计算上过度依赖工具会造成记

忆力和计算能力的退化一样。
所以，人的自然性与技术性之间的张力，在人

工情感技术的发展中，同样会尖锐地展现出来。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辩证对接，是我们面对日

新月异的科技世界的一个永恒主题。

四、走向技术与人文的新融合

如果不是从人工情感取代自然情感从而过分

夸大其意义上去理解这一技术进步，那么它还是

可以从多方面为我们理解技术与人文的关系提供

新的启示。
人工情感无疑是用技术手段解决人文问题的

新尝试。用人文手段解决人的情感问题，是行之

千百年的传统路径，具有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
但这一路径也不是万能的，否则也就不会有越来

越多的“情感问题”乃至社会性的“情感危机”。
技术的人文效应，就是技术对人的改变，而这种改

变最根本的莫过于精神层面的改变，对精神层面

的改变，最激动人心还是对人的情感世界的改变。
可以说，人工情感中的人与技术的互动，也是

人与技术之间的互相改变: 技术改变人，使人更富

有情感，同时人也改变技术，使技术不再是冰冷的

工具，而是更加人性化，成为情感的载体和“通信

员”。人工情感技术使我们意识到只有自然情感

是不够的，尤其是当人的工作和生活中将长时间

地与技术性对象打交道时。当人的自然情感因为

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缺失而无法施展时，或者即使

施展也得不到回馈时，人无疑希望自己“交往”的

直接对象( 技术物) 能够“被情感化”而与自己形

成一个临时的情感互动环境，使人的情感需求得

到一种特殊的满足。这应该说是当代信息技术的

一种人性化发展，也是人本技术观的一种内在要

求。不仅如此，由于人工情感的高级形式( 即人造

情感) 还为我们展示了未来治疗情感匮乏症的可

能性，使得“正常的情感生活”可以在技术的辅助

下变得不再“奢侈”，也为紧张忙碌的现代人的精

神世界增加更多的绿色空间。人工情感可以使人

的发展所获得的技术帮助向更广阔的领域扩展，

使人在精神世界获得实质性的技术提升，为人的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这也意味着，技术与人文的融合达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人工情感形成了情感在人和技术之间

的双向给予，这也是人机互动的更高境界: 从知性

水平的人机互动提升到情感水平的人机互动。
人工情感技术对人的改变甚至可以造就人的

新特征。在机器创造出来的情感中长于人自身情

感的部分如果被“转移”到人的身体中，成为人的

情感的一部分，那么人就成为“情感复合体”———
被人工情感改善后的情感存在。于是，人的情感

就由两部分情感复合构成: 自身本来就有的情感，

技术植入的情感( 人工情感) 。而人工情感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就是力求两种情感的融洽共存，和谐

共生。
其实，作为人工情感的理论和技术基础的“情

感计算”概念，就明确表达了人文与技术融合的新

的观念，那就是情感与计算的相关性，或者说情感

的可计算性。通常认为，认识活动中复杂的情感

因素，认识中非理性的、非逻辑的跳跃等，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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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来的。但在“情感计算”的倡导者看来，机

器性的信息机制可以解释认识中“情感”因素，也

就是说，认识的知、情、意应该都能得到信息科学

的说明和信息技术的模拟。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媒体实验室的罗萨林德·皮卡德教授及其所授领

导的课题组明确主张情感的可计算性，认为“情感

计算是与情感相关、来源于情感或能够对情感施

加影响的计算”，“情感就像思想一样，通过词汇、
姿势、音乐、行为以及其他创造性形式的表达来交

流”。所以，计算机不一定必须有肉体才能有情

感。情感是有可能赋予计算机的，而且从情感计

算还可以发展到意志计算。⑤ 如果说传统计算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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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计算将为机器增添具有感情思维 ( Feeling ) 的

“心”( Heart) 。⑥一种更加乐观的观点甚至认为，即

使是初级的人工情感，如果能够全面实现的话，

“不仅可以使计算机具有友好的、人性化的人机界

面，更重要的是能够使计算机具有更高的信息处

理速度与效率，具有独立的决策能力和行为控制

能力，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思维能力。到了那

个时候，从纯逻辑的角度来看，人与机器人之间已

经没有任何区别了，只有机器体与肉体之间的区

别了，人与机器人之间就可以实现全面的融合，没

有明显的界限和本质的区别，彼此可以相互转换、
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也无所谓人与机器之间存在

什么 矛 盾 与 冲 突，这 就 是 人 工 情 感 的 最 终 归

宿”⑦。
而扩展的或高级的人工情感所进行的人机之

间情感的双向实施( 赋予计算机以人的情感，以及

赋予人以人造的情感) ，更意味着新型的或新水平

的人机和谐乃至人机一体，情感的这种人机交互

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机之间情感交互生成和提升的

过程，实现着技术与人之间的“协同进化”，这将是

技术与人文之间一种“双赢”。
从哲学的本质上讲，人工情感是以一种科学

技术的方式来实现一种更高的人文状态，即一种

可以更彻底地实现自己人文境界的需求，一种更

具幸福感的情感状态，从而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

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这种发展的

一种更高的阶段和境界。
在上述意义上，人工情感是一个实现技术与

人文融合的新领域，一个在更高平台上走向科学

与人文交融的新途径。

注释:

① 王志良:《人工心理》，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9—10 页。

② 参见肖峰:《技术、人文与幸福感》，载《中国人民大

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

③ 百科词条: 《情感》，http: / /baike． baidu． com /view /

6251． htm。

④⑤［美］罗莎琳德·皮卡德:《情感计算》，北京理工

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18、42 页，第 123、53、

165 页。

⑥ 赵积春、王志良、王超:《情绪建模与情感虚拟人研

究》，载《计算机工程》2007 年第 1 期。

⑦ 仇德辉:《人工情感的发展历程与最终归宿》，ht-

tp: / /www． tianya． cn /publicforum /Content / itinfo /1 /

18005． shtml。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信息技

术哲学研究”［项目编号: 11YJA720030］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

长，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 责任编辑: 陈喜贵)

79

学术前沿: 科技与人文 人工情感: 技术与人文的新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