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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汽车的普及，交通事故频发，驾驶时的高脑力负荷是引发事故的重要原因。多资源理论认为脑
力负荷来源于信息处理过程，信息处理过程可用视觉、听觉、认知和动作等行为要素来描述。本文中对驾驶员脑力

负荷计算系统的设计和实现进行研究。首先在多资源理论的基础上，归纳出对典型驾驶任务的分析方法，建立了脑

力负荷计算模型；然后选取了“绿灯路口直行”这一任务进行案例分析，利用计算系统根据驾驶任务计算出脑力负

荷值；最后采用实验的方法测量被试的瞳孔直径和皮肤电信号，并与计算系统算出的脑力负荷值进行对比，证明了

该系统的正确性与可用性。本文提出的方法，可方便地对典型驾驶任务进行脑力负荷的计算与预测，找到高负荷产

生的原因，从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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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的保有量日益

增加，同时，汽车驾驶所引发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

重视。由驾驶员因素引起的交通事故中，一个重要

的原因就是驾驶员脑力负荷过高，产生驾驶疲劳，造

成驾驶员对车速与周围环境的判断出错、反应力低

下和注意力降低等，这些都可能引发交通事故。

脑力负荷理论是由教育心理学家 Ｓｗｅｌｌｅｒ［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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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ａｓ［２］等人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脑
力负荷通常是指在一个特定的作业时间内施加于个

体认知系统的心理活动总量［１，３］。目前关于脑力负

荷的理论模型已有不少专家学者进行研究。Ｓｈｅｒｉ
ｄａｎ等人［４］主要从“控制”的角度解释脑力负荷，认

为脑力负荷来源于作业要求、绩效标准、情绪压力、

系统总绩效、对作业者的能耗要求和信息加工要求

６个方面。其中，信息加工负荷和情绪负荷属于心
理负荷范畴。Ｋａｈｎｅｍａｎ等人［５］提出了单资源模型，

该模型指出：注意是一种容量有限的通用资源，人们

运用这一资源进行各种作业。在单资源模型的基础

上，发展出了一些多资源模型。其中，Ｗｉｃｋｅｎｓ［６］提
出的三维度资源系统得到广泛认可，此模型将注意

资源划分为３个维度：输入通道、加工阶段和加工／
输出方式。多资源理论较客观地反映了脑力负荷各

因素的作用方式与过程，已成为脑力负荷的主要理

论模型，成为现今脑力负荷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目前脑力负荷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主任务评估

法、次任务测量法、生理测量法和主观评价法等 ４
种［７］。各方法均有优点与不足，目前尚未形成较为

统一的脑力负荷测评体系。评定方法和指标的选取

须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进行具体分析。但研究者普

遍认为单一种类的指标很难充分反映完成任务所需

的脑力负荷，因此有必要采用多种指标来反映操作

者的脑力负荷水平。

目前对于脑力负荷状态的在线监测和自适应自

动化的研究是热点，研究者采用目前最新的技术从

大脑活动［８］、眼动［９］、血压［１０］等多个方面实现脑力

负荷的实时监测，以期最终实现自适应的自动化，但

没有一个单一的方法可准确测量脑力负荷，因此须

对多种测量指标进行对比选择，同时由于生理设备

的干扰性，实时诊断面临一定的困难，导致自适应自

动化准确性不足。此外，对于脑力负荷等级的精确

划分也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

本文中对脑力负荷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结果

反映了驾驶员驾驶时的信息处理瓶颈所在，这为今

后道路安全设计指出了方向。其次，本研究的脑力

负荷计算系统可用于人机系统的性能预测。在车辆

产品研发与更新换代阶段，通过对不同驾驶任务的

分析与负荷计算，可发现设计中的不合理成分，对产

品的开发提供指导。再次，研究中使用的脑力负荷

计算模型直接反映驾驶负荷。目前在驾驶负荷的研

究上很多都是通过心理生理指标来反映的，测量结

果由于驾驶员生理或心理的差别而存在差异。而本

研究以驾驶任务为研究对象，直接将操作行为与负

荷量联系起来，能更客观地反映驾驶任务的负荷需

求。本文中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对驾驶员执行某一驾

驶任务时的脑力负荷值进行定量计算。从脑力负荷

的定义来看，工作负荷与任务执行时对操作者施加

的信息量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以任务的信息需求

量作为衡量工作负荷的标准，整理出一种较为客观

的针对操作任务本身的脑力负荷评测方法，形成脑

力负荷计算系统，以此为基础实现对“汽车绿灯路口

直行”任务脑力负荷的计算，并通过实验对此系统进

行验证。

１　脑力负荷计算模型

１１　行为要素评定量表
多资源理论表明，人的信息处理通常分为视觉、

听觉、认知和动作４部分，使用这４个处理源下的所
有行为要素可表示出任何操作行为［１１］。根据实验

结果将不同行为要素的资源使用情况进行打分，形

成的行为要素评定量表［１２－１３］可对任何行为的脑力

负荷资源占用情况进行打分。本文中采用ＭｃＣｒａｃｋ
ｅｎ等人制作的７分制量表［１４］作为脑力负荷的量化

标准。对于任何任务皆可将其分解为若干子任务，

从而形成任务分析表，然后使用行为要素评定量表

对各个子任务的负荷值进行确定，从而将具体任务

与脑力负荷值联系起来。

１２　脑力负荷组成
脑力负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在将一个驾

驶任务划分为子任务序列之后，还须进行繁杂的计

算才能转化到最终脑力负荷上。很多研究人员试图

将这一过程模型化，其中美国陆军研究所（ＡＲＬ）提
出的计算模型［１５］较为实用，ＡＲＬ将其用于坦克操作
任务的负荷计算，证明了此模型的可用性。在 ＡＲＬ
负荷计算模型中，驾驶员脑力负荷大致由单一子任

务引起的负荷和多任务并行引起的附加负荷两部分

组成。

１２１　单一子任务负荷
驾驶任务的每个子任务都产生一定的脑力负

荷，每增加一个子任务，脑力负荷必定增加。因此，

最基本的负荷部分即为各个子任务的负荷值之和，

记为

ＷＴ１＝∑
ｌ

ｉ＝１
∑
ｍ

ｔ＝１
ａｔ，ｉ （１）

式中：ｉ为信息处理源；ｔ为子任务；ａｔ，ｉ为执行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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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时在信息处理源ｉ上产生的负荷值。
１２２　附加负荷

除了各子任务负荷值之和外，子任务的并行还

会产生额外的脑力负荷，以信息处理源为区分单位。

任意两个处理源（包括同信息处理源和不同信息处

理源）之间的子任务都会产生相互影响，进而产生附

加负荷，执行并行子任务时的困难程度用冲突值来

表示。同信息处理源的子任务同时进行时，所需的

脑力负荷会明显增加；不同信息处理源的子任务同

时进行时，脑力负荷也会增加，但增加的程度与同源

相比明显降低。本文中通过询问专家的方式对各信

息处理源冲突大小进行排序，参照文献［１６］进行赋
值，得到的信息处理源冲突值表如表１所示。

表１　信息处理源冲突值表

冲突值 视觉 听觉 认知 动作

视觉 ０９ ０２ ０４ ０１

听觉 ０７ ０４ ０１

认知 ０７ ０１

动作 ０８

对于同信息处理源下的多个子任务，对脑力负

荷值的贡献量为

ＷＴ２＝∑
ｌ

ｉ＝１
Ｃｉ，ｉ∑

ｍ

ｔ＝１
ａｔ，ｉ （２）

式中：ｉ为占用的信息处理源；ｔ为子任务；ａｔ，ｉ为执行
子任务ｔ时在信息处理源 ｉ上产生的负荷值；Ｃｉ，ｉ为
信息处理源ｉ的内部冲突值。

对于不同信息处理源下的多个子任务，对脑力

负荷值的贡献量为

ＷＴ３＝∑
ｌ－１

ｉ＝１
∑
ｌ

ｊ＝ｉ＋１
Ｃｉ，ｊ×

　　∑
ｍ－１

ｔ＝１
∑
ｍ

ｓ＝ｔ＋１
（（ａｔ，ｉ＋ａｓ，ｊ）＋（ａｔ，ｊ＋ａｓ，ｉ）） （３）

式中：ｉ，ｊ为占用的信息处理源；ｔ为子任务；ａｔ，ｉ为执
行子任务ｔ时在信息处理源 ｉ上产生的负荷值；Ｃｉ，ｊ
为信息处理源ｉ和ｊ之间的冲突值。
１３　最终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脑力负荷的总计算模型为

ＷＴ＝ ∑
ｌ

ｉ＝１
∑
ｍ

ｔ＝１
ａｔ，ｉ[ ] ＋ ∑

ｌ

ｉ＝１
Ｃｉ，ｉ∑

ｍ

ｔ＝１
ａｔ，ｉ＋[

　　∑
ｌ－１

ｉ＝１
∑
ｌ

ｊ＝ｉ＋１
Ｃｉ，ｊ∑

ｍ－１

ｔ＝１
∑
ｍ

ｓ＝ｔ＋１
（（ａｔ，ｉ＋ａｓ，ｊ）＋

　　（ａｔ，ｊ＋ａｓ，ｉ））] （４）

式（４）满足如下应用条件：
（１）如果ａｔ，ｉ＝０或者ａｓ，ｊ＝０，则ａｔ，ｉ＋ａｓ，ｊ＝０；
（２）如果ａｔ，ｊ＝０或者ａｓ，ｉ＝０，则ａｔ，ｊ＋ａｓ，ｉ＝０；
（３）如果ｎＴ，ｉ≤１，则 Ｃｉ，ｉ＝０，其中 ｎＴ，ｉ为同信息

处理源个数。

２　系统设计

２１　功能需求分析
本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对典型汽车驾驶任务的脑

力负荷进行计算。对于用户输入的任务信息，系统

须对子任务进行识别，对子任务时间进行处理，获取

子任务并行情况，并采用计算模型进行运算。

２２　模块分析
针对系统的功能需求，将其基本结构划分为信

息读取、时间处理、并行分析和负荷计算４个模块。
２２１　信息读取模块

在利用系统进行计算之前，用户须按表 ２将驾
驶任务划分为若干子任务，并将子任务序号作为参

数输入系统。为获取用户输入的子任务信息，系统

须利用Ｍａｔｌａｂ的ｅｘｃｅｌ表格读取功能对表２中所示
所有子任务进行读取，读取内容为子任务序号、子任

务负荷值和子任务所属信息处理源。系统收到输入

的序号时就能将该序号下的子任务的负荷值和所属

信息处理源进行关联。

２２２　时间处理模块
时间信息主要指任务的开始时刻与结束时刻。

对于一个特定的驾驶任务，让不同的驾驶员来执行，

或者让同一个驾驶员多次执行，其子任务的时间信

息可能不同，但应服从一定的分布关系。因为子任

务的时间信息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

的影响都很小，因此本文中对子任务的开始时刻和

结束时刻均进行正态随机处理。

２２３　并行分析模块
时间处理之后，任务序列中每个子任务的开始

和结束时刻就确定了。将所有开始或结束时刻称为

时间节点，在两个相邻的时间节点之间子任务的类

型是不变的，每过一个节点子任务状态发生一次变

化。因此，仅须考虑节点处子任务的并行情况即可

得到整个任务时长内各个阶段的并行情况。

在一个任务中，定义ｎ为时间节点个数，定义具
有ｎ个 ｃｅｌｌ的变量，每个 ｃｅｌｌ都作为该时间节点下
子任务的存储矩阵。对所有子任务的开始时刻和结

束时刻一一进行检查，当发现某个子任务的开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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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驾驶任务分析表

序号 类别 任务描述 负荷 序号 类别 任务描述 负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视觉（Ｖ）

听觉（Ａ）

认知（Ｃ）

看到前车尾灯亮 １０

观察车道设置 １０

看到交通灯状态 １０

观察路灯设置 １０

观察前方环境 １０

观察后视镜 １０

观察侧方环境 １０

估测到路口的距离 １０

观察静止的潜在危险 ４０

观察运动的潜在危险 ４０

估计与前车距离 ４０

读取道路标识 ５９

听到异常声响 １０

察觉某方位鸣笛 ２０

察觉某辆车鸣笛 ４２

确保正确的行驶位置 １０

确认通行条件 １０

判断何时开始减速 １０

判断何时开始加速 １０

判断是否需要采取非常规行动 １２

判断打开转向灯方向 １２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认知（Ｃ）

动作（Ｐ）

判断应挂几挡 １２

判断车速是否合适 １２

判断路况的变化 １２

判断交通灯状态是否会改变 １２

判断何时进行换向 １２

确认视觉、听觉信号的含义 ３７

判断与前车距离是否安全 ４６

踩离合器踏板 ２２

踩加速踏板 ２２

打开转向灯 ２２

踩制动踏板 ２２

按差速锁按钮 ２２

拉动手制动器 ２２

按喇叭按钮 ２２

打开点火开关 ２２

换挡 ２２

接合差速锁 ２２

按二／四驱动开关 ２２

转向盘轻微调整 ２６

轻微调整加速踏板 ２６

转动转向盘 ２６

刻与第ｉ个时间节点一致时，就将该子任务序号存
入第ｉ个ｃｅｌｌ的矩阵下；当发现某个子任务的结束时
刻与第ｊ个时间节点一致时，就将该子任务序号从
第ｊ个ｃｅｌｌ的矩阵中去掉。于是，每一个ｃｅｌｌ下的矩
阵中的元素即为该ｃｅｌｌ对应时间节点下的所有子任
务序号。

２２４　负荷计算模块
由上面的并行分析可知，负荷值变化的位置也

在时间节点处，因此，仅计算时间节点处的负荷值即

可。根据前文中的负荷计算模型，对每一个 ｃｅｌｌ中
的子任务进行负荷值计算，就得到 ｎ个时间节点处
的负荷值。在后一个时间节点到来之前，负荷值一

直保持在前一个时间节点处的状态。

２３　系统运行流程

通过对４个模块的功能分析，可总结出整个计
算系统的运行流程，如图１所示。

３　负荷计算实例

３１　任务分析
本文中通过对车辆驾驶任务进行实地观察并对

所录制的视频进行分析，采用焦点小组讨论的方法，

综合大家的意见，将驾驶任务中所有可能遇到的情

况分解为若干个子任务，使用行为要素评定量表对

其进行归类并打分。驾驶任务分析表如表２所示。
本文选择了“绿灯路口直行”任务进行研究。

在这一任务中，主要包含了驾驶员驶近路口并决定

在此绿灯期间是否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路口这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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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系统运行流程图

程。将“绿灯路口直行”任务划分为表２中子任务组
成的序列，如表３所示。
３２　时间处理

从录制的车辆驾驶视频中选出一次表现稳定的

驾驶过程作为标准，提取其中各子任务的开始与结

束时刻作为普遍情况的均值。在此过程中，按照子

任务是否可观测将其分为可见子任务与不可见子任

务。对于可见子任务，可直接观测并记录其时间信

息；对于不可见子任务，综合驾驶员的驾驶经验对其

时间信息进行推测。“绿灯路口直行”任务的“子任

务 时间”图如图２所示。
３３　计算结果

将任务信息输入负荷计算系统，得出“绿灯路口

直行”任务在任务时长内的脑力负荷需求值，结果如

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在“绿灯路口直行”任务的第 ９ｓ

脑力负荷值最高，因为此时需要进行判断何时开始

减速、观察车道、估计到路口的距离、判断车速是否

表３　汽车绿灯路口直行子任务序列

序号 子任务名称 信息处理源

１１ 靠近路口阶段

１１１ 观察交通灯状态 视觉

１１２ 确保正确的行驶位置 认知

１１３ 转向盘轻微调整 动作

１１４ 观察车道设置 视觉

１１５ 确认通行条件 认知

１１６ 观察前方环境 视觉

１１７ 估计到路口距离 视觉

１１８ 判断何时减速 认知

１１９ 轻踩制动踏板 动作

１１１０ 判断车速是否合适 认知

１１１１ 观察交通灯状态 视觉

１１１２ 判断交通灯状态是否会改变 认知

１２ 通过路口阶段

１２１ 观察侧方环境 视觉

１２２ 观察前方环境 视觉

１２３ 转向盘轻微调整 动作

１２４ 确保正确的行驶位置 认知

１２５ 确认通行条件 认知

１２６ 判断何时加速 认知

１２７ 轻踩加速踏板 动作

１２８ 判断车速是否合适 认知

图２　汽车绿灯路口直行子任务 时间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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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汽车绿灯路口直行任务负荷图

合适和确认通行条件等子任务，因此可在此时对车

道状况、到路口的距离和是否须要减速等信息进行

适当推送，方便驾驶员获取相关信息，以减轻其脑力

负荷值。

４　实验验证

许多文献指出，操作者生理指标的变化能反映

其脑力负荷的变化，典型的指标有心脏电信号、呼

吸、皮肤电信号、血压、眼动和脑电活动等［１７］，其中

眼动指标包括首次注视时间、总注视时间、平均注视

时间、注视次数、眼跳潜伏期与眼跳距离、回视时间

与次数、眼动轨迹和瞳孔直径等［１８］。各指标与脑力

负荷均有一定的联系，但都不能全面反映脑力负荷

的情况。因此，本文中选取其中的两种指标作为脑

力负荷的评价指标。其中，瞳孔直径的变化能反映

瞬时的脑力负荷信息，脑力负荷增大，瞳孔直径也增

大，过度认知疲劳时，瞳孔直径反而变小［１９］。皮肤

电信号随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的变化而变化，依赖

于人体的汗腺分泌反应［２０］。操作者在进行某项较

复杂的任务时，由于交感神经兴奋，导致汗腺活动加

强，分泌汗液增多，使皮肤导电能力增大，会形成较

大的皮肤电反应。皮肤电信号与驾驶员压力水平密

切相关［２１］，随任务需求的增加会显著升高［２２］。因

此，皮肤电信号的变化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操作

者的脑力负荷水平。

本文中在实验室中模拟“绿灯路口直行”任务，

采用文献［２３］的方法给被试佩戴 ＳＭＩ头戴式眼动
仪，测得被试的瞳孔直径，同时，在被试左手无名指

和小指末梢部位佩戴 ＢｉｏＮｏｍａｄｉｘ无线生理记录仪
记录被试的皮肤电信号。实验共选取车辆工程在读

研究生５名作为被试，年龄在２１－２７岁，其中，男生

３名，女生２名。实验中，要求被试按照图２的方式
同时进行某任务。例如：第 １个任务要求被试同时
完成观察前方环境、确保正确的行驶位置任务；第２
个任务要求被试同时完成观察前方环境、确保正确

的行驶位置、观察交通灯状态、判断何时开始减速任

务；第１０个任务要求被试同时完成观察前方环境、
确保正确的行驶位置、确认通行条件、观察侧方道路

和判断何时加速等任务。根据实验过程的实时观

察，发现皮肤电信号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逐渐平缓下

降的过程，这主要是因为被试在实验过程中会逐渐

适应刺激，从而放松情绪，对刺激的唤醒程度逐渐减

低，直到出现较大的新异刺激。因此，取完成此任务

时皮肤电信号的最大值作为最终皮肤电信号值。实

验得到的瞳孔直径 时间和皮肤电信号 时间关系曲

线如图４所示。

图４　实验图

将瞳孔直径值、皮肤电信号值分别与计算系统

计算出的负荷值一起绘制为散点图，如图５所示。
然后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４所示。

由表可知，脑力负荷计算值与瞳孔直径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０６１５（Ｐ＝０００７）；脑力负荷计算值与
皮肤电信号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０４８２（Ｐ＝
００４３）。由前述分析可得，真实脑力负荷值与瞳孔
直径、皮肤电信号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可推知本文中

脑力负荷计算系统的有效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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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散点图

表４　相关性分析表

项目 瞳孔直径 负荷计算值

瞳孔

直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 ０６１５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０７

Ｎ １８ １８

负荷

计算值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６１５ １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０７

Ｎ １８ １８

项目 皮肤电信号 负荷计算值

皮肤

电信号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 ０４８２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４３

Ｎ １８ １８

负荷

计算值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４８２ １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４３

Ｎ １８ １８

５　结论

在交通安全的研究中，疲劳驾驶一直是一个重

要的问题。国内外许多研究也表明，驾驶员在行车

过程中由于需要不断地进行信息交互活动而产生的

高驾驶负荷是引发驾驶疲劳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随

着汽车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汽车的人机系统中将

会容纳更多的信息系统。因此，对于评估汽车驾驶

过程中驾驶员脑力负荷是否合理是当前和未来汽车

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问题。本文中基于上述背景，

开展了对于驾驶负荷的研究，旨在可以为驾驶负荷

的评估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综合本文的研究成

果，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本文中以多资源理论为基础，形成了脑力
负荷计算系统，实现了从驾驶任务到脑力负荷的转

化，用于对驾驶员进行驾驶任务时的脑力负荷进行

评估。此系统消除了驾驶员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

将脑力负荷的结果与子任务联系起来。

（２）鉴于实车驾驶实验难以控制实验变量且危
险性较高，本研究从理论上对常见驾驶任务进行分

析：拍摄日常驾驶任务视频并采集其中子任务，建立

子任务库后可用于很多常见的驾驶任务分析。利用

本研究中用到的负荷计算模型，可在实际驾驶之前

预测该种驾驶任务所需要的脑力负荷状况。

（３）考虑到驾驶任务的时间不确定性，本研究
在整理出驾驶员脑力负荷计算模型之后还增加了任

务仿真环节，目的是使计算结果反映不同驾驶情况

下的驾驶员脑力负荷。

（４）最后采用生理指标与眼动指标对实验结果
进行验证，证明了本文计算系统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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