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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刑事犯罪已成为当今各国面临的普遍性社会问题，因此急需可靠有效的测谎技术以适应当前打击犯罪的严峻形势。本研究
采用犯罪知识测试范式（guilty knowledge test, GKT），以犯罪嫌疑人为对象，以真实犯罪现场为素材，探究真实环境下与测谎探测
相关的脑电指标（P300、CNV）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行为数据显示，目标刺激的正确率显著小于探测和无关刺激，探测刺激的反
应时显著小于目标刺激和无关刺激。脑电数据显示，相较于目标刺激和无关刺激，探测刺激诱发的 P300 波幅最大且 P300 的检出
率为 92.5%，而在 CNV 指标上目标刺激诱发的波幅最大 , 无关刺激次之，探测刺激最小。结果表明，与 CNV 相比，P300 能够有效
检测被试所隐藏的犯罪细节信息，且检出率较高，稳定性较好，是一种较为可靠的测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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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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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已成

Hu, Pornpattananangkul, & Rosenfeld, 2013; Jung, Kang,

为社会普遍问题，多年来研究者总是在试图寻找一

& Kim, 2013; Matsuda, Nittono, & Allen, 2013; Meijer,

种更精确的测谎方法以适应当前打击犯罪的严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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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以及范式类别下的测谎效果。

晓黎 , 2006)，而受到测谎研究者的青睐。
１.１ 测谎指标
在以往测谎的脑电研究中，当属 P300 和 CNV

CNV ( 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 被认为反映
了被试的注意、期待等心理过程 (Fang, Liu, & Shen,
2003)， 属 于 晚 期 成 分 (1000~1500 ms) ( 浦 晓 黎 ,

成分的研究和验证最为广泛。经典的 P300 成分通

2006)。Fang 等人 (2003) 使用面孔图片作为实验材料，

常由 oldball 任务诱发，反映了刺激间差异的显著性

应用延时测谎范式的等概率设计，发现相较于无关

或刺激间的冲突 (Polich, 2007)。Fabiani 等人 (1986)

刺激，熟悉的面孔图片诱发了更显著的 CNV，且

最早发现 P300 的波幅反映了个体对信息的记忆程

CNV 的波幅大小和被试的反应（诚实或欺骗）有关。

度， 随 后 许 多 学 者 相 继 利 用 P300 进 行 测 谎 研 究

崔茜等人（2009）采用 GKT 范式的不等概率设计，

并得到了较高的阳性率 (90%~94%)，初步证实了

并通过设置有无反馈试图对 P300 和 CNV 两个测谎

ERP 用于测谎的可能性 (Allen, Iacono, & Danielson,

指标进行分离。结果发现，P300 波幅大小不受反馈

1992; Farwell & Donchin, 1991; Rosenfeld, Nasman,

因素的影响，而 CNV 的波幅在有反馈情况下明显

Whalen, Cantwell, & Mazzeri, 1987)。 近 年， 研 究 者

增大。另外，杨越 (2010) 研究发现以 P300 波幅为

对 P300 指标用于测谎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Gamer &

指标时，探测刺激波幅显著大于无关刺激波幅，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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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 P300 可以作为测谎指标的有效性，但 CNV 在
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上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研究
认为相比需要高动机条件支持的 CNV，P300 指标
测谎更具有稳定性。
１.２ 测谎范式
在有关测谎范式的诸多研究中，P300 与 GKT
范 式 相 结 合 产 生 的 P300-GKT 范 式 ( 周 瑕 , 2014;
Raskin & Kircher, 2014) 以其稳定性和高检出率而
最为研究者青睐。P300-GKT 范式包含三类刺激：
①探测刺激 ( Probe) ：现场相关信息，只有犯罪行
为人和现场勘察人员知道这些信息。②无关刺激 (
Irrelevant) ：无关信息，与犯罪现场没有任何关系，
犯罪行为人和无辜者都不能识别这类刺激。③目标
刺激 ( Target) ：本质是无关信息，但当被试看到此
类刺激时执行与其它两种刺激不同的任务，其目的
在于维持被试的注意力，保证测试的顺利进行。根
据以往文献，P300-GKT 范式中三类刺激的呈现概
率分别为 :17%、17%、64% 或者 1：1：4 等 ( 崔茜
等，2009；Abootalebi, Moradi, & Khalilzadeh, 2006)，
而在本实验中我们采用 1：1：4 的刺激呈现概率。
测试的原理基于探测刺激是隐藏的犯罪现场信息，
能且只能被真正的罪犯所识别。对于罪犯来讲，探
测刺激在他们的大脑电位中诱发的 P300 成分应该
大于无关刺激和目标刺激。无辜者无法区分探测刺
激和无关刺激，这时探测刺激可能只会诱发很小的
P300，或者不能诱发 P300，且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
诱发的 P300 成分应该没有区别 (Farwell & Donchin,
1991; Rosenfeld, Soskins, Bosh, & Ryan, 2004)。
１.３ 现场测谎研究
实验室测谎研究大多以普通人为被试通过模拟
犯罪情景开展实验，生态效度较低，能否适用于现
场测谎及法庭科学的实践，一直被研究者质疑。付
翠 (2011) 首次将 ERP 测谎用于 31 例涉案犯罪嫌疑
人，用案件真实结果来印证 ERP 测谎的真实性，结
果显示其准确率可达 80.16%，低于实验室的测谎效
果。另外，已有的研究大多依靠单一生理指标，崔
茜等人 (2009) 通过 GKT 延时测谎范式发现多指标
的结合会提高测谎的有效性和检出率，是测谎发展
的新趋势。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试图采用 GKT 范
式，以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为对象，以真实犯罪现场
为素材，提高生态效度，探查可靠有效的测谎指标，
推动 ERP 测谎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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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方法
２.１ 被试
26 名 19~46 岁的男性在押犯罪嫌疑人（右利手）
参与实验，经筛查无生理或精神疾病，且满足以下
条件：( ⅰ ) 其犯罪现场信息齐全；( ⅱ ) 已供认自
己的犯罪行为，可比对真实和测谎结果；( ⅲ ) 所犯
罪行均为故意杀人即遂，将面临的刑罚后果较为严
重，
在犯罪过程中被试与受害者有充分的接触，
内疚、
焦虑、紧张等情绪被充分激发，能够充分卷入实验；
( ⅳ ) 参与实验时间距案发时间均超过一年。以往
研究表明测谎的成功率有很大的个体差异，犯罪者
脑海中是否记得探测刺激，或对犯罪者来说，其是
否仍有意义都很重要 (Meijer, Smulders, Merckelbach,
& Wolf, 2007; J. Rosenfeld, Shue, & Singer, 2007;
Rosenfeld, Biroschak, & Furedy, 2006)，但是在刑事案
件侦查中，从案件发生到确定犯罪嫌疑人需要很长
时间，为了更适应侦查工作的需要，本研究中的被
试参与实验时间距案发时间距均超过一年，实验完
成后均获得适量报酬。
２.２ 实验材料
刺激以图片方式呈现，共 96 张，分为四类，各
24 张：作案工具、现场痕迹、尸体、现场概貌（方
位）。探测刺激取自被试的犯罪现场，目标刺激和
无关刺激来自无关的犯罪现场，目标刺激在实验前
让被试进行识记，并在正式实验中执行不同的反应
任务，其作用是维持被试的注意力，以保证实验的
顺利进行。
２.３ 测谎实验程序
测谎程序流程（见图 3~5）。首先，屏幕中央
出现注视点并持续 500ms，注视点消失后刺激出现
持续时间为 1500ms，此时被试识别刺激但不做反
应。刺激消失后空屏 1000ms，被试做好反应准备并
在看到“☆”（提示符号）出现后立即按键反应，
具体要求为：如果先前出现刺激 ( 图片 ) 见过，那
么就按 1 键，如果没有见过就按 2 键，如果被试
超过 500ms 没有按键，则记为“无反应”，因此
要快迅而准确地做出反应，两个试次之间的间隔为
1500ms。在本实验中，要求被试诚实作答。正式实
验一共有 4 个组块，对应四类犯罪信息，在被试间
随机呈现。每个组块含某类犯罪信息图片 24 张（如
作案工具），探测、目标和无关刺激分别按 1 ∶ 1 ∶ 4
比例呈现，探测刺激 4 个，目标刺激 4 个，无关刺

662

心

理

激 16 个。每个图片重复呈现 4 次，一个组块有 96
个试次，整个测谎程序包含 384 个试次，每组实验
结束后被试课进行适当休息。被试被要求在整个实
验过程中保持静坐，不要乱动，集中注意力注视屏
幕中央，控制眨眼，且尽可能快而准的作出按键反应。
整个实验耗时约 32 分钟。行为反应时间和正确率由
E-Prime 程序记录。对反应时超过正负 3 个标准差的
被试的数据进行剔除。使用 SPSS 对行为数据的正
确率和反应时分别进行单因素 ( 刺激类型：探测刺
激，目标刺激，无关刺激 ) 方差分析。
实验开始前先进行练习程序，所用的图片在正
式实验中将不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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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窗口分别为 800~700 ms 和 400~500 ms ( 崔茜 等，
2009)，再参照总平均图，本实验中 CNV 成分的
时间窗口为 800~1700ms，P300 的时间窗口为 400500ms。对 P300 和 CNV 各自时间窗口内的平均波
幅进行 3( 刺激类型：探测、目标、无关 ) 和 6( 电极点：
Fz、Cz、Pz、Oz、POz、FCz)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并用 Greenhouse-Geisser 方法对违背方差分析球形假
设的结果进行矫正。 另外，使用 Bootsrap 波幅差异
分析法， 以 P300 和 CNV 各自时间窗口内 6 个电极
点的平均波幅为指标计算其检出率。Bootstrap 波幅
差异是一种在单个被试水平上检验差异显著性的方
法。首先使用电脑程序从每个被试的所有探测刺激
的单个原始波形中，随机、可重复的抽取一组数目
为 N1 的原始波形，平均后得到探测刺激的 P300 峰
值。使用同样的方法，得到无关刺激的 P300 峰值。
N1 和 N2 为每个被试数据中实际产生的探测刺激和

图 １ 实验刺激呈现

无关刺激的原始波段数目。将上述过程重复 100 次，

２.４ EEG 记录和分析
实验所用脑电设备产自 BP 公司 64 导电极帽，
以双侧乳突为参考电极，于双眼外侧和左眼上下分
别记录水平 (HEOG) 和垂直眼电 (HEOG)。实验过程
中头皮电阻控制在 5 kΩ 以下。以 500 Hz/ 导进行采
样，0. 05 ～ 80Hz 进行滤波。实验结束后对脑电数
据进行离线处理，首先对水平和垂直眼电，波幅大
于 ±80μV 以及其他伪迹进行校正和剔除。然后删
掉错误试次，并分别叠加三种刺激类型下的所有实
验试次，整个实验分析时程为 -1000~1700 ms，以刺
激出现之前 100 ms 为基线，分析各 ERP 成分，得
到每个被试的平均波幅。接下来对所有被试的数据
进行平均，作总平均处理，得到三类刺激的 ERP 总
平均图 (Fz 点 )。最后根据总平均图的结果，分别对
P300 和 CNV 的波幅进行统计检验。根据前人研究
结果发现，P300 头皮分布广泛，相对集中于中线部
位 ( 魏景汉，罗跃嘉 , 2002)，因此我们选择 6 个中
线 电 极 点（Fz、Cz、Pz、Oz、POz、FCz） 对 P300
进行统计分析。由于 CNV 出现在大脑广泛区域 ( 魏
景汉，罗跃嘉 , 2002)，本研究也同样选取 6 个电极
点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前人文献，CNV 和 P300 的

得到从单个被试数据中以不同的抽取方式而产生的
100 个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的 P300 峰值，类似于
100 个样本的数据。对这 100 个“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90% 作为置信度，对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的平
均波幅进行单侧检验，如果前者显著大于后者，则
说明该被试被检测到。用同样的方法对每个被试进
行鉴别诊断，检出率 = 检测到的被试人数 / 被试总
人数。

３ 结果
３.１ 行为数据
如表 1 所示，目标、探测、无关三类刺激的反
应正确率和平均反应时分别为：88.43%，94.33%，
96.67% 和 398.82、378.36、396.93 ms，说明被试均
较好完成了实验任务。对正确率和反应时进行单因
素 ( 刺激类型：探测刺激，目标刺激，无关刺激 )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正确率上：F (2, 24) = 104.36, p
< .001, ηp 2 = .747。被试对目标刺激反应的正确率比
对探测刺激 (t = -.081, p < .001) 和无关刺激 (t = -.084,

p < .001) 按键的正确率都低，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
正确率差异不显著。反应时上：刺激主效应显著 , F (2,

表 １ 被试在三种条件下的反应时和正确率（Ｍ ±Ｓ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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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刺激类型下的 Ｐ３００ 在 Ｆｚ 和 Ｐｚ 点的波幅差异

2

24) = 60.37, p < .001, ηp = .706。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探测刺激的反应时显著小于目标刺激 (t = -16.08, p <
.001) 和无关刺激 (t = -14.92, p < .001)。但，目标刺
激反应时与无关刺激比较，未达到显著程度。
３.２ 脑电数据
３.２.１ P３００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刺激类型主效
应显著，F (2, 24) =8.053, p = .002, ηp 2 = .39；事后两
两比较发现，探测刺激 (M = 1.22, SD = .26) 的 P300
波幅最大 , 显著大于目标刺激 (M = .81, SD = .11) (F
(2, 24) =3.75, p = .038) 和无关刺激 (M =.27, SD = .19)
(F (2, 24) =5.635, p = .01)，目标刺激显著大于无关刺
激（见图 2），其中在 Pz、Fz 点探测刺激波幅非常
明显大于目标和无关刺激，因此在本研究中分别选
择代表前后的电极点位置呈现（Fz 和 Pz 电极点 , 见
图 2）。电极位置主效应不显著，F ( 2, 24) = .487, p
> .05, ηp 2 = .043。刺激类型和电极点交互作用不显
著，F ( 2, 24) = .487, p > .05, ηp 2 = .039。
３.２.２ CNV
运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 800~1700ms 时间窗内
的 CNV 波幅分析发现：在 800ms~1700ms 刺激类型
主效应显著 , F (2, 24) =10.379，p < . 01,ηp 2= .43 多重
比较结果显示，目标刺激 CNV 平均波幅最大 (M =
-1.73 , SD = .3)，无关刺激次之 (M = .23, SD = .14)，
探测刺激最小 (M = 1.36, SD = .29)。刺激类型和电极
位置交互作用不显著，F (2, 24) =.24，p > . 05, ηp 2 =
.027。
３.３ P３００ 和 CNV 的检出率分析
以 P300 波幅为指标，使用 Bootstrap 法计算检
出率。结果显示：以 P300 作为指标得到的检出率为
92.5%。由于本研究中探测刺激诱发的 CNV 成分最
小且只存在趋势，未达到显著负成分的程度，所以
未计算 CNV 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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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对测谎及其生理
基础进行研究，试图揭示真实测谎环境下的测谎指
标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从而推动 ERP 测谎技术在刑
事侦查工作中的应用。
行为结果显示，
就正确率来说，
目标刺激最小；就反应时来说，探测刺激的反应时
最短。脑电结果显示，与目标刺激和无关刺激相比，
探测刺激诱发的 P300 波幅最大且 P300 的检出率为
92.5%，而在 CNV 指标上目标刺激诱发的波幅最大 ,
无关刺激次之，探测刺激最小。下面将从行为和脑
电两个方面对结果展开讨论。
４.１ 行为指标的意义
研究结果显示目标刺激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其他
两种刺激，探测刺激用时显著小于目标和无关刺
激。Fabiani 研究认为目标刺激的正确率要显著大
于其他刺激，并将原因归结为实验使用文字材料而
导致目标刺激的难度显著小于无关刺激和探测刺激
(Fabiani, Karis, & Donchin, 1986)。杨越 (2010) 的研究
结果则显示三类刺激的正解率均无显著差异，并认
为原因在于选用了图片作为实验材料导致三类刺激
的难度差异不大。
而对本实验中的被试
（犯罪行为人）
来说，目标刺激和无关刺激为临时习得信息（第一
次接触），目标刺激需要在短时间内识记，难度较大，
从而导致对目标刺激的反应正确率要低，探测刺激
来源被试自己的犯罪现场，为其所熟知，无关刺激
无需识记，因而这两类刺激都无需投入大量资源识
记，
难度较小且差异不大，
同时保持的再认水平最高，
反应在行为上就是用时最少。
４.２ 脑电成分的意义
研究结果基本符合假设预期，在刺激呈现后的
450ms 出现了 P300 成分，在刺激呈现后的 800ms，
目标刺激诱发了 CNV 成分，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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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的成分虽未达到显著负成分的程度，但其趋势

并对检出率进行了分析，同时发现 CNV 应用于测

和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谎还不够精确。但在本研究中，所有的被试均是犯

在被试总体水平上，P300 能够有效检测被试所

罪嫌疑人 , 所以不存在假阳性率的问题，但在实际

隐藏的犯罪细节信息，探测刺激所诱发的 P300 最大，

的侦查工作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犯罪现

其次是目标刺激，无关刺激最小，两两比较均差异

场的旁观者也知晓犯罪信息，这就要求我们对有罪

显著。该结果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Duncan -Johson

者和无辜者做出鉴别。如果单纯依靠 P300，显然无

(1980) 的研究认为 P300 反映了对刺激进行编码、识

法达到这个目标，因而在进一步研究中 , 可以利用

别和分类的认知过程，Renault 等人 (1989) 研究发

CNV 的特性，尝试使用 CNV 被测的身份 ( 犯罪行

现，对患有“亲人不识症”的病人来说，熟悉人的

为人，无辜的知情者 ) 进行测试，同时，将 P300 和

照片比陌生人的照片可以诱发更高的 P300 波幅。另

CNV 两个指标在鉴别诊断中的检出率和假阳性率结

外，有关于假装失忆的研究中发现不论被试装不装

合起来计算 , 从而对两个指标的测谎能力进行更全

病，或装病策略不同，所诱发的 P300 没有显著差

面的比较。总之，本实验以真实犯罪嫌疑人为被试，

异 (Rosenfeld, Ellwanger, & Sweet, 1995)。崔茜 等人

大大提高测谎的生态效度，发现 P300 能够有效检测

(2009) 在延时反馈研究中成功实现 P300 和 CNV 在

出被试所隐藏的犯罪细节信息，是一种较为可靠的

同一范式的分离，认为 P300 反映的是刺激的识别加

测谎指标。但对于是否能够完美地拓展到真正测谎

工过程，和欺骗心理过程无关 )。

的实验范式中，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的考察。比如事

CNV 体现了心理负荷和投入的认知资源的大
小。本研究结果与崔茜等人 (2009) 研究一致，目标
刺激诱发的 CNV 最大，我们猜想这是因为事先要
求被试对目标刺激进行记忆，并在实验过程对其做
出不同反应，这样做使得被试对目标刺激付出了更
多的心理资源和注意力 (Abootalebi et al., 2006)，这

后确认被试在实验中的应答的真实性，以确保测谎
的效果比较。

５ 结论
(1) 利用 GKT 延时测谎范式，结合 ERP 技术，
可有效应用于刑事犯罪侦查领域测谎。

也说明 CNV 的诱发需要很强的动机。有些实验还

(2) P300 作为测谎指标是经得起实战的检验的，

增加了反馈环节，通过反馈结果与奖赏的挂钩强化

更具有稳定性 , 能够有效反映出被试是否具有犯罪

被试完成实验的动机 ( 崔茜等，2009; 杨越，2010;

信息，在单个被试水平上具有较高的检出率。

Fang et al., 2003)。本实验并未明确告诉被试这是一

(3) 作为测谎指标，CNV 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其

理负担。探测刺激来源于犯罪现场，由于被试作为

有效性，其产生可能需要一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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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minal crime has become a universal social problem faced by all countries. With the concealment of criminal behavior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riminal means,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criminal
investigation. Therefore, an effective and reliable lie detection technique is urgently needed to meet the current severe situation of combating crime.
This study adopted GKT (Guilty knowledge test) paradigm, with the suspect as the object, with real crime scene material, investigated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ERP index (P300\CNV)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lie detection during real criminal environment. Twenty-six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which were all male and real criminal suspects. And the age range was 19-46 year old. The GKT paradigm involved three stimuli:
target stimulus, probe stimulus and irreverent stimulus. Those stimuli were all presented as pictures, and the emergence proportion of the target, probe
and irrelevant stimuli were 1:1:4.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respond to whether the stimulus they had ever seen before a key prompt appeared
immediately. At the same time, EEG activity was recorded. Repeated measures of variance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on the behavior data (accuracy and
response times (RTs)) and the ERP index (P300 and CNV), separately. Behavio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ccuracy of target stimuli we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probe stimuli and irreverent stimuli while the accuracy of probe stimulus and irrelevant stimulus was not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the RTs
of probe stimuli we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arget stimuli and irreverent stimuli, whereas the RTs of target stimulus was greater than irrelevant
stimulus, but not significant. Moreover, the ERP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arget stimuli and irreverent stimuli, the P300 (400-500 ms,
localized in Fz、Cz、Pz、Oz、POz、FCz) amplitude of the probe stimuli was greater than the target stimulus and irrelevant stimulus, whereas the
P300 amplitude of target stimulus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irrelevant stimulus. The CNV (800~1700ms, localized in Fz、Cz、Pz、Oz、
POz、FCz) amplitude of the irrelevant stimulu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amplitude of the probe stimulus and target stimulus, where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be stimulus and target stimulus was not significant. Furthermore, bootstrap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detection
rate with P300 peak value as the index, and the result found that the detection rate of P300 was 92.5%. Taken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showed three
conclusions. First, ERP lie detection technology was applicable to lie detection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GKT paradigm could
indeed induce the P300 and CNV components. Second, compared with CNV, P300 was a reliable lie detection index, which could effectively detect
the details of criminal, and had higher detection rate and better stability, further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ERP lie detection technology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Finally, as a lie-detection index, the validity of the CNV component needed to be tested in the future, and its generation might require
certain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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