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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情感计算如何可能

【    内容摘要    】　只有人工智能出现，情感计算的讨论才具有合理性。在前人工智能时代，情感是整体性的 ,

无法计算，但通过可计算的发展，人类必然能够创造出具有复杂情感反应的人工智能系统。人

的情感与人工智能情感是两种情感系统，其理论机制完全不同。这里区分情感反应和内在情感

机制，两种情感系统可以比对的部分是情感反应，但作为结果的情感反应的一致性并不导向情

感机制的一致性。在人的情感系统当中的神秘质素，在人工智能情感系统当中没有任何用处。

从人的情感系统转换到人工智能情感系统，既是技术的进步，也是系统性的概念转换。这一点

对于理解情感计算至关重要。

【  关  键  词  】　情感计算　人工智能　情感反应　情感机制

【  作　　者  】　王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海  200241）

王　峰

预备性说明

（一）为什么要谈情感计算

情感计算只有在人工智能时代才有意义。此前，情感计算只能从贬义上来考虑，它的含义往

往指一个个体将情感作为一种可以交换的物品，按照自身的衡量标准，为他人情感和自己的情感

标定价值，并按照物品的交换原则，进行情感的等价交换。机器没有情感，这是一个基本的人类

主义预设。大约只有拉 ·梅特里才天真而大胆地宣称“人是机器”，并且写就了一本奇书《人是机器》，

大力宣扬精神源于身体和物质。《人是机器》基本不涉及情感问题，也许情感是非理性的，而此

书主要处理物质理性问题。如果我们把物质基础看作可计算的，那么可以认为人是机器的观念暗

含可计算性，但可以计算并被复制的是人的器官及大致的理性反应，而情感是一种特殊的整体协

调方式，它基本是难以控制的，似乎也没有控制的必要。但在人工智能时代，情感是可能成为一

个可计算目标的。做出这一判断是有前提的，一是必要性，二是可行性。人工智能必须具有情感吗？

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如果我们从模仿人类智能①的角度来解答，答案可能是有。既然人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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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感，那么人工智能也应该能够模仿情感。如果我们把情感当作一种使用形式，那么，人工智

能是否需要具有情感就是一个富有弹性的问题，因为只有某些特殊的人工智能才具有情感，而扫

地机器人之类的功能型人工智能，具有情感就是一种不必要的设计，它是不经济的。什么情况下，

我们需要人工智能具有情感呢？就是外形与人类接近的人工智能，比如问答型人工智能，最典型

的是目前比较吸引眼球的机器人索菲亚 ；还有就是身体型人工智能，如人工智能妓女。我们需要

它①们具有与人亲近的性质，情感是一种复杂的反应，只有这种反应才具有人类同伴的亲近效应。

这是必要性。我们其实总是能找到必要性，只要一种物品出现，它被安放在人的需求的某个位置，

就可以成为必要性。必要性是在现实化之后才寻找到的，现实化之前的必要性都是理论设想。关

键是可行性，而这是此文讨论的目标 ：情感计算如何可能实现。

为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做出一系列限制，区分真正的任务与社会叙事的幻想。当然，这

一区分并不是说，真正任务就不包含任何虚构，而是说，任务本身就处在可完成和不可完成之间，

虚构是一个关于完成性的判词，并不是虚构文本如科幻作品的指称。虚构文本反而是参加到任务

过程的，为完成任务揭示方向，这是虚构文本的积极意义。但虚构文本同样塑造了人工智能的社

会叙事，它可能引发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不当设想，相对来说，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种消极的意义（虽

然并不总是如此），所以必须限制虚构文本在可行性讨论中的作用范围。

从“情感”一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用途角度来讨论情感计算是此处的基本线索。在此限定的

语境下，“情感计算如何可能”才不是一个空泛无际的大问题。当然可以理解，这依然是一个大问题，

但它从人类领域转换了一个坐标系，因而需要对其做出概念限定，并对系统性转换做出说明。因此，

可行性目标分解为两个子目标 ：一是系统如何转换，二是概念如何调整，前者依赖于后者。

（二）如何界定情感计算

在讨论情感计算的时候，不能用一般的历史探究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延长探讨的线索，使整

个讨论蔓延不清，还因为历史探究法不能解决人工智能如何具有情感或呈现情感的问题。此前没

有人工智能，也不存在人工智能情感问题，即没有这样的事实史，最多有理论设计史，但所有的

理论设计都有一个共性 ：讨论通用人工智能问题时才可能连带情感问题，而通用人工智能暂时看

来还遥遥无期，我们只能依赖人工智能工程方案来逐步推进。因而，在讨论情感计算时，必须具

有两个层面 ：一是人的情感在计算上的可替代性 ；二是情感计算方案的可执行性——当然，这里

的可执行性并不是指直接的工程应用，而是相对于通用人工智能方案来说是一种可能实现的理论

方向设计。因此，它处于工程方案与通用方案之间，主要讨论计算的模型问题，它比可实现的工

程方案要遥远，但与通用方案比起来，离工程方案毕竟还近一些。

（三）人工智能的任务 ：将情感转变为算法

可计算性的情感与人类曾经自认的心灵性的情感性质完全不同。模仿本身就意味着在“同”

中改变。从这一点上说，人类对外物的模仿如此，人工智能对人的模仿也如此。

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同”。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同”是一个必备的概念，但同在哪里？在“同”中，

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想要通过“同”来实现什么目标？这些问题都是隐藏起来的，因为“同”并

不具有一个所谓的内在性质的一贯性，假定或强调这一内在性质的一贯性，都是被“同”遮蔽了

眼睛。但如果我们把“同”看作一种可以沟通的性质，那么模仿本身的适当性就显现出来了。这

实际上是一个方法的问题 ：“同”很容易被树立起来成为一种形而上原则，一旦如此，它就转变

为一种拒绝性标准，拿着这把“元”尺，没有任何一种模仿能够满足要求，除非我们使用一个语

① 此处不得已使

用了“它”这个

代词，但这一代

词暗示了非人属

性，而他 / 她则

暗示了人的属性。

在目前阶段，这

些代词都不适合

做人工智能的代

词，也许我们应

该创造一个合适

的代词，比如“佗”

来表达两种属性

兼具的含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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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伎俩 ：“模仿自身”“与自身同一”①。这一原则看起来总是很有力的，因为它本身就具有一种

强力，拒绝的强力，而无疑，它是让人类感到愉快的——发现人类是高高在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然而仅此而已。但是“同”也可以被当作适当的标准，这时，它的功用只在发现模仿者与被模仿

者之间的可沟通之处。该沟通之处不能看作形而上学本质，而只能看作效应上的相近。这就像修

辞比喻中的喻体与本体一样，其沟通关系由喻体决定，而不是由本体来决定，并只由某种效应上

的相近之处来定义。无论是本体的其他未发生沟通的部分，还是喻体未发生沟通的部分，都不能

掺入其“同”的部分，否则就超出适当性。

如何理解“改变”？“改变”无疑是“不同”。但“不同”是一种对比关系，“改变”的关注

点在模仿者身上，其呈现的是一种概念内涵的变化以及由之呈现的系统坐标的位移。我们更多集

中在这一面的阐述上。这一点可与修辞比喻做区别说明。喻体与本体的“同”必须是限定的，比

喻如果超出喻体在本体中所取的对比部分，将其他部分掺杂进来，就会出现比喻过当的情况。但

模仿关系与比喻关系不同，它必然发生从沟通部分向未沟通部分转化的情况，比喻必须是限定的，

这是语词使用的标准，而模仿必定是要发生系统性位移的，它通过模仿所涉及的“同”的比较，

会转向整体的重新建构。也就是说，从被模仿者的整体性取出的模仿部分，经由模仿者的模仿部

分转入模仿者整体中，这样，模仿部分在两种系统性中必然发生概念性的转换。“不同”更多引

向静态的比较，而“改变”更多关注系统性的位移。

人的情感系统是整体性的，其动力和结构具体如何暂时还难以清晰说明，这里借用康德的观

念来进行讨论，并不妨碍我们借用其他理论深化这一讨论。与之相对，人工智能系统无疑是另一

种系统，它以可计算性为基础，任何不可计算之物已经天然被排除于人工智能系统之外了。当然，

这是以目前的人工智能系统为判断标准的，如果未来出现生物性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执行可控的

生物算法，此处的观念将进行调整。目前来讲，人工智能模仿就是对人的生物性质的可计算性模拟。

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是出于对这一讨论活动自身的反省 ：模仿活动的动力不在被模仿者，而在

模仿者。人工智能模仿活动，其核心在于可计算性对人的生物属性的替代，因为，必须将人的生

物属性算法化，而不是反过来，将算法生物化。由此，我们也明了人工智能模仿的任务 ：将情感

转变为算法问题加以解决。

人的情感整体性

人是一个有机整体，这是关于人类性质的一个最基本判断。有机体的性质是我们面对的最艰

难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既有的哲学观念系统基本是有机体系统，只有从图灵开始，才真正开启

非有机体的计算系统，而这一系统又是对有机体系统的模仿。图灵机是计算领域最基本的设计，

是否与图灵机等价是其他智能模仿的思想设计的标准。有机体的整体性有多种方向，考察其观念

史不是此处的任务，这里只是把它与人工智能的计算性进行对照，从而对有机体进行计算可能性

的讨论。②在这样一个方向上，我们才能发现有机体的整体性所呈现出的新面相。这一面相的基

本元素也许是旧有的，但这些元素在新方向上，将以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新的性质。我

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为，在人工智能这一系统对照下，人的有机整体性呈现出的方向是此前从未

出现的。如果将此前的整体性与人工智能对照下的整体性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非

常显著，我们甚至可以将此前的整体性称为人类的，而将人工智能对照下的整体性称为后人类的，

① 参见维特根斯

坦对自身同一的

批判。维特根斯

坦：《哲学研究》，

陈嘉映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98 页。

② 谜题与解题

是具有一种整体

性的，这一整体

性方向是事先规

定的，谜题本身

是有方向的困惑，

而解题则是从这

一方向上对模糊

之处提出解释方

法，其中有复杂

的机制。解题法

的论述参见拉卡

托斯：《科学研究

纲领方法论》，兰

征译，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 社，

2005 年， 第 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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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存在着系统性的转换。情感问题无疑是这一整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有机体系统中，我们经常把情感认作先天的——它天然存在于身体中，与人的意识、身体、

心灵等紧密相联，它感于外物，通过神经系统与内在的意识相作用，并对外物做出回应。这一过

程可能是理性的，这时我们就要考虑人各种能力的结合配比关系。但情感并不同于能力，它更像

是从理性判断中偏移了方向。如果说群体的人类具有一种理性的共性的话，那么个体人类就具有

一些情感性的偏差，与共性不一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个性。其包含着丰富的偶然性，所以在讨

论情感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兼顾理性的共性与偶然的个性。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区分这样几

种元素 ：内在的如意识、心灵、精神等 ；外在的如感觉、感受等。而所谓外在或内在都交汇于身

体，没有身体，就没有那些元素。缺少了这些元素，我们甚至不能够理解到底什么是情感。在这里，

我们认出几种基本的构成元素，但由于有机体的整体性质，这些元素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难以实质性区分。

借用康德的系统解释方式，①人的认识能力分为三个基本型 ：一是知性（狭义的认识）；二是

理性 ；三是情感。前两者是人的能力的基石，而情感虽说也是一种基础能力，但这一能力却来自

认识、理性两种能力基石中某一部分能力的调配。②按照人作为有机体的整体性，认识与理性是

先天划分的，中间有一道鸿沟。这道鸿沟是任何规则性的推导都跨越不过去的，但好在我们有一

个先天的便利条件，即人是一个有机体，天然就具有整体性。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无法从规则上

给出从认识到理性的跨越方式，但既然这一跨越必然是成功的，否则就不存在有机体这回事，所

以我们看到，预设这一成功是有助于建立一个整体模型的。③用康德的术语来说就是整体性是一

个目的，这是一个优先的调配，在此之下，认识、理性两种能力类型之中展现出可以交汇的细分

能力。康德的能力细分是极其出众的，他从认识中发掘了想象力，在理性中发掘了把握目的的能

力，最特殊的是，他设计了一种把握“空的目的”的能力。这一空的目的有两个好处 ：一方面它

是一个不包含实质内容的概念，可以填充进任何一种内涵 ；另一方面它是形式，哪怕暂时没有内

涵，它也是实质性的，形式上预设的实质性，因此，在形式和概念上，它都具有高度的自由度。

而想象力是可能达成一个概念上的想象的，同时，也能够达到一个形式上的实质性，哪怕是可错的、

非普遍的。而在这样的能力交错之中，情感作为一种特殊的跨界之物得以展现。由此，它成为第

三种基本能力。在这里，康德为情感赋予了特殊的跨界任务，它成为一种相当形式化的能力，但

这一能力并不局限于认识与理性的交汇处，它还存在于认识与理性两个领域之中，只是相比较而

言，不像处于跨界之处那样形式化、那样“纯粹”，比如认识当中要牵涉物质对象，这时的情感

就是物质性快乐 ；理性是概念，这就充满了敬重之情。这两者都是实质性的，一种是物质性实质，

一种是概念性实质，只有在跨界之处，形式判断之中，我们才发现自由的形式化情感。康德认为，

艺术这种最高级的愉快存在于此。

康德系统极其复杂，这里只沿着情感一线来陈述。在康德这里，结构要素展现得最明显。诸

要素或用康德术语“诸能力”既是实质的，也要依赖于区分。正是这一点，与人工智能形成直接

对照。诸能力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于有机体的整体是预先设定的，这一点掩盖了最终

完成的设计性，但在人工智能上，这一最终完成必须以人的能力为标尺。人工智能的观念性起点

和最终目标都是人，但其现实起步却首先从机器性质开始，不断增加复杂性，并依赖于计算的提

升，超出一般机器的简单功能，不需要人类时时干预，就能自行处理某些事务，那么，我们就认

为它达到人的能力的某种复杂性，这时才将它称为人工智能。从模仿人的某些能力到通用人工智

① 康德模式可以

简化为先验结构

论，相比较而言，

黑格尔的历史发

展观念虽然深刻，

但在与人工智能

相对照而展现的

有机体方向上，

却并不一定适用。

② 康德：《判断

力批判》，邓晓芒

译，北京：人民

出版社，2002 年，

第 8—10 页。

③ 有机体是这

里加入的一个外

在的整体控制概

念，康德并未借

此 概 念 进 行 论

证，他的论述是

有 机 体内部的，

也就是说，有机

体的存在是认识

能力批判的一个

内含的先决条件，

他要做的事情是

进行一个内部论

述，而这里只能

算作一个外部论

述。这是为了挑

明康德论述所隐

藏的先决条件。

这里明显存在问

题论述的不同层

面，在人工智能

与人的对照这个

层面上，将有机

体展现出来是合

适的做法。



93Jun.   2019

技　　术   二 O 一九年  第六期

能，这一不断进展的过程必然不同于人类从幼年到成年的进展，也不同于黑格尔为人类智能设计

的从有机物到人类精神的进展，关键在于这一进展的中间过程是完全不同的。情感问题更是如此。

康德设计的人类情感是一种能力的协调结果，同时也具有协调机制。从用词上看，feeling 不只是

外部的感觉，它更是一种内在的对自我的感知。作为内感知，要涉及很多能力的调配关系。康德

为这一调配关系做了一定的设计，比如在判断力中，形式认知力与理性把握目的的能力是相互协

调的，两者互相接近，缺一不可。同时，人的能力中必须具有一种将不同能力调和在一起的整体

能力。这一能力并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人的整体性，但在无规定性规则的形式判断中，这一整

体性又是从理性的先天要求中借来的。所以，在具体能力的协调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具体运作 ；

另一方面看到了整体性必然存在。而所谓的具体能力，完全是依据情境在主要能力间不断调适而

得以清晰化的。在能力调适中产生的某种情感既是能力的一部分，又是能力调适的结果。所以，

我们看到，这里的情感与能力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判断情况下，是互为条件的。在这里，我有意

只用“条件”一词，因为康德认为条件是经验的，有限定的，而根据才是先验的，能力一定是情

感表现的根据，情感表现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成为能力的条件，两者不能混淆。但我们恰恰是在有

限情况中来讨论能力与情感的。

在我们平常的理解中，对诸能力调适的内感知与情感表现是一体的，我们往往是在情感表现

层面来理解情感。而在康德这里，内感知（情感机制）与情感的表现是可分的，内感知是普遍性 

的，在任何一种人的认识中都存在，而情感的表现在不同的认识中有不同表现。

如果我们假设有一个情感的基本反应模型的话，那么我们是在假定一个内感知的机制，但这

一内感知产生出的情感类型却是宽泛的，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情感不一样。并且由于不同情感类

型的存在，上述各个能力及其协调都会由于情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对这一基本反应模型进行干

扰，使其产生偏移，甚至到了后来，我们都发现假设一个情感的基本模型这一点根本是不恰当的。

人的情感是极其复杂的，它的参数异常复杂多样，很难找到哪一条主导因素使我们的情感展现为

现在这个样子，而设定一个情感机制似乎并没有为界定情感带来多少便利。这是让人非常迷惑的。

由于这一点，我们大约只能承认情感具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性，哪怕它来自人的内部。我们一般都

如此设定，这是由我们对情感表现的观察而得出的，这是一个整体性判定——我们也无法为它真

正设定一个产生机制，按人工智能的说法是输入输出机制，无论输入端是什么，输出似乎总是可

变的、不稳定的，但输入必须产生输出这一点却是不变的，中间的机制无法认知。在人类知识上，

我们可称之为神秘性。康德努力提供一种机制，这也给我们一个可供借鉴的方法，但它毕竟离可

计算性还很遥远。

哪怕在康德机制中，计算依然是限定在认识领域，在认识领域之外，还有理性领域和情感领

域，这两个领域从本性上是反计算的，我们将之视为意志和判断领域。意志领域遵从高度自我规

定的原则，要求人与自由意志（或上帝）相结合，这是一种对人的规定方式。从整个思想史的角

度看，它并不是必然规定，并且，这一领域是抽象概念。在人工智能领域，抽象概念必须转化为

具体的可执行规则才可以进行计算，一个成年人是可以执行抽象概念的，他可能通过教育达到这

一点，而这一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却是两回事。深度学习只是程序上的进步，但人的教育

从根本上来讲，不是进步，而是内在本性的发掘，因此两者不可比附。康德指出整体性是不可计

算的，而情感本身必须是整体性的，甚至任何一个能力都是整体性的能力，独立出来成为实质性

的孤立状态这一做法本身就是将人的能力简单化处理，这样做有其意义，但毕竟是有局限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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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层面上，这种孤立只具有观念化理解的意义，并不具有真正的数据输出意义，因为任何一

个输入都可能被其他能力所干扰，而我们无法发现到底是什么导致的这一干扰，只是这并不影响

我们对人的能力进行观念性分析和判断，毕竟整体性是现实存在的，我们只需要进行整体性层次

上的描述就足以解决人的观念性问题。当人类没有向自身提出人工智能方案的时候，停留在这一

步就足够了，直至人工智能出现。

人工智能的情感反应

这里要做的工作是从功能上讨论情感的可替代与可计算，并不否认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从实

践上讲，这一复杂性甚至是无限的。库兹韦尔说人类在 2045 年会造出超过人类所有智能 10 亿倍

的人工智能，奇点来临。①哪怕我们相信它会实现，但人的情感却并不等同于智能，或者说，情

感是超出智能的。如果说，智能是一种肯定性的计算，而情感则可能是失败的计算，它溢出一般

的智能计算，所以相对于智能计算的无限性，情感计算的无限性更加复杂。幸运的是，这样的无

限复杂性只是一个抽象的整体性，而这样一种整体性是不需要达到的。所以，情感的无限性在逻

辑上既是更广大的，而在实际应用上，又是不必要的。这与使用情感这一计算时所要完成的任务

相关，因为情感的使用场所一定与人相关，我们很难设计出只为人工智能自身使用的情感，对于

不同人工智能之间的交流，情感并不是一个需要的选项，它们只需要完成某个任务进行合作或进

行竞争就行了，只有在与人相关的场合，比如电影《她》中，人工智能程序具有谈情说爱的功能。

两个人工智能体之间谈情说爱，从孤立事件来看，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无法判断它是否存在，

如何存在。当然，可以想象，设计出两个可以互相表达情感的人工智能体也是可能的，但这大约

只有试验的功能和效果，并不必要。这里已经把人工智能体与人之间的情感反应与人工智能体之

间的情感反应隔离开了，但是我们在人类情感这里，总是能够发现情感的平移，它可以从一个个

体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个体身上，这是“天然”能力，为什么人工智能体之间不具有这样的“天然”

能力呢？可以说，人的情感平移是一种综合性能力，它既是实质的，又是社会公开活动。情感本

身就是一个公开性的社会活动，只有在发达的或文明的人类社会中，才存在情感的部分私密性。

而在人工智能参与的情感活动中，人工智能能够做出情感反应，这来自综合性算法，它与情境密

切结合在一起，而情感反应的“使用”只有在人类那里才能判断合适与否。人工智能那里当然也

有合适与否的判断，但这是算法的结果，只有在人那里，这一合适性才是表现出来的行为的判断，

而这是真正的情感交流。人类会将个体间的情感反应模式平移入人类个体与人工智能体的交流模

式中，毕竟，区分两者是不经济的，而且这样的平移还可能造成很多有趣的论断，比如人工智能

是否具有人类心灵，是否具有内在情感，等等。虽然从人工智能本身来说，这些看起来都是假问题，

但对当下文化而言，这些问题的讨论对我们接受人工智能颇有裨益。但我们知道，在人工智能这里，

假定它具有一种内在的情感和心灵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毕竟人工智能只能做到在合适的场合做

出合适的情感反应，假定它具有内在的情感发动机制并不必要。对情感内在机制的假定实质是将

人类情感模式平移到人工智能中，是一种语词误用。但这样的语词误用并不产生于人类的语词历

史中，而是产生于对人工智能这一新技术所创造之物在实质上和语言概念的人类层面使用上的误

解，这样的误解必须做更多、更深入的语言分析才能进行清除。但出于人类语言误解的深层本性

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复杂性，可以想见，这样的语言概念上的勘误会是极端艰苦而复杂的。

① 库兹韦尔：《奇

点临近》，李庆诚、

董振华、田源译，

北京：机械工业

出版社，2011 年，

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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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主要讨论情感计算建模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文化层次上的概念调整，这一调

整在社会文化中往往是通过各种意见争议来呈现和达成妥协的，而这里则将这一社会过程处理为

概念变化的思辨过程。

为了说明人工智能与人类在情感方面的同与不同，这里将情感问题分为三个层面 ：情感反应、

情感判断、内在情感机制。对于人而言，情感就是内在的，这可以看作一个先天命题。内在情感

的内在并不是一个层次，而是对内在性这一情感基础性质的强调，任何外在的情感反应必须来自

内在的情感机制，否则就是一种理论论证上的不正确。对于情感反应而言，内在情感是无限的，

它是机制，是产生情感反应的源泉，因而，它趋向神秘性，这一神秘性来自对内在能力的预设。

情感反应趋向外部规则，是外部规则性的集中体现，是可计算性的集中地。情感反应与内在情感

相对应，情感反应是情感的外在显现，内在情感是情感的内在机制 ；情感判断这一层面是出于人

工智能比较的考虑加入的，它更像是一个比较甄别的机制，将外在显现的情感反应判断为出自内

在情感机制。在人类这里，它可以视为联结内在机制与外在显现的桥梁 ；在人工智能这里，它是

一种将人工智能的情感反应与人类情感反应机制相结合的机制。也就是说，在人类这里，情感判

断是一种逻辑形式，如果没有人工智能为对照，这一形式本身是不必出现的，它包含在情感反应

与内在情感二分的内在形式对照中 ；而在人工智能这里，情感判断是将人工智能的情感反应与人

类情感反应机制对接的文化观念——它本质上是错误的，但将人类与人工智能放在同一个层面上

去比较却是积极的。更进一步说，这一错误在文化上却具有重要意义，它通过误解来为自身开辟

途径。但这一错误本身会在进一步发展中成为阻碍。

情感神秘性是要清除的。这里必须先进行一个思路的颠倒。我们不能从有机体角度先行接受

人是整体性的，这一整体性是实质的，同时也是逻辑上无限的，从整体性中区分出部分，并进而

细分层面，进入具体功能与功能的可计算性展现，只有在有机体的末端上，可计算性才是有效的，

可进行数据化处理的。当然这一数据化处理可以想见其数量级别，这是目前的大数据计算模式所

不能完成的，有赖于未来计算力的提升，但这一模式是可能实现的，我们在此并不计较这一点。

如果人工智能的讨论不包含对未来技术快速进展的期望，它很快就会落后于实际情况，不具备前

瞻性，但包含未来期待这一点又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这包含着可错性，在任何一步推进上，都应

该葆有康德反思批判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在人工智能这里，整体性并非实质性的，它只是一个

框架，这一框架相对于人的综合能力而言，只是部分，不可能达成有机体的全部，哪怕奇点来临

也不行。但这一框架对于框架内的人工智能计算而言，却类似于人的先天性限制，无法突破。可

以设想可能通过深度学习达到某些程度的突破，但这一突破只是量的层次上的，不是框架这种质

的层次上的。如果能达成质的层次上突破，人对大脑的认识将是极其深入的，而这一点暂时还难

以设想。图灵设想通用人工智能能够达到人的智能形态，这是理论上的考虑，①一旦进入工业化

层面，我们就会发现通用人工智能是一种理想，而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却需要工程人工智能来填

补，这一过程可以想见是漫长的。库兹韦尔设想的奇点也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一环。当然，有可

能到达了我们预设的中点位置。但我们不必等待奇点来临就可能发现人工智能情感的可能性，因

为这一情感不是单纯来自人工智能体。人工智能的情感反应（这主要是一种情境反应）只对人类

才有意义，并且在与人类交流中由人类为这一情境反应赋义，使其与人类的情感反应等同起来，

将之视为人类的情感反应。因而，我们说，人工智能具有情感，因为在这一情感的交互之中，我

们按照人类的方式将人工智能的情感视为一种类人的内在情感性质，而不限于情境反应这一层面 ；

①  Tu r i n g ,  A . 

M.“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pp. 

43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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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人类角色从这一交互之中排除出去，假设两个人工智能体进行交流，我们马上发觉，

这里情感交流是没有必要的。只有当人类在场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的交流才具有情感性质，因为

无论怎样，情感式交流对于人工智能交流来说，都是多余的任务。如果这一任务是必须的，这只

说明人类需要人工智能做出的反应要具有情感反应的表象——仅仅是表象就足够了，并不需要内

设一种情感产生的机制。这即是多余的，在输出上也会产生

混乱。因而，人工智能的情感反应只需要输出端像是人类情

感反应就足够了，至于用什么方式来达到这一点，使用什么

算法，并不重要。这里给出一个情感反应的对应结构图（见

图 1），并简要列出必备要素 ：①人工智能与人交流，而不是

人工智能之间交流 ；②人的交流机制与人工智能交流机制不

同 ；③交汇点 ：情感反应以及情感判断 ；④概念调和的重要

作用。

情感计算不能做什么

上文已经提到，人的情感系统与人工智能情感系统只在情感反应上具有一致性（我们是在维

特根斯坦语言实践的层面上界定这个一致性，并不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定义这个一致性），但作为

两个系统间的交汇点，它具有广阔的适用性。

这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人类情感的整体性，我们是否能够将人工智能的情感表现称为

情感？无疑，两者机制上的不同是明显的，但就情感反应而言，又可能达成近似，但人工智能无

论如何都缺乏一个内在情感机制，我们称它为意识也好，心灵也好，总之它不具备。那么我们就

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人工智能的情感反应的特点和局限在哪里 ；其二，如何清除内在情

感机制。

如果人工智能具有情感的话，那么，人的情感应该与人工智能的情感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

人依然具有独特的情感，而人工智能的情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能成为人的情感，它只是

输出的结果，像人的情感那个样子。人工智能的确不具有与人一样的情感形式，但是我们知道，

一个具有超强运算能力的人工智能，它可以做出像人的情感反应，但这样的情感反应与人的情感

反应达成的机制并不一样。我们不一定需要把人的内在机制研究清楚，才来创造一个模仿性的人

工智能情感，只要它的运算力足够强大（虽然现在的计算力还远远达不到这一要求，但可以期待

以后的技术进步），通过对人的情感和情境反应做出极大数量的标注，并且对人工智能进行调适

训练，以让它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就可以根据情境来做出一个应该有的情感

反应。当然我们会说，这一回应模式依然是或然性的，人工智能对每一个情境都可能有一种或者

很多种回应方式，它只是从这些回应方式当中选择其中一种，那么这样一来，人工智能的情感回

应就是或然性的，它不固定，并且是可错的。然而，我们看看人的情感反应就不是或然性的吗？

虽然我们可以在内在情感和情感反应之间建立起一种看似牢固的逻辑联系，但奇特的是，内在机

制从来都是一个假定，可以观察、可以确定的东西从来是外在的显现。我们通过情感判断来断定

情感反应对应某种内在情感，但这一断定却可能存在方法的误用，超出它的方法限制。维特根斯

坦指出，任何对内在情感的断定都是语法错误，规则直接出现在外部反应当中，从来不是内在决

图 1　情感反应对应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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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外在，而是直接在外在中显现规则。我们按照规则行事①，这一整体性就是心灵。心灵从来不

是某一内在实质，而是对一个个体行动整体性的描述。它是一个综观，不是内在性质。对人的内

在性质的假定，往往导致深深的神秘性质的假定，但这一神秘性之所以能够躲开人类理解力的认

知，不是因为它太深刻、太神秘，而是因为我们的理论假定出了错，我们误用了概念。从个体角

度来说，情感自其出生，不断成长，形成某一反应模式，并且加入各种社会性调试，形成一种稳

定的反应模块，并且这些反应模块可以根据偶然的情况，做出一些合适的反应，我们把它称为潜

意识的反应。这种潜意识的反应，是情感当中弥足可珍的，因为它超脱直接计算，是从各种复杂

因素当中通过直觉选择出来的。这一反应展现了我们的基本人性，也展现了我们个体的独特性，

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根据独特的反应模块以应对偶然的情境。这其中必然存在着或然性，其中也充

满着错误。但有趣的是，我们从来不愿承认人的情感反应中存在错误，但愿意在人工智能的情感

反应中发现错误。这是对同一反应模型的两种态度，而且是意味深长的态度。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基于大数据的建模计算方式做出情感反应。其实，人的情感直觉同样可以

视作一种情感反应模型，人类的基本情感反应模型是共性，但每个个体又有其独特性，这可能也

是情感反应模型不易建立的一个原因，但是基本要素却是可以抽绎出的。如果我们将人的成长所

需要的基本要素辅之以个体应对偶然情境的基本情感反应方式，那么这些都可能转化为计算模块

和数据形式。也就是说，模型是人的基本功能，而数据来自人的情感反应的具体情境，功能与情

境之间的转化需要大量的训练，个体成长期可视为这一训练过程。这一点与人工智能建模和进行

数据调适的机制基本一致。当然在具体的情感反应中，两者都存在着或然性的选择机制。人类个

体在做选择的时候，可能通过多种机制进行选择。但是这一多机制的选择并未视为不确定性，相

反，我们将这一多反应模式视作一种计算模式来进行对待，我们将这些不同的计算模式进行叠加，

从中得出一些加权处理，最终选择其中一个主导模块，并用来应对某一情境。在这一模式中，数

据形式是确定的、直接的，处理数据的模式必须与数据存在形式相适配。而这一点，我们认为对

于人类个体来说，是先天性的，对于人工智能则不然。

从或然性的角度比较人工智能的情感反应和人的情感反应，我们发现两者具有相近的反应模

式。无论我们怎样进行大数据式的情境与情感反应的锚定，都不可能穷尽人的情感反应的所有情

况。这一点，从逻辑上来讲无疑是对的，但是我们想一下，这种逻辑上的正确，其实只是面对人

的整体群体才有作用，才是合适的。也就是说，个体对于一个具体情境的反应可能趋于无限，用

大数据的方式去锚定这样的情感反应是不可能穷尽的。但是巧合的是，情感是一个特殊的个体面

对某一特殊的情境，根据他自己所形成的独特反应模型来对其进行回应。从根本上来讲，这不是

在要求彻底的普遍性，而只要求一种看似如此的普遍性。按照康德的观点，带有情感的感性（鉴

赏）判断只是一种看似普遍的反思判断，它根据特殊情境做出一个要求普遍同意的判断，但它的

成立与否与他人的赞同并不具有因果关系。②这一普遍性只停留在要求上，并不需要得到实际反

应的保证，所以这里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结论，这一情感反应只要是或然性的就可以了。这样一来，

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工智能并没有达到人的整体情感反应模式的高度，那么仅仅说明它是一个

“个体”，它做出某种反应，而这些反应是独特的，它将形成这一人工智能的“个性”。正如每一

个体实际上做出的所有情感反应都是有限制的，不可能是普遍性的。如果是普遍性的话，其实是

一种理智性的计算，而不是一种具有偶然选择性的情感反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工智能

的情感反应只要数据和它的计算模型做到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度，就可以足够显示出它具有某种个

① 维特根斯坦 :

《哲学研究》，第

94 页。

② 康德：《判断

力批判》，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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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了。这并不是一个致命伤，它反而应和了人的情感反应模型的状态 ：不要求普遍性的赞同，而

这也使这一状况与人类个体状况形成呼应，达成情感状态的交汇点。毕竟它能够根据自己的计算

模型，根据某一独特的情境而做出一个恰当的反应，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反应得出判断，它是一个

暴躁的人工智能体，或者它是一个和蔼的人工智能体，等等。做出如此判断的时候，我们是否同

时判断它具有一种内在的情感机制呢？不会。我们只会说，它的情感反应机制已经如此完善，以

至于它像人的情感反应一样。那么，我们是否就此否定人工智能做出了一个情感反应？这是一个

难题。这一问题可能导向两种彻底不同的文化 ：一种文化是人类主义文化 ；一种文化是后人类主

义文化。不承认人工智能能够做出情感反应，哪怕这一反应与人的反应一般无二，这是彻底的人

类主义文化 ；承认人工智能能够做出情感反应，但又不承认它具有情感，这是一种犹豫的人类主

义文化 ；承认人工智能能够做出情感反应，并认为这就是情感，我们不再为这一情感反应追溯内

在机制，仅仅从行动上去判断，这是后人类主义文化。

然而不管怎样，人类的情感反应与人工智能的情感反应毕竟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目前一

些人工智能学家认为人的情感反应无非就是人工智能控制体的计算模型，但我们也发现，这一断

言未免有些简单。人的情感反应来自各种不同的途径，它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原理剖析，或者海量

数据锚定来达成，而是通过基本建模与情景数据配合的方式来达成。这样一来，我们就是要把人

的情感结构从人的其他能力和意识、身体反应之中区分出来，将其进行独立化处理。这一独立化

处理是科学进展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问题同时出现 ：人的情感结构实际上与人的其他各个方面

天然地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人是生长的 ；但人工智能却是根据有意识的建模

形式以及有意识的数据采集和训练的方式来达成的，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式。人工智能达到的

高度只是人的能力的一个切片，它不可能是人的全部能力的复制者，这一程度也是没必要的。人

工智能的建模形式与它的数据采集形式之中只要达成算法的一致，就能达到直接的一致，这是由

设计决定的。但人没有这样的设计性，如果有，我们也会说这个设计是自然而然、鬼斧神工的。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设计的话，那么这样一个设计师是我们所有人类加起来都不可能比拟的。

我们不可能分析清楚其设计原则和设计理念，只能根据能够分析到的主题式的数据，对其进行研

究整理，从而达到某些或深或浅的理解，但是要想达到全部理解是不可能的，这是造物主的高度。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的分析和人工智能的分析当中，实际上我们依然还要遵循两种不同的分

析方法。在人的情感结构当中，我们更强调一种先天和谐，它是与其他的人的能力进行配比调试

后出现的，而人工智能却需要另外的研究方法。我们如何思考这一先天和谐一致呢？我们发现，

技术建模与模型所对应的数据采集之间，比人的基本能力和感受材料的先天一致性更为直接，因

为技术建模或者发现其对应数据，或者不能发现，这是直接的结果，而人的基本能力与其感受材

料间却存在更复杂的联系，它们反而并不那样直接。所以我们也看到，就复杂性而言，人工智能

是远远比不上人的复杂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是一种实质的功能独立，而人的能力必须进

行细致的分辨才能使其相对纯粹化，而且，哪怕人的能力与其感受材料之间不是一种实质的一致

关系，也能通过其他能力进行补充完善，而人工智能则直接显现为否定性结果。因此，这里我们

看到用人工智能来分析人的行为方式的合理性，这明显相对简洁一点，而不是反过来，用人的行

为方式来分析人工智能的方式，这实在是太复杂了，其中充满各种明显或潜在的假定。当然，从

较为低级的人工智能设定去分解人的天然构成，这无疑是有缺陷的，但是我们总是在有缺陷的研

究方式当中不断发现它的界限，进而可以更周全地思考这一问题。这是我们不断取得进步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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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当然，这一研究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整体性的缺失，这一缺失必须通过加入某些人类观念

进行连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人的观念转运到人工智能中去的一种方式，因为在确定性转入未

确定性的连贯环节中，某一个阶段可能无法达成具体的转换，只能通过显示断裂的方式进行弥合，

这一弥合无疑是我们在进行人与人工智能比较时进行的观念性填补。在情感问题上，上面所区分

的情感判断这一层面就是观念性填补发生的场所。

结论：情感计算的本质

人的情感与其他能力是一体的，不可区分，而人工智能情感与其他人工智能的功能相比较则

是一种实质区分。它首先是一种可以使用的功能，只有将它设计为一个人工智能体的一部分，它

才可能与这一人工智能体的其他功能融为一体。这一融合不是天然的，而是经过计算达成的。因

而，我们应该将人的情感系统的整体性转换到人工智能情感系统的使用性上，只有经过系统转换，

我们才能找准两者的相近和区别之处，以及当我们在人工智能情感系统的评判中看到人的情感系

统的套用，所产生的文化移用和调适。这里将两个系统明确区分，完全是为了清晰阐述人工智能

情感的特质，这至少对目前人工智能与情感问题之间关系的各种混乱看法有一个澄清作用。

人工智能计算是理性的，其中包含着理性利益，如无利益，必将舍去。与之相比，情感却可

能带来混乱，在效率上是不合算的。康德虽然告诉我们，情感是沟通认知与德性之间的桥梁，它

是整体性的粘合剂，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对于非整体而具有情感反应的人工智能来说，这一情

感反应对于人工智能有何用处，对于人类有何用处。

康德用理性批判反思的方式为情感找到合理性的道路，它可以视为一种总体控制的模型，只

是这样的整体控制忽略了很多身体方面的因素，以至于在很多方面只能产生出相当有局限的情感。

相比较而言，维特根斯坦关于情感的观念就相对富有弹性，他的角度与康德先验论证的角度完全

不同，他不假定情感的天然存在，这一存在并不需要我们做出太多考虑，困难的是如何从外部的

情感反应中得出相关的情感判断。康德为情感提出了一个先验结构的任务，它要成为知性和理性

之间的桥梁，而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将知性和理性加以区分，进而也没有情感作为桥梁这样一个任

务。在他看来，情感就是日常意义上的情感，是情感反应，我们不需要追溯一个所谓内在机制，

那种内在机制是不可靠的，我们在情感反应的日常规则中就可以理解情感，虽然情感没有一般性

规则，但它毕竟是可理解的。在情感与其他人类能力之间并无哪个更基础的关系，只能看在何种

情况下，凸显哪一种能力。如果我们在理性准则可以解决的情况下，并不需要救助情感。如果我

们对一个判断抱有信心，或者一个判断是富有理性的话，那么实际上，在这样的判断当中情感要

素是尽量减少的，只有这样才能达成理性的、客观的判断。在人工智能上面，一般来说，如果其

功能是理性型的，那么，为这一人工智能设计情感模型明显是多余的，在功能上没有多大必要性，

比如为扫地机器人设计一个情感模型，等等。

人工智能情感有什么用？从美学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很可能将之与艺术相联。这一点在人

的情感上已经得到证明。康德认为艺术是承载情感的最主要载体，当然，这与康德对人的能力设

计中的情感位置是相匹配。从此而论，后期维特根斯坦则会将情感与艺术的因果性分离，这在维

特根斯坦后学丹托那里更为直接，他讨论了激进前卫艺术对美的分离，指出美或内在情感在艺术

中并不是一个本质性存在，在具体艺术判断和审美判断上，情感是一个辅助性的因素，有情感或

① 丹托：《美的

滥用：艺术与美

学的概念》，王春

辰译，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 社，

2007 年，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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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情感，有的时候在效果上看起来是一样的。①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完全走到艺术不需要情感这一

地步，他只是想指出，在一个艺术判断当中，情感并非动力，也不是主导要素，而是一个附属要素。

那么，其他元素是否可能成为主导元素呢？维特根斯坦只是说，在一个艺术判断当中，无论我们

是否谈论内部机制，训练都是不可或缺的，机制在训练中出现，它从来不是完全内在的，而是内

外一致的。一致不是结果，而是一个动态过程。与之相应，人工智能具有基本技术框架，采用一

定介质，并按照某种或某几种复合的功能目标采用大量数据进行复杂计算，进而完成一个输出结

果。这一结果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富含情感，我们可以称它为一种情感反应。但人工智能

的情感反应并不像人类一样，它依赖于计算完成输出，这一输出结果在整个人类情感反应效果上

看是一致的，但对人工智能而言，它只遵守运算的规则。虽然这同样是极度复杂的，但这一复杂

性与人类情感的复杂性是两个性质。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加以区分。

在一般观念中谈论人工智能情感的时候，实际上进行了概念的偷换。我们通过两种情感反

应在效果上的一致，进行一种特殊的情感判断，将人的情感转运到人工智能情感反应中去，进

而认为，在可计算性判断中，也存在情感的空间，这一情感与人的情感类似，否则的话，不可

能产生出一个富有情感的情感反应。实际上，这一理解包含两个非常不同的部分 ：一个部分是

人工智能的构成机制问题 ；一个部分是输出的效果的比较问题。通过输出效果的比较，我们发

现情感反应上的一致性，进而进行回溯性反推，将人工智能的情感计算与人的情感机制相比对，

认为两者是一致的。实际上，这样的比对非常容易出现错误。结果的一致性并不可以反推产生

这一结果的机制具有一致性，但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这一反推是有效的，因为可能产生情感

反应的一定是人类，即反推机制是“先天”有效的。但是当我们如此将人工智能的情感计算机

制与人的情感机制进行比对时，实际上已经在做了一系列的概念的流转和偷换。在“一致性”

这一判断中，我们将人的机制带入人工智能计算机制中，我们为人工智能附加了人的情感所关

联的各种周边元素，这些周边元素在人那里是天然附加的，而在人工智能的情感计算中若要产

生作用，必须明显转化计算模型才可能产生相应结果输出，当人工智能并不具备这些附加计算

模型，而我们却在情感判断中认定它存在，这只能是不同情感系统移用所产生的误用。但这一

误用在目前阶段是有其积极含义的。

人工智能情感是一个难题，目前阶段无法实现它，所以这个问题的讨论无疑是理论化的。如

果我们期待人工智能情感与人的情感相类，是某种实质性存在，则很可能是走错了路。本文对情

感反应与内在情感机制的区分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误区。这并不是为了导出否定人工智能情感存

在的结论。我们引入“情感判断”这一外部功能性机制，将内在情感机制这一实质性存在的判断

进行功能转移，以人的情感来对接人工智能的情感反应。这样一来，在人工智能情感问题上，其

实存在着两个性质颇不相同的部分。一部分是计算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实质性进步，以及人工智能

情感概念系统与人的情感概念系统的对接和转用。所谓人工智能情感并不仅仅是实质性的内在情

感机制，它更多是人的情感机制对人工智能情感反应的容纳。后一部分更多是观念性的，它涉及

的是人的情感观念系统的改变。所以，此处虽然对人工智能情感系统持正面的肯定看法，但它必

须与情感系统的概念变革相结合，否则，我们就可能失去理解人工智能情感的分寸，纠结于人工

智能是否真正具有情感这一看似尖锐，实则无用的陈旧问题。只有革新问题域，我们才能为人工

智能的情感计算找到恰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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