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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接受二次任务，紧急工况下注意力的分散将危及生命安全。研究通过驾
驶员手持电话与微信语音两种通信方式下的避撞反应能力实验，对驾驶员生理特性变化进行详细分析。8 名测试者
参与模拟器实验，限定时速保持在 50～70 km/h. 实验所采集的心率、皮肤电信号和呼吸灯生理指标均可表征
不同紧张程度下驾驶员的精神负荷状态。结果表明，两种接听方式工况下精神负荷上升，微信语音任务高于
手机接听任务，各参数变化特征可为前方防碰撞系统参数修改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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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rs in the process of driving will inevitably accept secondary task, and attention points of
dispersion can lead drivers to an emergency condition which will endanger the safety of life. In this article,
we carried on reflect ability with the drivers holding a phone and Wechat voice communication of
emergency braking tim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xperiment and the change of drivers’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Eight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the simulator test, with the qualified
tests speed at 50-70 km/h. Experiments prove that the heart rate, skin electrical signals and respiratory
physiology indexes under different stress levels can be characterized for drivers’ mental load st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mental load rises under two kinds of working conditions of answering task; mental load
in Wechat voice communication task is higher than that in mobile phone answering task.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parameters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arameter modifications of front collision
system.
Key words: vehicle engineering; emergency conditions; answering phone; physiological 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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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移动通讯设备作为日常生活必备物品已深入到人类的工作生活中，然而使用手机所引发的交通事故

随处可见。美国已禁止行车过程使用移动通信设备多年，但有研究学者表示使用手机引起的致命的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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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碰撞率依然居高不下，而且最致命的驾驶碰撞大多集中发生在 18～34 周岁的年轻驾驶员身上 [1] 。
KLAUER 等[2]对年轻的新手司机和年长的司机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年轻的新驾驶员更容易因为发送

手机文本信息和接打电话等分心任务而导致短距离的碰撞事故。另外，O’CONNOR 等[3]对 383 名在校大
学生进行了网上填写驾驶与手机使用的（CPOS-手机过度使用测量）问卷打分的统计学调查，并根据调
查结果预测了事故发生的潜在几率，结果表明机动车事故的发生率以每年 13%的速度上升。
为研究驾驶过程接听手机任务的严重危害性，LEUNG 等[4]将摄入酒精驾驶的 BAC levels 与电话任务
驾驶做对比，结果表明，一般的会话接听手机任务相当于低浓度酒精摄入的驾驶情况，而发送短信息则
代表高风险任务。此外，对不同接听电话模式进行相关研究。BACKER-GRØNDAHL 等[5]分析了驾驶过
程中手提和免提接听电话会话对车速和横向偏移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者接听任务下车速均有明显下降
趋势，对横向偏移的影响较小。国外亦有学者以生理特性变化规律为出发点了解驾驶人工作负荷情况。
HARBLUK 等[6]引入心率信号作为驾驶员认知负荷参量，总结出中年组驾驶员自然驾驶接听电话过程与
年轻组相比心率较慢，行车速度下降趋势相似。由于文章只记录了心率而并没有对心率特异性进行详细
分析，因此驾驶员认知负荷其他相关参量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SHIMOMURA 等[7]利用视觉注意机制评
价驾驶员在使用车载免提信息时的认知负荷情况，根据花费有效的注视时间评价出免提设计的合理性，
结果表明车载免提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驾驶员认知干扰。
近年来，国内也有相关学者对驾驶过程接听手机任务的影响做了一定的分析。刘畅等[8]发现带有干
扰性的手机通话最有可能引发道路交通事故，而免提可以起到轻微的改善作用，但不能有效改善负面影
响；并发现男性使用手机对驾驶安全性影响比女性大，并建立使用手机条件下的驾驶人可靠度模型。吴
佳华等[9]对低、中、高 3 个风险等级的模拟器驾驶场景进行安全影响分析，以车辆操纵参数为参量对驾
驶员脑力负荷和反应能力进行评估。
根据目前的研究现状——对于紧急工况下驾驶员多生理参数认知负荷相关研究的缺失，本文引入驾
驶员生理和心理信号参数，直接测量与驾驶认知负荷相关性较强的特征数据，弥补在紧急工况下操纵能
力评价方法对认知状态变化不敏感的现象[10]。此外，改进了问卷打分形式获取主观感受的评价方法中认
知负荷描述无法随时间动态变化的缺憾。

1

实验方法

1.1

实验人员
8 名健康男性参与实验，年龄在 23～27 岁之间，

均有驾驶执照及行车经验，视力正常（佩戴眼镜后矫
正视觉正常），无酒精、药物等刺激。
1.2

实验设备
模拟器中装有一辆固定底盘的中华轿车，车辆的

运动基于传感器数据并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模拟（如
图 1 所示）。模拟器可提供模拟真实驾驶环境，包括
一个车辆驾驶室，可提供广角视觉系统的环绕式屏幕
以及模拟真实驾驶制动和碰撞的音频系统和振动台，
可提供逼真的驾驶感觉并保证驾驶员安全。汽车状态
和操纵信息可通过数据采集系统采集。

图1
Fig. 1

高级模拟器及生理记录仪布置示意图

Senior simulator and physiological recorder layout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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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记录设备采用美国 BIOPAC 公司生产的 BioNomadix 无线生理记录仪。在每个实验工况的开始
和结束时刻向各个记录设备发送触发信号，在紧急工况发生时刻向生理记录仪等设备发送触发信号进行
标记，并在 LabVIEW（National Instruments，USA）软件自行开发的工具箱中实现生理信号、驾驶员操
纵信号和车辆状态信号的同步采集。
1.3

实验路线
分别模拟在乡村双向车道路上行驶，最低时速控制在 50～70 km/h，驾驶员行驶约 2 min 后开始进行

语音交互，行车过程中对方车道有不同车速的车辆迎面行驶，驾驶过程中随机出现一辆强变道车辆变换
车道到本车车道上，此时本车与障碍车相对距离为 60 m. 接听手机语音通话任务的驾驶员要求手持电话，
手机拨通时驾驶员在确认驾驶工况安全可接受接听任务的情况下接听电话。实验场景如图 2 所示。

图2
Fig. 2

1.4

实验场景设计

Scene design of the experiment

生理指标的选取与采集
RR 间期是用来算心室率的，是两个 QRS 波中 R 波之间的时间，其低频功率频段可代表交感神经活

动指标，研究表明心率变异性功率谱中的低频（low frequency，LF，本文低频范围为 0.07～0.14 Hz）成
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的脑力负担[11]。另外，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由于交感神经兴奋，导致汗腺活
动加强，分泌汗液较多，使皮肤导电能力增高，可形成较
大的皮肤电反应，引入平均皮肤电水平作为衡量驾驶员认
知负荷中精神疲劳程度的生理指标[12]。体力活动会导致呼
吸频率和呼吸幅度的增加，在压力或精神负担较大时，会
偶尔出现强力呼吸或过呼吸的现象。考虑驾驶员生理指标

表 1
Tab. 1

测试仪器和数据采集

Instruments and data collection

测量仪器

测量参数

BIOPAC

心率（ECG）

生理记录仪

皮肤电水平（EDA）
呼吸频率（HR）

选取以下变量作为采集数据，如表 1 所示。
为尽量避免人体运动对心电信号产生干扰，ECG 测试电极粘贴在胸骨的上下两端，采样频率为 1 000 Hz；
EDA 测试电极粘贴在手掌两侧；HR 测试绑带缠绕在胸廓位置。

2

不同突发事件下驾驶员心理生理行为分析

2.1

反应时间
定义障碍车辆出现时刻为 T1，驾驶员开始采取紧急制动行为（驾驶员发现障碍车）时刻为 T2，T1 到

T2 这一时间段定义为驾驶员的制动操作反应时间。如图 3 所示，驾驶员踩踏制动踏板时刻，制动压力信
号有明显跳变，截取这一段时间内驾驶员的数据进行分析，为分析驾驶员二次任务对避撞反应能力的影
响，后文中所分析数据皆截取这一时间段内的数据。为避免障碍车与本车相对距离的不同对实验结果的
影响，规定 T1 时刻障碍车与本车相对距离为 6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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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制动操作反应时间
Driver braking reaction time

a—微信语音；b—手机接听；c—正常驾驶
a-Wechat voice; b-Answering phone; c-Normal driving

将驾驶员正常驾驶、手机接听和微信语音任务的反应时间做均值与标准差处理。利用单因素方差两
两比较（设置显著性 P<0.05）分析正常驾驶、手机接听和微信语音 3 种工况下操作反应时间的显著性特
点。定义正常驾驶（−1）、手机接听任务（−2）、微信语
音任务（−3）
（下同）。正常驾驶与手机接听任务显著性
P=0.043，正常驾驶与微信语音任务显著性 P=0.005，均
具有显著性差异；手机接听任务与微信语音任务比较
P=0.318>0.05，差异性不显著；微信语音与正常驾驶相
比增加了 65.0%的反应时间；微信语音与手机接听相比
增加了 19.6%的反应时间；手机接听与正常驾驶相比增
加了 37.6%的反应时间（如图 4 所示）。
由以上统计学分析可见，由于驾驶员认知资源的有
限性，驾驶过程中因接受电话接听和微信语音双任务导
致其认知资源的再分配，从而增加了驾驶员心理认知负
图4

荷，影响了避撞操纵能力，导致采取制动动作的推迟。
反应时间的增加也直接导致了避撞失败机率加大。其中，

Fig. 4

3 种工况下反映时间柱形误差分析

Cylindrical error analysis of reflect times under
three working conditions

微信语音对其避撞能力影响最大，手机接听任务其次。
2.2

心率变异性
分析心率变异性的具体流程如下：
首先截取障碍车出现时刻到驾驶员采取制动后本车速度为零时刻或未制动成功发生碰撞前一时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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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值（下同），通过已截取的心电数据获取 RR 间期的时间序列得到心率变异性，并对其进行快速傅
里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可得到总功率（total power，TP）、极低频（VLF）功率、低频
（LF）功率和高频（high frequency，HF）功率等参数，进而进行逐一分析。以一组手机接听工况下心率
变异性功率谱分析过程为例，其数据处理过程如图 5 所示。

图5
Fig. 5

心电数据处理过程图
ECG data processing chart

谱成分表示方法包括绝对单位（AU，ms2）和归一化单位（NU）两种。如式（1）所示，本文对心
率变异性进行归一化单位处理。

LF(NU) =

LF
.
TP − VLF

（ 1）

已有相关研究表明，驾驶员在进行二次任务时较正常驾驶状态心率变异性指标呈现 LF(NU)指标增
大，HF(UN)指标减少，LF/HF 比值增大的规律趋势[10]。为此，本文采用 LF(NU)、HF(UN)、LF/HF 这 3
个指标的均值，对比分析手机接听与微信语音对驾驶员避撞过程中认知负荷的影响情况。
如表 2 所示，利用单因素两两对比显著性差异分
析方法对比了正常驾驶与手机接听任务， LF(NU)、

HF(UN)和 LF/HF 显著性 P<0.05，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2
Tab. 2

3 种工况下心率变异性分析表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nalysis under three working
conditions

正常驾驶与微信语音任务相比，LF(NU)、HF(UN)和

不同负荷
工况

LF(NU)
指标值

HF(NU)
指标值

LF/HF
指标值

LF/HF 显著性 P<0.05，存在显著性差异；手机接听

正常驾驶

48.422

50.269

0.708

手机接听

61.331

42.587

1.217

微信语音

64.182

40.326

1.336

任务与微信语音任务相比，3 个指标值 P>0.05，均无
显著性差异；微信语音任务较手机接听任务 LF(UN)
指标上升，HF(UN)指标下降，LF/HF 有增大趋势。

由此并基于前人研究结论[10]，微信语音任务较手机接听任务的认知负荷强度更大，而且根据各频率
谱之间的关系可见，手机接听和微信语音使驾驶员在避撞过程中认知负荷上升，微信语音工况需更高的
认知压力与认知分散水平。
2.3

皮肤电水平变化特征
图 6 为同一驾驶员在 3 种工况下的皮肤电水平变化曲线，221.0 s 时刻障碍车切入本车道，驾驶员开

始采取紧急避撞，223.0 s 时刻 3 种工况下的皮肤电水平均有增长趋势，微信语音工况尤为明显。为探究
驾驶员避撞过程 3 种工况下皮肤电水平整体变化特征，图 6 为统计学分析整体趋势。
图 7 为正常驾驶、手机接听、微信语音 3 种工况下皮肤电水平，微信语音与手机接听任务单因素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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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 P=0.32，微信语音任务与正常驾驶相比较 P=0.12，无显著差异。但在微信语音任务下皮肤电水平最
高，驾驶员交感神经活动性最强，认知负荷程度高于正常驾驶和手机接听任务。

图6
Fig. 6

2.4

3 种工况下的皮肤电水平变化曲线图
Level change curves of skin electrical levels
under three working conditions

图7

3 种工况下的皮肤电水平柱形误差分析图

Fig. 7 Cylindrical error analysis diagram of the skin
electrical levels under three working conditions

呼吸水平变化特征
紧急避撞过程势必引起驾驶员自身的感受压力或精

神负担增大，也将导致强力呼吸或过呼吸的现象。图 8
为 3 种工况下呼吸频率柱形误差分析图。由呼吸频率均
值分析可见，微信语音工况驾驶员所承受的认知负荷强
度最高；两两分析正常驾驶、手机接听任务和微信语音
任务的单因素显著性，其显著性特征不明显；呼吸频率
差异性不大，但微信语音和手机接听二次任务均导致呼
吸频率上升。

3

结论
研究通过对驾驶员避撞反应时间与避撞过程心理、

生理参数变化特性进行分析，从认知资源分配角度解释

图8
Fig. 8

3 种工况下呼吸频率柱形误差分析图

Cylindrical error analysis diagram of respiratory
frequency under three working conditions

了驾驶员因认知负荷增加而导致的制动操纵能力下降的行为机理。主要结论如下：

1）使用微信语音或手机接听，将大幅增加驾驶员认知负荷进而导致紧急操纵能力的下降。正常驾驶
与手机接听、微信语音任务操作反应时间有明显差异。多名驾驶员微信语音时紧急避撞反应时间与正常
驾驶下反应时间相比增加了 65.0%，与手机接听任务下反应时间相比增加了 19.6%.

2）正常驾驶与手机接听、微信语音任务分别比较其归一化后的心率变异性，低频、高频段功率谱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见手机接听任务对驾驶员认知负荷造成显著性影响。手机接听任务与微信语音
任务相比，虽无显著性差异但 LF 谱上升而 HF 谱下降，可判断微信语音过程其认知负荷有所增加。

3）皮肤电水平、呼吸等生理参数水平均表明与正常驾驶相比，手机接听任务对驾驶员产生了更多的
认知压力与认知分散，解释了驾驶员在正常驾驶、手机接听和微信语音时碰撞发生几率依次上升的原因。
认知负荷的增加也势必降低了紧急工况下驾驶员的避撞操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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