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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性事件或中性材料相比，负载情绪信息的

事件或材料更容易保留在个体记忆中，具有更高的

回忆准确率，这一现象被称为情绪记忆增强效应[1，

2]。无论采用情绪词汇、情绪图片或情绪影片，也无

论是在再认测验，还是自由回忆、线索回忆中，都能

发现这一效应[3-6]。

已有研究发现，情绪记忆增强效应主要受情绪

刺激的唤醒水平的影响，高唤醒的情绪刺激可以获

得优先注意，从而得到优先加工[7-11]。因而无论是情

绪图片还是情绪词，高唤醒的情绪刺激记忆效果更

好。一般认为，恐惧是一类高度唤醒的负性情绪，而

厌恶则通常是中度唤醒的负性情绪[12-14]，因此，按照

上述的观点，恐惧情绪应该比厌恶情绪表现出更强

的记忆增强效果[15，16]。

然而，一系列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果。

Charash 和 McKay采用颜色命名的 Stroop任务比较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项目（XSP18YBZ010）
通讯作者：丁道群，psychding@hunnu.edu.cn

不同注意资源条件下厌恶与恐惧情绪的记忆增强效应

丁道群 1，2，郭程 1，3，尹霖 1，来棘 1

（1.湖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长沙410081；2.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

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1；3.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长沙410081）

【摘要】 目的：研究考察不同注意资源水平下厌恶和恐惧情绪的记忆增强效应。方法：实验1采用学习-再认范式，

考察在注意资源充足条件下，个体对厌恶图片和恐惧图片的记忆效果；实验2采用注意分配范式，考察在注意资源

相对宽松和相对匮乏两种条件下，个体对厌恶和恐惧两类图片的记忆效果。结果：实验1结果发现，在注意资源充

足条件下，厌恶和恐惧图片的正确再认率都显著高于中性图片，且厌恶图片的正确再认率显著高于恐惧图片。实验

2结果发现，当注意资源相对匮乏时，恐惧图片的正确再认率显著高于厌恶图片，然而，当注意资源相对宽松时，厌

恶图片与恐惧图片的正确再认率无显著差异。结论：研究结果表明，恐惧与厌恶情绪的记忆增强效应受注意资源水

平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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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EMs of disgust and fear, two negative emo⁃
tions, which aimed to further verify the hypothesis that attention resources had dominant effect on EEMs. Methods: Experi⁃
ment 1 used learning- recognition paradigm to examine any pot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EMs of disgust and fear,
which were equal in arousal and valence, under the efficient attention resources. Experiment 1 used single factor design
with three levels(disgust vs. fear vs. neutral). In experiment 2, 80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wo conditions, in
a 2(attention resources condition: relatively loose vs relatively scare)× 2(emotion pattern: disgust vs fear) factorial design,
who were demanded to complete a task of recognizing the shape structure or font pronunciation before the re-recognition of
the emotion pictures, in which attention resources condition was between-subject factor, while emotion picture was with-in
subject factor. The consumption of attention resources under recognizing the shape structure was less than recognizing font
pronunciation, therefore the former belonged to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 of the attention resource relatively loose and the
latter belonged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attention resource relatively scare. Results: Experiment 1 showed that the memory ac⁃
curacy of disgust were more intense than fear and neutral emotion under equal attention resources. Experiment 2 demon⁃
strated that disgust stimulus gained no more better EEM effects than fear when attention resourced were relatively suffi⁃
cient; while fear stimulus gained better EEM effects than fear when attention resourced were relatively scare. Conclusion:
Enhanced Emotional Memory of fear and disgust is possibly moderated by attentio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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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词和恐惧词的记忆效果，结果发现厌恶词的回

忆准确率比恐惧词好[14]。Croucher 等人在控制了图

片视觉复杂度、新奇度等因素后，发现高唤醒的恐惧

图片没有中度唤醒的厌恶图片记忆效果好 [12]。

Chapman 等人比较了认知负载下个体对厌恶图片和

恐惧图片的记忆效果，也发现被试对唤醒度较低的

厌恶图片记忆准确度更高[13]。已有研究认为，情绪

记忆增强效应还受到效价的影响[4，10]，然而，Crouch⁃
er 等人在匹配了唤醒度与效价的条件下，依然发现

厌恶情绪的记忆增强效应高于恐惧情绪[12]。这些结

果表明，唤醒度和效价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厌恶和恐

惧情绪记忆增强效应的差异。

从情绪进化的角度来说，厌恶与恐惧都是与生

存密切相关的情绪信息，但两者的进化适应意义不

同。恐惧意味着事关生存的紧迫威胁[17]，而与病菌

感染相联系的厌恶则代表潜在的风险[18，19]。与此相

对应，个体对恐惧刺激是快速的自动化加工，以便迅

速应对威胁，而个体对厌恶刺激则需要进一步精细

加工，以评估其潜在的风险[20]。前者对注意资源的

依赖较少，而后者需要消耗较多的注意资源才能进

行精细加工。在人类进化的早期，个体应对恐惧刺

激最恰当的方式是转身逃跑，对刺激进行长时间的

观察和分析会带来更多的损失，特别是面对捕食者

时；而对厌恶刺激而言，尽管其可能存在着潜在的风

险，然而个体投入时间对它进行仔细的观察是没有

损失的，厌恶刺激能够吸引个体更长时间的注意
[21]。因此，我们推测，注意资源量可以调节两类情绪

的记忆增强效应。本研究设计了两个实验探讨不同

注意资源水平下厌恶和恐惧情绪的记忆增强效应。

实验1采用学习-再认范式，考察注意资源充足条件

下，个体对厌恶图片和恐惧图片的记忆效果；实验2
采用注意分配范式，考察在注意资源相对宽松或相

对匮乏条件下，个体对厌恶图片和恐惧图片的记忆

效果。为控制情绪刺激的唤醒度和效价这两个因

素，两个实验均对两类情绪图片进行了匹配。本实

验假设：当注意资源充足和相对宽松时，厌恶刺激比

恐惧刺激更能维持个体注意，从而使厌恶刺激能被

充分编码和精细加工，表现出比恐惧刺激更好的记

忆效果；而当注意资源相对匮乏时，恐惧刺激和厌恶

刺激的加工均会受到影响，但是厌恶刺激的加工程

度下降更多，从而导致恐惧刺激比厌恶刺激更好的

记忆效果。

1 实验一

1.1 被试

随机抽取47名在校本科生参加本实验，其中男

生 23名，女生 24名，年龄范围 18~20岁（M=18.83,
SD=0.79）。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裸眼视力或矫正

视力正常。实验开始前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单因素三水平（图片类型：厌恶，恐惧，

中性）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图片的再认正确率。

1.3 研究方法

1.3.1 实验材料 本研究采用三类图片材料：厌恶

图片、恐惧图片和中性图片。首先，根据厌恶和恐惧

情绪的定义[22，23]，从国际情感图片系统[24]和中国情感

图片系统 [25]中选出 280张图片（厌恶图片和恐惧图

片各 120张，中性图片 40张）作为待评定材料。然

后，由 20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被试(平均年龄 20±
1.73 岁，男性 12 名，女性 8 名)采用自我评价模式

(Self-Assessment Manikin, SAM)对280张图片所诱发

的情绪类型(高兴，愤怒，悲伤，恐惧，厌恶，惊讶，中

性) 进行评定，并且，对这些图片的效价、唤醒度进

行9点评分[26，27]。对于效价，1表示很不愉快，9表示

很愉快；对于图片的唤醒度，1表示很平静，9表示很

不平静。最后，在经过评定的图片中选出厌恶、恐惧

和中性图片各 30张用于本实验。选择图片的具体

标准是：对于厌恶情绪图片，在图片诱发的情绪类型

上必须有 90%以上的被试评定为“厌恶”，厌恶情绪

图片的效价低于4分，唤醒度须高于6分；对于恐惧

情绪图片，在图片诱发的情绪类型上必须有 90%以

上的被试评定为恐惧，恐惧图片的效价低于4分，唤

醒度须高于 6分；效价在 4~6分之间的图片被视为

中性图片。

选定的厌恶图片和恐惧图片的唤醒度和效价无

显著差异，t唤醒度(1, 29)=0.83，P唤醒度=0.41; t效价 (1, 29)=
0.75，P效价=0.46。其详细属性信息见表1。共使用90
张图片，其中学习阶段使用 60张图片（各类型图片

各 20张），再认阶段使用 60张图片（各类型图片各

20张），其中30张为学习阶段的图片（各类型图片各

10张）。图片通过Photoshop CS 6.0软件修正为大小

为10cm×6cm。

表1 情绪图片唤醒度及效价匹配

1.3.2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 2.0软件

编制。实验包含两个阶段，首先是学习阶段，依次呈

情绪类型

厌恶

恐惧

中性

唤醒度(M±SD)
6.25±1.00
6.09±1.10
1.22±0.10

效价(M±SD)
2.80±0.39
2.79±0.38
5.2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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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注视点和图片（共60张，各类型20张），要求被试

观看并记住图片；然后是再认阶段，要求被试判断注

视点后出现的图片是否为先前学习过的（共 60张，

其中30张为先前学习过的）。学习阶段和再认阶段

的图片均随机呈现。

屏幕背景设为黑色，注视点设为白色“+”，大小

为0.5cm×0.5cm，于电脑屏幕中央呈现 500ms。在学

习阶段中，厌恶/恐惧/中性图片的呈现时间为

2000ms。在再认阶段中，厌恶/恐惧/中性图片最长

呈现 5000ms，要求被试在该时间内做出判断：一半

被试按照出现过按“F”，未出现过按“J”进行反应；另

一半被试按照出现过按“J”，未出现过按“F”进行反

应。刺激呈现流如图1所示。

图1 实验一流程图

1.4 结果分析与讨论

对正确再认率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

现，图片类型主效应显著 F(2, 45)=22.19, P<0.001,
ηp2=0.325。被试对厌恶图片的正确再认率(M=0.79,
SD=0.15) 显著高于中性图片 (M=0.67, SD=0.14, P<
0.001) 和恐惧图片(M=0.71, SD=0.17, P=0.003)，且恐

惧图片的正确再认率(M=0.71, SD=0.17)显著高于中

性图片(M=0.67, SD=0.14, P=0.021)。
研究结果发现，恐惧图片和厌恶图片的再认正

确率显著高于中性图片，表明引发负性情绪的图片

得到了更好的记忆。这与前人研究一致[2，4，6]。研究

结果也发现，匹配唤醒度和效价的条件下，被试对厌

恶图片的记忆效果要显著优于对恐惧图片的记忆。

综合前人对厌恶和恐惧两类负性情绪的研究，我们

认为可能是厌恶图片和恐惧图片在注意加工中的编

码程度不同。因此，实验2将检验这一观点，通过操

作个体的注意资源水平来进一步比较两类负性情绪

的记忆增强效应的变化。

2 实验二

2.1 被试

被试为 80名在校本科生，男生 40人，女生 40
人。被试年龄范围 18-21岁(M=19.69, SD=0.91)，裸
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均为右利手。实验前

被试均签署了知情协议书。

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 2（注意资源条件：相对宽松，相对匮

乏）×2（情绪图片类型：厌恶，恐惧）混合设计，其中

注意资源条件为被试间变量，情绪图片类型为被试

内变量。因变量为情绪图片正确再认率。

2.3 研究方法

2.3.1 实验材料 图片材料：采用实验一中使用过

的厌恶与恐惧图片，通过 Photoshop cs 6.0 编辑，将

相同的图片分别伴随在汉字的左右两侧，图片大小

统一设置为640×480像素。

汉字材料：40个高频汉字用于本实验。均选自

《现代汉语词频词典》，字频的范围为 0.29440%—
0.01180%。其中一半左右结构（如，徒），一半上下

结构（如，皇）。另外，根据声调，第二声与第四声差

异最为明显，实验中选取的汉字有一半是第二声

（如，柴），另一半是第四声（如，望），判断汉字的读音

比判断字形更困难。在字形判断与读音判断任务

中，实验材料相同。每个 trial中都会在一张刺激图

片中呈现，包括两张图片中间呈现一个汉字。

2.3.2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 2.0软件

编制。实验包含两个阶段：学习阶段和再认阶段。

在学习阶段中，要求被试完成字词或字音认知任务

的同时记住呈现的图片 [28]。再认阶段与实验 1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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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具体流程和实验安排如下。

实验中，屏幕背景设为黑色，首先屏幕中央呈现

一个 500ms的白色“+”，大小为 0.5cm×0.5cm。接着

同时呈现200ms的厌恶/惧图片刺激和不同汉字，随

后有一个1900ms空屏，让被试按键反应。注意资源

相对宽松组的指导语是：要求被试正确判断汉字字

形结构的同时记住图片，被试左手食指放在“F”键
上，右手食指放在“J”键上，左右结构按“F”键，上下

结构按“J”键。注意资源相对匮乏组的指导语是：要

求被试在正确判断汉字字音的同时记住图片，被试

左手食指置于“F”键上，右手食指置于“J”键上，汉字

读音为第二声按“F”键，第四声则按“J”键 。在两种

任务中，均要求被试准确的判断字形结构或汉字字

音，同时尽可能地记住情绪图片。这可以保证分心

任务消耗了个体的注意资源，实现对注意资源水平

的操控。完成图片学习任务后，再进入图片再认阶

段。

学习阶段共40张图片，其中厌恶图片和恐惧图

片各20张。再认阶段共40张图片，厌恶和恐惧图片

各20张；其中有20张图片是学习阶段出现过的（厌

恶/恐惧图片各10张）。刺激呈现基本流程如图2所
示。

图2 实验二流程图

2.4 结果分析与讨论

对正确再认率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注意资源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1, 78)=
4.56, P=0.036, ηp2=0.06，被试在注意资源相对宽松

条件下的正确再认率(M=0.64, SD=0.15)显著高于在

注意资源相对匮乏条件下的正确再认率(M=0.56,
SD=0.18)。

更有趣的是，情绪图片类型与注意资源条件的

交互作用显著F(1, 78)=11.00, P=0.001, ηp2=0.07 ；简

单效应分析发现，在注意资源相对宽松的条件下，被

试对厌恶图片 (M=0.68, SD=0.15) 和恐惧图片 (M=
0.61, SD=0.15)的正确再认率差异不显著 F(1, 78)=
3.70, P=0.060, ηp2=0.02 。然而，在注意资源相对匮

乏的条件下，被试对恐惧图片的正确再认率 (M=
0.62, SD=0.18) 显著高于厌恶图片的正确再认率(M=
0.52, SD=0.17), F(1, 78)=7.64, P=0.006, ηp2=0.05 。

由于对情绪刺激的记忆效果始终优于对中性刺

激的记忆，并且研究者更关注两类负性刺激的记忆

是否会受到注意资源的影响，故该实验只比较了两

种负性刺激的情绪记忆增强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

发现，注意资源相对宽松时，厌恶图片的记忆效果与

恐惧图片的没有显著差异；注意资源相对匮乏时，恐

惧图片的记忆效果要优于厌恶图片。这个结果表

明，厌恶情绪的记忆增强效应比恐惧的更依赖注意

资源水平。

3 讨 论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水平的注意资源对厌恶和恐

惧情绪增强效应的影响，发现注意资源充足时，厌恶

图片的正确再认率显著高于恐惧情绪图片；而注意

资源相对宽松（字形判断任务）时，恐惧图片与厌恶

图片的正确再认率没有显著差异；注意资源相对匮

乏（字音判断任务）时，恐惧图片的正确再认率比厌

恶图片好。研究结果表明，恐惧与厌恶情绪的记忆

增强效应受注意资源水平的调节。

本研究发现，在注意资源充足条件下，厌恶图片

的记忆效果比恐惧图片的记忆效果好，并且两类情

绪图片的记忆效果都比中性图片好。这与以往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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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本一致[3，13，14]。Hamann的情绪增强效应两阶段

模型指出，情绪性刺激在编码阶段和编码后阶段都

比非情绪性刺激得到更多的加工，因此产生了更好

的记忆效果。情绪性刺激的编码主要与感知觉相

关，包括捕获更多的注意资源和对刺激的精细加工
[29]。Van Hooff 等人比较了厌恶图片与中性图片、恐

惧图片与中性图片在四种时间间隔条件下的注意偏

向效应，发现厌恶图片比恐惧图片更能维持个体注

意 [21]。因此，厌恶图片的记忆效果更好是由于，厌恶

图片维持注意的时间更长，有利于厌恶图片的精细

加工。

本研究还发现，在注意资源相对宽松（字形判断

任务）时，两类情绪图片的记忆效果没有显著差异。

这与Chapman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他们采用了

LDT任务消耗编码阶段的注意资源，结果发现厌恶

图片的再认率比恐惧图片高[13]。出现不一致结果的

原因可能是消耗注意资源的任务不同。LDT任务要

求被试判断屏幕中的线段是在图片的上方还是下

方，该线段是无意义的符号。而字形判断任务中的

汉字是有意义的符号，需要先识别汉字符号才能判

断汉字结构。因此，与 LDT任务相比，完成字形判

断任务消耗更多的注意资源。据此我们推测，厌恶

图片的加工更依赖注意资源，由于加工厌恶图片没

有足够的注意资源，导致了厌恶图片的回忆准确率

降低。

最重要的是，注意资源相对匮乏（字音判断任

务）时的厌恶图片再认率显著低于恐惧图片，这个结

果进一步验证了上述推测。当情绪图片与汉字同时

出现时，二者会竞争有限的注意资源，只有汉字加工

没有占用全部注意资源时，与任务无关的情绪加工

才得以进行[30]。与字形判断相比，字音判断任务消

耗的注意资源更多，使得加工情绪刺激的注意资源

更少。具有显著进化意义的刺激可以引发快速、无

意识的反应[31]，即使在注意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得

以实现[32]。与厌恶刺激相比，恐惧刺激可以快速形

成威胁个体生存的负面效应[23]，因此，恐惧刺激的加

工紧迫性远强于厌恶刺激。当注意资源相对匮乏

时，个体的注意资源总是优先加工恐惧刺激。San⁃
tos 等人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恐惧刺激比厌恶刺

激更快速地捕获注意[33]。而相较于恐惧刺激，厌恶

刺激与威胁的关系更模糊不清，其加工更多依赖于

后期的认知评价。这也符合厌恶刺激具有维持注意

的特点，需要消耗大量注意资源分析刺激的本质
[19]。当注意资源不足时，厌恶刺激的加工受到极大

的限制。由于两类负性刺激加工时所依赖的注意资

源水平不同，造成了注意资源相对匮乏条件下的恐

惧图片正确再认率显著高于厌恶图片。

本研究从注意资源的视角探讨了厌恶和恐惧情

绪的记忆增强效应，并发现这两类负性情绪的记忆

增强效应在不同注意资源水平上表现出明显差别。

这有利于更好的理解这两类情绪的记忆增强效应的

关系及其原因。未来研究可以系统考察注意资源在

“极度匮乏—相对匮乏—相对充足—十分充裕”这个

序列变化范围内厌恶与恐惧情绪的记忆增强效应的

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情绪图片的“影响力”与注意资

源水平对情绪记忆效果的共同作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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