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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积极心理学已渗入诸多研究领域，人性

中积极正面的部分开始得到越来越多心理学家的重

视[1]，对心理学研究来说仅仅关注心理疾病及障碍、

不健康心理的发生发展是不够完整的。

在注意偏向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焦虑、抑郁个体

对负性面孔、词汇、声音的注意特点研究成果，研究

者普遍接受负性注意偏向和个体的消极情感有关[2-

4]，甚至已经证明负性注意偏向和焦虑的发生发展存

在因果关系 [5]。基于两者相互关系的认识，国内不

断有学者尝试验证注意偏向矫正程序对焦虑的缓解

作用[6]。另一方面，研究者同样发现高积极情感个体

存在对正性视觉刺激的注意偏向[7，8]，一篇总结性的

文章也指明乐观个体通常对正性信息产生注意偏向
[9]。以上研究大多关注视觉刺激，而听觉刺激也影

响个体的注意分配，如 Stasi等[10]发现在虚拟危险情

境出现之前呈现“哔(beep)”的中性声音，比起呈现情

绪声音，被试的事故发生率更低。因此，情绪声音的

注意机制值得研究。

现有对情绪声音的注意偏向研究，比较普遍的

实验材料之一是情绪念读词汇，常用的研究对象是

普通人群或焦虑个体[2，11]，Bertels等[11]采用听觉版点

探测任务发现，普通人群对念读的禁忌词汇存在注

意偏向，在认知负荷低的情况下检测到对消极词汇

的注意偏向。念读词汇的局限在于它不是现实中生

动的情绪声音。因此，不断有学者尝试使用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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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main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attentional bias to emotional sounds in positive-dis⁃
posed individuals. Methods: There were 33 high positive-disposed participants and 27 low positive-disposed participants
hearing positively, neutrally and negatively valence sounds in the present research with the auditory adaption of cue-target
paradigm. Results: The eliminated effect of IOR was significant when high positive-disposed participants heard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sounds. What’s more, under invalid cue condition, the reaction time to target sounds following posi⁃
tive sounds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following neutral sounds(P<0.001). And it was the same for negative sounds(P<
0.001). While in low positive-disposed participants, the effect of IOR did not exist only when the cue sounds were positive.
Further, under invalid cue condition, only the reaction time to targets following positive cue sounds was longer than that fol⁃
lowing neutral ones(P<0.05). High positive-disposed individuals had a disengagement bias to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sounds, while low positive-disposed people only had a disengagement bias to positive emotional sounds. Conclusion: In a
conclusion, the results above may indicate that keeping an eye on positive things may be related to one’s positivity. And at⁃
tention may be a useful tool to regulate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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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声音作为实验材料，如Koster等 [12]将中性刺激

与负性声音刺激进行条件匹配，检测到普通人群对

预示威胁声音的刺激存在注意加速和注意保持，

Massar等[2]的研究也指出对预示威胁声音(人类尖叫)
的刺激，焦虑程度不同的被试表现出不同的注意偏

向。

相比而言，积极特质如何影响个体对情绪声音

的注意偏向研究相对缺乏。Caprara等 [13]认为积极

的想法(positive thinking)是自尊、生活满意度、乐观

的共同因子，其编制的积极性问卷 (The positivity
scale)则主要测量个体以积极观点看待生活、经历、

及与他人关系的倾向，Scheier等[14]认为，积极的想法

是个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核心。因此本文使用

Caprara等编制的问卷，探索个体的积极倾向如何影

响个体对情绪声音的注意偏向。考虑到情绪声音呈

现时间如果太短，个体可能无法体会声音所包含的

全部情绪意义，因此本研究将情绪声音的持续时间

设置为 1000ms，此时线索和靶子的呈现间隔(SOA)
较长，必须考虑返回抑制效应 (Inhibition of return,
IOR )的影响。

IOR首次被发现于Posner[15]的研究，它是指当目

标出现在原先注意过的位置上时，反应速度会变慢

的现象。在线索—靶子任务范式中，线索有效的反

应时应短于线索无效的反应时，而当 SOA达到 200
毫秒至300毫秒及以上，注意过的地方(线索有效)反
应时反而更长，即出现返回抑制效应[16]。因此，返回

抑制效应被认为是一种搜索加速器。有研究认为，

注意偏向可表现为返回抑制效应的消失 [3]。逻辑

是：某一刺激在SOA较长时个体应搜索其他未被注

意过的位置，如果个体的注意难以脱离这一刺激，将

导致 IOR效应消失或削弱。同时研究者[3，4]利用返回

抑制效应的消失研究注意偏向时，指出这种方式将

更容易检测到注意的晚期成分—解除困难。

综上所述，我们将采用听觉版线索—靶子任务

范式，在长 SOA的情况下，主要通过 IOR效应的削

弱来探索积极倾向不同的个体对不同效价情绪声音

的注意偏向。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对 390名大学生被试进行积极与消极倾向筛

查，剔除漏答、不真实作答等问卷共18份，最终保留

372份，问卷有效率为95.4%。计算所收被试的问卷

得分，选取得分前 15%，计入高积极倾向组，选取得

分后15%，计入低积极倾向组。

共有60名同学自愿参与后续实验(年龄范围为

16-23岁, χ=20.3, s=1.69)，高积极倾向组被试 33名

(男性11名, 女性22名)，低积极倾向组被试27名(男
性 11名，女性 16名)。独立样本检验显示高积极倾

向组得分(χ=34.94, s=3.04)显著大于低积极倾向组

(χ=17.15, s=4.51)，t(58)=18.18，P<0.001，d=4.63。所

有被试听力均正常。

1.2 测量工具及实验材料

1.2.1 积极性问卷 积极性问卷[13]用8个项目来测

量个体对自己的生活、未来，以及对他人的积极看法

(例：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其采用五点计分，

得分越高积极倾向越高。该问卷在372个被试样本

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可信度较高。

1.2.2 情绪声音材料 12个情绪声音材料来自中

国本土化情绪声音刺激库[17]。选取方法：将情绪声

音库的声音按效价高低降序排列，从高分段、中间阶

段、低分段各选取4个情绪声音，并由Goldwave 6.27
进行截取，每个声音呈现声音为1000ms。探测声音

也来自于情绪声音刺激库，原声音为中性的钟表声，

截取得到呈现时间为50ms的声音，类似于“咔”声。

在正式实验前，由10名大学生(男性5人，女性5
人)对 12个情绪声音重新进行了“1-9”等级的效价

评估，数值越接近于“1”说明被试听完这个声音感觉

越不愉快，数值越接近“9”说明被试听完这个声音感

觉越愉快。其中中性声音包括男人喊叫(χ=4.2, s=
2.04)、电铃声(χ=4.7, s=1.49)、牛叫(χ=4.0, s=0.82)、鸭
子叫(χ=4.0, s=1.33)；正性声音包括国歌音乐(χ=7.0,
s=1.63)、军号(χ=6.6, s=1.08)、琵琶(χ=6.5, s=1.43)、萨
克斯 (χ=6.9, s=1.45)；负性声音包括打鼾 (χ=2.6, s=
1.35)、女人喊叫 (χ=2.1, s=1.29)、猪哼哼 (χ=3.2, s=
1.03)、打人伴惨叫(χ=2.4, s=1.51)。ANOVA结果显

示，三种效价的情绪声音存在显著差异(P<0.05)，正
性声音效价最高，中性声音次之，负性声音效价最

低，两两之间差异显著，说明当前材料在性质分类上

是合适的。

1.3 实验流程

首先会在屏幕上出现一个“+”注视点(800ms)，
提醒被试实验开始，随后在被试的左耳或右耳随机

播放一个线索声音 (1000ms)，即情绪声音，间隔

200ms 后在被试的左耳或右耳随机播放探测音

(50ms)。被试需要认真倾听线索声音，并对探测声

音的方位做出又快又准的判断，右耳按“J”键，左耳

按“F”键，被试有 2000ms的时间作答。线索声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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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左耳或右耳的概率为 50%。练习部分共 12个

试次，正式实验共96个试次：3(效价：正性、中性、负

性)×4(个数)×2(左耳、右耳)×2(有效、无效)×2(重复次

数)。反应指标为反应时。

2 数据准备与分析

剔除反应错误的试次(0.99%)，以及每个被试超

过自身平均反应时正负 2.5 个标准差的试次

(2.84%)，然后对余下试次分别计算在各个因素水平

下的平均反应时。在正式数据处理前，考察两组被

试在中性有效、中性无效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独

立样本 t检验显示，中性有效条件下，两组被试的反

应时无显著差异，t(58)=1.88, P>0.05，中性无效条件

下，两组被试的反应时也无显著差异，t(58)=1.55, P>
0.05。
2.1 高积极倾向个体的反应

高积极倾向个体对目标刺激的反应时见表 1。
对反应时数据进行2(线索有效性：有效、无效)×3(线
索声音效价：正性、中性、负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

表1 高积极倾向个体对不同条件下目标刺激的反应时(ms)

结果显示，线索有效性的主效应显著，F(1, 32)=
8.56, P<0.05，ηp2=0.211，线索有效的反应时 (χ =
513.28, s=56.37)显著长于线索无效 (χ=503.56, s=
61.84)。线索声音效价主效应显著，F(2,64)=13.88,
P<0.001, ηp2=0.302, Bonferroni校正结果显示，负性

声音线索下的反应时(χ=512.44, s=59.41 )和正性声

音线索下的反应时(χ=512.10, s=61.73)均显著长于

中性声音线索(χ=500.71, s=56.54)。线索声音效价

和线索有效性交互作用显著，F(2,64)=3.93，P<0.05，
ηp2=0.1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中性声音下，线索有

效的反应时显著长于线索无效，t(32)=0.98，P<0.001,
d=0.32，在负性声音和正性声音下，线索有效和线索

无效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暗示 IOR在中性声音下

显著，而不存在于正性和负性声音下。表明高积极

倾向个体同时存在对正性和负性声音的注意偏向。

另一方面，线索有效时，三种声音线索下的反应

时没有显著差异；而线索无效时，正性声音的反应时

显著长于中性声音，P<0.001，负性声音的反应时也

显著长于中性声音，P<0.001。表明高积极倾向个体

存在对正性声音和负性声音的注意解除困难，而不

存在投入加速。

2.2 低积极倾向个体的反应

低积极倾向个体对目标刺激的反应时见表 2。
对反应时数据进行2(线索有效性：有效、无效)×3(线
索声音效价：正性、中性、负性)的重复测量的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线索有效性的主效应显著，F(1, 26)=
10.55, P<0.05, ηp2=0.29, 线索有效的反应时 (χ =
481.11, s=57.93 )显著长于线索无效 (χ=473.20, s=
61.41)。线索声音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2, 52)=6.95,
P<0.05, ηp2=0.21，Bonferroni校正结果显示，正性声

音反应时(χ=482.76, s=61.49)和负性声音反应时(χ=
474.10, s=56.89)都显著长于中性声音线索 (χ =
474.61, s=61.17)。
表2 低积极倾向个体对不同条件下目标刺激的反应时（ms）

线索有效性与线索效价的交互效应显著，F(2,
52)=3.54, P<0.05, ηp2=0.12。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

中性声音线索下，线索有效的反应时显著长于线索

无效，t(26)=3.43，P<0.05，d=0.20；在正性声音线索

下，线索有效和线索无效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在负

性声音下，线索有效显著长于线索无效的反应时，t
(26)=2.80，P<0.05，d=0.21。上述结果说明在中性和

负性声音下存在返回抑制效应，而不存在于正性声

音下，暗示消极被试只对正性声音有注意偏向。

当线索有效时，三种声音线索的反应时差异不

显著；当线索无效时，三种声音线索下的反应时差异

显著，正性声音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中性声音，P<
0.05，负性声音的反应时和中性声音没有显著差异，

表明低积极倾向个体对正性声音只存在注意解除困

难，而不存在投入加速。

3 讨 论

首先，高积极倾向个体在中性声音下存在显著

的返回抑制效应，正性声音下返回抑制效应消失。

进一步分析发现，当线索无效时，对于正性声音的反

应时显著长于中性声音，因此，高积极倾向个体对正

性声音存在注意偏向(解除困难)。相似地，有证据

显示，积极情感高的个体表现出对积极词汇的注意

偏向 [8]。Sanchez等 [18]的研究也显示，积极状态和对

快乐面孔的注意有关。本研究在积极倾向得分高的

线索有效

线索无效

正性声音

χ
512.97
511.23

s
57.54
66.55

中性声音

χ
509.64
491.79

s
56.69
55.82

负性声音

χ
517.22
507.66

s
56.36
62.82

线索有效

线索无效

正性声音

χ
482.47
483.05

s
61.62
62.53

中性声音

χ
480.84
468.37

s
61.72
61.13

负性声音

χ
480.03
468.17

s
52.12
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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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中，观察到其对正性情绪声音的注意偏向，表明

正性个体不仅偏好加工视觉方面的积极信息，在听

觉方面同样如此，并且这种偏向至少有解除困难。

有研究认为积极的心境会启动行为趋近系统，反过

来也会促进个体对随后积极刺激的注意[19]，本文的

积极倾向反映的是个体看待自己和他人、现在和未

来的一种积极想法，这种积极想法也可能会促进个

体选择性注意环境中的正性刺激，从而保持自己的

积极倾向；另一方面，本研究同样发现低积极倾向个

体对正性声音的解除困难，而没有发现预期的负性

注意偏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心境不一致效应，消极

看待自己、现在和未来的个体可能会寻求更多正性

的信息，以避免给自己带来更消极的体验。一个探

索心境与注意分配的研究表明，诱发消极心境后，被

试反而更多注意快乐面孔，表现出了心境不一致效

应[20]。Wadlinger 等[21]认为对正性信息的选择性注意

反映了情绪调节，低积极倾向个体对正性情绪声音

的注意偏向也许能够帮助其对抗当前的消极状态。

有意思的是，本文发现高积极倾向个体在负性

声音下的返回抑制效应同样消失，分析表明高积极

倾向个体也存在对负性声音的注意解除困难，虽然

出乎我们的假设，但现实中负性声音通常预示着危

险的存在，关注负性声音，可以快速定位威胁的方

位，有助于为接下来的情形做好准备。

高积极倾向个体对两种效价情绪声音均存在注

意偏向，而低积极倾向个体只对一种效价情绪声音

存在注意偏向，这可能也显示出两个群体信息接收

广度的不同。积极情绪能够拓宽我们的注意力范围
[22]，处于积极状态的个体可能愿意接收更多的信息，

而处于消极状态的人闭塞信息通道，同时出于心境

不一致效应从而选择关注与自己状态相反的信息。

在投入加速方面，正如我们的预期，并未检测到

任何投入加速成分，可能的解释是，或者可以说是本

研究的局限，本研究所使用的情绪声音持续时间较

长，从返回抑制效应削弱的角度只能检测到注意的

晚期成分—解除困难，而投入加速发生在早期阶段，

尽管本研究未发现两个群体对投入加速的不同，然

而两个群体很可能在投入加速方面将显示出更多不

同的特点，这有待于未来使用其他技术探明。

积极倾向不同的被试在不同情绪效价声音下，

存在不同的返回抑制现象，一方面说明个体存在不

同的注意偏向，也表明返回抑制效应并不是一种盲

目机制，与以往研究不同[23]，这可能是由于实验任务

的不同，但在本研究中，返回抑制确实受到情绪信息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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