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7 No.2 2019

在日常生活中，人类视觉系统所接受的信息往

往大于人类大脑加工处理的信息，所以在对信息进

行筛选的过程中，发展出了各种选择性的注意机

制。其中，返回抑制（Inhibition of return, IOR）是选

择性注意中一种重要的抑制机制[1]。Posner和Cohen
采用线索-靶子范式对注意定向进行研究时，最早

发现并命名返回抑制效应，即当线索与靶子呈现时

间间隔大于 300ms时，线索化位置上靶子的加工慢

于非线索化位置靶子的加工[2]。

Klein 采用隐性附随搜索探针范式（covert
probe-following-search paradigm）考察视觉搜索中的

返回抑制，即在视觉搜索任务后呈现探测靶子，探测

靶子可能出现在之前搜索画面中的某一目标位置上

（on-probe），也可能出现在其它非目标位置上（off-
probe），收集被试对探测靶子的反应时，结果发现，

被试对 on-probe位置上探针的反应时长于 off-probe
位置上探针的反应时，表明出现返回抑制，且返回抑

制能够阻碍注意返回至先前注意过的区域或项目以

促进视觉搜索[3]。此外，Klein和MacInnes采用显性

附随搜索探针范式（overt probe-following-search par⁃
adigm）记录被试搜索过程中的眼动轨迹，来研究真

实场景中视觉搜索的眼动返回抑制，在被试进行搜

索的过程中，发现相比落在未注视过位置（off-
probe）的探针，被试对落在注视过位置（on-probe）上
探针的眼跳潜伏期更长，出现了眼动返回抑制效应
[4]，并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5-7]。这些研究表明，返回

抑制是知觉的“搜索加速器”，通过阻止对先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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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再次加工，使人更容易注意和加工新位置上

的目标，从而提高注意的视觉空间搜索效率。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遇到许多既有情绪

性信息也有中性信息的情绪场景。因此，为了提高

研究的生态效度，近年来研究者开始采用真实情绪

场景(real emotional scene)或复合情绪场景图片来探

究情绪与认知的交互作用。真实或复合情绪场景图

片包含自然风景、人物、动物或物体，场景中的中心

信息即那些可以引起情绪反应的目标（如中性或负

性目标），而外周信息即情绪场景中的中性背景（包

括无情绪唤醒的自然风景、物体等）[8]。以往研究表

明，在复合情绪场景中，具有情绪唤醒的中心信息更

容易吸引和维持注意并得到优先加工，如：采用眼动

指标的研究表明，被试注视情绪场景中的中心情绪

目标时间更长 [9]；被试的首次注视点更容易落在情

绪图片上，且总注视时间更长[10，11]。

以往大量研究表明，返回抑制（IOR）是一种非

常稳定的、基本不受生物学意义或情绪性线索及靶

子情绪性影响的“盲目”机制[12-15]。但也有一些研究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Theeuwes和Van der Stigchel
采用线索-靶子范式的变式，将人脸与物品图片同

时呈现在中央注视点两侧，在间隔一定时间后，要求

被试快速眼动至中央指示箭头所指位置，结果发现，

人脸一侧的眼跳潜伏期显著长于物品一侧，即人脸

线索存在稳健的返回抑制效应[16]；Rutherford和Ray⁃
mond研究发现，相比中性靶子，负性靶子的返回抑

制量显著减少，出现了负性情绪刺激对返回抑制的

调节作用[17]；Bailil和Srinivasan用具有不同情绪信息

的简笔画面孔为靶子的研究发现，与高兴面孔相比，

悲伤面孔为靶子时的返回抑制量显著减少[18]。这些

结果表明，返回抑制受生物学意义刺激影响，与中性

和正性情绪刺激相比，负性情绪刺激更容易吸引和

维持注意，返回抑制效应量减少或消失。可见，返回

抑制是否受优先捕获注意的情绪刺激的影响仍然是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另外，尽管当前有不少研究使用真实情绪场景

图片，但尚未有研究探讨线索化真实情绪场景外周

信息与中心信息的返回抑制效应差异，而这种在真

实情绪场景中的注意引导对于创伤个体的注意偏向

干预具有重要的临床启示意义。为此，本研究采用

隐性附随搜索探针范式考察真实情绪场景中外周信

息和中心情绪信息对返回抑制效应的影响。在本研

究中，真实情绪场景图片的中心/外周信息根据眼动

指标来定义，即在情绪场景中总注视时间最长或更

易吸引首次注视点的区域为情绪场景中的中心信

息，场景中的中性背景即为外周信息；当探测靶子出

现在线索化位置时即相应的 on-probe条件，当出现

在线索化位置的对角位置时，则为相应的 off-probe
条件；以 on-probe与 off-probe的反应时之差作为效

应量指标，正值为 IOR 效应，负值为易化效应。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长沙某高校32名在校大学生参加实验（男9名，

女23名），年龄19～22岁，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

正常且均为右利手，实验后给予一定报酬。

1.2 实验材料

首先，从网上挑选 67张由中性背景与负性/中
性目标组成的真实情绪场景图片，其中负性/中性目

标均控制在图片的四个角落之一，目标中心到图片

中央的距离为8.75±0.84cm。

然后，由20名广州某高校在校大学生（男7名，

女13名）通过眼动实验对所选图片的中心信息进行

评定。评定流程如下：首先呈现 800ms“+”注视点，

之后呈现情绪场景图片3000ms，被试的任务为观看

并记忆呈现的图片，实验过程中用EyeLinkⅡ眼动仪

收集图片呈现阶段被试的眼动数据。定义图片中负

性/中性目标可能所在位置的四个角落为图片的兴

趣区（大小为 4.32°×4.32°视角），将总注视时间大于

600ms、且总注视时间显著高于图片其他各个位置

兴趣区为图片的中心信息。在匹配中心信息位置的

情况下，从 67张图片中挑选含有负性/中性中心信

息的情绪场景图片各 20张用于正式实验。正式实

验所用图片中心信息的总注视时间显著高于外周信

息的总注视时间[F(3，39)=232.009，P<0.001]；且两种

情绪图片在中心信息上的总注视时间有显著差异[F
(1，39)=7.446，P=0.01]，负性中心信息的总注视时间

显著长于中性中心信息的总注视时间（见表1）。此

外，由该高校另20名在校大学生采用7点计分法对

最终选取的40张真实情绪场景图片的情绪效价（1：
非常不愉快；7：非常愉快）以及唤醒度（1：非常平静；

7：非常兴奋）进行评定，结果表明，两类情绪图片的

效价[F(1，39)=136.479，P<0.001]和唤醒度[F(1，39)=
10.378，P=0.003]均存在显著差异，中性图片的情绪

效价显著高于负性图片，而其唤醒度显著低于负性

图片。

1.3 实验设计及程序

采用 2（线索化位置：中心信息、外周信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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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价：负性、中性）×2（探针位置：on-probe、off-
probe）的三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

实验程序采用 E-prime1.1编程（参见图 1）：首

先，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800ms；然后，在屏幕上

呈现一张线索化外周或中心信息的情绪场景图片

400ms（线索为情绪场景图片上的 3.52°×3.52°视角

的红色矩形）；随后呈现中央注视点“+”300ms；接下

来，再次出现刚呈现的情绪场景图片 1000ms，并在

场景图片中有一个1.96°×1.96°视角的红色开口的方

框，方框线粗 0.15°，要求被试判断红色开口方框的

开口方向，开口朝左按“F”键，开口朝右按“J”键；在

1000ms缓冲后进入下一个试次。实验共 320个试

次，每种实验处理 40个试次。其中，50%的试次开

口方框在 on-probe位置上，即之前红色矩形方框所

在位置；50%的试次开口方框在off-probe位置上，即

之前红色矩形方框的对角位置。实验包括练习和正

式实验两部分，练习部分共有 15个试次，可循环多

次直至被试明白实验流程且正确率达到80%以上才

进行正式实验；在正式实验中，每 100个试次后，被

试休息1次。

表1 不同情绪类型图片的效价、唤

醒度、中心信息总注视时间（χ±s）

注：以线索化中心信息、探测靶子在 on-probe上为例，线索和

靶子线条做了加粗处理

图1 实验流程图

2 结 果

删除正确率低于 85%的被试 1名，剩余有效被

试 31名；然后剔除反应时低于 100ms及 3个标准差

以外的数据；最后，对各种条件下的错误率及正确反

应的反应时进行分析。

2.1 各条件下探测靶子的反应错误率分析

被试对探测靶子的反应总错误率为 2.8%。对

错误率进行2（线索化位置：中心信息、外周信息）×2
（中心信息的情绪性：负性、中性）×2（探针位置：on-
probe、off-probe）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参见表 2），

结果显示：线索化位置主效应不显著 [F（1, 30）=
3.14，P=0.09]；中心信息的情绪性主效应显著[F（1,
30）=4.35，P<0.05]，即中心为负性情绪时，对探测靶

子反应的错误率显著高于中心为中性情绪时对探测

靶子反应的错误率；探针位置主效应显著[F（1, 30）=
4.32，P<0.05]，即探针在 on-probe位置上的错误率显

著低于 off-probe位置的错误率。但变量的两两交

互效应及三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F（1, 30）介
于0.98～3.48，Ps>0.05]。

表2 各种条件下的反应错误率（χ±s）

2.2 各条件下探测靶子正确反应的反应时分析

剔除错误反应的反应时数据后，各种条件下对

探测靶子的平均反应时及效应量，如表3所示。

表3 各种条件下正确反应的反应时（χ±s）及效应量

对反应时进行 2（线索化位置：中心信息、外周

信息）×2（中心信息的情绪性：负性、中性）×2（探针

位置：on-probe、off-probe）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线索化位置[F（1, 30）=103.20，P<0.001]、中心

信息的情绪性[F（1, 30）=43.27，P<0.001]、探针位置

[F（1, 30）=5.40，P<0.05] 的主效应均显著；线索化位

置×中心信息的情绪性[F（1, 30）=17.85，P<0.001]、线
索化位置×探针位置[F（1, 30）=130.25，P<0.001]、中
心信息的情绪性×探针位置 [F（1, 30）=40.50，P<
0.001]、线索化位置×中心信息的情绪性×探针位置[F
（1, 30）=20.20，P<0.001] 的交互作用亦均显著。为

此，进一步对三重交互效应进行简单效应检验，结果

发现：当线索化中性中心信息时，on-probe位置上探

情绪图片类型

中性

负性

效价

4.33±0.44
2.38±0.60

唤醒度

3.14±0.34
3.62±0.57

中 心 信 息
总注视时间(ms)
846.03±172.72

1016.77±220.64

线索化位置
中心

外周

中心信息的情绪性

中性

负性

中性

负性

on-probe(%)
2.81±2.58
2.93±3.78
1.79±2.37
2.05±3.19

off-probe(%)
2.21±2.75
4.38±3.96
2.95±3.28
3.28±4.55

线索化
位 置
中心

外周

中心信息
的情绪性
中性

负性

中性

负性

on-probe
(ms)

607.96±66.44
608.22±67.41
551.60±68.82
554.20±64.41

off-probe
(ms)

581.34±55.79
624.19±57.42
603.82±59.32
616.37±60.86

效应量
(ms)
26.62

-15.97
-52.22
-62.17

··234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年 第27卷 第2期
测靶子的反应时显著长于 off-probe位置上探测靶

子的反应时[F（1, 30）=5.82，P<0.05]，IOR效应量为

26.62ms，与“0”值进行单样本 t检验[t（30）=2.41，P<
0.05]的结果表明，存在显著的返回抑制效应；当线

索化负性中心信息时，对 on-probe位置上探测靶子

的反应时与 off-probe位置上探测靶子的反应时无

显著差异[F（1, 30）=1.45，P=0.24]，返回抑制效应消

失，甚至出现了易化效应倾向（效应量为-15.97
ms），t（30）=-1.21，P=0.24；当线索化外周信息时，不

管中心信息为中性或负性情绪，on-probe位置上探

测靶子的反应时显著短于 off-probe位置上探测靶

子的反应时[F（1, 30）中=19.81，P<0.001；F（1, 30）负=
31.37，P<0.001]，效应量均为负值（-55.22ms vs. -
62.17ms），与“0”值进行单样本 t检验[t（30）中=-4.45，
P<0.001，t（30）负=-5.60，P<0.001]的结果表明，返回

抑制效应消失，且均存在显著的易化效应，即在线索

化外周信息的条件下，中心信息影响外周背景信息

的返回抑制。

3 讨 论

3.1 线索化中心/外周信息的探测靶子反应错误率

反应错误率的结果表明，线索化中心、外周信息

条件的探测靶子错误率没有显著性差异，且总错误

反应率为 2.8%，表明被试有效操作了本实验任务。

但负性中心信息的探测靶子反应错误率显著高于中

性中心信息，由此可见，真实情绪场景中心信息的情

绪性会影响被试对探测靶子的判断，可能与负性中

心信息自动捕获注意，且注意解除困难有关。

3.2 线索化中心信息的返回抑制效应

研究结果发现，在中性真实情绪场景图片中，线

索化中心信息时，能对前面曾注意过的位置进行抑

制，从而提高搜索效率；但在负性真实情绪场景图片

中，这种注意抑制并不能阻碍个体再次注视之前注

意过的情绪信息的位置，返回抑制效应消失。由此

可见，不同类型的情绪信息对返回抑制产生了不同

的影响，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6-19]，表明返回抑制

是一种受情绪效价影响的非“盲目”机制。

除此之外，本研究发现，当线索化的中心信息为

负性情绪时，返回抑制效应不仅消失，而且还出现了

易化效应，这与以往采用单一情绪刺激作为线索或

靶子的研究结果 [17，18]不完全一致，在本研究中的负

性中心情绪信息为更具生态效度的中等唤醒度威胁

性信息，且隐性附随搜索范式的真实情绪场景图片

先后呈现两次，这说明真实情绪场景图片刺激的负

性中心信息与中性中心信息截然不同，负性中心信

息的注意捕获更大，不仅导致返回抑制效应减弱或

消失，而且注意解除困难，该结果也进一步印证了返

回抑制受刺激情绪性的影响。

3.3 线索化外周信息的返回抑制效应

线索化外周信息的结果表明，不论中心信息的

情绪性，返回抑制效应消失，且均出现易化效应，即

个体会更快地注视和加工之前注意过的位置。

Wilming等[20]在综合分析多个真实场景的眼动返回

抑制研究的眼动数据时发现，返回至1back和4back
的回视次数显著多于基线水平，出现眼动返回促进

效应。在搜索场景中出现眼动返回抑制还是眼动返

回促进，依赖于个体对之前注视过位置的加工深度，

当个体对之前注视过的位置进行了充分加工时，更

可能会出现返回抑制，以促进搜索效率；而当个体对

之前注视过的位置未进行充分加工时，更可能出现

返回促进效应，以再次深入加工之前注视过的位置
[6，20]。由于在真实情绪场景图片中，被试对中心信息

的总注视时间显著长于外周信息，更多地注视中心

信息，对中心信息加工更加充分，从而削弱个体对中

性外周背景的加工。因此，在线索化外周信息的条

件下，因受中心信息的影响，个体对外周信息的加工

不够充分，当探测靶子再次出现在之前线索化位置

时，为了更深入加工该位置的信息，个体会更快对落

入该位置的探测靶子做出反应，从而返回抑制效应

消失，出现了易化效应。

概括起来，本研究线索化中心信息的返回抑制

效应结果表明，在真实情绪场景中，人们对负性情绪

刺激的注意解除困难，至少在注意搜索的早期阶段

是一种较自动化的过程；而线索化外周信息时，不论

中心信息的情绪性如何，返回抑制效应消失且均出

现易化效应的结果给临床干预提供了一个重要启

示，即可通过类似于本研究中快速聚焦真实情绪场

景中外周信息的方式来达到注意偏向干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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