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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人们生活中一项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认知

活动。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的眼睛进行一系列的注

视停留和快速而短暂的跳动，称为眼跳。已有研究

认为眼跳如此频繁是因为受视敏度的限制。具体来

说，视敏度是指人眼分辨物体细微结构的最大能力，

阅读中读者需要不断调整注视点获得较好的视敏

度，由此引发了眼跳。Rayner将读者在阅读时的视

域分成三个区：中央凹（foveal）视觉区、副中央凹

（parafoveal）视觉区和边缘（peripheral）视觉区。中

央凹视觉区视敏度最高；副中央凹视敏度次之；边缘

区视敏度最差 [1]。大量研究发现，阅读者不仅能够

从中央凹注视词上提取信息，也能够从副中央凹提

取信息[1-6]。也就是说，当读者用中央凹视觉注视一

个词时，其副中央凹视觉对注视点右侧的词也进行

着信息加工，从而获得了该词右侧单词的部分信息，

这种效应称为副中央凹预视效应（parafoveal pre⁃
view effect）。Rayner发现，如果位于副中央凹内的

预视词和目标词共享某些语言特征，被试对目标词

的注视时间就会缩短，他将这种促进作用称为预视

效益[1，7，8]。

已有研究发现，中央凹负荷影响预视效益的获

得。举例来说，Henderson等的研究使用边界范式，

以英文文本为阅读材料，用词频及句法复杂性来控

制中央凹负荷，结果发现当中央凹区域呈现的目标

词为高频词或句法较简单时，读者获得的预视信息

相对较多，而中央凹区域呈现的目标词为低频词或

句法较复杂时获得的预视信息较少 [9]。White等人

通过操纵英文单词的词频来控制中央凹负荷，验证

了其对预视效益的影响[10]。然而，已有研究都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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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或句法复杂度作为控制中央窝负荷的因素[9，10]，

并未探索前词汇水平，也就是词汇识别的前期阶段，

这种影响是否依然存在。同时，已有文献也并未在

同一个研究中探索前词汇水平和词汇水平条件下，

中央窝负荷是否影响了预视效益。

同时，虽然都承认中央凹负荷对预视效益的影

响，但已有理论对这一影响的解释并不相同 [11-14]。

E-Z读者模型认为，当中央凹信息难度较大时，会减

小副中央凹的预视效益。原因是当呈现在中央凹区

域的词汇难度增大时，熟悉度检验和词汇通达的时

间会变长，那么个体从将注意转换到n+1词，到开始

向 n+1词的眼跳的间隔时间会减少。这样，不管先

前对呈现在中央凹区域的词汇的注视时间长短，中

央凹负荷都会影响预视效益。然而，Schroyens等人

认为，在有效的视觉范围内，所有的词汇都能被注意

到，读者对词汇间的加工是平行进行的。如果个体

阅读时在词 n上注视时间短，在注视词 n+1时会仍

然存在对词n的加工。该理论认为较难的词汇一般

注视时间较长，而当较难的词汇得到较短的注视时，

就会减少预视效益[14]。综上可见，这两种解释的争

论焦点在于呈现在中央凹区域的词汇的注视时间

（Fixation time）是否调节了预视效益。前者认为，注

视时间并不调节中央凹负荷对预视效益的影响。而

后者认为，如果中央凹负荷较大，较少的注视时间就

会减少预视效益。

另一方面，上述结论主要是基于拼音文字所得，

而相对于拼音文字，汉语是相对复杂的文字系统。

汉字是由一组笔画构成的规则的方块字，汉字的笔

画数反映了汉字的知觉负荷。Just等的研究发现汉

字笔画数越多，被试的注视时间越长[15]。彭聃龄等

利用命名法和词汇判断法也发现了在汉字识别中，

笔画数多的汉字的反应时更长[16]。同时，词频是影

响词汇识别的重要因素，通常发生在词汇识别的词

汇通达阶段，与识别率成正比[17，18]。由此可见，汉字

的笔画数和词频非常适用于操纵中央凹负荷，考察

前词汇水平和词汇水平条件下，中央窝负荷对预视

效益的影响。

据此，本研究应用眼动边界范式技术，通过两个

实验分别操纵汉语词汇的笔画数和词频，从前词汇

水平和词汇水平两个层面探讨了汉语阅读时中央窝

负荷对预视效益的影响，以及中央凹词汇的注视时

间是否调节预视效益。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考察前词汇水平和词汇水平的中央凹负荷加

大的情况下，中央凹注视时间是否影响预视效益；第

二，探讨中央凹词汇的注视时间是否调节预视效益，

以解决眼动控制理论对于中央凹负荷影响预视效益

的解释的争论。

1 实验一 不同笔画数的中央凹词是否影

响预视效益

1.1 研究方法

1.1.1 被试 在天津市高校选取大学生 24名（10
男，14女），年龄在21-24岁之间，裸眼视力或矫正视

力正常。实验结束后获得一份精美礼品。

1.1.2 实验材料 根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及词

语的笔画数选取了30组目标词，每组目标词包括多

笔画和少笔画的双字词各一个，多笔画和少笔画的

双字词在词频上相匹配。

表 1 目标词的首字笔画、尾字笔画、总笔画及词频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下同。

对不同笔画数的目标词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表明，多笔画目标词和少笔画目标词的首字笔

画差异显著,（t=-9.752, P<0.01）。多笔画目标词和

少笔画目标词的尾字笔画差异显著（t=-4.904, P<
0.01）。 多笔画目标词和少笔画目标词的总笔画差

异显著（t=-11.590, P<0.01）。多笔画目标词和少笔

画目标词的词频差异不显著（t=0.398, P>0.05）。
用多笔画词和少笔画词作为中央凹区域目标词

进行造句。为排除语境对目标词加工的影响[20]，句

中目标词之前和之后部分的内容相同，每个句子的

长度在 18-24个字之间。中央凹区域目标词（词 n）
后面的词为副中央凹区域目标词（词 n+1），在本研

究中，副中央凹区域目标词（词 n+1）采用三种预视

条件，包括等同条件、相似条件和控制条件。对三种

条件下的预视词的笔画数做了匹配。具体见图1。

图1 实验材料举例

1.1.3 实验材料的呈现 材料呈现为白底黑字，显

示器屏幕距被试的眼睛约75厘米，每个汉字在屏幕

上的大小为 30×30像素，对应约 0.9°的视角。相邻

目标词

多笔画

少笔画

首字笔画

13.96（3.30）
6.63（2.46）

尾字笔画

11.53（3.28）
7.80（2.58）

总笔画

25.56（3.93）
14.43（3.50）

词频

315.67（332.83）
347.86（2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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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间约有0.5厘米的距离，保证了预视字在副中央

凹位置。实验采用边界技术。被试开始阅读时，预

视词出现在目标词位置，当被试眼跳经过看不见的

边界时，预视词马上变成目标词。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中央凹区域目标词（词n）、副中央

凹区域预视词和目标词（词n+1）图示

1.1.4 实验仪器 实验采用EyelinkⅡ型眼动仪记

录，其采样频率为500次/秒。显示器屏幕刷新率为

120赫兹，屏幕分辨率为1024×768象素。

1.1.5 实验程序 为确保每个被试阅读的材料不

会重复，实验中把六种条件的句子平均分配到六个

子程序下，每个被试实验时只完成一个程序。

在实验中，每个句子呈现前，屏幕左边都出现一

个黑点，其作用是确认眼球记录的正确性。被试注

视黑点，按键后黑点消失，同时句子出现。实验时要

求被试正常默读，每个句子呈现的时间由被试自己

控制，被试阅读完句子，可自己按键，继续阅读下面

的句子。句子之后会随机出现问题,目的是检测被

试是否认真阅读。主试记录被试的回答，全部被试

的错误率低于4%。正式实验之前，主试先进行眼动

仪校准，之后进行练习，以便让被试熟悉实验程序。

正式实验指导语为：“下面你将要阅读一些句子，请

你认真阅读并尽可能理解句子含义。每次屏幕上只

出现一个句子，阅读完屏幕上的句子请按手柄键翻

页。有些句子呈现之后会随机出现阅读理解题，如

果出现，请口头回答。”整个实验大约进行 20分钟。

实验流程见图3所示。

图3 实验流程示意图

1.2 结果与分析

根据以下标准[5，9，10 ，21，22]对数据进行删除：（1）追

踪丢失（实验中因被试头动等因素导致眼动仪记录

数据丢失）；（2）注视时间小于 80ms或大于 1200ms
的数据；（3）大于或小于平均数三个标准差的数据。

实验中所有被试回答判断问题的正确率均为85%以

上，说明被试在实验过程中，认真阅读了实验材料。

总共剔除无效数据占总数据的 19%。数据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根据以往文献[9，10]，选择的分析指标分别是首次

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单一注视时间。

1.2.1 中央凹区域目标词（词n）的分析 不同笔画

数、不同预视条件下的中央凹区域目标词（词 n）的

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单一注视时间的结果见

表2。

词n笔画数

多笔画

少笔画

分析指标

首次注视时间

等同

312（106）
329（97）

相似

311（124）
304（77）

控制

334（155）
312（102）

凝视时间

等同

378（93）
349（81）

相似

366（119）
344（119）

控制

418（196）
347（101）

单一注视时间

等同

302（71）
316（93）

相似

312（76）
284（59）

控制

303（106）
266（75）

表 2 不同预视条件下的词n的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单一注视时间（ms）

通过2（笔画数：多笔画、少笔画）×3（预视类型：

等同条件、相似条件、控制条件）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在首次注视时间上，笔画数主效应不显

著，F(1, 23)=0.063, P>0.05；预视类型主效应不显著，

F(2, 46)=0.852, P>0.05；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2, 46)=0.920, P>0.05。在单一注视时间上，笔画数

主效应不显著，F(1, 23)=0.905, P>0.05；预视类型主

效应不显著，F(2, 46)=1.769，P>0.05；二者的交互作

用不显著，F(2, 46)=2.373，P>0.05。在凝视时间上，

笔画数主效应显著，F(1, 23)=5.489，P<0.05；预视类

型主效应不显著，F(2, 46)=0.726, P>0.05；二者的交

互作用不显著，F(2, 46)=0.731, P>0.05。
1.2.2 副中央凹区域目标词（词n+1）的分析 不同

笔画数、不同预视条件下的词n+1的首次注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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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对中央凹词汇（词n）的注视时间影响的分析

E-Z读者模型和 Schroyens 等人的理论对中央凹负

荷影响预视效益的解释存在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在

于对于中央凹词汇的注视时间是否调节预视效益。

E-Z读者模型认为，不管对词n的注视时间如何，中

央凹负荷都会影响预视效益。而 Schroyens 等人的

理论认为，如果词n较难时，对词n的注视时间如果

较少就会减少预视效益。

表4 词n的单一注视时间的分组以及相对应的词

n+1的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单一注视时间（ms）

为了解决以上争论，研究将词 n的单一注视时

间按长度进行分组，分为长短两组，并相应的计算每

个被试每种条件下词n的单一注视时间以及相对应

的词 n+1的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单一注视时

间。通过2（笔画数：多笔画、少笔画）×3（预视类型：

等同条件、相似条件、控制条件）×2（词n注视时间长

度：长、短）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管在词

n上的单一注视时间如何，在词n+1上，首次注视时

间 [F(1, 46) = 0.131, P>0.05]、凝视时间 [F(1, 46) =
0.056，P>0.05]和单一注视时间[F(1, 46) = 0.109, P>

0.05]均没有显著差异。词 n的注视时间长度、词 n
笔画数及预视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
0.05)。
1.3 讨论

以往的研究都以词频作为控制中央窝负荷的因

素[9，10]，这仅仅从词汇水平探讨了中央凹负荷对读者

获得预视效益的影响。汉语是不同于西方文字的特

殊文字系统，由不同的笔画数构成，汉语中汉字的笔

画数反映了前词汇水平的信息负荷[17]。实验一从前

词汇水平出发，使用汉语的笔画数作为控制中央凹

负荷的因素，探讨了不同笔画数的呈现在中央凹区

域的词汇是否影响预视效益。

在对中央凹区域目标词的注视时间的分析发

现，笔画数效应得到了凝视时间的支持。少笔画数

的词n的凝视时间显著少于多笔画数词n的凝视时

间。而在首次注视时间和单一注视时间上没有发现

笔画数效应。首次注视时间指被试第一次注视目标

词的时间，而单一注视时间是指第一遍注视中,有且

只有一次注视时的注视时间。二者均反映着早期单

词识别加工的情况。凝视时间指第一次通过某一区

域所有注视点的总注视时间，是单词加工的总体指

标[23]。中央凹区域目标词的笔画数效应仅在凝视时

间上得到体现，可能和笔画数反映的是词汇识别中

前词汇水平的知觉负荷有关。

而在对副中央凹区域目标词（词n+1）的分析中

发现，无论词n的笔画数如何，词n+1均在阅读中得

到了相同的预视效益。换句话说，即不同笔画数的

呈现在中央凹区域的目标词没有引起不同的副中央

表3 不同预视条件下词n+1的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单一注视时间（ms）

词n笔画数

多笔画

少笔画

分析指标

首次注视时间

等同

283（73）
273（57）

相似

284(65)
284(75)

控制

317(62)
309(89)

凝视时间

等同

355(85)
328(85)

相似

331(80)
346(110)

控制

396(139)
363(105)

单一注视时间

等同

284(70)
292(102)

相似

311(60)
302(41)

控制

336(59)
329(62)

词n笔画数

多笔

画

少笔

画

等同

相似

控制

等同

相似

控制

词n
单一注视时间

短

203
241
182
225
204
194

长

343
360
374
374
370
356

词n+1
首次注视时间

短

281
329
333
237
364
228

长

367
331
396
269
313
362

单一注视时间

短

296
293
298
237
424
180

长

391
405
429
281
317
387

凝视时间

短

335
529
433
304
463
426

长

438
447
488
308
343
404

凝视时间和单一注视时间的结果见表3。
通过2（笔画数：多笔画、少笔画）×3（预视类型：

等同条件、相似条件、控制条件）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在首次注视时间上，笔画数主效应不显

著，F(1, 22)=0.300, P>0.05；预视类型主效应显著，F
(2, 44)=3.613, P<0.05；进一步事后检验结果表明，等

同条件和相似条件的首次注视时间无显著差异，而

二者均显著少于控制条件。笔画数和预视条件的交

互作用不显著，F(2, 44)=0.079，P>0.05。在凝视时间

上，笔画数主效应不显著，F(1, 22)=0.676, P>0.05；预

视类型主效应显著，F(2, 44)=3.269, P<0.05；进一步

事后检验结果表明，等同条件和相似条件的凝视时

间无显著差异，而二者均显著少于控制条件。二者

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44)=0.904, P>0.05。在单一

注视时间上，笔画数主效应不显著，F(1, 22)=0.097,
P>0.05；预视类型主效应显著，F(2, 44)=3.495, P<
0.05；进一步事后检验结果表明，等同条件和相似条

件的单一注视时间无显著差异，而二者均显著少于

控制条件。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44)=0.377,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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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预视效益。由于笔画数在词汇加工时仅处于前词

汇水平，其加工负荷仅处于词汇识别的前期阶段，因

此实验一从前词汇水平层面证明了不同笔画数的词

汇所引起的加工负荷并不影响预视效益。另外，当

前的研究又进一步对词 n的注视时间进行分组，分

析其对词 n+1的影响。结果发现，词 n的注视时间

的长短并不影响词 n+1的加工，该结果支持了E-Z
读者模型。

2 实验二 不同词频的中央凹词是否影响

预视效益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在天津市某高校选取大学生 24名（9
男，15女），年龄在21-24岁之间，他们的裸眼视力或

矫正视力正常。实验结束后获得一份精美礼品。

2.1.2 实验材料 根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及

词语的笔画数选取了34对目标词，每组目标词包括

高频词和低频词的双字词各一个，高频词和低频词

的在笔画数上相匹配。

表5 不同词频的目标词在首字笔画、

尾字笔画、总笔画及词频上的匹配

经对不同词频目标词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结

果表明，高、低频目标词的词频差异显著，t=4.258,
P<0.01；高、低频目标词的首字笔画差异不显著，t=
0.313, P>0.05；尾字笔画差异不显著，t=0.368, P>
0.05；总笔画差异均不显著，t=-0.054, P>0.05。

将高频词和低频词作为中央凹区域的目标词

（词n）进行配对造句。配对的句子中除目标词不同

外，其它部分都相同。每个句子的长度在 18-24个
字之间。

中央凹区域目标词（词n）后面的词为副中央凹

区域目标词（词n+1），在本研究中，副中央凹区域目

标词（词n+1）采用三种预视条件，包括等同条件、相

似条件和控制条件。对三种条件下的预视词的笔画

数做了匹配。具体见图4所示。

图4 实验材料举例

2.1.3 实验材料的呈现 与实验一相同。

2.1.4 实验仪器 与实验一相同。

2.1.5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与实验一相同。每个

被试阅读34个实验句和20个填充句。实验中随机

出现的问题共 11个。整个实验大约进行 20分钟。

实验指导语和流程图同实验一。

2.2 结果分析

筛选数据的标准同实验一。所有被试在阅读理

解题中的正确率为 90%以上，表明这些被试认真地

阅读了实验材料。总共剔除无效数据占总数据的

26%。

选择的分析指标同实验一。

2.2.1 中央凹区域目标词（词 n）的分析 不同词

频、不同预视条件下的中央凹区域目标词（词 n）的

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单一注视时间的结果见

表6。

词n频率

高频

低频

分析指标

首次注视时间

等同

246（42）
262（69）

相似

258(68)
278(47)

控制

267(50)
305(72)

凝视时间

等同

297（92）
326（125）

相似

291（92）
374（121）

控制

340（89）
432（139）

单一注视时间

等同

249（41）
260（71）

相似

259（69）
286（62）

控制

262（53）
313（81）

表 6 不同词频、不同预视条件下的词n的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单一注视时间（ms）

目标词

高频

低频

首字笔画

7.91(2.86)
7.68(3.31)

尾字笔画

7.12(3.70)
7.41(2.84)

总笔画

15.03(4.94)
15.08(4.04)

词频

16908.91(22820.46)
243.35(225.13)

通过2（词频：高频、低频）×3（预视类型：等同条

件、相似条件、控制条件）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在首次注视时间上，词频主效应显著，F(1, 35)=
8.337, P<0.01；预视类型主效应显著，F(2, 70) =
6.370, P<0.01；进一步的检验发现，等同预视条件与

控制条件的差异显著，P<0.05，相似预视条件与控制

条件的差异显著，而等同条件与相似条件无显著差

异，P>0.05。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70) =
1.017，P>0.05。在单一注视时间上，词频主效应显

著，F(1, 35)=14.159, P<0.01；预视类型主效应不显

著，F(2, 70)=3.942，P>0.05；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70)=1.041, P>0.05。在凝视时间上，词频主效应

显著，F(1, 35)=28.350, P<0.01；预视类型主效应显

著，F(2, 70)=8.760，P<0.05；进一步的检验发现，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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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视条件与控制条件的差异显著, P<0.05，相似预视

条件与控制条件的差异显著, P<0.05，而等同条件与

相似条件无显著差异，P>0.05。二者的交互作用不

显著，F(2, 70)=2.400, P>0.05。
2.2.2 副中央凹区域目标词（词n+1）的分析 不同

词频、不同预视条件下的词n+1的首次注视时间、凝

视时间和单一注视时间的结果见表7。
通过2（词频：高频、低频）×3（预视类型：等同条

件、相似条件、控制条件）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在首次注视时间上，词频主效应不显著，F(1,
35)=3.940，P>0.05；预视类型主效应显著，F(2, 70)=
24.034, P<0.05；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2, 70) =
3.706, P<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词n为低

频词时，等同预视条件的首次注视时间显著短于相

似条件和控制条件，而相似条件和控制条件的首次

注视时间并无差异。而词 n为高频词时，等同预视

条件与相似条件的首次注视时间无差异，而等同预

视条件及相似条件的首次注视时间均显著短于控制

条件。在单一注视时间上，词频主效应不显著，F(1,
35)=2.304, P>0.05；预视类型主效应显著，F(2, 70)=
22.834, P<0.01；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2, 70) =
3.143, P<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词n为低

频词时，等同预视条件的单一注视时间显著短于相

似条件和控制条件，而相似条件和控制条件的单一

注视时间并无差异。而词 n为高频词时，等同预视

条件与相似条件的单一注视时间无差异，而等同预

视条件及相似条件的单一注视时间均显著短于控制

条件。在凝视时间上，词频主效应不显著，F(1, 35)=
2.825, P>0.05；预视类型主效应显著，F(2, 70) =
19.302, P<0.05；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2, 70) =
3.190，P<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词n为低

频词时，等同预视条件的凝视时间显著短于相似条

件和控制条件，而相似条件和控制条件的凝视时间

并无差异。而词 n为高频词时，等同预视条件与相

似条件的凝视时间无差异，而等同预视条件及相似

条件的凝视时间均显著短于控制条件。

2.2.3 对中央凹区域目标词（词n）的注视时间的影

响的分析 为了解决E-Z读者模型和 Schroyens 等

人的理论的争端，与实验一采用相同的方法，将词n
的单一注视时间按长度进行分组，分为长短两组，并

相应的计算每个被试每种条件下词n的单一注视时

间以及相对应的词 n+1的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

和单一注视时间（见表8）。
对词n+1的注视时间进行2（词频：高频、低频）×

3（预视类型：等同条件、相似条件、控制条件）×2（词

n注视时间长度：长、短）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发现词 n的注视时间主效应在首次注视时间[F(1,
26) =0.661, P>0.05]、凝视时间 [F(1, 26) =1.601, P>
0.05]和单一注视时间[F(1, 26)=3.789, P>0.05]均不显

著。词n的注视时间、词n词频及预视类型之间的交

互作用均不显著, P>0.05。结果表明，在词n上的单

一注视时间的长短，并不影响词n+1的加工。

词n频率

高频

低频

分析指标

首次注视时间

等同

265（52）
273（62）

相似

274（53）
313（59）

控制

332（86）
330（59）

凝视时间

等同

286（68）
294（53）

相似

295（63）
332（51）

控制

348（97）
344（63）

单一注视时间

等同

266（49）
273（56）

相似

276（51）
311（58）

控制

334（94）
328（57）

词n频率

高频

低频

等同

相似

控制

等同

相似

控制

词n
单一注视时间

短

214（29）
204（38）
208（31）
211（20）
203（23）
208（25）

长

341（55）
423（42）
338（66）
348（33）
372（76）
321（46）

词n+1
首次注视时间

短

273（66）
268（51）
362（123）
286（76）
309（62）
317（66）

长

278（55）
308（99）
350（165）
244（55）
323（62）
349（116）

单一注视时间

短

255（35）
287（52）
343（93）
255（56）
312（58）
331（58）

长

276（51）
260（39）
353（115）
277（61）
331（54）
348（64）

凝视时间

短

284（72）
288（75）
344（91）
303（45）
330（58）
327（65）

长

296（74）
314（55）
344（104）
282（61）
331（50）
353（66）

2.3 讨论

在实验二中，探讨了用词频控制中央凹负荷是

否能够引起不同的副中央凹预视。实验发现，在首

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单一注视时间上均发现了

词频和预视类型的交互作用。这证明了用词频控制

的中央凹负荷能够引起不同的预视信息的获得，当

表 7 不同预视条件下的词n+1的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单一注视时间（ms）

表8 词n的分组以及相对应的词n+1的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单一注视时间（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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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n为低频词时，获得的预视信息较少，而当词n为
高频词时，获得的预视信息较多。

本实验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词n的注视时间长

短是否会影响到预视信息的获得。这主要是解决

Reichle等人提出的E-Z读者模型和 Schroyens等人

关于对中央凹负荷调节预视信息问题的争论 [11-14]。

E-Z模型认为，不管先前的注视时间如何，中央凹负

荷都会影响预视效益。而 Schroyens 等人的理论认

为，如果中央凹词汇较难，先前的注视时间较少会减

少预视效益。本研究将词n的单一注视时间划分为

长短两组，分析词 n注视时间长度、预视类型、词频

三者的相互影响。结果发现，词 n的注视时间的长

度并不影响预视信息的获得。这个结果同样支持了

E-Z读者模型的观点。

3 总讨论

中央凹负荷对知觉广度的调节问题是阅读眼动

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从汉语语言的特点出

发，对该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本研究的两个系列实验分别从前词汇水平和词

汇水平探讨了中央凹负荷是否能够调节预视信息的

获得。研究发现，当词n为不同笔画数的词时，并没

有引起读者获得不同的预视效益。而当词n为不同

词频的词时，读者对词 n+1产生了不同的预视。低

频词时获得的预视信息要少于高频词。笔画数效应

发生在词汇加工的前词汇阶段，而词频效应发生在

词汇加工的词汇通达阶段，处于词汇水平阶段。因

此，两个实验分别证明了在汉语阅读时前词汇水平

的中央凹负荷并不能调节副中央凹预视效益，而词

汇水平的中央凹负荷才能够引起不同的预视效益的

获得。Henderson等人[9]及White等人[10]的研究同样

发现了英文阅读中词汇水平的中央凹负荷影响副中

央凹预视效益的获取。一方面，当前的研究从汉语

阅读的角度再次验证了Henderson等人及White等
人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证明了汉语阅读

中，在前词汇水平的中央凹负荷并不能影响读者的

预视效益。

对于以上结果，E-Z读者模型能够给予更好的

解释。该模型认为单词识别分为熟悉度检验和词汇

通达两个阶段，熟悉度检验的完成能同时触发眼跳

计划和词汇通达的开始，而词汇通达的完成则是内

部注意转换开始的信号。读者在注意转换开始到发

生眼跳的时间间隔内发生了预视。中央凹负荷影响

预视效益的原因在于，当中央凹负荷增大时，熟悉度

检验和词汇通达的时间会变长，那么个体从注意转

换到n+1词到发生向n+1词的眼跳的间隔时间会减

少 [11-13]。笔画数效应发生在前词汇水平，前词汇水

平的因素在熟悉度检验和词汇通达上起的作用较

小，因此笔画数引起的中央凹负荷不影响预视效益

的获得；而词频效应发生在词汇水平，是影响词汇通

达的时间的重要因素，因此词汇所引起的中央凹负

荷影响预视效益。

E-Z读者模型和 Schroyens等人理论的争论焦

点在于中央凹词汇的注视时间是否调节预视效益[11-

14]。E-Z模型认为，不管先前的注视时间长短，中央

凹负荷都会影响预视效益；而 Schroyens等人认为，

如果中央凹词汇较难，先前的注视时间较少会减少

预视效益。本研究针对这一理论争论，对中央凹词

汇的注视时间按照时间进程进行分组，分析了中央

凹词汇的注视时间是否会影响预视效益。研究发现

词n的注视时间对预视效益没有影响。无论不同笔

画数的中央凹词汇还是不同词频的中央凹词汇，先

前的注视时间不同并不能影响读者获得不同的预视

效益。这一结果支持了E-Z阅读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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