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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知识的学习在中学数学学习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学生掌握几何知识与视空间能力存在密切关

系，并且学生几何学业成绩与视觉工作记忆密切相

关[1]。

视觉工作记忆（Visual Working Memory）是工作

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对当前任务相关的

视觉和空间信息进行暂时存储和操作，在空间定向

和导航等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发现，通过视

觉工作记忆可以预测几何成绩[2，3]。蔡丹[2]采用轴对

称与中心对称图形任务，研究发现，视觉—空间模板

在几何任务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几何学习主要受到

视觉工作记忆的影响，而与语音回路关系不明显；

Giofrè等人[3]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路径分析模

型发现，典型的视觉工作记忆任务能直接预测几何

学业成绩。

通过工作记忆训练，能够促进被训练者完成其

他任务，这被称为工作记忆训练的迁移，包括近迁移

和远迁移[4]。近迁移是指工作记忆训练能够提高与

其非常相似任务的成绩。研究者以特殊人群（学习

障碍儿童，焦虑症患者）和健康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发现通过工作记忆训练可以提高被训练者的视觉工

作记忆广度 [5，6]。Schwarb，Nail和 Schumacher[5]以大

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N-back任务进行2-4周的工

作记忆训练，发现被训练者的视觉工作记忆广度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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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高；Hotton, Derakshan和 Fox[6]通过对焦虑症患

者进行工作记忆训练，发现被训练者的工作记忆容

量得到提高，而焦虑水平显著下降。

工作记忆训练的远迁移是指工作记忆训练能够

提高与其不相似任务的成绩[4]。通过工作记忆训练

能提高被训练者的中央执行功能、推理能力、流体智

力以及学业成就等[7，8]。近年来，研究者关注工作记

忆训练对数学学业成绩的迁移影响。Nelwan, Viss⁃
ers和Kroesbergen[9]对数学学习困难和注意力存在缺

陷的小学生进行工作记忆训练后，发现被训练者的

算术成绩明显提高；Söderqvist和Bergman[10]发现，经

过工作记忆训练后，普通小学生的数学运算成绩得

到提高。还有研究发现，工作记忆训练对几何学习

产生迁移。Zhang等人 [11]以 4个几何学习困难的小

学生为被试，通过视觉组块策略训练后，发现被试的

视觉想象技能和视觉工作记忆广度都得到提高，且

几何成绩也获得提升。Zhang[12]采用个案研究，以几

何学习困难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视觉N-
back训练，结果发现，这些大学生的一般几何能力

有显著提高。Zhang等人[11，12]认为，视空间能力是几

何学习的核心，对几何学习困难的学生进行视空间

任务训练，提高了这些学生的视空间能力，从而提高

几何成绩。几何学习困难学生和一般学生相比，主

要在视空间能力上存在不足[1]。

场依存性认知风格是个体差异的重要维度之

一，分为场独立和场依存两种类型。场独立者在信

息加工过程中倾向于依赖内部参照，而场依存者在

信息加工过程中倾向于依赖外部参照 [13]。研究发

现，场独立者视空间能力要好于场依存者，场独立者

在空间任务加工上有优势 [14，15]。在解决几何问题

时，场依存者比场独立者面临更大的困难[16]；相对于

场依存学生，场独立学生的几何思维能力更高 [17]。

不同认知风格学生在视空间能力和几何学习方面存

在差异，那么，通过工作记忆训练是否对不同认知风

格学生的视觉空间能力和几何学习产生不同影响？

本研究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镶嵌图形测

验”选取典型场独立和场依存学生，通过一段时间的

视觉N-back任务训练，探讨工作记忆训练对不同认

知风格学生视觉空间能力和几何学习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济南市某中学随机选取初中二年级五个班学

生200名，以班级为单位团体施测“镶嵌图形测验”，

根据得分进行排名，取前 30%的学生为场独立型被

试，共 60人（男生 33人）；取后 30%的学生为场依存

型被试，共60人（男生35人）。然后，将场独立型被

试随机分为两组：训练组Ⅰ（共30人，男生19人）和

控制组Ⅰ（共30人，男生14人）；将场依存被试随机

分为两组：训练组Ⅱ（共30人，男生18人）和控制组

Ⅱ（共30人，男生17人）。由于部分被试没有完成训

练任务，最终训练组有效被试50人，其中，场独立25
人（男生 16人）；场依存 25人（男生 15人）。被试的

平均年龄为13.65±0.43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

为右利手。

1.2 实验仪器与材料

1.2.1 仪器 使用 E-prime2.0和C++ 软件编写实

验程序，视觉工作记忆广度测验及视觉N-back训练

任务均在计算机中心的联想电脑上进行，电脑配置

Window7系统，17寸显示器，分辨率为 1024×768。
1.2.2 几何成绩测验Ⅰ 参照义务教育教科书七

年级下册《数学（第二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出版），从中选取几何类内容，与任课教师共

同编制用于前测的几何成绩测验Ⅰ，共15题。选取

20名不参加实验的初中二年级学生进行施测，根据

答题情况，从中选取难度在0.3至0.7之间的题目，共

9题，总分为90分，测验的整体难度为0.517。
1.2.3 几何成绩测验Ⅱ 参照义务教育教科书八

年级上册《数学（第二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出版），采用与几何成绩测验Ⅰ相同的编制

方法，编制用于后测的几何成绩测验Ⅱ，共 8题，总

分为80分，测验的整体难度为0.568。
1.2.4 视觉工作记忆广度测验 采用参照Corsi积
木点击任务设计的计算机任务[14]，用立方体代替积

木，共 16块立方体，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中央蓝色背

景中（23°×25°），矩阵形式为 4×4，路径为复杂路

径。测试开始后，蓝色背景屏幕呈现 16（4×4）个白

色立方体，点击“开始”按钮后，黑色箭头会依次指向

其中的 3个立方体，每个立方体指向时间为 600ms，
间隔时间为400ms，箭头消失后，要求被试立即用鼠

标左键按顺序点击刚才黑色箭头指向的 3个立方

体。如果连续两次错误，实验结束，如果连续两次正

确，则增加一个立方体。记录任务停止时，正确点击

立方体的数目作为被试视觉工作记忆广度的指标。

1.2.5 N-back训练任务 采用以往研究中的视觉

N-back训练任务[12]。在N-back任务中，刺激依次呈

现，对于所呈现的每一个刺激，要求被试判断当前出

现的刺激与前面的第 n个刺激是否相同，如当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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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求被试对当前刺激与前一个刺激作比较，并判

断这两个刺激是否相同；当n=2时，要对当前刺激与

前面第2个作比较，并做出判断。以此类推。

1.3 实验程序

该实验分为三个阶段：前测阶段，工作记忆训练

阶段和后测阶段。

第一阶段，前测。被试进行几何成绩测验Ⅰ和

视觉工作记忆广度测验两项任务。

第二个阶段，工作记忆训练。被试坐在距离计

算机屏幕约 57cm 的位置，屏幕上呈现N-back训练

任务，一个蓝色正方形（大小）随机呈现于 3×3的方

格中（最中间位置除外），呈现时间为 500ms。
2500ms的空屏后，要求被试在3000ms内进行反应，

判断当前刺激出现的位置是否与前第n个刺激的位

置相同。每个试次包含20+n个刺激，包括6个目标

刺激和 14+n个非目标刺激。如果被试在某个试次

中正确率高于90%，那么被试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如果正确率低于70%，则退回到上一个阶段；如果正

确率在 70%至 90%之间，则维持现有阶段。在每次

训练结束后，给予被试反馈，告诉被试每次训练结束

时n的水平。每次接受15个试次的训练，时间大约

30min。每周训练五次，一共训练四周。在训练组进

行训练时，两个控制组进行 30分钟的自习，内容为

当日的数学作业。

第三个阶段，后测。被试完成几何成绩测验Ⅱ
和视觉工作记忆广度测验两项任务。

2 结 果

计算所有被试（110人）几何成绩的平均分与标

准差后，将几何成绩测验Ⅰ和几何成绩测验Ⅱ的原

始分数转换为T分数（T=50+10Z）；用后测减去前测

分数获得几何成绩的增值分数。采用SPSS16.0软件，

对前测分数，后测分数以及增值分数进行统计分析。

2.1 视觉工作记忆广度结果

不同认知风格训练组与控制组被试在视觉工作

记忆广度前测、后测的得分以及增值分数见表1。
表1 不同认知风格训练组与控制组视觉

工作记忆广度前、后测及增值分数（M±SD）

对表1中场独立组和场依存组的前测视觉工作

记忆广度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场独立组

（5.04±1.01）的工作记忆广度前测分数显著高于场

依存组（4.31±1.29），t（108）=3.333，P=0.001，Cohen’
d=0.63。对场独立训练组和控制组Ⅰ、场依存训练

组和控制组Ⅱ的前测视觉工作记忆广度分别进行独

立样本 t检验，差异均不显著（Ps>0.05）。
对场独立训练组和控制组Ⅰ的视觉工作记忆广

度增值分数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场独立训练组的

工作记忆广度增值分数显著高于控制组Ⅰ，t（53）=
2.393，P=0.02，Cohen’d=0.65。对场依存训练组和控

制组Ⅱ的工作记忆广度增值分数进行独立样本 t检
验，场依存训练组的工作记忆广度增值分数显著高

于控制组Ⅱ，t（53）=2.877，P=0.006，Cohen’d=0.78。
2.2 几何成绩测试结果

不同认知风格训练组与控制组被试在几何成绩

测验前测、后测的得分以及增值分数见表2。
表2 不同认知风格训练组与控制组

几何成绩前、后测及增值分数（M±SD）

对表2中场独立组和场依存组的前测几何成绩

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场独立组（54.44±
9.51）的几何成绩分数显著高于场依存组（45.00±
7.95），t（108）=5.649，P<0.001，Cohen’d=1.08。对场

独立训练组和控制组Ⅰ、场依存训练组和控制组Ⅱ
的前测几何成绩分别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差异均

不显著（Ps>0.05）。
对场独立训练组和控制组Ⅰ的几何成绩增值分

数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场独立训练组的几何成绩

增值分数与控制组Ⅰ差异不显著（P>0.05）。对场依

存训练组和控制组Ⅱ的几何成绩增值分数进行独立

样本 t检验，场依存训练组的几何成绩增值分数显

著高于控制组Ⅱ，t（53）=3.273，P=0.002，Cohen’d=
0.89。
3 讨 论

本实验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视觉N-back任务

训练后，场独立和场依存学生的视觉工作记忆广度

均有显著提升。Colom等人[18]采用视觉N-back训练

任务，对训练组进行 25次训练后，发现其视觉空间

前测分数

后测分数

增值分数

场独立组

训练组
(n=25)

53.40±9.69
55.47±7.69
2.07±8.37

控制组Ⅰ
(n=30)

55.30±9.42
53.34±8.81
-1.95±12.04

场依存组

训练组
(n=25)

43.59±7.03
49.43±7.90
5.84±9.80

控制组Ⅱ
(n=30)

46.17±8.59
42.57±10.70
-3.61±11.32

前测分数

后测分数

增值分数

场独立组

训练组
(n=25)

4.84±1.01
5.43±0.85
0.59±0.98

控制组Ⅰ
(n=30)

5.21±0.99
5.11±0.82

-0.10±1.13

场依存组

训练组
(n=25)

4.11±1.35
4.87±1.13
0.76±1.33

控制组Ⅱ
(n=30)

4.48±1.22
4.20±0.90

-0.2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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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能力得到明显提高。Gade, Zoelch和 Seitzstein
[19]以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Crosi积木点

击任务训练，发现训练组的视觉工作记忆容量得到

了明显的提高。采用ERP技术进行的研究发现，躁

狂症患者通过工作记忆训练后，CDA ( contralateral
delay activity，对侧差异波) 波幅显著增加 [20]。CDA
成分反映了视觉工作记忆容量大小[21]，说明通过工

作记忆训练提高了视觉工作记忆容量。采用功能性

磁共振扫描（fMRI）技术进行的研究发现，经过工作

记忆训练后，与工作记忆相关的前额叶和顶叶的激

活程度明显增加[22]，并且额叶和顶叶脑区间的功能

连接也得到增强[23]。由于大脑具有可塑性，一段时

间的工作记忆训练可能长期地改变了大脑相关脑区

的功能，对于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初中生来说，工作记

忆训练很可能通过改变大脑相关脑区的功能，从而

增加其视觉工作记忆广度，进而提升视觉空间能力。

对不同认知风格初中生几何成绩进行分析发

现，与相应的控制组相比，场依存训练组的几何成绩

得到明显提高，而场独立训练组的几何成绩没有明

显的提高。原因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第一，视觉N-
back训练任务能够提升场依存被试的视空间能力，

进而提高几何成绩。以往的研究发现，视觉工作记

忆与几何成绩密切相关，视觉工作记忆在几何学习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4]。而场依存被试的视空能

力比较差，在路径或呈现材料结构复杂的条件下，场

独立者的视空间工作记忆广度明显好于场依存者
[14]。在工作记忆训练过程中，随着N-back任务的难

度不断增加，场依存被试通过完成越来越复杂的视

空间任务，提高了视空间的存储和加工能力，而视空

间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改善与其密切相关的几何成绩。

第二、视觉N-back训练任务能够促进场依存型

学生空间策略的转变。以往研究表明，当进行工作

记忆训练时，被试反复在工作记忆容量限制的边界

进行认知加工，此时尽管没有直接的策略指导，为了

提高任务成绩，他们也会在训练过程中，积极反思自

己的方法，自发地使用复述、组块等策略，从而提高

工作记忆容量，并且能把这种策略迁移到未训练的

任务中[25]。以往研究发现，场依存者在进行视空间

任务时，主要采用“地标空间风格（landmark spatial
style）”策略，即仅仅利用外在环境中的突出标志来

进行定位和导航；而场独立者则主要采用“测量空间

风格（survey spatial style）”策略，即倾向于利用环境

中的多种线索形成心理地图，这种心理表征编码了

位置、距离和方向等信息，从而能较好地完成视空间

任务 [15，26]。在完成视觉空间任务时，后者是一种更

为有效的策略。在本研究中，N-back任务要求被试

判断当前刺激出现的位置是否与前面某个刺激的位

置相同，属于一种视觉空间任务。多次的N-back任
务的训练会使场依存学生改变原有的不适合完成这

一任务的策略，采用更为有效的“测量空间风格”策

略，即对N-back任务形成更综合、全面的心理地图

表征，从而有助于该任务的完成。几何学习是一种

以视空间加工任务为主的学习，场依存学生在N-
back训练任务中获得的有效视空间加工策略，有助

于视空间任务更快、更好地完成，从而促进其几何成

绩的提高。

第三，场依存学生几何成绩的提高可能来自N-
back训练任务的补偿效应。工作记忆训练的补偿

效应是指在工作记忆训练过程中，原先表现差的被

试获益更多[27]。这种补偿作用不仅表现在训练任务

上，也表现在新的、未经训练的任务上 [7]。研究表

明，相比于高工作记忆广度儿童，低工作记忆广度儿

童进行工作记忆广度训练后，视觉工作记忆广度和

其他的工作记忆测试成绩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并且

数学成绩有明显的提高，但高工作记忆广度儿童的

数学成绩则没有提高[28，29]。另外，与普通被试相比，

一些特殊群体（如高焦虑者、多动症等）在工作记忆

训练后，认知能力或学习成绩也得到了明显提升[6，30，

31]。在本研究中，对场独立和场依存学生的前测几

何成绩的分析表明，场依存学生的几何成绩明显低

于场独立学生，因此，经过多次视觉N-back训练，可

能对场依存学生的几何成绩的提高有补偿作用，促

进了其几何成绩的提高，而对场独立学生则不存在

这种补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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