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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认知的早期加工阶段，社会范畴加工

被认为是一种简化认知过程的有效策略 [1]，人们往

往会快速地根据年龄、性别、种族、职业等社会范畴

来对不熟悉的个体进行加工与分类[2-4]。有时候，人

们会通过有意识地判断陌生人的某些社会范畴来描

述并理解他人，例如性别、年龄和种族等。这种情况

下发生的是外显社会范畴加工[2-4]。与此同时，我们

也会无意识地加工他人的社会范畴。例如，虽然只

是对他人面孔的短暂一瞥，认知者就可以无意识地

快速收集各种各样的社会范畴信息，对此研究者们

称之为内隐社会范畴加工[3]。

社会心理学家普遍认为，社会知觉对象既有可

能引发外显社会范畴加工，也有可能引发内隐社会

范畴加工，甚至同时引发内隐社会范畴加工和外显

社会范畴加工[5，6]。那么，内隐社会范畴加工和外显

社会范畴加工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当个

体外显加工某一社会范畴时，是否会内隐地加工无

关的社会范畴？对此，一些研究者声称内隐社会范

畴加工的发生取决于一定的条件 [2]，如社会背景 [7]、

动机[8]、注意资源等[9]。

从年龄差异的视角考察上述问题是一个较好的

研究路径。一方面，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老化会导致

外显认知能力、包括外显社会范畴加工能力的衰退
[10-12]。另一方面，老化是否会削弱内隐认知却存在

很大的分歧，进而导致外显加工与内隐加工之间关

系界说的分歧。一些研究者认为，内隐加工似乎不

受年龄的影响。Howard等人证实，老化并未损害空

间背景的内隐学习 [13]。Mitchell和Bruss发现，虽然

老年人的外显记忆有所退化，但其内隐记忆的表现

与年轻人相似[14]。在词干补笔 、图片命名和目标决

策等测试中，内隐加工也不随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15]。由此可见，内隐加工和外显加工可能是彼此独

立的加工系统[16]。然而，其他一些研究发现，随着年

龄增长，内隐认知也会有所下降，因而主张可能存在

一个共同的加工系统来操纵内隐加工和外显加工[17]。

为此，采用Garner选择注意范式，本研究旨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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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内隐社会范畴加工和外显社会范畴加工之间可能

存在的关系，同时回应内隐加工系统与外显加工系

统是否属于一个系统的理论争议。Garner选择注意

范式主要用于测试人们是否有能力专注于目标相关

维度并忽视无关维度[18，19]。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范式

同时检测外显的和内隐的认知加工。一般来说，

Garner范式包括两个条件：（a）基线条件，认知者需

要对目标相关的维度进行分类，无关维度保持不

变。（b）混合交叉条件，认知者有相同的分类任务，但

同时无关维度得到改变。

人的面孔，尤其是陌生人的面孔可以揭示大量

的范畴信息，我们只须一瞥人的面孔，就可能迅速获

知该面孔所携带的性别与年龄等社会范畴信息 [3]。

为此，本研究设计了两个实验，以年龄和性别作为目

标范畴来探讨内隐和外显社会范畴加工的关系以及

认知者年龄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研究具体假设为：如果年轻人和老年人在混

合交叉条件下的反应均慢于基线条件，表明人们没

有忽视无关维度的变化，内隐社会范畴加工未随年

龄的变化而变化，进而证实内隐社会范畴和外显社

会范畴通过不同的系统进行加工。如果老年人在两

种条件下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年轻人具有显著

差异，表明老年人没有内隐加工无关范畴，年龄影响

着内隐社会范畴加工，意味着内隐社会范畴和外显

社会范畴通过共同的加工系统予以加工。

1 实验 1 认知者的年龄对外显性别范畴

加工和内隐年龄范畴加工的影响

1.1 方法

1.1.1 被试 75人参与本次实验，其中年轻被试40
人（男性 18人，女性 22人），均为大学生。年龄 19-
26岁，平均年龄 22岁。老年被试 35人（男性 17人，

女性 18人），均来自某老年大学，年龄 58-88岁，平

均年龄64岁。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

力正常。实验结束后获得一定的报酬。

1.1.2 材料 刺激材料包括80张面孔图片（20张年

轻男性，20张年轻女性，20张老年男性，20张老年女

性）。所用的面孔照片筛选自中国面孔图片库[20]，从

中选择中立的表情，并采用Photoshop 8.0软件对所

获得的面孔照片进行统一化处理，去除了头发、衣服

和背景等干扰信息，文件大小统一为 256像素×256
像素，统一为灰度色调；根据吸引力五点量表评价，

这 80张面孔照片在吸引力上没有显著差异。所有

的刺激在电脑显示器上用E-Prime 2.0 呈现。记录

反应时和正确率。其中，正确率超过 90%的反应时

数据才能认为是有效数据，纳入到最终的数据分析。

1.1.3 程序 实验中被试将会在电脑屏幕上看到

一系列面孔照片，其任务是对面孔的性别进行分类，

并且准确而快速地做出按键反应。如果是男性面孔

按“F”键，如果是女性面孔按“J”键（按键设置进行被

试间平衡）。

基线条件下有两个block，在block1中向被试呈

现 20张年轻面孔照片，其中面孔的性别随机变化；

在block2中向被试呈现20张老年面孔照片，其中面

孔的性别也是随机变化。混合交叉条件下，向被试

呈现40张面孔照片，其中年轻男性、年轻女性、老年

男性、老年女性各10张，性别和年龄随机呈现。

采用E-Prime2.0编程。刺激在屏幕中央呈现，

被试坐在屏幕前 70cm处，计算机的分辨率为 800×
600。实验中的每个 trial，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

点“+”，持续时间500ms，然后呈现面孔照片，直到被

试做出按键反应后才开始呈现下一个注视点（时间

限制为1500ms以内）。记录被试判断的反应时和正

确率。

1.2 结果

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采用 SPSS16.0对
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处理。采用 2（被试年龄：老年-
年轻）×2（任务条件：基线条件-混合交叉条件）×2
（面孔年龄：年轻-老年）×2（面孔性别：男性-女性）

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被试年龄为组间变量，面孔性

别、面孔年龄和任务条件为组内变量。只分析被试

正确反应试次的反应时，同时删除三个标准差以外

的极端数值。表1中呈现的是基线条件下和交叉条

件下被试完成任务判断所需要的平均反应时及标准

差。实验结果与分析见表1。
结果表明：任务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1, 69)=

6.289, P=0.015，η2=0.084，被试在基线条件下的反应

时(M =704.37 ms, SD=9.92)显著快于在交叉条件下

的反应时(M=719.83 ms, SD=10.51)。被试年龄主效

应显著，F(1, 69)=23.91, P<0.001, η2 =0.987，老年被

试对面孔的平均反应时 (M=759.74 ms, SD=13.08)显
著慢于年轻被试对面孔的平均反应时 (M=664.46
ms, SD=13.08)。任务条件和被试年龄交互作用显

著，F(1, 69)=12.580, P<0.01, η2=0.15。简单效应分析

表明，在年轻被试水平上，任务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1, 69)=20.334, P<0.001。即年轻被试在基线条件

下的平均反应时(M=645.79ms, SD=15.6)显著低于交

叉条件下的反应时(M=693.12ms, SD=16.17)。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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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试水平上，任务条件的主效应未达到显著，老年

被试在两种任务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不存在显著

差异，F(1, 69)=0.491, P=0.486（M 基线=762.95ms, SD=
17.22；M 交叉=756.54ms, SD=17.86）。被试年龄和面

孔年龄的交互作用显著，F(1, 69)=4.598, P<0.05, η2=
0.062。在年轻被试水平上，面孔年龄的主效应显

著，F (1, 69)=24.15, P<0.001。相比于老年面孔，年

轻被试对年轻面孔的反应更快（M 老年面孔=685.51ms,
SD=15.98；M年轻面孔=646.4ms, SD=15.5）。在老年被试

水平上，面孔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老年被试对年轻

面孔和对老年面孔的反应时间不存在显著差异，F
(1, 69)=2.43, P=0.124。此外，面孔性别和面孔年龄

的 交 互 作 用 显 著 ，F(1, 69) = 7.087, P<0.05, η2=
0.093。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女性面孔条件下，面孔

年龄主效应显著，F(1, 69)=22.97, P<0.001。即相比

于年轻女性面孔，被试对老年女性面孔的反应时间

更长。但在男性面孔条件下，面孔年龄主效应不显

著，F(1, 69)=3.09, P=0.083。
表1 面孔性别随机变化（基线条件）和交

叉条件下社会范畴加工的反应时(M, SD)

2 实验 2 认知者年龄对外显年龄范畴加

工和内隐性别范畴加工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87人参与本次实验，其中年轻大学生

被试 41人（男性 19人，女性 22人），年龄 19-26岁，

平均年龄21岁。老年被试46人（男性20人，女性26
人），均来自某老年大学，年龄58-88岁，平均年龄63
岁。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实验结束后获得一定的报酬。

实验设计和刺激材料与实验1一致。

2.1.2 程序 实验中被试将会在电脑屏幕上看到

一系列面孔照片，被试的任务就是对面孔的年龄进

行分类，并准确而快速的做出按键反应，如果是年轻

面孔按“F”键，如果是年老面孔按“J”键（按键设置进

行被试间平衡）。

本实验共有两个实验条件。基线条件下有两个

block，在block 1中向被试呈现20张男性面孔照片，

其中面孔的年龄随机变化；在block 2中向被试呈现

20张女性面孔照片，其中面孔的年龄也是随机变

化。混合交叉条件下，向被试呈现 40张面孔照片，

其中年轻男性、年轻女性、老年男性、老年女性各10
张，性别和年龄随机呈现。刺激呈现方式与实验一

一致。

2.2 结果

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作为本实验的因变

量，采用 SPSS16.0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处理。采用

2（被试年龄：老年-年轻）×2（任务条件：基线条件-
混合交叉条件）×2（面孔年龄：年轻-老年）×2（面孔

性别：男性-女性）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被试年龄为

组间变量，面孔性别、面孔年龄和任务条件为组内变

量。只分析被试正确反应试次的反应时，删除三个

标准差以外的极端数值。表2中呈现的是基线条件

下和交叉条件下被试完成任务判断所需要的平均反

应时及标准差。实验结果与分析见表2。
表 2 面孔年龄随机变化（基线条件）和交

叉条件下社会范畴加工的反应时 (M, SD)

与实验 1一致，任务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1,
81)=5.633, P<0.05, η2=0.065，被试在基线条件下的

反应时(M=656.11ms, SD=9.25)显著快于在交叉条件

下的反应时 (M=669.61ms, SD=10.83)。被试年龄主

效应显著，F (1, 81)=22.276, P<0.001, η2=0.22，老年

被试对面孔的平均反应时 (M=708.47ms, SD=13.25)
显著慢于年轻被试对面孔的平均反应时 (M=617.25
ms, SD=14.07)。

任务条件和被试年龄交互作用显著，F(1, 81)=
15.99, P<0.001, η2=0.16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年

轻被试水平上，任务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1, 81)=
19.15, P<0.001。即年轻被试在基线条件下的平均

反应时显著快于交叉条件下的反应时（M 基 线=
599.13ms, SD=14.99; M 交 叉 =633.35ms, SD=17.41）。

在老年被试水平上，任务条件的主效应未达到显著，

被试年龄

老年人

年轻人

面孔年龄

老年人

年轻人

老年人

年轻人

面孔性别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基线条件

759.44 (16.89)
768.32 (16.20)
747.07 (17.17)
776.97 (18.62)
666.07 (15.30)
669.57 (14.68)
630.04 (15.55)
617.47 (16.87)

交叉条件

753.95 (19.27)
782.90 (19.50)
755.22 (16.19)
734.10 (16.45)
681.72 (17.45)
713.67 (17.66)
680.99 (14.66)
656.11 (14.90)

被试年龄
老年人

年轻人

面孔年龄
老年人

年轻人

老年人

年轻人

面孔性别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基线条件

712.92 (14.88)
715.92 (15.42)
712.34 (13.52)
711.21 (12.62)
609.69 (15.81)
618.54 (16.37)
589.10 (14.36)
579.20 (13.41)

交叉条件

678.70 (17.03)
691.85 (15.99)
731.04 (17.68)
713.80 (14.84)
638.25 (18.10)
631.90 (16.99)
658.19 (18.78)
613.15 (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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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被试在两种任务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不存在显

著差异，F(1, 81)=1.406, P=0.239。
被试年龄和面孔年龄的交互作用显著，F(1,

81) =12.258, P=0.001, η2=0.131。即相比于老年面

孔，年轻被试对年轻面孔的反应更快，F(1, 81)=
4.889, P<0.05。相比于年轻面孔，老年被试对老年

面孔的反应更快，F(1, 81)=7.613, P<0.01。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 Garner选择性注意范式探究了认

知者年龄对内隐社会范畴加工和外显社会范畴加工

的影响，以及内隐社会范畴加工与外显社会范畴加

工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发现认知者的年龄

对内隐社会范畴加工和外显社会范畴加工都有影

响。与此同时，相比于年轻人，老年人的外显社会范

畴加工能力有所下降，这符合以往的认知研究结果
[21]。毫无疑问，老年人的反应时更长可能与认知老

化与认知衰退有关，即年龄的增加导致了不同领域

认知功能的下降，包括记忆力衰退、口语广度下降、

信息处理速度下降、工作记忆能力的下降，抑制无关

刺激能力的降低，以及对情景的依赖增强等等[22]。

两个实验的结果表明，年轻人在外显判断某一

社会范畴的同时可以内隐地加工无关的社会范畴，

然而老年人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能力。根据Garner选
择性注意范式的逻辑，当要求认知者判断面孔性别

时，交叉条件和基线条件的唯一区别即交叉条件中

刺激面孔的年龄是随机变化的。年轻人在基线条件

中比在交叉条件中的反应时更短，这说明在交叉条

件下年龄范畴的变化依旧引起了他们的无意识注意

与内隐加工。换句话说，年轻人在进行外显性别范

畴加工的同时可以自动化编码年龄范畴。同样地，

外显年龄范畴加工并不会削弱认知者的内隐性别范

畴加工。很明显，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不同认知结果

可能与其各自所具有的不同的认知特征有关[12]。由

于工作记忆能力有限，并且随着年龄在逐步下降，这

就使得外显的任务过多消耗了老年人的认知资源，

导致他们没有充分的认知资源注意无关范畴的变

化。此外，老年人对面孔的整体性加工较差[23]，而诸

如性别和年龄等社会范畴是以整体的方式进行加工
[24]。因此，老年人可能由于无法整合信息，从而不能

自动化加工无关的社会范畴。

我们的研究结果说明，外显社会范畴加工和内

隐社会范畴加工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衰退。

这一结果不同于以往研究普遍认为的老年人和年轻

人在内隐加工任务上表现无差异的观点。以往大多

数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处理条件下，外显加工和内隐

加工是分离的——内隐认知不随年龄的变化而变

化，外显认知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25]。然而，

本研究结果支持了相反的观点，即内隐的社会范畴

加工和外显的社会范畴加工位于同一系统中，因而

均会随着年龄的变化不断衰退[17]。

我们的实验还发现了社会范畴加工的同龄优势

效应：对于年轻的认知者来说，相比于老年面孔，他

们对年轻面孔反应更快；对于老年人来说，相较于年

轻面孔，他们对老年面孔反应更快。同龄优势效应

可能与个体的经验和加工风格有关。在日常生活

中，个体更可能遇到相同年龄的人。因此在面孔识

别过程中，同龄面孔相比于不同龄面孔似乎更具优

势[26]。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在加工面孔性别范畴

时并未表现出任何同龄偏向。这可能意味着同龄效

应并不总是存在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此外，在对性别范畴进行外显加工时，相比于年

轻女性面孔，认知者对老年女性面孔的反应时间更

长，但是对男性面孔的反应时间却没有显著差别。

具体表现为对年轻女性的面孔反应时最短，而对老

年女性面孔反应时最长。换句话说，相较于男性，人

们更关注女性的年龄。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年龄范

畴对女性更重要。Foos和Clark发现，人们普遍认为

老年女性相较于其他类型的面孔最没有吸引力[27]。

随着年龄增长和衰老，老年女性的女性特点越来越

模糊，面孔与老年男性越来越相似。与此同时，中国

传统文化中存在男尊女卑的思想。因此，拥有多重

社会范畴的老年女性不仅地位最低，而且最容易被

忽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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