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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线索-靶子范式和N-Back变式结合 ,以工作记忆的记忆错误和侵入错误数为指标 ,探讨了返回抑制与工作记忆的

储存和加工之间的关系 ,并对返回抑制的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 ,当记忆项目出现在线索化位置时 ,两种错误数均显

著高于出现于非线索化位置的情况 ,但侵入错误的抑制效应只出现于长 SOA 条件。这揭示了返回抑制既影响工作记忆的储存

又影响对任务目标的维持 ,也为返回抑制的注意说提供了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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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选择性注意与工作记忆的关系是当今心理学研

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1] 。其主要进展之一是将空间

线索化范式从知觉问题的研究推广到工作记忆问题

的研究 。Schmidt等人探讨了空间线索化任务中 ,有

意注意和无意注意对颜色信息记忆效果的影响[ 2] 。

同时大量文献显示 ,空间线索化对认知任务的影响

不仅表现为易化效应 ,当线索与靶刺激之间的 SOA

达到一定程度(大于 300ms)时 ,则转变为抑制效应 ,

即返回抑制(Inhibition of return , IOR)
[ 3]
。本研究试图

探讨作为一种逆向线索化效应的返回抑制是否也能

影响到工作记忆 ?

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1)有助于

深化选择性注意与工作记忆关系的研究 。IOR通常

被看成一种用于提高搜索效率的注意现象
[ 3]
。工作

记忆是一个用于信息的暂时储存与加工的资源有限

的系统 。动态的暂时储存和实时性的加工控制是工

作记忆的两个关键维度 。为了同时考察 IOR对这两

个维度的影响 ,我们采用了West(2000)用于考察注

意的老龄化对工作记忆影响的实验任务[ 4] 。该任务

属于 N-Back 任务的变式 ,要求被试首先记住第一

个显示中目标字符的位置 ,然后记住第二显示中目

标字符的位置 ,接着再对第一个目标的位置做出反

应 ,并以基于记忆的错误和侵入错误的次数作为实

验指标 。前者指因报告记忆项目之外的内容而导致

的错误 ,能反映出工作记忆在储存上的问题;后者指

因不按指导语要求进行反应导致的错误 ,反映了工

作记忆在维持任务目标上的问题。如果线索化位置

上的记忆错误数大于非线索化位置 ,那么说明 IOR

能影响到工作记忆的储存;如果线索化位置上的侵

入错误数大于非线索化位置 ,那么说明 IOR也能影

响到工作记忆加工中的目标维持 。(2)有助于加深

对 IOR 内在机制的认识。 IOR 最早发现于觉察任

务[ 3] ,后来很多研究证实了在辨别任务中也存在

IOR[ 5] 。早期人们只观察到 IOR对知觉加工的影响 ,

但 Fuentes等揭示了 IOR还能影响到语义水平的加

工[ 6] 。Posner等最早提出的 IOR注意说认为 , IOR的

实质在于注意在返回先前注意过的位置时会受到抑

制[ 3] ,实际把 IOR看成注意的一种特性。Klein等提

出的 IOR反应偏向说则指出 , IOR反映了被试在反应

上的偏向 ,被试对呈现于线索化位置的刺激的反应

会受到抑制
[ 7]
,该观点认为 IOR是运动反应系统的

一种属性 ,与注意无关 。这两种观点的争论在很长

时间内成了 IOR 机制研究的一条主线 。Taylor 和

Donnelly在系统综述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指出 , IOR很

可能不仅仅基于注意或运动反应偏向中的一种机

制 ,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8] ,即 IOR复杂机制

说 。

本研究采用传统的线索-靶子范式与工作记忆

中N-Back 范式相结合的任务 ,试图揭示工作记忆

任务中的 IOR的机制到底是什么 ?

2　方法

2.1　被试

大学生 25名 ,男生 11名 、女生 14名 ,平均年龄

为 21岁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无色盲和色弱 。

2.2　实验设计

采用 2×2被试内设计 ,自变量 1为第一显示中

目标字符的呈现位置(线索化位置 、非线索化位置);

自变量 2为 SOA(750ms 、1100ms)。因变量指标是完

成WM作业所出现的两类错误的次数(记忆错误 、侵

入错误)。记忆错误是因被试不能记住目标字符的

位置而造成的错误。实验要求被试在记住第二显示
中的字符位置后 ,再对第一显示中的字符位置作按

键反应 ,而被试的反应既不是第一显示中字符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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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又不是对第二显示中的字符位置 ,而是对其他位

置的反应。这类错误体现了被试在工作记忆储存上

的欠缺 。侵入错误是被试本应按实验要求在屏幕被

掩蔽期间对第一显示字符位置作反应 ,可是却对第

二显示中的字符位置作反应而造成的错误。正如

West(1999)所说 ,侵入错误反映了被试在维持目标指

向的观念和行为上的欠缺 ,亦即被试维持当前信息

加工活动能力的欠缺[ 5] 。

2.3　实验仪器和材料

本实验仪器为 PentiumⅣ型电脑 ,实验时显示器

分辨率为 1024×768 ,实验程序用 surperlab2.0编制而

成 ,在Windows2000 操作系统上运行 ,被试眼睛离屏

幕57cm 。

实验材料包括 4个白色方框和 2个ASCII 字符。
方框大小为15mm×15mm。整个刺激范围为 10cm×

10cm 。两个字符为“ @” 、“&” ,每个字符 5mm×5mm;

“ @”为第一显示目标 ,按其与提示线索的关系分为

呈现于线索提示位置和非线索提示位置 ,呈现在两

种位置的次数相同 ,呈现顺序按随机方式进行。“&”

为第二显示目标 ,在四个方框之一随机呈现 。在黑

色背景中央呈现一个红色“ +”作为注视点 。“ +”的

两条线段的长度均为 0.8cm 。

2.4　实验程序

一次试验的具体流程如图 1所示 。⑴持续呈现

可见框 500ms;⑵某个被随机选定的外周方框变成

绿色 ,作为外周提示线索 ,线索呈现 150ms后消失;⑶

又持续呈现可见框 100ms;⑷对中心注视点线索化

100ms;⑸呈现可见框 400ms;⑹呈现第一目标字符

“@”100ms;⑺呈现第二目标字符“&” ,直到被试对第

一显示中的目标作出反应;⑻4个方框由实心黑框加

以掩蔽 。4个方框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分别与计算机
键盘上的“f” 、“v” 、“ j” 、“n” 键相对应 ,被试用左手的

中指 、食指 ,右手的食指 、中指分别对目标所在位置

作按键反应 。

图 1　一次完整试验的刺激流程

　　实验在安静的实验室中个别进行 。首先让被试

熟悉显示字符“ @”和“&” ,以及目标位置与相对应的

反应键的关系 ,然后 ,由计算机呈现指导语 ,要求被

试在确定字符“&”所在的方框位置之后 ,先将其位置
按逆时针方向旋转一个位置 ,并按与旋转后位置相

应的反应键;然后再对第一显示字符“ @”所在位置

按相应的反应键 。每种条件均要进行充分练习 。练

习后按任意键进入正式实验。

为了尽可能确保 IOR的出现 ,本实验设置了两

个SOA值 ,因为如只有一个 SOA 值 ,当被试在两类

位置上的错误次数无差异时 ,无法判定是由于 IOR

确实对WM的储存和目标维持没有影响 ,还是由于

目标字符呈现于 IOR发生作用的时程之外造成的 。

在选取SOA值时考虑到本研究使用的材料是字符材

料 ,同时又是复杂反应作业(延迟反应作业),而已有

的研究表明在使用字符材料或复杂反应作业时 , IOR

会在较晚的 700ms-1300ms范围内出现 。因而选取

750ms和 1100ms作为 SOA值。
四种实验条件下每种做 48次试验 ,每个被试一

共做 192次正式试验 。整个实验过程约 30分钟 。

3　结果

　　在 25名被试中有两名被试由于总错误次数在

96次(50%)以上 ,存在猜测嫌疑 ,故将其数据剔除 。
另外由于本研究对字符“ @”采用了延迟反应作业 ,

又是用被试反应的错误次数作为因变量指标 ,故不
对反应时数据作分析。在两种 SOA条件下被试在目

标呈现在不同位置时(线索化位置 、非线索化位置)
的记忆错误数的平均数 、标准差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种 SOA下线索化和非线索化位置的记忆错误数

SOA(ms)
线索化位置 非线索化位置

M SD M SD

750 4.13 1.96 3.00 1.83

1100 1.83 1.34 1.52 1.53

　　以基于记忆的错误数为因变量指标 ,目标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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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线索化位置 、非线索化位置)和 SOA 值(750ns 、

1100ms)为自变量的重复测量设计的方差分析显示 ,

目标呈现位置主效应显著 , F(1 ,22)=15.87 , p =

0.001 ,呈现在线索化位置时的记忆错误数高于呈现

在非线索化位置时的记忆错误数。SOA的主效应也

显著 , F(1 , 22)= 45.27 , p =0.000 , SOA 为 750ms

时的记忆错误数高于SOA 为 1100ms时的记忆错误

数。目标呈现位置和 SOA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F(1 ,
22)=2.367 , p =0.137。

表 2　两种 SOA下线索化和非线索化位置的侵入错误次数

SOA(ms)
线索化位置 非线索化位置

M SD M SD

750 0.87 1.14 1.04 1.43

1100 1.00 1.41 0.48 0.79

　　两种 SOA下目标字符出现在线索化位置和非线

索化位置时 ,侵入错误数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如表 2

所示 。以侵入错误数为因变量 ,以目标呈现位置和

SOA值为自变量指标的 2×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 ,目标呈现位置和 SOA条件的主效应均不显

著 , F(1 ,22)=1.07 , p =0.31;F(1 ,22)=1.85 , p

=0.19。SOA 和目标呈现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F(1 ,

22)=6.64 , p =0.017。对两种因素的简单效应分

析结果表明 ,在 SOA为 750ms的条件下 , “ @”出现在

线索化位置和非线索化位置时的侵入错误数差异不

显著 , F(1 , 22)= 0.72 , p = 0.41;而在 SOA 为

1100ms时 ,是否出现在线索化位置的效应显著 F(1

,22)=5.35 , p =0.030。在 SOA 为 1100ms 的条件

下 ,目标出现在线索化位置时的侵入错误数显著高

于出现在非线索化位置时的侵入错误数 。

4　讨论

　　本实验结果发现 ,在两种 SOA条件下 ,基于记忆

的错误数都出现了显著的 IOR 效应 。在 SOA 为

1100ms时 ,侵入错误数也出现了 IOR效应。由于

West已经证明 ,基于记忆的错误反映了工作记忆的

储存问题 ,侵入错误反映了工作记忆加工中的目标

维持问题 ,因此上述结果表明返回抑制既能影响工
作记忆的储存功能 ,又能影响工作记忆加工中的任

务目标维持功能 ,从而验证了实验假设 。

从选择性注意和工作记忆关系的角度分析 ,上

述结果揭示了作为空间选择性注意经典实验范式的

空间线索化任务不仅能在 SOA小于 300ms时对工作

记忆的表征起作用 ,而且当 SOA大于 300ms时仍能

影响工作记忆储存和加工的成绩。不过前一种影响

是促进作用 ,而后一种影响是抑制作用 。

尽管Awh等(1998)的研究发现 ,工作记忆的信

息保持过程也需要选择性注意的参与
[ 9]
,但是本实

验的结果却表明 ,空间线索化反而导致了被提示信

息记忆保持成绩的损害 。这种损害与线索化效应的

注意诱发功能是矛盾的 ,但与传统的 IOR现象却是

一致的。在视觉搜索研究中 ,大量研究者证实 ,个体

加工具有不愿意返回先前注意过的位置的倾向 。这

种倾向反映了人类认知加工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

点[ 10] 。那么工作记忆任务中线索化条件下记忆成

绩的损害是否也反映了这种灵活性和适应性呢 ?回

答是肯定的。本实验发现的基于记忆错误的 IOR很

可能就是这种抑制工作记忆中不再相关信息的重要

机制。基于侵入错误的 IOR也可以作出类似的解

释。

本实验还发现基于记忆错误的 IOR可在 SOA为

750ms时和 1100ms 时都观察到 ,而基于侵入错误的

IOR只能在 1100ms时观察到 。这很可能是因为两种

IOR的出现时程范围不同 ,前者出现较早 ,而后者较

晚 ,也可能是基于记忆的 IOR效应可能比较稳定 ,容

易观察到 ,而基于侵入错误的 IOR可能不太稳定 ,不

容易观察到。具体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本研究在 N-Back变式的工作记忆任务中也观

察到了 IOR现象 。这一结果用 IOR的注意说可得到

很好的解释。根据 IOR注意说 ,线索化位置相对于

非线索化位置缺少注意资源 ,从而会影响呈现在线

索化位置上目标的编码储存和信息维持。根据 IOR

反应性说 ,线索化位置仍然存在注意的优先[ 11] , IOR

效应的出现是由针对标有抑制标签的位置(线索化

位置)的反应上的抑制造成的[ 7] ,因而会有利于呈现

在线索化位置上的目标信息的编码储存和维持 。因

此 ,如果符合注意说 ,那么线索化位置上用来表征

WM 保存和目标维持能力欠缺的指标应高于非线索

化位置;而根据反应性说 ,线索化位置上用来表征

WM 保存和目标维持能力欠缺的指标会低于非线索

化位置。本实验结果表明 ,在线索化条件下WM 的

记忆错误和侵入错误都多于非线索化条件 ,因此支

持了 IOR注意说 。

本实验结果对注意说的支持具有特殊的意义 。

一方面本实验的 IOR效应是在工作记忆任务中发现

的 ,因而大大丰富了注意说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 ,

本实验采用错误数为指标 ,具有其特殊的优越性 。

因为采用两类错误作为对WM 保持和目标维持的延

迟测量 ,避免了即时反应作业不能完全排除 IOR “是

由针对标有抑制标签的位置(线索化位置)的反应上

的抑制造成的[ 7] ”的问题。以往的即时反应作业研

究往往都以 IOR量随注意负载的增加而减少(靶子

可能出现的位置数的增加[ 12] 、任务难度的增加[ 13])

作为支持注意说的证据 。而这一效应却有可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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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注意负载增大导致的“抑制标签”强度的减少造成

的。高负载条件下由于所获得注意资源相对于低负

载条件少 ,抑制标签的强度减弱 ,从而在反应时指标

上表现出比低负载条件下需要更少的时间。这种可

能是即时反应作业所无法排除的 ,而本研究采用了

延迟反应作业并以错误次数为因变量 ,使得被试有

足够的时间来回忆目标字符的正确位置 ,进而避免

上述可能对实验结果推论的干扰 。因此 ,本实验结

果为注意说提供了更广泛和更有力的证据。

总的来说 ,尽管 IOR机制可能很复杂 ,但还是存

在很多共性的 ,传统的注意说在解释诸如工作记忆

任务中的 IOR这种新现象时也体现出了重要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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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mbining the cue-target paradigm in the research of inhibition of return(IOR)with N-Back variation in the studies of working

memory ,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OR and the storage and processing of working memory , and further examined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IO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occurred significantly more errors of both kinds when working memory targets were

presented at cued location than when presented at uncued location.But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intruding errors was substantial only on condition

of longer SOA.The study discloses that IOR has an influence not only on the storage but also on the goal maintenance of working memory;

meanwhile it provides new evidence in favor of the attentional view on the mechanisms of 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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