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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预览搜索范式，考察新旧客体颜色比例对预览效应的影响#实验一通过操纵旧
客体的颜色比例，考察旧客体颜色比例对预览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旧客体颜色比例影响预览
效应，并且预览效应受目标与旧客体颜色比例关系的影响#实验二通过操纵新客体的颜色比例，
考察新客体颜色比例对预览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客体颜色比例影响预览效应，并且预览效
应受目标与新客体颜色比例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预览效应受新旧客体颜色比例关系的影响，
并且基于旧客体颜色的抑制机制起到决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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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人们可以通过对新信息的优化来实现视觉选

择，LEIR&N和 4GJ\CQHWR( #@@/) 最早提出，人们可以

在已经存在的多个旧客体中优先选择多个新客体，

并将这种对新客体的优先加工的优势称为预览效应

( \QH‘KH] cHNHaKI)#他们最早使用的是预览搜索范
式来考察预览效应#实验有三种条件: 半集基线条
件$全集基线条件和预览条件#在预览条件中，先呈
现一系列干扰物( 称为旧客体)，它们是绿色的!4"#在呈现 #""" 毫秒后，再呈现一系列干扰物和

一个目标( 称为新客体)，其中干扰物是蓝色的!9"，目标是一个蓝色的!4"#目标可能出现也可
能不出现，如果出现只出现在新客体中#全集基线
条件是预览条件中的新旧客体同时呈现，而半集基

线条件是只呈现预览条件中的新客体#通过将预览
条件与两种基线条件的搜索效率相比较发现，预览

条件比全集基线条件对目标的搜索更有效，而与半

集基线条件的搜索效率类似#这表明，被试能够排
除预览的旧客体，在新客体出现时优先加工新客体#

目前，预览效应的认知机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

种观点是旧客体抑制观点，认为预览效应是由于对

旧客体的抑制#对旧客体的抑制可以分为三种形
式:基于旧客体位置的抑制( 9’ . 9KZQ&&R，:JQKBC，

SHQcHQ，X 0QEII，!"#!; 9’’HN X 0EWNH，!"#!; bHNI，9’V

’HN，X 4GJ\CQHWR，!"##; 8Q]KN X 4GJ\CQHWR，!"#);

0EWNH X 9’’HN，!"##; LEIR&N X 4GJ\CQHWR，#@@/;

LEIR&N X AGNEQ，!"#! )$基于旧客体特征的抑制
(LEIR&N X 4GJ\CQHWR，#@@-) 和基于旧客体内容的抑

制( 0HQRK^H，UHKNCEQZI . 8NMEB，X UHKNCEQZI，!"#)) ，其

中基于旧客体特征的抑制又可分为基于旧客体颜色

的抑制和基于旧客体深度的抑制( ?QEKIC]EKIH，4GJV

\CQHWR，X 4&ZR&’’，!""); ?QEKIC]EKIH，4G’’HJEN，9NV

ZQH]R，X 4GJ\CQHWR，!"#"; bHNI，?QEKIC]EKIH，4H，X

4GJ\CQHWR，!"#!; bHNI，4GJ\CQHWR，4H，X ?QEKICV

]EKIH，!"#,)#另一种观点是新客体突现捕获注意
观点，认为预览效应是由于新客体出现伴随亮度突

然增加捕获注意( b&N^，9OIHQ，X 0QEII，!""@; b&N^ X

=CHHG]HR，!""#; AKRR X :KJHQ，!"##; 0QEII，=CHHG]HR，

X b&N^，!""/)#
研究者在新旧客体不同颜色比例下考察了预览

效应#在 ?QEKIC]EKIH 和 4GJ\CQHWR ( !"") ) 的研究

中，旧客体有红绿两种颜色，两种颜色各占 $"n，新

客体也有红绿两种颜色，两种颜色也各占 $"n#结
果发现，不管目标是红色还是绿色，都没有产生预览

效应#近年来，?QEKIC]EKIH，LEIR&N，9NZQH]R和 4GJV

\CQHWR( !"#" ) 的研究采用了旧客体都是绿色，占

#""n，新客体有蓝绿两种颜色，两种颜色各占

$"n#发现当目标是绿色时( 与旧客体颜色相同)，
产生了部分预览效应，即预览条件比全集基线条件

搜索更有效，但不如半集基线条件有效#但当目标
是蓝色时(与旧客体颜色不同)，产生了完整预览效

应，即预览条件比全集基线条件搜索更有效，且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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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基线条件同样有效#在 9NZQH]R，LEIR&N，4GJV

\CQHWR和 ?QEKIC]EKIH ( !"##) 的研究中，旧客体都是

红色，占 #""n，新客体都是绿色，也占 #""n#研究
发现，当目标是红色时(与旧客体颜色相同) 没有产

生预览效应，而当目标是绿色时( 与旧客体颜色不

同)产生了预览效应#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新旧客体颜色比例不

同时，预览效应是有差异的#由此可以推测新旧客
体颜色比例可能影响预览效应，而预览效应的产生

主要是由于基于旧客体颜色抑制的作用#以往研究
并没有直接考察新旧客体颜色比例对预览效应的影

响，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更全面地揭示预览效应

的机制#因此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新旧客体颜色比例
对预览效应的影响#研究采用预览搜索范式，通过
两个实验分别操纵旧客体和新客体的颜色比例，分

别考察旧客体颜色比例和新客体颜色比例对预览效

应的影响#每个实验都有四种实验条件，包括两种
预览条件(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和无颜色比例

偏向预览条件) 和对应的两种全集基线条件，比较

预览条件与对应的全集基线条件的搜索效率可以评

估预览效应#为了考察预览效应的机制，在分析预
览效应的同时也分析消极颜色扩散效应#分析消极
颜色扩散效应可以考察基于旧客体颜色抑制机制的

作用
> #将目标的颜色区分成多数颜色组和少数颜

色组(有颜色比例偏向条件) 或者蓝色和绿色(无颜

色比例偏向条件)，对比每个颜色组下有颜色比例

偏向预览条件和无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的预览效

应，考察旧客体颜色比例或者新客体颜色比例对预

览效应的影响#再比较多数颜色组和少数颜色组
(有颜色比例偏向条件)或者蓝色和绿色(无颜色比

例偏向条件)反应时的差异来评估消极颜色扩散效

应，考察基于旧客体颜色抑制机制的作用#
! 实验 # 旧客体颜色比例下的预览效应

!( # 方法

!( #( # 被试

在校大学生 !" 人，其中男 #! 人，女 - 人，年龄

为 #- i !$ 岁( = j !#E +$，JT j #E @))#所有被试的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均为右利手，之
前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实验后被试均获得一定
报酬#

!( #( ! 实验仪器和材料

实验在隔音室中单独进行#实验程序在联想计
算机( =CKN^3HNIQH U,)""=) 上运行，显示器为 !! 英

寸的三星 3<=显示器( 1WNBUERIHQ @--U?) ，分辨率

为 #"!, m /+-，刷新频率为 -$4[#实验程序采用
:\QKJH#( " 编写而成，在 LKNZ&]R ;0 操作系统上运

行#被试距离屏幕 +"*1#屏幕背景为黑色，注视点
是白色的十字( 视角是 "( !s m "( !s)#干扰物从!4"$!8"$!%"$!;"四个字母中随机选取一定数
量，目标是!g"或!*"，干扰物和目标的视角均为
"l ,$s m "( $)s，颜色是绿色或蓝色，( <7? 值分别为

## T#@) T#!+; +- T#+, T#/+)#干扰物和目标随机呈现
在 + m + 的矩阵中，视角是 #-s m #-s#
!( #( ) 实验设计

采用 ,( 实验条件) m !( 项目数量) 的被试内设

计#实验条件有四个水平，分别为有颜色比例偏向
预览条件$有颜色比例偏向全集基线条件$无颜色比
例偏向预览条件$无颜色比例偏向全集基线条件#
项目数量有两个水平，分别为 #! 和 !,#因变量为
对目标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 #( , 实验程序

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 实验流程如图 # 所

示) : ( #) 先在屏幕中央呈现一个注视点(!o")#
( !) #"""1(后，随机呈现 + 个( 或 #! 个) 干扰物( 称

为旧客体)，绿色和蓝色所占比例分别为 -)Z 和

#/Z或 #/Z和 -)Z，两种颜色所占比例在被试间平

衡#( )) #"""1(后，在新的位置再随机呈现 $ 个(或

## 个)干扰物和 # 个目标( 称为新客体)，绿色和蓝

色所占比例均为 $"n#在新客体呈现时旧客体仍
出现在之前的位置上#目标是!g"或者!*"，目标
是!g"和!*"以及是蓝色和绿色的概率均为 $"n#
一半被试判断目标是!g"按!3"键，判断目标是!*"
按!?"键，另一半被试与之相反#搜索序列一直呈
现，直到被试做出反应#若被试在 #" 秒后没有做出

反应，则自动进入下一个试次#每个试次的时间间
隔是 #"""1(#中央注视点在每个试次中一直呈现，
要求被试一直注视中央注视点，在新客体出现后再

搜索目标，并且告诉被试目标仅出现在新客体中#
有颜色比例偏向全集基线条件与有颜色比例偏

)"$第 )$ 卷第 + 期 迟莹莹等 新旧客体颜色比例对预览效应的影响

> ?QEKIC]EKIH，4GJ\CQHWR和 4&ZR&’’( !"")) 的研究发现，新旧客体都有两种颜色，但这两种颜色在新旧客体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当目标

与大部分旧客体的颜色相同比与小部分旧客体颜色相同时，对目标的探测更慢，表明发生消极颜色扩散效应，证明存在基于旧客体颜色的抑

制#具体来说，这种对旧客体颜色的抑制能够扩散到新客体上，使得新客体中的目标与大部分旧客体的颜色相同时，对其探测更慢#



向预览条件的实验程序相同，不同的是注视点呈现

#"""1(后，随机呈现 ## 个(或 !) 个)干扰物和 # 个

目标，绿色和蓝色所占比例为 ++n和 ))n或 ))n

和 ++n，两种颜色所占比例在被试间平衡#要求被
试先注视中央注视点，刺激出现再开始搜索目标#

无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与有颜色比例偏向预

览条件的实验程序相同，不同的是旧客体中绿色和

蓝色的比例均为 $"n ; 无颜色比例偏向全集基线条

件与有颜色比例偏向全集基线条件的实验程序相

同，不同的是绿色和蓝色所占的比例均为 $"n#

图 # 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流程图

每种实验条件分别在不同的组块中进行，一共

有 , 个组块，每个组块中都包含两种项目数量#一
半被试先进行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和对应的全

集基线条件，另一半被试先进行无颜色比例偏向预

览条件和对应的全集基线条件#正式实验前有 )!

个练习试次，正式实验每个组块有 #!" 个试次，每种

项目数量各有 +" 个试次，一共进行 ,-" 个试次，每

进行 +" 个试次休息 /$ 秒#
!( ! 结果与分析

采用 1H’RI和 D&’KB&HGQ ( #@@,) 提出的非递归移

动标准法剔除每个被试及每种条件下的错误数据和

极端值数据#
!( !( # 错误率分析

被试在各种条件下的错误率数据见表 ##
表 # 各种条件下的错误率(n )

项目数量
有颜色比
例偏向预
览条件

有颜色比
例偏向全集
基线条件

无颜色比
例偏向预
览条件

无颜色比
例偏向全集
基线条件

#! !( $$ #( @" )( #" #( @"

!, )( -" )( !" )( $" !( +"

对被试的错误率进行 , m !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实验条件主效应不显著，U( )，#@) j
!E ,-，5 q "E "$; 项目数量主效应显著，U ( #，#@) j

$l $/，5 k "E "$，!! j "E !)，项目数量为 #! 的条件比

项目数量为 !, 的条件的错误率更低;实验条件与项

目数量交互作用不显著，U( )，#@) k #，表明被试不

存在速度与准确率之间的权衡#
!E !E ! 反应时分析

被试在各种条件下的反应时数据见表 !#
表 ! 各种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和标准差( 1()

项目数量

有颜色比例偏向
预览条件

有颜色比例偏向
全集基线条件

无颜色比例偏向
预览条件

无颜色比例偏向
全集基线条件

多数旧
客体颜色

少数旧
客体颜色

多数颜色 少数颜色 蓝色 绿色 蓝色 绿色

#! ##/- p #/@ ##"+ p #+) #,@# p )!$ #)-! p !+$ ##+$ p !+) ##-$ p !,/ #,"@ p !-@ #,/$ p !##

!, #-"/ p ,!! #,@@ p )#$ !"@- p ,@, !"," p ,)! #/"@ p $)) #-)@ p +#$ !"+$ p ,)/ !"," p ,,,

( #) 有颜色比例偏向条件

目标与多数旧客体的颜色相同时，对被试的反

应时数据进行 ! m !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 实验条件主效应显著，U ( #，#@ ) j )#E !-，5 k

"l ""#，!! j "E +!，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对目标

的搜索反应时( #,@)1() 快于有颜色比例偏向全集

基线条件( #/@,1() ; 项目数量主效应显著，U( #，#@)

j #,/E ,!，5 k "E ""#，!! j "E -@，项目数量为 #! 的条

件( #))$1() 比项目数量为 !, 的条件( #@$!1() 反应

更快; 实验条件与项目数量交互作用不显著，U

( #，#@) k #，说明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与对应

的全集基线条件的搜索效率没有显著差异，表明没

有产生预览效应#当目标与少数旧客体的颜色相同
时，对被试的反应时数据进行 ! m ! 的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结果显示: 实验条件主效应显著，U ( #，#@)
j$/E ,,，5 k "E ""#，!! j "E /$，有颜色比例偏向的预

览条件对目标的搜索反应时( #)"!1() 快于对应的

全集基线条件( #/##1() ; 项目数量主效应显著，U

( #，#@) j #/)E )/，5 k "E ""#，!! j "E @"，项目数量为

#! 的条件 ( #!,,1( ) 比项目数量为 !, 的条件

( #//"1() 反应更快;实验条件与项目数量交互作用

显著，U( #，#@) j -E --，5 k "E "#，!! j "E )!，说明有

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比对应的全集基线条件的搜

索效率更快，表明产生预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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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下的消极颜色扩

散效应，对被试的反应时数据进行 ! m ! 的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目标所在颜色组主效应显著，
U( #，#@) j #,E ,$，5 j "E ""#，!! j "E ,)，目标出现在

旧客体多数颜色组中( #,@)1() 比少数颜色组中

( #)"!1() 反应更慢，表明产生消极颜色扩散效应，

证明存在基于旧客体颜色的抑制#
( !) 无颜色比例偏向条件

当目标是蓝色和绿色，分别对被试的反应时数

据进行 ! m !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一致显示:
实验条件主效应显著，U( #，#@) j !"E -)，5 k "E ""#，!! j "E $!; U ( #，#@) j ##E )@，5 k "E "#，!! j "E )-#
项目数量主效应显著，U ( #，#@ ) j #@@E $#，5 k

"l ""#，!! j "E @#; U( #，#@) j /$E #+，5 k "E ""#，!! j

"E -"#实验条件与项目数量交互作用不显著，5( q
"E "$，说明当目标是蓝色和绿色时，无颜色比例偏向

预览条件与对应的全集基线条件的搜索效率都没有

显著差异，表明都没有产生预览效应#
分析无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下的消极颜色扩散

效应，对被试的反应时数据进行 ! m!的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结果显示，目标颜色主效应不显著，U (#，#@) j
#E$,，5 q"E"$，说明当目标是蓝色和绿色时，对目标的

搜索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表明没有发生消极扩散效

应，证明不存在基于旧客体颜色的抑制#
) 实验 ! 新客体颜色比例下的预览效应

)E # 方法

在校大学生 !"人，其中男 @人，女 ##人，年龄为

#- i!$岁(= j!"E !"，JT j #E $-)#所有被试的视力
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均为右利手，之前未
参加过类似实验#实验后被试均获得一定报酬#

实验仪器和材料$实验设计$实验程序均与实验
# 相同，不同的是在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中，旧

客体中两种颜色均占 $"n，新客体中两种颜色分别

占 -)n和 #/n#
)( ! 结果与分析

采用 1H’RI和 D&’KB&HGQ ( #@@,) 提出的非递归移

动标准法剔除每个被试及每种条件下的错误数据和

极端值数据#
)( !( # 错误率分析

被试在各种条件下的错误率数据见表 )#
表 ) 各种条件下的错误率(n )

项目数量
有颜色比
例偏向预
览条件

有颜色比
例偏向全集
基线条件

无颜色比
例偏向预
览条件

无颜色比
例偏向全集
基线条件

#! !( #$ #( ," #( +$ #( $"

!, )( +$ !( #$ !( @" !( @$

对被试的错误率进行 , m !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实验条件主效应不显著，U( )，#@) j
!E ,/，5 q "E "$; 项目数量主效应显著，U ( #，#@) j

#)E "!，5 k "E "#，!! j "E ,#，项目数量为 #! 的条件比

项目数量为 !, 的条件的错误率更低;实验条件与项

目数量交互作用不显著，U( )，#@) k #，表明被试不

存在速度与准确率之间的权衡#
)E !E ! 反应时分析

被试在各种条件下的反应时数据见表 ,#
表 , 各种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和标准差( 1()

项目数量

有颜色比例偏向
预览条件

有颜色比例偏向
全集基线条件

无颜色比例偏向
预览条件

无颜色比例偏向
全集基线条件

多数新
客体颜色

少数新
客体颜色

多数颜色 少数颜色 蓝色 绿色 蓝色 绿色

#! #"+) p ##$ #"/! p #/, #,#+ p #@" #,"$ p !,! #"-# p #), #"/+ p #@- #,!" p !#" #,"! p #@$

!, #$"" p #+- #$," p )!/ !"!@ p ,#@ #@/@ p )/$ #+$$ p )@$ #$$) p )-" #@,) p )$$ #@$@ p ,"#

( #) 有颜色比例偏向条件

当目标与多数新客体的颜色相同时，对被试的

反应时数据进行 ! m !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 实验条件主效应显著，U( #，#@) j $/E !$，5 k

"E ""#，!! j "E /$，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对目标

的搜索反应时( #!-!1() 快于有颜色比例偏向全集

基线条件( #/!)1() ; 项目数量主效应显著，U( #，#@)

j #$,E ,/，5 k "E ""#，!! j "E -@，项目数量为 #! 的条

件( #!,"1() 比项目数量为 !, 的条件( #/+$1() 反应

更快;实验条件与项目数量交互作用显著，U( #，#@)

j/E "$，5 k "E "$，!! j "E !/，说明有颜色比例偏向预

览条件比有颜色比例偏向全集基线条件对目标的搜

索更有效，表明产生了预览效应#当目标与少数新
客体的颜色相同时，对被试的反应时数据进行 ! m !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实验条件主效应
显著，U( #，#@) j #+E /)，5 j "E ""#，!! j "l ,/，有颜

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对目标的搜索反应时

( #)"+1() 快于有颜色比例偏向全集基线条件

( #+@!1( ) ; 项目数量主效应显著，U ( #，#@ ) j

!##l +$，5 k "E ""#，!! j "E @!，项目数量为 #!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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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比项目数量为 !, 的条件( #/+"1() 反应更

快;实验条件与项目数量交互作用不显著，U( #，#@)

k #，说明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与有颜色比例偏

向全集基线条件的搜索效率没有显著差异，表明没

有产生预览效应#
分析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下的消极颜色扩

散效应，对被试的反应时数据进行 ! m ! 的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目标所在颜色组主效应显著，
U( #，#@) j ,E $$，5 k "E "$，!! j "E #@，目标出现在新

客体少数颜色组中 ( #)@"1( ) 比多数颜色组中

( #!-!1() 反应更慢，表明产生消极颜色扩散效应，

证明存在基于旧客体颜色的抑制#
( !) 无颜色比例偏向条件

当目标是蓝色和绿色，分别对被试的反应时数

据进行 ! m !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一致显示:
实验条件主效应显著，U( #，#@) j ,!E $"，5 k "E ""#，!! j "E +@; U( #，#@) j -#E #,，5 k "E ""#，!! j "E -##
项目数量主效应显著，U( #，#@) j -)E "+，5 k "l ""#，!! j "E -#; U( #，#@) j #!)E -@，5 k "E ""#，!! j "E -/#
实验条件与项目数量交互作用不显著，U( k #，说明

当目标是蓝色和绿色时，无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

与对应全集基线条件的搜索效率都没有显著差异，

表明均没有产生预览效应#
分析无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下的消极颜色扩

散效应，对被试的反应时数据进行 ! m ! 的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目标颜色主效应不显著，U
( #，#@) j #E ,+，5 q "E "$，说明当目标是蓝色和绿色

时，对目标的搜索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没有产

生消极颜色扩散效应，证明不存在基于旧客体颜色

的抑制#
, 总讨论

两个实验均采用预览搜索范式，分别操纵了旧

客体和新客体的颜色比例，考察旧客体颜色比例和

新客体颜色比例对预览效应的影响#结果在旧客体
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 实验一) 和新客体有颜

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 实验二) 中都发现了预览效

应，并且预览效应仅发生在目标与少数旧客体颜色

相同(实验一) 和与多数新客体颜色相同( 实验二)

时#在新旧客体均无颜色比例偏向条件中，不管目
标与哪种颜色相同，都没有产生预览效应( 实验一

和实验二)#结果表明，旧客体颜色比例和新客体
颜色比例均影响预览效应，并且预览效应既受目标

与旧客体颜色比例关系的影响( 实验一) 又受目标

与新客体颜色比例关系的影响( 实验二)#在旧客
体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 实验一) 和新客体有

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 实验二) 均发现了消极颜

色扩散效应，表明两个实验中都存在基于旧客体颜

色的抑制，基于旧客体颜色的抑制在预览效应中起

到决定作用#
在旧客体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中，预览效

应仅发生在目标与少数旧客体颜色相同时( 实验

一)，而在新客体有颜色比例偏向预览条件中，预览

效应仅发生在目标与多数新客体颜色相同时( 实验

二)，这表明预览效应不是仅受旧客体或者新客体

颜色比例偏向的影响，而是受新旧客体颜色比例关

系的影响#LEIR&N和 4GJ\CQHWR( #@@-) 认为新旧客

体的颜色数量关系影响基于旧客体颜色的抑制#与
旧客体相同颜色的新客体数量少于旧客体的数量，

才可以发生基于该种颜色的抑制; 而与旧客体相同

颜色的新客体数量多于旧客体的数量，抑制会重置，

不能发生基于该种颜色的抑制#在两个实验中，新
旧客体的数量相同，因此新旧客体的数量关系对应

着新旧客体的颜色比例关系#当目标与多数旧客体
颜色相同时，新客体的数量(占 $"n ) 少于旧客体的

数量(占 -)n ) ，发生了消极颜色扩散效应，证明存

在多数旧客体颜色的抑制( 实验一) ; 当目标与少数

新客体颜色相同时，新客体的数量(占 #/n ) 少于旧

客体的数量( 占 $"n ) ，发生了消极颜色扩散效应，

证明存在与少数新客体对应的旧客体颜色的抑制

(实验二)#由此可以看出，基于旧客体颜色的抑制
不仅受新旧客体颜色数量关系的影响，还受新旧客

体颜色比例关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当目标与
多数旧客体颜色相同( 实验一) 和与少数新客体颜

色相同时(实验二)，都发生了基于旧客体颜色的抑

制，但同时没有发现预览效应;而当目标与少数旧客

体颜色相同( 实验一) 和与多数新客体颜色相同时

(实验二)，都没有发生基于旧客体颜色的抑制，但

同时发生了预览效应#表明基于旧客体颜色的抑制
在预览效应中起到决定的作用#因此可以认为新旧
客体颜色比例关系影响基于旧客体颜色的抑制，进

而影响预览效应#本研究的结果与 9NZQH]R 等

( !"##) 的结果是一致的#在他们的研究中新旧客
体分别是两种不同的颜色( 均占 #""n ) ，当目标与

旧客体颜色相同时，发现了消极颜色扩散效应，但没

有发现预览效应;而当目标与旧客体的颜色不同时，

没有发现消极颜色扩散效应，但发现了预览效应#

+"$ 心理学探新 !"#$ 年



他们认为当目标与旧客体的颜色相同时，发生了较

强的消极颜色扩散效应，即存在较大的基于旧客体

颜色的抑制，就会抵消该颜色目标的预览效应#在
实验一和实验二中当目标与多数旧客体和与少数新

客体颜色相同时，可能也发生了较大的基于该颜色

旧客体的抑制，抵消了该颜色目标的预览效应#实
验结果不能用新客体突现捕获注意观点解释，按照

这种观点，预览效应应该不会受到新旧客体颜色比

例关系的影响#
但是 ?QEKIC]EKIH 等( !"#") 认为仅基于旧客体

颜色的抑制不足以产生预览效应，需要通过基于旧

客体位置的抑制才能对旧客体进行抑制，发生预览

效应#他们的研究在新旧客体都是等亮度的刺激，
预览时间是 #""" 毫秒时，发现了消极颜色扩散效

应，但没有发现预览效应#而当预览时间延长到
)""" 毫秒时，既发现了消极颜色扩散效应，又发现

了预览效应#因此他们认为当刺激是等亮度时，基
于旧客体颜色抑制要花较长时间转换成位置地图，

发生基于旧客体位置的抑制，才能对刺激进行抑制，

产生预览效应#而在实验一和实验二中，新旧客体
都是突现条件下，可以进行稳固的位置编码，进行基

于位置的抑制#因此可以认为当新旧客体都是突现
条件下，基于旧客体颜色的抑制足以产生预览效应;

而当新旧客体都是等亮度条件下，基于旧客体颜色

的抑制不足以产生预览效应，要通过基于旧客体位

置的抑制这个中介才能产生预览效应#
$ 结论

预览效应受新旧客体颜色比例关系的影响，并

且基于旧客体颜色的抑制机制起到决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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