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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注意的时间结构和动态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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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把有限的心理和神经资源选择性地根据当前环境或任务来分配给某些而不是所有过程，是通过注意来完成的。以往
的大部分有关视觉注意的研究都集中在注意是如何在空间维度和特征维度进行分配的问题上，而近来的一系列研究则从时
间动态这个角度揭示了视觉注意中的一些新现象和新机制。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综述时间这个基本维度在视觉注意中的
表现、作用及其神经机制：(1) 注意对外部刺激动态结构的追踪(注意动态理论)，(2) 注意的内秉动态特性，(3) 基于时间组
织的多物体加工，(4) 视觉动态和经典注意现象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注意的时间组织和动态结构是注意中非常重要和基
本的方面，对其的研究将为注意理论的一些长久以来的争论和难点提供新的角度和解决方案。本文进一步提出了视觉注意
研究领域亟待探索和研究的新方向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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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structure and dynamic neural mechanism in visual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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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tention shapes what we see and what we act upon by allocating limited resources to certain parts of visual display in a
selective and adaptive manner. While most previous studies in visual attention mainly focused on the attentional distribution over
space or features, recent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temporal dynamics also plays a crucial function in visual atten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presentation, function and neural mechanism of temporal dynamics in visual attention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1) Tracking dynamic structure of external stimulus by attention; (2) Intrinsic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ttention; (3) Time-based
multiple object representation; (4)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ual dynamics and classical attentional phenomena. We propose that the
dynamic structure and temporal organization are fundamental to visual attention, and the research on it might provide new solutions to
many unresolved issues in visual atten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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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往往同时包含多个物

的位置以进行配合，也需要同时注意对手的位置和

体。比如一个篮球运动员在比赛中既需要注意队友

动作以躲开防守。同时，所有队友和对手的位置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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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运动员需要不断将这些位置

态特性上的发现，并试图把这些发现和经典的注意

信息在注意中更新来进行准确判断。然而，大脑的

理论进行融合。

处理容量又是有限的

[1, 2]

，大脑如何在海量信息中

选择需要关注的物体并对其变化进行追踪，这是认
知神经科学中最为基本和重要的问题之一。
在早期注意研究中，研究者将注意比作聚光灯，
处于聚光灯之下的刺激得到更快、更好的认知加
[3]

工 。Posner 等

[4]

1 注意的时间动态特性
1.1 动态注意理论(dynamic attending theory, DAT)
DAT 指的是注意对于在时间上变化的事件的动
态预期和加工 [12]。DAT 最为基本的发现就是注意

通过线索提示的范式发现注意只

会对外部事件流的时间结构进行检测和表征进而形

能增强最大权重线索提示的位置，因此提出注意只

成注意在时间上的分配，通过这种注意资源在时间

有一个焦点。当面对多个物体时，注意只能用一种

维度上的重调整来优化对外部事件的加工和预测。

[5]

串行的方式在多个物体间进行转移 。Eriksen 等

[6]

对单焦点理论进行了改进，他们使用不同有效性的

例如，对于一个具有节律信息的外部事件刺激流，

线索对任务进行提示，发现被试可以根据有效性来

研究者发现注意会被该刺激的时间结构所调制和影
响，进而使得出现在预测时间点的刺激 ( 相比于其

分配注意的比例，进而提出了注意的变焦透镜模型。

他时间点 ) 有更好的检测成绩

另一些研究者则提出注意可以同时包含多个焦点，

则发现注意不仅只是对单个预测时间点的加工增

[7]
即并行加工多个物体。Müller 等 使用稳态视觉诱
发 脑 电 (steady state visual evoked potential, SSVEP)

[12, 15]

。Hickok 等 [16]

强，甚至会在之后一段时间内产生一个和刺激节律
一致的节奏挟卷，即检测能力会随着时间出现一个

研究了多个离散位置上的注意效应，发现注意可以

波动，其波动节律等同于之前刺激流的节律。音乐

离散地分配在不同的并且不连续的空间位置上。
McMains 等 [8] 在一项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中使用了

节拍也起到了注意动态分配的作用，节拍的时间结

类似的实验范式，发现空间上不连续的刺激能够激

[17]
构调制和影响了听觉成绩、听觉工作记忆等 。动
态注意在听觉中非常普遍，因为听觉输入 ( 例如语

活大脑纹状皮层和纹外皮层上不连续的区域，他们

音、音乐等 ) 的信息都是在时间上不断展开来传递

认为这个结果反映了注意能够不连续地分布在视野

的，因而需要注意在时间上进行有效动态的分配来

中的多个位置上。

对不断变化的听觉信息进行追踪和处理。除听觉外，

空间上的分布，即注意如何在空间维度上选择物体，

[18]
这种动态注意也被发现发生在其他感觉模态 ，表
明 DAT 是注意中一种普遍的机制和现象。此外，

对要注意位置的选择性增强和对非注意位置的选

不同的时间尺度也被发现参与了不同视觉特征的加

单焦点模型和多焦点模型都主要关注了注意在

[9]

[13]

择性抑制，争论多年仍然没有统一的结论 。描

工

述注意空间选择性的神经模型主要有偏向竞争模型
(biased competition model) 和标准化注意模型 (nor-

分布，也会在时间上根据背景、刺激历史和任务要

malization model)[10,11]。另外一些学者则从时间这个

。注意不仅有效灵活地在空间、特征、物体上

求重新进行动态分配。
1.2 注意的节奏性加工模式

基本角度开展注意研究，发现空间注意除了显然依

经典的选择性注意加工要求被试检测一个可能

赖于空间这个基本维度外，实际上还包含着重要的

在一段不确定时间出现的目标。神经电生理记录结
果显示在这种条件下注意能够增强大脑区域内部 γ

时间上的动态特性

[12–14]

。具体来说，注意过程并不

[19, 20]

是一个时间上的静态稳定过程，而是在时间维度上

振荡的同步性，降低低频振荡 (< 17 Hz) 的同步性

不断地重新分配资源来对多个空间位置进行加工，

调节相关的高级脑区和低级脑区之间的神经振荡同
步性，增强 γ 振荡的同步性 [21]。近年来，学者通过

并表现出一种节律性、离散型的时间特性。这些研
究表明，除了空间的分配外，时间动态结构也是注
意的内秉特性和一种大脑分配加工资源的重要方
式。视觉注意的时间结构、动态特性，及其神经机
制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也为注意这
个古老的课题加入了时间这个基本的信息承载维
度。本综述将系统梳理近年来在视觉注意的时间动

，

节奏性刺激模式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注意加工模
式 —— 节奏性加工模式。这种注意加工模式和注
意的动态特性相关，被认为由 δ 频段神经振荡 (< 4
Hz) 活动来产生。例如，Lakatos 等 [22] 给猴子同时
呈现和播放具有节奏性的视觉 - 听觉刺激流，视觉
和听觉刺激的节奏性呈现出反相的关系 ( 视觉和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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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刺激交替呈现 )，在不同的试次中让猴子分别选
择性地注意视觉或者听觉刺激，结果显示视觉和听

了诸多知觉过程离散化的证据以及神经振荡尤其是
α 振荡在知觉离散化中的作用。在此之后，越来越

觉的感觉皮层局部场电位的神经振荡都能够和注意

多的研究为知觉的离散加工提供了证据，并提示某

的刺激节奏保持一致，即呈现出一种跨模态的时间

些节律的脑神经振荡活动可能是这种离散知觉的神

动态注意调制。他们进而发现这种时间上的节奏性

经基础 [13]。Busch 等 [25] 使用感觉阈限附近的视觉
刺激，通过分析相应的 EEG 信号发现对这些视觉

增强了注意刺激的神经响应，降低了非注意刺激的
神经响应，并且与猴子的按键反应时密切相关。
Lakatos 等 [22] 由此提出，大脑存在两种加工模式，

刺激的探测和刺激出现之前的大脑 α 频段神经活动

一种是节奏性加工模式，另一种是持续加工模式。

的相位密切相关，即在反应正确和反应错误的试次
中，神经振荡活动处于 θ 和 α 频段的不同的相位上。

当大脑觉察到环境中的刺激存在节奏性时间规律

Busch 等 [26] 的研究进一步显示，即使当要求被试将

时，它会切换到节奏性加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δ 频段的神经振荡会增强，同时 γ 频段的振荡幅度

注意持续集中在一个物体上，被试的注意成绩仍然
随着刺激呈现前的 7 Hz 神经振荡的相位发生变化。

会受到 δ 频段振荡相位的调制。大脑通过这种把脑

同时，刺激呈现前的 7 Hz 神经振荡相位也影响了

内神经振荡和外界要注意的节律信息对准的方式，

刺激引起的神经响应大小。

使得和注意节奏吻合的刺激流恰好落入神经振荡活
动的兴奋相位范围，因而增强对它们的响应 ；同时，
和注意节奏不吻合的刺激由于会落入抑制相位，因
而反应减弱

[14]

。节奏性加工模式是大脑加工灵活性

这种刺激前神经振荡活动的相位对于知觉反应
成绩的影响被大量的研究所验证，这些研究所采用
[27]
的认知任务包括工作记忆 、经颅磁刺激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光幻视 [28]、眼跳 [29]

间规律的时候，就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优化，通过挟

等。这些研究表明相位调制集中在 5~15 Hz 的频段，
主要是 7 Hz 的 θ 频段 [25] 和 11 Hz 的 α 频段 [30]。θ

卷大脑的振荡节律到刺激的节律使得神经元激活性

频段的相位调制主要集中在额叶的电极上，与视觉

最高的时间用来加工注意选择的刺激，同时将不被

注意密切相关，α 频段的相位调制主要发生在枕叶

注意的刺激排列到神经元激活性较低的时间进行抑

的电极上，与视知觉中的感觉成分相关

的体现，当大脑检测到环境中的刺激具有一定的时

制

[23]

。这种节奏性的加工模式既是一种有效的注意

[13]

。这种相

位调制说明，对于某些视知觉来说，神经振荡存在

控制机制，同时也能够节省加工所消耗的认知资源。 “好”的相位，在这种相位上，刺激能够引起较大
另一方面，当环境中的刺激流没有明确的时间结构
和预测性时 ( 例如被试不能预测刺激在什么时间出

的神经响应，产生较好的反应成绩 ；也存在“差”

现时 )，大脑就会切换到持续加工模式，持续选择

抑制，反应成绩也比较差。

性加工即将到来的外界刺激。在这种模式下，δ 频
段的神经振荡就会被抑制，同时伴随着持续性的 γ
频段振荡幅度的增强。
1.3 注意的内秉动态特性

的相位，在这种相位上，刺激引起的神经响应受到
除了神经振荡相位，神经振荡频率的变化也会
对知觉和注意行为产生影响。神经振荡相位反映的
是和离散节律有关的时间信息，而神经振荡频率的
改变意味着注意的加工节奏发生了变化。例如频率

在前述的注意动态理论和节奏性加工模式理论

增高代表加工速度变快，时间窗口变窄，而频率降

中，注意在时间上的分配都依赖于外部节律性的刺

低则代表加工速度变慢，时间窗口变长，这些变化

激对于内生神经振荡的节奏挟卷，即大脑活动通过

将会相应导致知觉系统的时间分辨率升高或者降

去探测外部世界的时间结构和规律来相应改变注意

低。有研究显示，α 频段神经振荡的峰值频率会影

在时间上的动态分布。因而，当外部刺激没有明显

响两个序列呈现的闪光刺激同时性的判断

的节律时，注意的节奏性采样效应也就相应消失了，
变成了持续性的加工模式。可以说，这些理论并没

峰值频率对应于低的时间分辨率，两个序列闪光刺
激因此有更高的可能被判断为同时呈现 ( 因为在一

有支持注意可能具有内秉的时间动态特性，即并不

个时间窗内 ) ；高的峰值频率对应于高的时间分辨

依赖于外界环境或刺激的动态结构。

率，因此两个序列呈现的闪光刺激便有更高的可能

另一方面，VanRullen 等

[24]

早在十几年前就提

出视知觉可能本身就是离散过程的观点。他们列举

[31]

，低的

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时间窗内因而被判断为两个离散
事件。最后，每个人的相应频率，即使在同一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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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不是完全相同和固定不变的，大脑可以根据不

种方式，他们发现了目标探测正确率在线索出现后

同的任务要求来改变这个频率峰值进而调节时间窗

的时间上的变化模式，并进一步比较两个位置之间

口的分辨率

[32]

。Wutz 等

[32]

发现当任务要求在时间

上对信息整合时，α 振荡的频率峰值下降，使得有
更长的加工窗口来整合信息。当任务要求在时间上

的时间模式的关系。比较结果显示，当刺激呈现在
右侧视野时注意成绩呈现出一个 4 Hz 的行为振荡，

对信息进行分割时，α 振荡的频率峰值升高，使得

而当刺激呈现在左侧视野时，注意成绩则呈现出一
个 6~10 Hz 的振荡模式。此外，最为重要的是，他

加工窗口收窄，从而提高时间分辨率。

们发现两个空间位置的行为振荡呈现出一个此消彼

这些研究结果都进一步支持了注意的动态内秉
特性，即支持注意的动态特性并不完全依赖于外界
刺激的时间结构。即使在一个没有包含动态特性的
视知觉和注意过程中，知觉和注意加工依然是一个
工作在 θ 和 α 频段的离散过程。大脑内生的神经振
荡的相位和频率都对视知觉和注意产生影响。

2 基于时间动态的多物体加工

长的交替模式，反映在两个位置行为振荡之间存在
近 180° 的相位差。Landau 等采用上述的新方法开
创性地发现了视觉注意行为中的节律现象，并且进
一步发现了注意对两个空间位置 ( 也可以认为是两
个固定空间位置的物体 ) 的节律性交替加工过程，
揭示了基于时间组织的多空间位置加工机制。
Fiebelkorn 等 [35] 使用高时间分辨行为采样的方
法研究了空间注意和客体注意的时间结构。他们使

在注意具有内秉动态特性的基础上，近来一些

用经典的研究客体注意的双矩形范式 [36]，给被试呈

研究进一步提出注意通过时间组织的方式对多物体

现横或者竖的两个矩形，然后使用一个空间线索提
示其中一个矩形的一侧，在随后的 300~1 100 ms 的

进行资源分配和加工。既然注意能够在时间上进行
意可通过在时间上有节奏地和灵活地分配资源来达

随机时间在线索提示的位置，或者与线索同一个矩
形的另一侧 ( 同客体位置 )，又或者另一个矩形但

到对多个物体的加工和表征。此外，神经振荡在以
往很多的研究中都被发现和注意行为有关，皮层 -

是与同客体位置相等距离的位置上呈现目标刺激，
以 10 ms 的步长计算被试在每个时间间隔上的目标

皮层和丘脑 - 皮层的动态性功能连接是注意选择的

探测率。结果显示，在同一个客体内，注意以 8 Hz

灵活分配并具有节律性，那么一个可能的假设是注

神经基础

[14, 33]

。这些神经科学的发现提示了基于时

间动态的多物体加工的可能神经基础。
2.1 基于时间的多物体加工的行为证据(“行为振

的频率在两个空间位置之间切换，而在不同的客体
之间，注意以 4 Hz 的频率在采样。他们的研究把
以往空间注意研究拓展到物体注意上，提示注意可

荡”)

能用不同的节奏采样物体和物体内部的不同空间位

近来有研究者通过采用高时间分辨率行为采样
的方式对经典的认知行为成绩 ( 例如正确率、反应

置，揭示了一种基于不同节奏的层级式注意加工模式。
Song 等 [37] 进一步采用改造后的外源性注意提

时等 ) 进行新的测量和探索，在空间注意、物体注
意行为中发现了节律性波动 (“行为振荡”)。例如，

示的范式结合高时间分辨行为采样的方法研究了空

的研究中，被试需要同时注意两个

间注意在时间上的动态属性。不同于以往研究，他
们主要考察了被试在每个 SOA 上的反应时 (reaction

呈现在注视点左侧和右侧的光栅刺激，探测一个可

time) 而不是正确率。结果显示，注意在时间上的

能出现在左侧或者右侧光栅上的目标刺激。在目标

动态过程包含两个成分。一个是经典的注意捕获 -

刺激出现之前，使用一个闪光线索将被试的注意吸

返回抑制过程，表现为注意时间模式中的慢变化成

引到左侧或者右侧的光栅上，并且该闪光线索和之

分。具体来说，在线索提示过的位置上，反应时在
线索后的 400 ms 之内是短于线索没有提示的位置

在 Landau 等

[34]

后目标刺激的出现位置没有任何关系。接着，目标
刺激呈现在闪光线索出现前的 750 ms 到出现后的
1 000 ms 这段时间的随机间隔上，以 16.7 ms 为步长，

的 (“注意捕获”)，但是之后线索效应发生了反转，
线索提示位置的反应时比没有提示的位置要长 (“返

即共有目标刺激与闪光线索之间的 105 个时间间隔
(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 SOA)，对应于 60 Hz 的

回抑制”)，这和经典的空间预提示实验结果一致。

行为采样率。设置该闪光线索的主要目的是对可能

结果中去掉后，他们通过分析行为时间波形的时频

存在的行为动态进行时间上的复位和重置。通过这

成分发现了一个新的动态成分，即注意在两个空间

比较有趣的是，当把这种慢变化的经典模式从行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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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节律性切换过程。具体来说，首先，他们在
反应时的结果中观察到 α 脉冲 (8~10 Hz) 成分，这

界刺激的动态结构。行为振荡研究方法并没有包含

是首次在人类行为中看到了以往只在脑神经活动中
观察到的 α-band 振荡。其次，他们的行为振荡中的

高时间精度采样方法，因而观察到的注意行为的节

α-band 成分并不是反映注意的加工，反而是注意的

了大脑内秉的节律特性。这一系列行为振荡的结果

抑制作用，这也和以往脑电实验中所揭示的 α-band

为注意的动态特性，特别是节律性的存在，提供了

[38]

神经振荡主要体现在抑制作用的结果完全一致 。
最后，他们发现 α-band 行为振荡以大约 3~5 Hz 的
θ-band 节律在两个空间位置之间进行节奏性交替，

特定频率的外界刺激，而是采用经典实验范式结合
律特性并不取决于外部刺激的时间特性，而是反映

非常有力的实验证据。
2.2 基于时间的多物体加工的神经机制
行为振荡的研究结果提供了证据支持注意对多

这又和 Landau 等 [34] 发现的行为振荡结果一致。这

个空间位置、特征和物体的节律性加工模式，然而

一结果提供了全新的证据，表明大脑可能是通过切
换抑制性 α-band 活动来对两个空间位置进行节律性

这里面依然存在一些混淆因素。首先，行为振荡的

的交替加工。

注意重置，从而将这个重置时刻作为时间参考，在

研究依赖于特定的实验范式，即采用外源性线索将

后续很多学者都进一步采用这种高时间分辨率

随后的时间上进行密集行为采样来反映注意在时间

行为采样方式，发现除了多物体同时注意，行为振

上的动态变化。但一个可能的问题是，这些在多物

荡也会发生在多预期编码
运动整合

[41]

、双耳分听

[42]

[39]

、双眼竞争

、物体识别

[43]

[40]

、视觉

体间的节奏性加工现象可能完全是由于这种外源性

等认知任

的线索所引起的。比如，注意也许是同时并行分配

务中。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浏览静止的场景时，
人的眼睛还是以每秒 3~4 次的眼跳在环境中选择信

在两个空间位置上的，但是线索把注意强行地捕捉

息，将选择的信息带到视网膜最敏感的部位进行精

的节律性的切换波动。换句话说，是这个线索暂时

细加工

[44]

。上述一系列行为振荡的研究则表明，这

到一个位置，进而引起了之后注意在两个位置之间
地扰动了空间注意的分配，而不是基于时间分配资

种周期性的对于不同空间位置的信息选择即使在没
有眼跳时也依然存在。大脑通过内隐注意 (covert

源的多物体加工。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可能性，
Landau 等 [47] 采用脑磁图记录结合持续性注意范式

attention) 对空间中的不同位置进行序列和节奏性采

记录同时注意两个空间位置的人脑活动，他们将 γ

样

[45]

。事实上，注意不仅对于多个物体是以一种在

时间上序列采样的方式在加工，即使只有一个物体
注意也是以 7 Hz 的频率在进行采样加工的 [46]。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为振荡研究都建立在这
样一个假设上，即认为脑内部的神经振荡活动会周
期性地调制和影响知觉和注意加工，进而理论上应
该可以表现在行为成绩上。但是如果没有很好的实
验控制，实际上在平常的行为记录中是很难探测到

振荡作为注意加工的神经指标，将目标刺激对侧大
脑半球与同侧大脑半球的 γ 振荡能量之差在时间上
的波动作为注意动态变化的指标，实验主要分析了
目标出现前 0.5 s 的神经信号，结果显示在目标出
现前对目标正确反应和错误反应试次的神经指标呈
现反相的 4 Hz 振荡，即目标出现前的 4 Hz 神经振
荡的相位决定了反应的正确与否。脑磁图溯源分析
结果显示，这个 4 Hz 神经振荡主要来自于大脑的

这种现象的。因此，上述研究采用的一个共同方法
是通过一个外源性线索来重置 (phase resetting) 背景

距状沟，舌回和楔前回。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注

神经振荡活动，把该时间点作为标准参考时间点进

程，而并不是由于线索引起的，因为这里没有线索

而测量之后每个时刻的行为成绩。理论上，如果神
经振荡确实对多个物体进行一种节奏性加工的话，

[48]
在一个注意转移范
进行重置。此外，Dugué 等
式中使用 TMS 在刺激呈现后的不同时间间隔上刺

通过这种线索重置的方式将可以把每次测量的行为

激被试的低级视觉皮层 (V1/V2)，发现当在无效线

成绩在时间上对齐进而来验证这种假设。最后，需

索条件下即需要进行视觉转移的条件下，被试的注
意以 5 Hz 的节奏进行转移，并且低级视觉皮层在

要指出的是，这种采用高时间分辨行为采样方法的
研究不同于采用 DAT 和节奏性注意加工方法的研

意在时间上的周期性采样是一个持续性的内在过

究，后者是通过用一种包含节律性外界刺激的方式

这种节奏性转移中发挥了作用。
[47]
尽管 Landau 等 的研究结果证明注意的节奏

来探测注意成绩的重新动态分配，即完全依赖于外

性振荡不是由于线索引起的，然而仍然存在其他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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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清楚的关键点。首先，他们研究的是刺激出现
前的神经活动，类似于 VanRullen 等 [25, 26] 的一系列
研究，仅能表明背景神经活动可能通过这样一个节
律性状态的变化来影响之后的注意加工模式。但是，
注意在多物体加工过程中的节奏性采样的最直接的
神经证据仍然缺少。其次，以往的实验任务都是要
求被试把注意同时分配在两个空间位置上，一个随
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基于时间节律的多物体加工
机制是否只出现在这种注意情况下而不能泛化为一
般性的注意机制呢？比如，在经典的选择性注意中，
被试被要求注意其中一个而忽略另一个，在这种持
续性选择注意过程中，这种节律性加工是不是就并
不存在呢？最后，如果注意是通过动态时间分配的
方式加工多物体，是否可以通过改变注意的空间分
配相应地改变时间分配的模式呢？这种基于时间组
[49]
织的加工是否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呢？ Jia 等 通过
结合脑电记录和经典的选择性注意范式来研究这一
问题。首先，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他们采用了一种
时间响应函数的方法从脑电活动中分离和抽取出特
异于每个物体的相应神经活动。其次，他们通过改
变线索有效性来改变注意的空间分布，分为三个水
平，100% 有效性 ( 目标 100% 可能性出现在一个物
体上，因而需要完全注意一个物体而忽略另一个 )，
75% 有 效 性 ( 目 标 75% 可 能 出 现 在 一 个 物 体 上，
25% 可能性出现在另一个上 )，50% 有效性 ( 目标
出现在两个物体上的几率相等 )。他们进而比较在
不同空间注意分布情况下注意的物体和非注意物体
的响应的差别，结果显示 α-band 活动体现在注意调

图 1. 持续性注意任务中灵活的序列注意采样
Fig. 1. Flexible sequential sampling during sustained attention
task. The left column is the sustained attention task. In the first
row, th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attend the cued object, while
completely ignoring the other object; in the second row, 75%
targets were presented in the cued object, another 25% were
presented in the uncued object; in the last row, th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attend the two objects with equal effort. The middle
column i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attentional behavior. When a subject is asked to pay attention to an object with 100% cue validity,
he/she will first sample the cued object and then rarely switch
to the uncued object; when the attention is required to be more
evenly distributed on the two objects, the two objects will be
sequentially sampled with equal magnitude. The right column is
the experimental data [49], and sequential sampling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were shown in the α-band power of the temporal
response function.

[38]

控中，并表现出一种抑制特性，这和以往的结果
完全一致。在 100% 有效性的情况下，即经典的选

发生在空间注意上 ( 固定空间位置的多物体 )，结

择性注意范式中，他们发现注意并不像以往所发现

果显示这种时间上的注意序列加工模式在物体空间

的稳定地停留在被注意的物体上 ；相反，注意在被
注意物体上停留了大约 200 ms 后就会出现一个转

位置随机移动时依然存在，表明这种机制可以拓展

移到非注意物体的反转趋势，即表现出一种时间上

接的多物体序列注意采样的神经证据，表明注意采

的序列加工模式。当注意空间分配变化时，这种序
列加工模式也相应发生变化，表现在 75% 线索有

用一种基于时间的动态序列采样方式进行多物体的

效时 ( 非注意位置也需要分配一定的注意资源，虽
然少于注意位置 )，这种物体间的序列转移变得更

当注意被要求更为均匀地分配在两个空间位置上

为明显和显著 ；而当线索有效性为 50% ( 两个位置
需要同等注意资源 ) 时，注意呈现出一种更加均衡

一个位置而忽略其他位置的任务条件下，注意仍然

和持续的在时间上节奏性的切换模式，类似于行为
[37]
( 图 1)。此外，他们通过采用多物
振荡中的模式

位置留下了一定时间窗口内的注意资源，表明了这

体跟踪范式进一步考察了这种序列加工模式是否只

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种对于多物体的加工是

到基于物体的注意上。Jia 等的研究首次提供了直

表征和加工。该时间动态加工模式会受任务调制，
时，该序列模式更为明显和持久。即使在完全注意
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序列加工模式，为非注意的空间
种基于时间组织的多物体加工在注意机制中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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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内秉的特性，大脑需要不断地分配资源给和任

3.2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注意

务无直接关系的物体，来保持对外界信息的一种表

在“自下而上”注意中，低级视觉特征会整合

征更新。最后，Jia 等的研究结果证明了注意具有

成 一 个 显 著 性 地 图， 在 这 个 显 著 性 地 图 中 采 用
Winner-Take-All 的机制选出了最凸显的位置或物体

动态性和离散性，不同于以往认为注意会持续和连
续地停留在任务所要求的被注意物体上，他们的结
果表明注意可能是由大约 200~300 ms 的注意时间

进行中央执行加工，同时中央执行系统进而会返回

组块联结而成，多个物体被灵活地分配在这些组块

下一个最显著的位置或物体能够有机会凸显，并被
Winner-Take-All 机制选出来送到中央执行系统进行

上被加工。

3 基于时间的多物体加工和经典注意现象的
关系
经典的注意范式也有一些和时间有关的现象，

下一步加工

[54]

。通过这种机制才能实现有效的注意

转移，从而避免注意锁定在最显著的刺激位置上。
[54]
以往的研究表明这种周期性的注意转移 也表现
在眼跳模式上 [55, 56]。Jia 等 [49] 采用了一种“自上而下”

的注意范式，仍然发现这种注意在不同空间位置间

我们在下面进行梳理和讨论。
3.1 视觉搜索

的序列转移。这些结果表明时间上的序列加工可能

视觉搜索是研究视觉注意的常见范式，也和多
物体注意密切相关。研究表明，注意的周期性振荡
会直接反映在视觉搜索中。Buschman 等

一个抑制信号来抑制当前最显著的信息表征，使得

[50]

在自下

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视觉搜索任务中，同时记录猴子
的额眼区和背外侧前额叶的神经活动，结果显示在
自上而下的任务中猴子自动采取了序列搜索的策
略，在空间位置上逐个进行搜索查找目标。而在自
下而上的任务中，猴子并没有采取这种序列搜索的
策略。同时，额眼区的神经元活动能够反映这种序
列搜索，对不同空间位置偏好调谐的神经元在时间
上序列激活。这种结果也为经典的视觉并行搜索和

是注意加工的内在机制，而并不是只在自下而上的
注意过程中起作用。无论是持续性的“自上而下”
注意，还是“自下而上”注意，都可能存在这一基
于时间组织的序列注意加工。
3.3 注意节奏与返回抑制
注意振荡反映了注意在多个物体之间的序列性
[37, 49]
切换，特别是基于抑制性 α 活动的轮流抑制现象
和在以往空间提示范式中发现的返回抑制效应
(inhibition of return)[57] 非常相关。返回抑制反映的
是在外源性线索提示过的位置在线索与目标的时间
间隔较短 (200 ms 以内 ) 时呈现出正性的线索效应，

[51]
串行搜索提供了直接的神经证据 。
Dugué 等 [52] 比较了在复杂 ( 序列 ) 视觉搜索中

在时间间隔较长时呈现出负性的线索效应。这种线

正确搜索和错误搜索试次的脑电反应，结果显示，

然后撤回，类似于行为振荡实验中发现的序列性注

正确搜索和错误搜索试次的差别反映在刺激呈现后
的 6 Hz 神经振荡的振幅和相位锁定上，也反映在

意切换跳转。Song 等

索效应的反转揭示了注意在线索提示位置短暂停留
[37]

使用外源性线索的研究范

式则揭示了经典的返回抑制和注意振荡是同时存在

刺激呈现之前的 6 Hz 神经振荡的相位上 ( 正确和错
误的试次表现出相反的相位 )。刺激呈现后的不同

的两个成分。我们认为注意节奏性振荡和返回抑制

时间间隔上对枕叶皮层施加 TMS 干扰，发现干扰
效应也呈现出 6 Hz 振荡。这些结果说明，视觉搜

变化行为过程，而行为振荡则是一个快过程 ；其次，

索本身是周期性的，受刺激之前神经振荡 6 Hz 相
位的调节，也表现为刺激呈现之后 6 Hz 神经振荡

表明是两个独立过程 ；最后，返回抑制是一个一次

[53]

是两个不同的成分，首先，返回抑制主要体现在慢
进一步的相关分析显示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性的过程，而注意振荡则呈现了来回两次以上的节

物理学数据拟合数学模型的方法，结果显示在视觉

奏性加工模式。总之，返回抑制的效应主要可能是
由外源性线索引起的，而基于节奏性产生抑制性 α

搜索任务中，注意在空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

注意振荡过程则可能反映大脑加工多个物体的一种

是离散分布的，在特定的时刻只能注意一个或者一

内生的动态表征机制，因而独立于外源性线索。近

组物体。在时间上，注意分布也不是持续的，而是
以 7 Hz 在发生周期性变化。这充分说明了在视觉

期的脑成像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观点
3.4 注意节律在神经活动中的体现

的振幅和相位锁定。进一步，Dugué 等

搜索中，注意振荡同样是一种普遍存在。

将心理

[49]

。

注意的节奏性不仅体现在经典的注意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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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体现在经典的动物电生理记录中。颞下皮层的神

500 ms 的时间组块进行重新的分配和整合来达到对

经元对特定物体有一定选择性，当有物体刺激呈现

外部世界的具有独特“大脑视角”的动态表征。以

在神经元的感受野时，神经元开始发放，当呈现在

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大脑对于外部世界的选择性加

感受野之外时，神经元不发放。然而，当两个刺激

工，例如哪些脑区对哪种刺激有更强的表征和反应，

同时呈现在神经元的感受野之内和之外时，神经元
的发放呈现出序列的一个个分离的脉冲，大约 5 Hz

哪些神经元编码哪种特征，而很少从动态和大脑内

[58]

部时间架构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而时间上的动

。神经元首先对感受野内的刺激开始反

态特性，包括时间分割、时间节律、时间融合，结

应，但是很快会受到来自其他对于刺激不反应的神

合脑神经活动中广泛发现的神经振荡现象，将为包

经元的抑制信号，使得神经元的发放受到抑制，然

括注意在内的各种认知过程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

后反应从抑制中恢复，接着再被抑制。这种神经元
之间的内生的相互抑制是受到 GABA 能中间神经

的视角。

元的调节的。这种周期性的发放依赖于猴子对于感

和发现。例如，现在的大部分研究由于技术限制都

受野之外刺激的注意水平，说明这种表征两个图片

主要是集中在两个物体上，而没有真正的体现多物

刺激的神经元之间的竞争与注意在两个刺激之间的
[59]
直接在猴子 V4 神
选择有关。此外，Kienitz 等

体 ；大部分研究没有对任务难度进行精确控制，因

经元感受野的激活性中心和抑制性周围同时呈现刺
激，引起 3~6 Hz 的神经振荡，同时猴子在分布式

的原因造成 ；这种注意节奏与眼动和微眼动节奏间

注意任务中的反应时也呈现出同样的周期性振荡，

多物体节律性加工在其他认知过程中的表现，例如

并且反应时的振荡是与神经振荡锁定的。这说明周

音乐、语言、记忆、认知控制、决策和跨模态融合

期性的神经振荡和注意采样是由于皮层神经元的感

等等。通过设计巧妙的认知心理学范式结合新颖的

受野交互引起的。

脑成像手段和计算模型，未来研究将有望解决这些

的节奏性

4 结语
本文综述了视觉注意的动态时间结构，在不同
的注意过程特别是多物体加工中的基本作用及其神

现有的研究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亟待新的探索

而不清楚近期观察到的动态注意现象是否由于难度
的可能关系 ；节律性注意所关联的神经网络动态 ；

问题，开辟出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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