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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性阅读障碍的注意缺陷研究现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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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发展性阅读障碍的注意缺陷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行为实验发现 ,阅读障碍者有多种注意缺陷

现象 ,主要表现为“视野不对称性”和“注意转换延迟”。脑电研究表明 ,阅读障碍的注意缺陷与大脑后顶叶皮

层功能异常有关。大细胞通路假设认为 ,阅读障碍的视知觉缺陷来源于视觉大细胞受损 ,大细胞通路所加工

的信息主要投射到靠近颞2枕2顶联合区的 V5ΠMT区 ,这个脑区为后顶叶皮层提供大量投射。因此 ,阅读障碍

的注意缺陷与大细胞通路受损存在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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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发展性阅读障碍指的是儿童智力正常 ,但是

由于某些先天原因导致其阅读能力落后于其年龄

应达到水平的现象 ,在西方社会其发生率为 5 —

10 % ,它对个人认知能力、情绪发展、教育机会等

方面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阅读障碍的研究受到广

泛重视。从 50 年代开始 ,研究者从语言学层次对

发展性阅读障碍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语言模块特

异性观点认为 ,阅读障碍来源于语言学层次的加

工缺陷 ,阅读障碍者言语信息的表征和加工上存

在障碍。近年来的研究揭示阅读障碍者的基本感

知觉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损[1 ] [2 ]
,比如视运动知

觉缺陷 ,高时间频率条件下对比敏感性降低、听觉

频率辨识困难 ,甚至还有触觉、平衡觉方面困难。

这些新发现及其背后的理论假设 ,与以往强调语

言模块特异性的观点不同 ,它认为阅读障碍由更

基本的视觉与听觉障碍造成 ,其根本原因在于非

语言听觉和视觉能力受损或发展不完善。这两种

观点的对立与补充表明了发展性阅读障碍内在神

经生理机制的复杂性 ,对阅读障碍的语言特异性

以及语言加工过程的模块化理论提出了质疑。

基本感知觉缺陷如何导致阅读障碍 ,这是目

前争议很大的问题。研究证实了阅读过程和特定

的视知觉功能相关。Stein 等人总结前人研究结

果 ,指出阅读障碍的视觉缺陷来源于视觉大细胞

缺损 , 视觉大细胞位于视觉通路外侧膝状体

(LGN) ,主要负责快速视觉信息加工和传输 ,经过

加工的视觉信息主要投射到大脑皮层靠近颞一枕

—顶交界区的 MT/ V5 区[3 ,4 ] 。许多行为和脑电实

验证据支持这个理论假设[5 ] [6 ] [7 ] [8 ] 。然而 ,上述视

知觉各种功能都只是涉及简单刺激的时间 - 空间

属性加工 ,比如运动一致性 ,对比敏感性、视觉暂

留等因素。这些感知觉缺陷还不能充分说明阅读

障碍产生的根本原因 ,实验证据之间也存在很大

的不一致[9 ] 。

近年的研究显示发展性阅读障碍者可能存在

注意缺陷[10～18 ]
,这些注意缺陷可能与大细胞通路

缺损有关。Steinman 等人通过线条错觉任务 ,发现

大细胞通路激活对于自动注意捕捉信息非常重

要[19 ] 。Luck 等人指出 ,人们知觉了边缘视野的快

速信息之后 ,就会进行注意自动分配和注意对信

息自动捕捉[20 ] 。从神经基础上来说 ,MT/ V5 区向

后顶叶皮层提供大量投射[21 ] ,后顶叶皮层对于眼

动控制、选择性注意和边缘视野加工有非常重要

作用 ,这些功能对阅读过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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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 ,4 ,22 ] 。脑功能成像研究表明 ,后顶叶皮层在阅

读障碍者身上表现出与语言有关的异常活动[21 ] 。

临床证据也发现后顶叶皮层受到损伤 ,导致了获

得性阅读障碍 (由于脑损伤导致的阅读障碍) [23 ] 。

一些研究者认为 ,视知觉缺陷导致人们不能够充

分加工视觉信息 ,结果是视觉信息不能够充分地

传输和投射到后顶叶皮层 ,因此后顶叶皮层不能

够发挥应有的注意功能 ,最终导致阅读困难。但

是 ,这个说法还需要行为和脑电研究证据进一步

的证明。

阅读障碍的注意缺陷理论目前不多。Hari 提

出注意了转换消退理论 ( sluggish attention shift2
ing) [17 ]

,认为阅读障碍的注意缺陷是不能有效地

加工快速呈现的刺激序列 ,在这种序列加工中 ,加

工对象是刺激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刺激序列的变

化。这种注意缺陷不包括感知觉缺陷 ,比如辨别

声音频率等等 ,并且注意转换消退具有跨通道属

性。

2 　阅读障碍的注意缺陷
90 年代后期 ,阅读障碍的注意缺陷问题研究

比较深入 ,注意缺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选择性

注意和注意转换。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有哪些注

意成分参与阅读过程 ,但一般认为 ,选择性注意和

注意转换对阅读作用非常大。在阅读中读者通过

聚焦注意范围 ,可以将无关信息的干扰效应降到

最低程度 ,把注意范围集中到特定刺激上[13 ]
;其

次 ,阅读是对一系列字词符号进行连续快速加工 ,

这些文字符号构成特定的“时间组块”( time

chucks) ,即是在一定时间里面得到加工的对象 ,

在阅读过程中 ,读者的注意聚焦提取这些“时间组

块”,同时在不同的“时间组块”之间进行快速切换

加工[17 ] 。

211 　选择注意

阅读障碍的选择注意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 ,

首先是对目标刺激选择性注意能力降低。Casco

等人证实阅读技能与选择性注意有关[24 ]
,许多研

究文献报告阅读障碍儿童在系列搜索任务中存在

困难[25～27 ] 。

其次是不能够有效地过滤掉无关刺激干扰。

Rayner 报告了一项发展性阅读障碍案例[28 ]
,该病

人存在空间选择注意缺陷 ,病人报告外侧视野字

母的成绩 ,要高于正常对照组 ,这意味外侧视野中

字母对注视点内单词的加工可以造成干扰。Faco2

etti 等人发现[11 ]
,阅读障碍儿童不能够有效地维

持注意焦点 ,然而这项功能对于有效地加工视觉

信息来说是至关重要。最近 Facoetti 等人通过实

验发现 ,与正常儿童相比 ,阅读障碍儿童对靶子刺

激的反应时间不受靶子视角影响 ,这说明阅读障

碍儿童注意范围呈弥散性分布[12 ] 。研究者进而

指出 ,阅读障碍的注意缺陷之一就是在整体背景

中不能够有效地加工局部特征 ;在阅读中 ,这体现

为不能够过滤掉视野中的无关或干扰信息 ,不能

够集中注意于关键信息。

“左视野忽视”(left minineglect) 现象是空间

注意最典型的例子 ,它指的是人们对左视野呈现

的刺激加工时间比右视野要长 ,一般这个过程发

生在自动注意阶段 ,时间大约是 250 毫秒之内。

它最早是在顶叶损伤病人中发现的[29 ] 。Hari 通

过视觉时间判断和视觉线条错觉任务 ,发现阅读

障碍也存在“左视野忽视”现象[16 ] 。时间序列判

断任务能探测自动注意对刺激的捕捉能力。左右

视野随机地先后各呈现一个简单刺激 ,要求被试

快速判断哪个视野中的刺激先出现 ,结果发现只

有在左视野刺激比右视野刺激呈现至少要早 30

毫秒时 ,成年阅读障碍被试才可以准确判断左视

野刺激先出现 ;低于 30 毫秒时 ,阅读障碍者有可

能认为是右视野刺激先出现。相反 ,正常控制组

的两个视野判断模式基本相同 ,即空间分布对称。

视觉线条错觉任务用来探测自动注意对于线

索化刺激的快速加工能力。在左右视野随机呈现

一个线索刺激 ,在一定 ISI(interstimulus interval ,刺

激之间的时间间隔 ,即从上一个刺激结束到下一

个刺激开始点之间的间隔)后呈现一条线段 ,人们

会知觉成一条线段从线索位置射出 ,实验任务要

求被试判断线段从哪个视野射出的 ,结果发现当

线索出现在左视野时 ,在 ISI小于 60 毫秒条件下 ,

阅读障碍者比正常读者更多地判断线条是从右视

野出发 ,但是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

自动注意阶段的“左视野忽视”现象效应非常

微弱 ,原因可能是由于实验任务过于简单 ,但是暗

示阅读障碍者注意分布可能具有空间差异。空间

注意不对称分布在比较复杂或双个刺激的注意加

工上表现非常明显。阅读障碍者选择性注意的空

间分布与正常儿童存在显著差异。Facoetti 等人比

较阅读障碍儿童和正常控制组视觉注意空间分配

的差异[13 ] 。一个靶子刺激出现在屏幕不同位置 ,

它与屏幕中心的距离是 3°,6°或者 9°视角 ,要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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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快速判断刺激是否出现。结果发现 ,首先 ,阅读

障碍者在左视野的反应时显著地长于右视野 ,这

个发现与“左视野忽视”一致 ,这似乎暗示阅读障

碍的注意缺陷发生在右侧顶叶皮层。其次 ,正常

组被试的空间注意在左右视野对称分布 ,判断反

应时与刺激视角大小成正比 ,而阅读障碍被试的

空间注意存在不对称分布 ,在左视野中 ,判断反应

时与视角大小成正比 ,而阅读障碍者在右视野中 ,

对不同视角的刺激的反应时间 ,没有显著差异。

研究者认为 ,这是阅读障碍注意空间分配异常的

另外一个表现 ,即“右视野过度干扰”( right over2
distractibility) 。

侧抑制范式 ( flanker effect) 是研究选择性注

意的经典方法。这类实验中 ,在靶子刺激呈现的

同时 ,旁边伴随呈现一个无关刺激 ,它与靶子之间

的关系是冲突或一致 ,比如方向指向相同、相反 ,

数字大小 ,被试在一致条件下判断反应时要比冲

突条件下短 ,这就是“侧抑制效应”。Facoetti 等

人[14 ]通过侧抑制范式 ,发现了与上面研究的同样

结果 :注意缺陷表现为注意非对称性分布和对干

扰信息的抑制不能。在屏幕中间出现一个靶子箭

头 ,同时在左或右视野出现一个稍小箭头 ,方向与

靶子箭头一致或相反 ,任务是判断靶子箭头的指

向 ,结果 发现 ,阅读障碍者倒抑制效应在视野上

不对称分布 ,干扰信息对靶子方向判断的抑制作

用在左视野里的显著小于在右视野里的 ,这个结

果证明阅读障碍存在“左视野忽视”现象 ;同时与

正 常组相比 ,阅读障碍组在右视野存在着对干扰

信息的抑制不能 ,即在目标刺激和干扰刺激冲突

情况下 ,阅读障碍者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出

判断。研究者指出 ,“左视野忽视”和“右视野过度

干扰”相比而言 ,后者对阅读所起作用可能更大。

212 　注意转换

研究发现 ,阅读障碍者在时间序列信息加工

中存在缺陷 ,不能够辨别快速呈现的听觉、视觉刺

激之间的差异。句子和篇章水平的阅读加工过程

远比单词识别复杂 ,相对应的注意也需要从一个

刺激单位转换到另一个刺激单位。Hari 总结了阅

读障碍的听觉和视觉注意加工缺陷 ,指出在对快

速刺激序列加工中 ,阅读障碍者出现了注意转换

衰退 (sluggish attentional shifting) [17 ] 。

阅读障碍的视觉和听觉通道都存在注意转换

衰退 ,主要体现为对每个刺激加工时间延长 (at2
tentional dwell time) 。Haril

[8 ] 通过“听觉跳跃错觉”

(auditory saltation illusion) 任务[30 ]
,比较成人阅读

障碍和正常读者的序列信息快速加工能力的差

异。左右双耳不同步地呈现听觉刺激 ,左右耳各

8 个刺激 ,呈现时间都是 1 毫秒 ,在前 4 个刺激

中 ,左耳听觉刺激比右耳听觉刺激早 018 毫秒呈

现 ,后 4 个刺激刚好反过来。当每一侧刺激之间

的 ISI是 500ms ,正常被试知觉声音从单侧发出来

的 ,首先左耳听到 4 个刺激 ,然后右耳听到 4 个刺

激 ;当每一侧刺激之间的间隔缩短到 30ms 的时

候 ,正常被试感觉到 8 个刺激逐渐地从左耳发出 ,

然后越过中线 ,转移到有耳发出 ,这就是所谓的

“听觉跳跃错觉”。听觉跳跃错觉出现条件是由

ISI控制 ,实验结果发现 ,阅读障碍需要更长的 ISI

才会出现“听觉跳跃错觉”,大约是正常被试的两

倍。

同样 ,Helenius 发现[31 ]
,阅读障碍者对听觉频

率的序列加工存在类似的注意延迟现象。在实验

中 ,高低频率的两个听觉刺激分别在左右耳呈现 ,

每次在一只耳朵只呈现一个频率刺激 ,接下来在

另外一只耳朵呈现另一个频率刺激 ,如此交替进

行。如果刺激之间的 ISI 足够长的话 ,被试听到

的是一个连续的“高 - 低 - 高 - 低”的刺激序列 ,

当刺激之间的 ISI 足够短时 ,被试分别听到两个

独立的高低不同频率的刺激序列 ,这就是所谓的

“听觉分离”现象。实验结果发现 ,阅读障碍者需

要更长的 ISI 才会出现“听觉分离”,大约是正常

被试的 2 倍。

阅读障碍在听觉刺激序列加工中的时间延迟

现象同样在视觉刺激加工中有所发现。Hari 等人

利用注意忽视 (attention blink)现象 ,研究视觉中的

注意延迟[15 ] 。实验采用的是双任务程序[32 ]
,一个

测验项目包含两个靶子刺激 ,要求报告第一个靶

子刺激 ,侦察第二个靶子刺激。第一个靶子刺激

被识别以后的 400～600 毫秒之间 ,被试往往会忽

视第二个靶子刺激。

Hari 等人的实验设计如下 ,每个项目包含 20

到 37 个字母 ,计算机快速呈现这一系列英文字

母 ,速度大约是 10 字母/ 秒 ,靶子刺激是任何除 X

和 K(避免与 X 混淆) 外的大写白色英文字母 ,它

埋藏在前 8 到 12 个字母之间 ,无关刺激都是黑色

字母 ,靶子刺激和无关刺激的背景都是绿色。实

验所有项目中都埋藏了目标字母 ,三分之二的项

目中埋藏了 X。实验任务是 1) 目标字母一呈现 ,

尽快地报告目标字母是什么 ,2) 在接下来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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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中 ,侦察报告字母 X 是否出现什么 ,一般来

说 ,目标字母被识别以后的 400 —600ms 之间内 ,

被试可能出现“注意忽视”现象 ,即不能够很快侦

察到“X”。结果发现正常人大约在 540ms 之后可

以侦察报告“ X”是否出现 ,但是阅读障碍需要

700ms 后才可以准确侦察报告。研究者认为这是

由于阅读障碍在快速时间序列信息之间不能够进

行有效切换导致的 ,注意时间延迟会降低对快速

时间序列信息加工速度。

3 　小结
综上所述 ,阅读障碍的注意缺陷主要发生在

选择注意和注意转换 ,这些研究发现支持阅读障

碍中强调基本认知过程的理论 ,这类理论的核心

是阅读障碍没有语言特异性。已有证据显示发展

性阅读障碍往往伴随着基本感知觉缺陷和注意缺

陷。许多研究者试图通过注意缺陷来整合阅读障

碍患者在知觉加工 (主要是大细胞通路功能)的各

种缺陷 ,进而在基本感知觉功能缺陷和高级的语

言认知加工过程之间建立连接[13 ] [17 ] 。

注意和知觉均参与正常阅读过程 ,发展性阅

读障碍者注意与知觉都出现缺陷。行为研究也证

明注意和知觉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另外 ,对阅

读障碍的视知觉各种缺陷还存在争议 ,比如对比

敏感性数据内部分歧巨大[9 ] [33 ] 。这似乎说明发展

性阅读障碍的知觉缺陷相对比较微弱 ,需要通过

一个中介扩大器来影响高层次的语言加工过程 ,

注意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果阅读障碍的注意缺陷能够整合大细胞缺

损导致的视知觉缺陷 ,至少需要更强的实验数据

来证明发展性阅读障碍的注意缺陷和知觉缺陷存

在高度相关 ,说明阅读障碍的时间序列知觉缺陷

实际上可能是注意转换问题。另一方面 ,阅读障

碍者的语言加工困难主要发生在单词层面 ,而选

择注意和注意转换涉及多个刺激加工。因此注意

缺陷更有可能导致更高语言层次上的加工缺陷。

进一步的实验研究应该考虑阅读障碍者在句子和

篇章层次的语言加工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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