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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连续呈现两个目标刺激时 ,被试对第二个目标刺激的正确报告率显著下降 ,这种现象就是注意瞬

脱。本文在简要介绍注意瞬脱的瓶颈理论和注意资源耗竭理论的基础上 ,着重阐述注意瞬脱的暂时性失控理论及其面临的挑

战 ,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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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快速系列视觉呈现 ( RapidSerialVisualPresentation,

RSVP)中 ,快速连续地呈现不同的刺激 ,如果只要求被试辨

认一个目标刺激 ,被试能正确地报告 ;如果第一个目标刺激

( T1)后很短时间内呈现第二个目标刺激 ( T2) ,对 T2 的辨认

能力下降 ,这种现象称为注意瞬脱 (AttentionalBlink ) 。注意

瞬脱的理论解释是近年来认知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本文在简要介绍注意瞬脱的瓶颈理论和注意资源耗竭理论

的基础上 ,着重阐述近年来 DiLollo 等 [1] 提出的暂时性失控

理论 (temporarylossofcontrol,TLC ) 及其面临的挑战 ,并对

今后的研究提出展望。

2 　瓶颈理论

211 　两阶段模型

Chun 和 Potter 认为 ,RSVP 刺激流中的目标刺激经历两

阶段加工 :第一阶段加工容量较大 ,被迅速进行特征 (如颜色

等)登记并暂时储存在概念性短时记忆中 ,这个阶段刺激的

表征可迅速衰退 ;第二阶段是短时记忆巩固过程 ,此阶段是

容量有限的瓶颈式加工 ,只要这个瓶颈被 T1 占用 T2 就不能

被巩固。T1、T2 间隔时间较短时 ,T2 已呈现但 T1 仍忙于第

二阶段的加工 ,T2 第二阶段的加工就会延迟 ,T2 在第一阶段

建立的表征要么自行衰退要么被刺激流中其它刺激擦除或

替代 ,从而出现注意瞬脱 ;T1 、T2 间隔时间长时 ,加工瓶颈处

于空闲状态 ,T2 在第一阶段建立的表征能及时进入第二阶

段。

212 　心理不应期理论

在心理不应期范式中 ,改变第 1 和第 2 个刺激之间的时

间间隔 (SOA)并要求被试尽快对两个刺激作反应。结果发

现 ,与仅要求对第 2 个刺激作反应的控制条件相比 ,当 SOA

很长时 ,对第 2 个刺激的平均反应时无显著延长 ;当 SOA 很

短时 ,对第 2 个刺激的平均反应时呈线形增长。可见 ,心理

不应期与注意瞬脱存在共同点。用研究心理不应期的方法

研究注意瞬脱时 (即每个目标刺激呈现后均要迅速作反应) ,

T1 的反应时可预测 T2 的正确报告率 ,且反应选择因素 (如

简单或迫选) 可调节注意瞬脱的程度。因此 ,Jolicoeur 等认

为 ,注意瞬脱的发生与心理不应期一样 ,是因为在较晚的反

应选择阶段存在加工瓶颈。

可见 ,两阶段模型和心理不应期理论等瓶颈理论认为 ,

中枢处理器在某时刻一次只能处理一个刺激 ,如果中枢忙于

加工前面的刺激 ,后面刺激的加工就会被延迟。

3 　注意资源耗竭理论

311 　注意滞留模型

注意滞留模型也认为 ,RSVP 流中目标刺激的加工需经

历容量不同的两个阶段 ,但此模型中容量有限的概念与两阶

段模型不同 ,它是指注意资源的有限 ,每个刺激都要竞争有

限的注意资源 ,在 T1 第二阶段的加工完成前呈现 T2 时 ,T2

第二阶段的加工得到的注意资源减少 ,因而出现注意瞬脱 ;

而两阶段模型的容量有限是指加工容量的有限 ,一次只能加

工一个刺激。

312 　干扰模型

Shapiro 等认为 ,RSVP 流中只有少数与 T1、T2 预置模板

相匹配或在时间上与 T1、T2 邻近的刺激 ( T1、T1+1 、T2、T2

+1 ) 才可进入视觉短时记忆并根据其与 T1 或 T2 预置模板

匹配的程度、进入顺序、用于加工该刺激的注意资源的多少

等被赋予权重。T1 项由于与模板相似程度高、进入较早、被

提供的注意资源充足而拥有较高权重。T1、T2 间隔时间长

时 ,由于 T1 和 T1+1 项已被转移至另一个记忆系统或权重

已衰退 ,因此 T2 也得到类似强度的权重 ,RSVP 流呈现结束

后 T2 易被提取出来 ;T1 和 T2 间隔时间短时 ,用于加工 T2

的剩余注意资源较少 ,T2 的权重也较小 ,故不易被提取出

来。

可见 ,注意滞留模型和干扰模型等注意资源耗竭理论认

为 ,有限的注意资源分配给了前面的目标刺激 ,注意资源耗

竭是注意瞬脱的主要原因。

4 　暂时性失控理论

　　迄今为止 ,约半数关于注意瞬脱的研究支持注意资源耗

竭理论。这些研究发现 ,当 T2 紧跟在 T1 后 (即间隔为 lag1)

时 ,T2 的注意缺陷最明显 ,随着间隔的增加 ,T2 的注意缺陷

减弱。但另半数研究不支持注意资源耗竭理论 ,它们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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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为 lag1 时 ,T2 的注意缺陷不明显 ,出现“lag1 节省”现

象 ,间隔为 lag2 时 ( T1 和 T2 中间有一个干扰项) ,T2 的注意

缺陷最明显 ,以后随着间隔的延长 ,T2 的注意缺陷逐渐得到

改善。为解释“lag1 节省”现象 ,注意资源耗竭理论假设 ,当

T1 到达时 ,注意门控迅速打开 ,然后缓慢关闭 ,使得下一个

刺激可与 T1 一起得到注意资源 ,如果 lag1 项恰好是 T2, 两

个刺激便同时得到加工 ,不会出现注意瞬脱。但这种解释不

能说明 ,为什么一半的研究中 T2 能通过注意门控而另一半

研究不能通过。最近 ,DiLollo 等也对注意资源耗竭理论提

出质疑。他们发现 ,连续呈现三个种类相同的目标刺激 (均

为字母)时 ,T3 的正确报告率未下降 ;但当 T2 为数字时 ,T3

的正确报告率下降 ,出现注意瞬脱 [1] 。这个结果无法用注意

资源耗竭理论解释 ,因为不管三个目标刺激种类相同还是不

同 ,由于加工资源耗竭 ,T1 后呈现的刺激的正确报告率均应

下降。这个结果也无法用一般瓶颈理论来解释 ,因为 T2 为

数字时 ,如果中枢处理器在某时刻只能处理一个刺激而使

T3 报告受损 ;那么 T2 为字母时 ,为什么中枢处理器就能处

理两个刺激了呢 ?

为此 ,DiLollo 等 [1]提出暂时性失控理论。由于注意转换

可引起注意瞬脱[2] ,意味着注意转换可引起系统重新设置 ,

便于对刺激进行最有效加工。系统设置是自上而下的控制 ,

据到达刺激的特性来调整视觉系统。系统最初被设置为适

合加工 T1, 这个最初设置由前额叶等皮层 (被认为是中枢处

理器)发出信号进行内源性监控。也就是说 ,开始呈现 RSVP

刺激流时 ,系统被设置成输入过滤器以保证排除 T1 前面的

干扰刺激而使 T1 通过过滤器 (过滤器包括视觉系统的多个

区域) ,过滤器需从中枢处理器接受维持信号 ,当中枢处理器

持续发出控制信号时 ,系统设置就不会被 RSVP 流中 T1 前

面的干扰刺激外源性地改变。T1 到来前 ,中枢处理器监视

目标刺激的出现 ,探测到任何一个目标刺激就开始辨认它 ,

T1 到达时 ,一次只能执行一种任务的中枢处理器忙于 T1 的

加工和反应准备 (因此有人也将暂时性失控理论视为特殊的

瓶颈理论) ,不再向过滤器发送内源性控制信号 ,系统设置便

开始受继发 lag1 项刺激的外源性控制。如果 lag1 项刺激与

T1 种类相同 ,就与系统当前设置匹配而得到有效加工 ,系统

设置也不改变 ,不出现注意瞬脱 ;如果与 T1 种类不同 ,将外

源性地改变系统设置 ,使系统不再适合加工与 T1 同类的刺

激 ,这时 ,即使 T2 与 T1 种类相同也不能得到有效加工而产

生注意瞬脱。随着 T1、T2 间隔的延长 ,T2 注意缺陷逐渐减

弱 ,当 T1 加工完毕 ,中枢处理器就重新恢复对系统的内源性

控制。

TLC 理论还能解释其他一些研究结果。如 Visser 等发

现 ,“lag1 节省”只发生在两个目标刺激种类相同时 ,若两个目

标刺激在一个或两个维度上不同 ,则不会出现“lag1 节省”。

这是因为 ,两个目标刺激种类相同时 ,T2 适合为寻找 T1 而

设立的系统设置 ,因此能得到很好的加工。以往大量研究还

发现 ,当 T1 后的 T1+1 项为空屏时 ,不出现注意瞬脱或注意

瞬脱程度减弱 ,这是因为 T1+1 项为空屏时 ,输入过滤器的

设置可保持不变 ,只要位于 lag2 位置的 T2 与 T1 种类相同 ,

就能得到有效加工。Pinilla 等[3] 发现 ,当两个目标刺激为不

同客体时 ,注意瞬脱程度较两个目标刺激为同一客体的不同

部分时大。Raymond 等也报道了类似结果[4] 。DiLollo 认

为 ,Pinilla 的结果可用 TLC 理论解释 ,由于过滤器的最初设

置是适合探测同一客体内的目标刺激 ,如果 T2 是不同客体 ,

就不适合当前设置 ,正确反应率就会下降。

最近 ,Kawahara 等[5] 通过在 T2 和 T3 (字母)之间插入不

同个数的数字干扰项来操纵时间间隔 ,结果发现 ,T2 和 T3

间隔较长时 ,T3 的正确报告率比 T2 和 T3 相邻出现时显著

下降 ,有力支持了 TLC 理论。按注意资源耗竭理论 ,T2 和

T3 间隔较长时 ,对 T2 的加工时间长 ,有足够的注意资源加

工 T3, 不会出现注意瞬脱 ;按 TLC 理论 ,T2 和 T3 间的数字

干扰项影响了当前的系统设置 , 可引起 T3 注意缺陷。

Olivers 等[6] 把目标刺激个数增加到 4 个 ,也观察到类似的结

果。

5 　暂时性失控理论面临的挑战及研究展望

　　Nieuwenstein 的一项研究表明 ,直接在 T2 前呈现与其有

共同特征 (颜色) 的干扰项 (线索) 时 ,注意瞬脱程度减轻 ,因

此提出 ,注意瞬脱的原因是注意施加延迟 :加工 T1 后不久 ,

注意移向 T2 的过程较缓慢 ,导致对 T2 选择和加工的疏忽。

线索使 T2 表征巩固进短时记忆的机会增加。注意门控控制

着 RSVP 中目标刺激在早期高容量的概念表征阶段和晚期

容量有限的短时记忆阶段之间的转移 ,当探测到与注意定势

匹配的线索时 ,注意门控打开 ,引起短暂注意资源的释放 ,视

觉表征可维持并被巩固进短时记忆 ,对 T2 线索化可减轻注

意瞬脱的程度是注意门控提前开放所致。

Nieuwenstein 等[7] 最近的研究有力地批驳了 TLC 理论

并为上述注意施加延迟的观点提供了支持证据。首先 ,他们

发现 ,当刺激与对目标刺激的注意定势匹配时才能引起线索

化效应 ,这说明注意瞬脱发生期间 ,注意资源的分配始终保

持自上而下的控制 ,并不失控。例如 ,要求被试搜索红色数

字时 ,与符合注意定势的红色字母相比 ,绿色字母是相对无

效的线索 ;要求被试搜索红色或绿色数字时 ,红色或绿色干

扰项均可成为后面红色目标刺激的有效线索。这个观点与

Wee[8] 和 Visser 等[9] 的观点一致。其次 ,干扰项并不改变注

意定势 ,线索与 T2 间有干扰项时仍能产生线索效应。

TLC 理论对线索效应的解释与注意施加延迟的观点不

同。按照 TLC 理论 ,加工 T1 期间呈现的干扰项 (线索) 可外

源性地引起系统重新设置 ,但只有当线索与下一目标刺激的

物理特征匹配时 ,才可促进下一目标刺激的报告 ,因为此时

线索使系统重新设置为适合检测下一目标刺激的颜色或种

类。但 Nieuwenstein 的研究不支持这种预期 [7]。他们发现 ,与

T2 种类、颜色均不同但与注意定势相符的线索也是高度有

效线索。他们还发现 ,线索与下一目标刺激种类不同但颜色

相同时可减轻注意瞬脱的程度 ,这用 TLC 理论也不能充分解

释。尽管可解释为 ,被设置为检测某颜色的过滤器可高效地

选择后面相同颜色的目标刺激 ,但如果过滤器对刺激的种类

差异不敏感 ,那么 ,在 DiLollo 等[1] 的实验中就不应观察到注

意瞬脱。因此 ,Nieuwenstein 等认为 ,应对 TLC 理论进行修

正 ,可假设在 T1 出现前一直保持的并在 T1 后面干扰项出现

时消失了的注意定势 ,可在探测到线索时重新出现 (可解释

不同颜色、不同种类的干扰项可产生线索效应) ,且当外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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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信号存在时可持续维持 (可解释当线索与目标刺激间有

干扰项时线索仍能起作用) 。

最近 ,Kawahara 等[10] 又分别研究了只是连续呈现三个

字母目标刺激 (NoStream ) 的条件和将三个连续字母目标刺

激镶嵌入 RSVP 数字流中 ( Stream) 的条件 ,发现 : (1) Stream

条件下 ,T1 的正确报告率显著低于 NoStream 条件 ,这用一

般瓶颈理论不能解释 ,因为 T1 到达前 ,两种条件下均无需要

加工的目标刺激 ,瓶颈均为空闲。但可用 TLC 理论解释 ,在

NoStream 条件下 ,系统一开始就被设置为加工字母刺激 ,故

T1 到达时能被有效加工。而 Stream 条件下 ,T1 到达时 ,被

设置为拒绝数字干扰项的系统必须重新设置为加工 T1, 这

个重新设置过程引起 T1 加工延迟且易被继发刺激的表征所

替代。(2) NoStream 条件下 ,T3 的正确报告率显著高于

Stream 条件 ,这只能用一般瓶颈理论解释。当 T3 到达时 ,瓶

颈阶段正忙于加工 T2,T3 的加工延迟。在 Stream 条件下 ,

由于 T3 后有继发刺激 ,故 T3 的表征易被继发刺激的表征所

替代。由此 ,Kawahara 等提出 ,注意瞬脱可能是多种机制共

同作用的结果 ,对此 ,可进一步深入探讨。另外 ,暂时性失控

理论难以解释 Nieuwenstein [7]的实验结果 ;反之 ,注意施加延迟

的观点要成立的话 ,也应该能解释 DiLollo 等的实验结果。

因此 ,DiLollo 等的实验中 ,三个目标刺激种类相同和不同时

T3 正确报告率的差异究竟是用暂时的控制丧失解释还是用

持续性控制 (保持注意定势) 解释尚待进一步明确。而且 ,Di

Lollo 等的实验中 ,三个目标刺激种类相同时 ,是否被结合成

了“组块”从而减轻记忆负荷 ,使得 T3 的正确报告率高于目

标刺激种类不同时 T3 的正确报告率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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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condtar getinthestream.This phenomenoniscalledattentionalblink.This paperintroducedthebottleneckmodelsandresource

depletionaccountsofattentionalblink,andex poundedthecontentandchallen geofthetheor yoftem porarylossofcontrolin

attentionalblink.Furtherstudiesarealso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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