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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复知盲现象自被发现至今已走过四分之一世纪, 这期间重复知盲的产生机制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并有标记个体化理论、类型节点不应期理论、竞争理论、提取失败理论和建构/归因理论等多种理论解释。大
量研究证明, 重复知盲是一种视知觉失败现象, 但也有研究认为它是一种记忆失败现象。很多研究还发现, 重
复知盲不仅受到呈现时间和间隔刺激个数的限制, 还受到实验材料的性质、刺激的空间位置及人们的反应方
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近些年来, 随着 ERP 和 fMRI 等技术的利用, 从更深层次揭示了重复知盲产生的脑机制。
同时, 重复知盲也作为一种实验范式应用于视觉加工领域的研究中。目前关于重复知盲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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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

1

用, 人们在短时间内不仅接受的信息量越来越大,
而且接受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当人们加工快速呈

1.1

RB 的产生条件、发生范畴及影响因素
RB 产生的条件

现的信息时, 一些在慢速呈现条件下不曾出现的

RB 的产生有其特定条件, 大量研究表明, RB

令人惊奇的现象被发现。例如, 当快速系列视觉

不仅出现在视觉通道, 而且在听觉通道也会出现

呈现(Rapid Serial Visual Presentation, 简称 RSVP)

RB, 尽管早期的研究(Kanwisher & Potter, 1989)

一系列信息(如文字、符号、数字或图片等)时, 其

在快速呈现的听觉材料中未见 RB, 但随后有研

中有两个刺激 R1 和 R2 相同, 人们往往对第二个

究发现, 以听觉方式呈现包含重复单词的句子

重复刺激(R2)的侦察或回忆水平降低, 这种现象

(MacKay & Miller, 1996)或者快速给被试播放数

被称作重复知盲效应(Repetition Blindness Effect,

字(Soto-Faraco & Spence, 2001)均出现第二个重

简称 RB) (Kanwisher, 1987)。RB 的提出在世界范

复刺激正确反应率低的现象, 而且重复刺激之间

围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 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

不同位置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即发生重复听盲

RB 的产生条件、影响因素和发生阶段等方面。纵

(Repetition Deafness, 简称 RD 效应)。

观过去四分之一世纪 RB 的研究, 大致包括四个

早期研究发现, 重复刺激项的呈现速率和间

方面：RB 的产生条件、发生范畴及影响因素, RB

隔是 RB 产生的两个必要条件。在呈现速率条件,

产生机制的理论, RB 脑神经机制研究的最新进展

许多研究表明 RB 只能出现在特定时间窗口内。

和 RB 的应用。

Kanwisher (1987)最先提出, 以拼音文字为材料的
RB 只出现在 117~250 ms 之间, 并且效应量随着
时间的增加而减弱。这一结论也得到其它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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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Fagot & Pashler, 1995; Park & Kanwisher,
1994)。在汉字 RB 研究中发现, RB 的强度也会受
呈现速率的影响, 对比拼音文字, 其发生的时间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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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向后推迟十余毫秒, 在 128~254 ms 之间, 随

2013; Harris & Dux, 2005; Hayward, Man, Zhou, &

着时间延长, 呈现递减趋势(王爱平, 张厚粲, 2005);

Harris, 2010)。Bavelier (1994)的研究还发现, RB

而对汉语词汇水平的 RB 则出现在 100~200 ms 之

也会出现在图片和文字之间, 比如将猫的图片和

间(冷英, 陈旭莲, 2011); 对图片材料的研究则发现,

“cat”的单词同时出现在句子中会出现 RB。

当呈现时间仅为 83 ms 时, 就会出现 RB(Bavelier,

1.2.2

1994)。

不同语言加工水平的 RB
在语言材料的 RB 研究中发现, 无论选取哪

RB 产生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两个重复刺激

种语言(如英语, 西班牙语, 汉语等), 或不同的语

之间的间隔数或间隔时间。Kanwisher 和 Potter

言加工水平(如语音水平, 正字法水平和语义水平

(1990)的研究发现, 间隔时间超过 500 ms 时 RB

等)作为实验材料, 均得到较一致的结果。

消失, RB 是间隔数或间隔时间的减函数 (Park &

(1)正字法水平的 RB

Kanwisher, 1994)。还有研究也发现, 当 R1 和 R2

很多研究表明, RB 可以发生在词和亚词汇的

之间的间隔数为 0 时的 RB 比为 1 时更小, 但是当

正字法水平, 即两个字形相同或者刺激材料相似

间隔刺激数继续增大时, RB 逐渐减小, 效应量与

则发生 RB。例如, Kanwisher (1987)的研究发现,

呈现时间呈倒 U 型(Luo & Caramazza, 1996)。在

组成的字母相同, 但顺序不同的两个单词之间不

汉字研究中也发现, 当间隔数较小(或间隔时间较

会出现 RB (如“layer”和“early”); 只有最后一个字

短)时, RB 较强, 随着间隔数的增加, RB 逐渐减弱

母相同的单词也不出现 RB (如“fault”和“heart”),

(王爱平, 张厚粲, 2002)。

即使 heart 除去 t 后仍然是完整的单词, 也不会出

RB 发生的范畴

现报告“hear”的现象, 因此 RB 不是出现在单词的

1.2

研究者们对 RB 现象出现的范畴进行了广泛

单个字母水平, 而包含一系列相同字母的单词是

研究, 如图片、数字、符号或文字等各种类型的

产生正字法水平 RB 现象的充分条件(Kanwisher

实验材料, 不同的语言材料及语言不同的加工水

& Potter, 1990)。Morris 和 Harris (2000, 2001)的研

平等范畴均发现 RB。

究还发现, RB 可以发生在亚词汇水平, 即两个相

1.2.1

不同类型刺激材料的 RB

似的单词之间会出现 RB。RB 随着相同字母数量

一些研究采用数字、字母、符号、图片、不

增加而增加, 并且 RB 还受相同字母所处位置的

同语言材料中的词汇和句子等刺激材料均发现

影响, 如两个单词中相同字母在起始位置的连续

RB。不仅当重复出现两个数字、字母、单词或者

3 个字母(如“await”和“aware”)时的 RB 要强于处

词语时均会出现 RB, 而且当 R1 和 R2 为两个相似

在中间位置(如“fancy”和“dance”)时的 RB, 也强

字, 即包含相同成分时(如”dome”和”home”; “踝”

于两个相同字母之间间隔 1 个字母的情况(如

和“课”等)也会出现 RB (Harris & Morris, 2000;

“dense”和“dance”)。

Yeh & Li, 2004; 王 爱 平, 张 厚 粲, 2004; 武悦,

在汉字材料的 RB 研究也发现, RB 发生在整

2013)。再有, 在句子中出现相同的单词时, 对第

字以及亚词汇正字法水平, 即 R1 和 R2 部件上的

二个重复单词 R2 的报告率较低(Bond & Andrews,

相似和笔画上的相似都会导致 R2 的报告率降低,

2008; Kanwisher, 1987)。比如：呈现“To use a radio

其效应量比完全相同条件的 RB 更弱(Yeh & Li,

the radio must have batteries”时, 被试往往对第二

2004; 刘皓明, 2005; 王爱平, 张厚粲, 2004), RB

个”radio”报告率低, 即使去除”radio”后句子的完

与部件位置无关, 只受到部件重叠面积大小的影

整性被破坏, 表明 RB 不受句子语义和背景的影

响(武悦, 2013)。

响。在汉语句子研究中也得到一致的结果, 比如,

(2)语义水平的 RB

当阅读“打开电扇对电视机有干扰”时, 被试对第

RB 是否会发生在语义水平目前并没有一致

二个“电”正确报告率较低(王爱平, 张厚粲,

的结论, 但大部分研究表明, RB 不会发生在语义

2006)。Harris 和 Morris (2001)在含有相似单词的

水 平 (Altarriba & Soltano, 1996; Kanwisher &

句子中也证实了 RB 的存在。

Potter, 1990; Morris & Harris, 2001)。Altarriba 和

还有研究发现, 在加工符号和图片材料时也

Soltano 采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为实验材

会出现 RB (Buffat, Plantier, Roumes, & Lorenceau,

料的研究发现, 当 R1 和 R2 为语义相同的非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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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和西班牙语单词时, 不仅未出现 RB, 反而出

法 完 全 不 同 的 单 词 (如 “boss”和 “sauce”), 其 结 果

现 重 复 启 动 现 象 。 采 用 事 件 相 关 电 位 (Electrical

发现在正字法相似水平的 RB 要强于语音相似水

Related Potential technology, 简称 ERP 技术)技术

平, 并且正字法水平的 RB 并不受语音的影响; 他

对英文字母的 RB 的结果也支持 RB 出现在语义加

们还发现, 正字法水平与语音水平的 RB 在间隔

工之前(Koivisto & Revonsuo, 2008)。然而有人认

词效应上出现分离现象, 语音水平在间隔词为 2

为, 语义对于 RB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Chialant &

的 RB 高于间隔词为 1 时的 RB, 而正字法水平正

Caramazza, 1997; Buttle, Ball, Zhang, & Raymond,

好相反, 其原因可能是语音加工比字形加工出现

2003)。Chialant 和 Caramazza 在实验中采用三种

时间更晚。Bavalier 等人认为, 正字法的相似性和

句子材料：含多义单词(如“the watch”和“to watch”)

语音的相似性在 RB 中的作用机制不同, 并非是

的句子, 含正字法相似(如“the draft”和“the drift”)

简单叠加的。关于汉字语音水平的 RB, 国内也有

的句子以及含两个相同单词(如“the watch”和“the

研究提出, RB 会出现在语音重复或者相似的汉字

watch”)的句子材料进行对比研究, 并以不同的间

中, 如在语音重复条件“舶” (R1)和“驳” (R2)中出

隔词作为变量, 结果发现都出现 RB, 但间隔词对

现 RB (刘皓明, 2005)。
再有, 对于文字材料隐含的语音编码也会在

RB 的影响出现不同趋势。他们认为, 在语义层对
RB 产生的影响与正字法水平的 RB 的机制不同。

重复刺激加工过程中产生 RB。Bavelier 和 Potter

之后, Harris 和 Morris 认为, Chialant 和 Caramazza

(1992)发现, 语音相同或者相似但视觉上不同的

的实验存关键词韵律性和猜测因素等无关变量影

数 字 ( 如 ： eight-8, 或 ate-8) 会 出 现 RB 。 随 后 ,

响, 他们在其实验基础上改进了控制变量, 并没

Bavelier (1994)还发现, 采用语义相关的图片和单

有发生类似的 RB, 因而得出在语义水平无 RB 的

词(cat 的图片和单词“cat”)以及语义不相关, 但是

结论。一项采用情绪词为实验材料的研究发现当

同 音 的 图 片 和 单 词 ( 太 阳 ”sun” 的 图 片 和 单 词

R1 和 R2 为重复负性情绪词(如“hate”), 暗含负性

“son”), 当要求被试报告内容时出现 RB, 当要求

情 绪 的 词(如 “coffin”)和中 性 词(如 “lantern”)三种

既要报告内容又要报告刺激形式(单词或者图片)

条件的 RB 有显著差异, 重复负性情绪词条件出

时, RB 减弱。Bavelier 认为, RB 的出现是由于稳

现的 RB 显著强于后者, 这表明在语义水平可以

固 R2 的短时记忆中存在与 R1 相同或者相似的读

产生 RB (Knickerbockera & Altarribaa, 2013)。

音编码(Phonological Codes)。两种材料都需要进

关于汉字中的 RB 是否发生在语义水平也存

行相同的语音编码来稳固标记信息, 因而产生 RB。

在争议。大部分研究不支持 RB 会出现在语义水

类 似 于 Bavelier (1994) 的 研 究 , Buttle 和

平(刘皓明, 2005; 王爱平, 张厚粲, 2004, 2006)。

Westoby (2006)发现, 产品的广告 logo 和产品名

汉字 RB 的 ERP 研究也发现类似英文字母 RB 的

字之间也出现 RB (如“耐克”品牌的 logo 和其名字

结果(郭亚桥, 邱江, 王丽丽, 王德路, 张庆林,

“Nike”), 当要求被试不仅报告刺激内容同时报告

2008; 武悦, 2013), 认为 RB 出现语义加工的工作

刺激形式(logo 或者名字)时 RB 则减弱, 并且无论

记忆阶段之前。有人采用汉语颠倒词作为实验材

产品的 logo 抽象程度如何, 只要其 logo 与产品名

料, 提出 RB 是否出现在语义水平与任务有关, 在

字是 对应 的, 同 时 消 费 者 能 把 二 者 联 系 在 一 起,

全部报告任务中, 颠倒词的 RB 会发生在语义水

就会出现 RB。他们也做出了类似 Bavelier 的解

平(夏依婷等, 2012)。

释, 认为抽象的产品符号与产品名字共享的语音

(3)语音水平的 RB

编码导致 RB 的产生, 即它出现在语音水平。

RB 是否会发生在语音水平目前并未有一致

1.3

RB 产生的影响因素

的结论。Kanwisher 和 Potter (1990)的实验发现,

随着对 RB 现象研究的深入, 许多研究发现

当 R1 和 R2 的拼写不同但读音相似时, 没有产生

RB 不仅在不同范畴出现, 而且还受到空间位置

RB; 然而, Bavelier, Prasada 和 Segui (1994)在一

以及反应任务等因素的影响。

项正字法相似与语音水平相似的 RB 比较研究中,

1.3.1

空间因素

选取语音相差很大但正字法相似的单词(如

一些研究发现, 在不同空间位置呈现两个相

“chair”和 “choir”)以 及 选 取 语 音 韵 律 相 似 但 正 字

同刺激也会出现 RB, 但其 RB 强度比相同位置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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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会 减 弱 (Fagot & Pashler, 1995; Hochhaus &

两种任务都会产生 RB, 但是图片的 RB 比文字明

Marohn, 1991; Kanwisher, 1991; Kanwisher &

显减弱 6%。

Potter, 1989), 即 RB 受空间因素的影响较小。还

综上所述, RB 的产生条件和影响因素不仅包

有研究通过改变图片材料的角度发现, R1 和 R2

括实验材料、实验条件以及任务操纵等客观因素,

之间旋转 90 度也会产生 RB, 如呈现图片刺激(钢

而且也包括被试因任务性质不同导致注意力分配

琴)时, R1 横放而 R2 竖放时会产生 RB (Kanwisher,

不同等主观因素, 这些研究对于更深层次揭示

Yin, & Wojciulik, 1999)。Harris 和 Dux (2005)的研

RB 的机制以及应用 RB 现象探讨其它知觉加工现

究还发现, 关键刺激呈现角度在 30~180 度之间都

象具有重要意义。

会产生一定强度的 RB, 说明实验材料呈现的角
度对于 RB 也有影响。

2

RB 产生机制的理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不仅材料的空间位置因

关于 RB 的产生机制, 国外较早就系统地进

素会影响 RB, 而且人们观看刺激的视角也会影

行研究并提出多种理论。早期的理论之争主要有

响 RB, 这说明刺激本身的空间位置及观察者的

两大类：(1)在线加工失败理论(如标记个体化理论,

视角均是 RB 的影响因素。例如, Hayward 等人

类型节点不应期理论)认为, RB 出现在知觉加工

(2010)在关于 RB 的视角因素研究发现, 完整图片

阶段, 是由于对 R2 的知觉失败导致, 因此 RB 是

的视角从 0–180 度改变时, RB 增大, 而不完整图

一种在线(On-line)加工失败现象; (2)离线失败理

片则没有出现这种变化趋势。Buffat 等人(2013)

论的主要代表为提取失败理论, 认为 RB 是由于

的研究也发现, 随着图片刺激 R1 和 R2 视角的增

在回忆阶段提取失败而产生的, 是一种离线

大, RB 强度会增加。

(Off-line)加工失败现象。后来又有人提出认为 RB

反应任务因素

在知觉和记忆阶段都有可能发生, 也有研究者提

1.3.2

有研究发现在全部报告任务时产生的 RB 最

出 R2 的表征能否被激活以及它在与邻近刺激的

强, 而在部分报告时未出现 RB (Fagot & Pashler,

竞争中能否获胜。还有人基于建构主义和归因理

1995; 夏依婷等, 2012)。 黄建辉和陈焕之 (1997)

论来解释 RB, 认为是对 R2 的归因错误导致其正

甚至还发现产生重复启动效应, 并认为这种由于

确报告率下降。这些理论均获得部分实验证据支

任务不同而导致 RB 强度的变化与被试在不同任

持, 下面分别论述和分析各理论观点及分歧点。

务下的注意和策略有关。再有, 在全部报告任务

2.1

中, 按照刺激呈现顺序相同或者相反的报告方式

2.1.1

在线加工失败理论
标记个体化理论

也会影响 RB 的强弱, 采用相同顺序报告时, R2 的

Kanwisher (1987)最早 提出 标记个体 化理 论

正确报告率明显低于 R1, 而采用相反顺序报告时,

(Token Individuation Theory, 或称作类型–节点结

RB 消失(Fagot & Pashler, 1995)。Kanwisher (1987)

合失败理论)解释 RB 的产生机制。该理论认为,

在探测任务中发现, 被试很难确定 R2 是否是重

视觉信息加工过程中包含两种平行加工：一种是

复出现过; 在之后的实验中也发现只有当注意资

对刺激类型信息(Type)的加工, 另一种是对标记

源也分配到 R1 时, RB 才出现(Kanwisher, 1991),

信息(Token)的加工。类型信息与刺激的“身份”有

并且在探测任务下的 RB 显著高于报告任务(Chan

关, 标记信息与刺激事件属性有关。标记信息主

& Hayward, 2010)。由此一些研究者认为, 由于任

要负责编码当下发生的刺激事件的时空属性。“标

务不同导致选择性注意不同, 即注意资源的分配

记个体化” (Token Individuation)是指类型识别和

影响 RB。

标记信息识别相结合的过程, 即在完成 RSVP 任

Bavelier (1994)关于图片和英文单词的实验
也发现任务不同对 RB 会产生显著影响。在实验

务时, 当类型节点(Type Node)和标记节点(Token
Node)被同时激活时才能实现对该刺激的识别。

中, 呈现图片和英文单词, 如猫的图片和“cat”单

标记个体化理论对 RB 产生的解释是, 当重

词, 要求一组被试报告图片内容和单词, 即均为

复刺激 R2 出现时, 类型节点能够再次被激活, 但

“cat”, 要求另一组被试即报告内容“cat”, 同时还

是再次激活的类型节点无法与标记信息相结合,

必须报告刺激的类型是图片还是文字, 结果发现

使之“个体化”, 导致无法识别 R2。这种现象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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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特定的呈现时间窗口 100~200 ms (Kanwisher,

(即 COA 很短), R1 处于不应期阶段还没有恢复到

1987)。Bavelier (1994)在 RB 研究中进一步扩展了

正常水平, 对 R2 进行加工的时间点正好落在不

标记个体化理论以及标记信息的定义, 提出 RB

应期内, 此时个体对 R2 的识别就会出现困难; 如

可以出现在标记个体化的任何一个阶段, 不仅是

果 COA 的时间较长, 对 R2 进行加工的时间点落

建立一个标记信息的失败可以导致 RB, 而且稳

在类型节点不应期之外, 类型节点就可以较好的

固一个已经创立的标记失败也可能导致 RB, 其

对 R2 加工(Luo & Caramazza, 1996), 也就是说,

中语音编码也是标记信息的一种, 当只强调报告

当一个刺激的类型节点被激活后, 将出现短暂的

信息的内容时, 偏向于语音的加工; 而当要求报

不应期, 在此期间该刺激再次激活被抑制。然而,

告内容和形式时, 偏向于视觉信息的加工, 视觉

类型节点理论却无法解释 Kanwisher (1987)发现

信息就在标记信息中占主导。标记个体化理论得

的重复刺激 R2 出现类型信息被 R1 启动的现象。

到诸多相关实验的支持(Bavelier, 1994; Kanwisher,

2.2

离线加工失败理论——提取失败理论

1991; 冷英, 陈旭莲, 2011; 刘皓明, 2005; 王爱

Fagot 和 Pashler (1995) 的 提 取 失 败 理 论

平, 张厚粲, 2004, 2006), 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

(Retrieval Failure Theory)认为, RB 可能是受到离

之一。在神经生理方面, 也有研究支持存在特定

线提取过程的影响, 是由提取失败导致的。他们

的脑区对应以上视觉信息的不同加工阶段, 背侧

在实验中采用时间窗口范式, 控制刺激呈现的位

视觉通路处理当前时空信息, 而腹侧通路处理类

置, 在快速系列呈现过程中每个刺激出现的位置

型信息(包括颜色、形状、材质等信息), 并且通过对

都向左或者向右移动, 反应任务分为两种：一种

比当下刺激对其进行识别(Milner & Goodale, 1995),

要求按照刺激出现的顺序报告, 另一种要求对依

这些证据正好印证了标记个体化理论的假设。

次呈现的刺激以反向的顺序报告。如果标记个体

2.1.2

类型节点不应期理论

化理论或者类型节点不应期理论成立, 其结果应

Luo 和 Caramazza (1996)的研究发现, RB 与两

是在两种报告任务条件下, 重复刺激 R2 的正确

个重复刺激 R1 和 R2 之间的刺激间隔呈倒 U 形曲

报告率均会低, 表明 RB 是在线加工导致; 如果

线关系, 当 R1 和 R2 之间呈现的间隔刺激为 0 时,

RB 是离线加工导致, 即知觉加工过程中对 R2 成

其 RB 较间隔数为 1 时更小, 但是当间隔数继续增

功识别, 但提取失败, 则对两种报告条件的第二

大时, RB 逐渐减小, 而用标记个体化理论很难解

个重复刺激报告率会降低(顺序报告为 R2; 逆序

释这种现象, Luo 和 Caramazza (1996)则提出了类

报告时为 R1), 其实验结果表明, 在按顺序报告

型节点不应期理论 (Type Refractory Theory)。所

中 R2 的正确报告率显著低于 R1, 但采用相反顺

谓“不应期” (Refractory Period)是类似于神经生物

序报告时, R1 和重复刺激 R2 的正确报告率都降

学中的神经元电位的不应期, 当神经元被激活后,

低。在实验 2 和实验 3 采用探测任务对 R2 进行部

其兴奋性在一段时间内降低, 因此在短时间内无

分报告时, 发现 RB 消失, 这种现象用知觉失败理

法产生动作电位再次激活。人类的认知加工系统

论则无法做出解释, 而提取失败理论则能较好的

也存在类似的“不应期”, 当某一刺激激活认知网

进行解释, 因此, 他们认为 RB 现象并不是一种在

络中的类型节点后, 该节点的活性会在短时间内

线的知觉失败现象, 而是离线的记忆失败现象。

降低, 且不能再次被相同的刺激激活。“编码起始

2.3

双加工混合模型理论

异步” (Coding Onset Asynchrony, 简称 COA)是另

Arnell, Shapiro 和 Sorensen (1999)提出的双加

一个重要概念, 指在 RB 任务中对 R1 和 R2 进行编

工混合模型(Two-Process Hybrid Model)承认 RB

码的时间差。当短时间内对两个相同的视觉刺激进

的出现是由于没有区别标记出 R1 和 R2, 这与标

行加工时, 个体是否能够识别 R2 取决于对 R1 和

记个体化理论类似, 其不同之处在于 On-line 和

R2 进行加工的 COA 和该刺激类型节点的不应期。

Off-line 都可能出现 RB, 即在 On-line 阶段可能对

类型节点不应期理论可以对上述标记个体化

R2 的类型激活而个体化失败, 或 On-line 阶段 R2

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加以解释, 认为当类型节点

的类型激活而在 Off-line 的记忆提取阶段个体化

对 R1 进行反应后, 其活性降低, 进入不应期阶段,

失败。实验材料, 实验任务或者主试提供的背景

此时, 如果对两个刺激进行加工的时间间隔很短

线索都会影响这两个过程中被试对 R1 和 R2 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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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短时记忆过程中 On-line 阶段被试的注意会影

以及建构/归因等理论都对某些 RB 实验无法解释,

响 R1 和 R2 的标记, 而在记忆提取阶段语境信息

Morris, Still 和 Caldwell-Harris (2009)提出了竞争

也可能影响 R1 和 R2 的个体化。Arnell 等人(1999)

理论(Competition Theory)。它也脱离了 On-line 和

在实验中采用人名作为实验材料, R1 和 R2 为重

Off-line 之争, 而对 RB 的产生基于两个假设：一

复被试自己的名字或者其他陌生名字, 发现在重

是 对 快 速 且 邻 近 呈 现 的 刺 激 , 无 论 是 目 标 刺 激,

复被试的自己名字条件下出现更弱的 RB, 这种现

掩蔽刺激还是填充刺激都必须获得竞争资源, 达

象被解释为, 自己名字的概念凸显性(Conceptual

到意识水平而被激活; 二是重复刺激 R2 在意识

Salience)影响使得被试对自己的名字赋予更多情

通达过程中的竞争力低于其它刺激。

景的加工或更丰富的语境回忆(Contextual Recall),

竞争理论把 RB 解释为：重复与非重复刺激

而对于其他名字则停留在正字法或者语音水平,

快速 呈现 时, 大 脑 的 某 些 区 域 出 现 选 择 性 抑 制,

更深刻丰富的语境有利于在回忆阶段对 R1 和 R2

而一些区域出现选择性增强, 这种现象也被称为

进行区分个体化, 从而一定层度上削弱了 RB。该

是一种“锐化(Sharpening)”表征。这种短时间内的

理论还从注意语境角度解释了不同水平出现的

锐化表征可能带来两种结果：一是 R2 表征的信噪

RB, 尤其是语义概念水平的 RB, 以及通过注意

比增加, 即与 R2 在类型表征上相比其它后续刺

资源角度解释了 Kanwisher (1987)在判断任务中

激更占优势; 二是与 R2 表征相关的大脑激活总

发现的 R2 重复启动的现象。

能量减弱, 在与其它刺激在意识通达的竞争中将

2.4

建构/归因理论

处于劣势地位。这种竞争劣势相比类型表征的优

Masson (2004)在实验中通过操纵两种被试任

势占主导地位, 从而导致 RB。Morris 等人(2009)

务：呈现一系列刺激后让被试报告全部刺激和只

根据竞争理论建构的数学模型对前人的实验结果

报告最后一个刺激 R2 的方法, 发现采用全部报

以及相关理论进行模拟, 发现该竞争模型能较好

告时出现 RB, 而只报告重复刺激时出现了重复

的验证前人的实验结果, 他们还发现重复刺激 R2

激 活 。 在 另 一 项 研 究 中 , Whittlesea 和 Masson

之前的刺激与非重复条件对应位置的刺激相比会

(2005)改变 R1 和 R2 之间的填充刺激, 在四个实

出现正确报告率提高的趋势, 竞争理论可以很好

验中依次采用重复刺激 R1 和 R2 之间的填充刺激

解释：由于 R2 与相邻刺激竞争处于劣势, 反言之,

为 空 白 ( 实 验 1), 为 符 号 串 ( 实 验 2), 为 单 词

R2 的邻近刺激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正确报告率相

“WHITE” (实验 3)以及为其它不同单词(实验 4),

比非重复条件就会提高。

它们的呈现时间和间隔时间都相同。研究结果发

上述理论从不同角度对 RB 的产生机制做出

现, 在实验 1 中无 RB, 而在其它三个实验中, 对

解释, 并都得到部分实验的支持, 但同时每种理

R2 的正确报告率逐渐降低, 即 RB 逐渐增强。如

论也对有些实验结果不能完满解释, 其原因可能

果根据类型不应期或者标记个体化理论的假设,

是多方面的, 一是各理论采用的实验条件不尽相

这四个实验都应该出现 R2 正确报告率低的结果,

同; 二是 RB 现象本身较为复杂, 它涉及到注意,

然而并非如此。Whittlesea 和 Masson 从建构/归因

感知觉, 记忆, 语音报告或判断等多个认知加工

的角度解释来这一现象。当呈现一系列刺激时,

阶段。当探究到 RB 发生时, 已在离线阶段, 如果

大脑能知觉到这些刺激, 能对它们进行识别, 但

采用一种能够分离各加工阶段的方法, 或者实时

是当进行报告时, 认为这些重复词或者相似词可

追踪的方法, 也许能更深入揭示这一现象产生的

能是之前呈现过的, 把重复词的出现归因为自己

真正原因。

的知觉或者记忆的错觉, 所以不对其报告, 从而
产生 RB。建构/归因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以上现

3

RB 脑神经机制的相关研究

象, 但是它对于 Luo 和 Caramazza (1996)的实验结

随着 RB 研究的深入, 有人尝试用在线方法

果, 即 R2 前后的填充刺激正确报告率高于非重

探究 RB 的产生机制。例如, Koivisto 和 Revonsuo

复条件的现象无法解释。

(2008)采用 ERP 技术研究 RB 的发生阶段。他们

2.5

竞争理论
由于标记个体化理论、类型节点不应期理论

以字母和数字为实验材料, 发现在重复刺激 R2
呈现后 100~300 ms 时, 在识别重复刺激条件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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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识别条件引发更大的负波, 他们认为, RB 发生

水平及影响因素, 而另一类研究是将 RB 作为一

在早期加工阶段, 属于工作记忆前的知觉现象。

种实验范式或手段来研究其它认知现象。

郭亚桥等人(2008)在汉字加工过程中 RB 的认知

Kanwisher 等人(1999)曾指出 RB 特别值得关注的

神经机制的实验发现, 在 200~300 ms 内出现类似

是因为它可能为相同类型表征是如何被激活提供

Koivisto 和 Revonsuo 的实验结果。武悦(2013)也

直接的方法证据。Chialant 和 Caramazza (1997)也

发现, 识别重复刺激条件与未重复刺激条件相比,

说到, RB 出现在刺激的表征过程中, 刺激在这个

在早期(100~200 ms)诱发了一个更大的负波, 这

表征过程为了被识别和回忆而编码, 所以可以通

些结果为 RB 是一种知觉失败现象提供了脑神经

过 RB 来探讨刺激的表征过程。Harris 和 Morris

机制的证据。

(2001)也认为可以通过正字法水平的 RB, 研究单

此外, 两个关于大脑损伤的病例很好地支持

词中拼写–读音的规律性以及词频的作用。

标记个体化理论并与视觉信息不同加工阶段神经

Yeh 和 Li (2004)指出汉字部件水平的 RB 可

生理机制相吻合的假设。Baylis, Driver 和 Rafal

以 用 来 研 究 汉 字 的 亚 词 汇 加 工 。 Harris 和 Dux

(1993)研究了单侧顶骨损坏的病人关于空间矩阵

(2005)采用 RB 范式来研究刺激的表征和识别是

中的 RB, 发现病人可以有效地觉察到任一个视

否受到刺激呈现角度的影响, 验证了刺激呈现角

野中的一个视觉刺激, 但是当同时呈现两个刺激

度的表征出现在晚期知觉加工阶段。Buffat 等人

时(每个视野中一个), 这种脑损伤区域对应的对

(2013)也用 RB 任务研究空间频率与视角对图片

侧 视 野 呈 现 刺 激 通 常 无 法 觉 察 。 Coslett 和 Lie

识别的影响, 并证实在对图片加工表征时, 空间

(2008)也发现类似的双侧顶叶受损患同时性失认

频率是影响识别的一个因素。还有人通过 RB 范

症病人 KE 出现相似的 RB 症状。当要求 KE 完成

式研究认知加工过程中的模式冗余度现象

三种条件的报告任务：两个完全无关词或图, 两

(Pattern Redundancy) (Takahashi, Hidaka, Teramoto,

个语义相关词或描绘相同事物的图, 两个完全相

& Gyoba, 2013)。有趣的是 RB 范式还运用到广告

同词或图时, 第三种条件的正确率要显著低于前

logo 和产品名字之间来研究消费者对一些产品的

两种。他们解释为该病人受损的顶叶阻碍了当前

选择行为(Buttle & Westoby, 2006)。以上这些研究

信息与腹侧加工的类型信息(Type)相结合, 即颞–

均是基于标记个体化理论, 这也为该理论提供了

枕叶视觉加工的信息与顶叶加工的位置信息

更多不同范畴的实验证据。

(Token)联结失败导致对重复刺激的识别失败, 并

此外, 还有一些研究把 RB 与其它知觉加工

且提出后顶叶是对视觉信息个体化的重要脑区,

的效应进行比较, 在探究视听觉信息加工的一些

这给标记个体化理论提供了神经生理学的证据。

特殊现象的同时, 还拓展了 RB 的研究。如把 RB

还有一些关于 RB 的神经生理研究, 如 Park

和然氏伯格效应(Ranschburg Effect)的记忆现象进

和 Hooker (1998)以精神分裂患者及他们的兄弟姐

行对比(Fagot & Pashler, 1995), 或者通过 RB 任务

妹(共 26 名)为研究对象, 发现与正常人相比, 他

来探究 Colvita 效应等(Ngo, Sinnett, Soto-Faraco,

们表现出更强的 RB。还有人研究小脑损伤病人和

& Spence, 2010)。

正常人对注意瞬脱(Attention Blink, 简称 AB)与
RB 的比较, 发现二者出现实验性分离现象, 正常

5

RB 的研究展望

人和小脑损伤病人之间的 RB 无显著差异, 而 AB

25 年来尽管国内外众多学者对 RB 的研究取

效应出现显著差异。这表明不仅影响 AB 效应和

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但是目前依旧存在

RB 的脑区不同, 而且也反映出 AB 和 RB 加工阶

一些争议和有意义的问题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探究。

段的不同, RB 是发生在先于中枢调控阶段的视觉

第一, 建立汉字加工中的 RB 的产生机制模

信息处理阶段, 而 AB 效应发生阶段较后(Jiang,

型。在 Morris 等人(2009)提出的竞争理论中, 把

Tian, & Wang, 2013)。

影响重复刺激 R2 报告率的变量纳入数学模型中,

RB 的应用

对以往实验研究进行检验, 不仅较好地模拟出

多数研究关注的是 RB 的发生机制、阶段、

视觉信息加工机制。这种方法很值得在研究汉语

4

RB, 而且从 RB 方法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量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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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RB 借鉴, 加工汉字的形、音和义的影响因素
很多, 如字频, 笔画数, 规则性和熟悉性等, 是汉
语认知加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如果能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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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Debate and Brain Mechanisms of Repetition Blindness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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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ove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since the repetition blindness (RB) effect was first reported
by Kanwisher (1987) and the precise mechanism underlying RB has been extensively debated. Researchers
proposed different theories to account for the effect, for example,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RP occurs due to a
failure at the visual perception level; alternatively, it has also been argued that RP involves failure to
memorize the repeated stimulus. Meanwhile, RB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presentation
durations, lag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spatial locations and tasks. The popularization of neuroscience
technology such as ERP and fMRI in recent years allows researchers to reveal the brain activity of RB. As a
kind of experimental method, researchers have applied RB effect to explore some phenomena of the visual
perception. The current paper reviews these basic research topics. However, many aspects of repetition
blindness are still worth of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repetition blindness; token individuation theory; retrieval failure theory; construction/attribution
theory; neural mechanis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