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学报　2009, Vol.41, No.5, 424-432　
ActaPsychologicaSinica DOI:10.3724/SP.J.1041.2009.00424

424　　

　收稿日期:2008-01-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0770711)、首都师范大学学习与认知实验室资助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06JZD0039)、国家攀登计划资助项目(95-专-09)。

　通讯作者:吴艳红 , E-mail:wuyh@pku.edu.cn

抑制控制能力衰退对知觉组织老年化的影响
＊

谢　宁
1
　王　程

1
　吴艳红

1, 2

(1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1)(2首都师范大学学习与认知实验室,北京 100037)

摘　要　通过比较注意线索对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共线性和相似性知觉组织的影响 , 探讨了知觉组织老年化的原

因。研究发现 , 注意线索对年轻人的助益更大 , 对老年人的助益较小 ,符合抑制控制理论的研究假设 , 同时本文还

对加工速度 、基本感觉能力等可能引起认知老年化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此外 , 还发现了知觉组织中与阅读习惯一

致的方向偏好 , 无论在有无注意线索的条件下 , 135°方向上的知觉组织都快于 45°方向上的知觉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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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知觉组织是视觉系统把复杂的视觉刺激输入组

织成不同的部分 ,形成视觉加工的基本单元的过程 ,

它根据相邻性 ,相似性和连续性等不同的组织原理 ,

分为不同的组织类型(Kohler, 1928;Wertheimer,

1923)。不同类型之间有知觉难度上的差别 ,这种

差别可以体现在反应时间上。例如 ,已有研究证据

表明 ,对相邻性知觉组织的反应快于相似性知觉组

织(Han, Ding, ＆ Song, 2002;Han, Song, Ding,

Yund, ＆ Woods, 2001;Mao, Han, Guo, ＆ Jiang,

2004),对一致连接性知觉组织的反应快于相邻性

知觉组织 (Han＆ Humphreys, 2003;Han, Hum-

phreys, ＆ Chen, 1999;Han, Humphreys, ＆ Li,

2005),对共线性知觉组织的反应快于相似性知觉

组织(Liu, Wu, ＆ Zhou, submitted)。但是对知觉

组织过程是否受到其它认知过程的影响 ,以及如果

受到影响 ,其影响机制又是怎样的等一系列问题还

没有一致的结论 。例如 ,对于注意与知觉组织的关

系 ,曾有过较多的争论(Kimchi＆ Razpurker, 2003;

Trick＆Enns, 1997a, 1997b)。传统的知觉理论一

般假设知觉组织是一个单一的过程 ,是前注意阶段

的加工(Kimchi＆ Razpurker, 2003)。但是越来越

多的证据开始支持注意能够帮助知觉组织 (Ben-

Av, Sagi, ＆ Braun, 1992;Mack, Tang, Tuma,

Kahn, ＆ Rock, 1992),特别是对难度较大的知觉组

织的助益更大(Hanetal., 2005)。这些结论都是

以年轻人为研究对象得到的 ,而认知老年化是一种

普遍的现象 ,表现在认知的各个层面 ,知觉组织也不

例外 。

　　对于老年人来说 ,知觉组织会出现哪些方面的

变化 ,会表现出什么特点? 知觉组织类型之间的差

别会更大还是会因为老年化而变小 ,甚至消失? 另

外 ,造成知觉组织老年化的原因是什么 ?有研究表

明老年人的注意有了较大的衰退(Andrés, Parmenti-

er, ＆Escera, 2006;Filley＆Cullum, 1994;Green-

wood＆ Parasuraman, 2004;Kosslyn, Brown, ＆

Dror, 1999;Madden, 1990;Plude＆Hoyer, 1986)。

既然注意能够帮助知觉组织 ,那么知觉组织的老年

化是否受到了注意衰退的影响? 增加注意线索能否

对老年人有更大的补偿作用 ?这些都是本研究关注

的问题。因此本研究设置了老年组和年轻组两个组

别 ,研究两个年龄组在有无注意线索条件下对共线

性和相似性知觉组织的反应 。其中 ,共线性知觉组

织是指组成整体刺激的局部元素的朝向与局部元素

组成的整体的朝向一致的知觉组织(Freeman, Sagi,

＆Driver, 2001;Khoe, Freeman, Woldorff, ＆ Man-

gun, 2006;Wu, Chen, ＆Han, 2005);相似性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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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是只有局部元素的朝向一致 ,局部与整体的朝

向不一致的知觉组织类型(Liuetal., submitted)。

　　认知老年化研究领域先后提出了多种理论来解

释认知功能伴随年龄增高而出现衰退的原因 ,分别

从抑制控制 (Hasher＆ Zacks, 1988)、加工速度

(Salthouse, 1996)、感觉功能 (Lindenberger＆ Balt-

es, 1994)和工作记忆(Craik＆Byrd, 1982)等方面

探讨认知功能老化的原因 ,几种理论各自得到了相

应的支持证据 。申继亮 、王大华 、彭华茂和唐丹

(2003)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全面分析

了四种加工资源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感觉功

能 、加工速度和加工容量是基本心理能力老化的重

要中介变量 ,并且基本心理能力老化的中介作用表

现出层次性 。但是在该研究中 ,由于使用颜色词启

动值作为观测指标 ,加工抑制没能进入基本心理能

力老化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注意功能的衰退对知觉组

织的影响。以往的大量研究已经证实老年人的注意

功能特别是抑制无关信息的能力出现了衰退 (e.

g., Madden, 1990;Plude＆ Hoyer, 1986),而对年

轻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注意线索对知觉组织有明显的

助益作用(Hanetal., 2005),因此可以预期老年人

的注意功能衰退会影响知觉组织。而抑制无关信息

的干扰是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抑制控制能力

的衰退可能会成为影响知觉组织老年化的重要因

素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 ,本研究设置了有无注意线

索两种实验条件 ,试图通过比较注意线索对两个年

龄组的不同影响来探查注意对知觉组织老年化的作

用 ,进而丰富知觉组织老年化的理论。如果抑制控

制能力的衰退确实影响了知觉组织 ,则可以预期在

增加了注意线索的条件下 ,由于老年人不能有效地

把注意资源集中在提示过的方向同时抑制非提示方

向的干扰 ,注意线索对老年人的作用会被削弱 ,即注

意线索对老年人的助益会小于对年轻人的助益 。同

时 ,不同知觉组织类型之间的差异不会因为老年化

而增大 ,因为本实验中不同知觉组织类型的侧翼干

扰是一样的 。

　　基本认知功能的衰退是多方面的衰退共同导致

的(申继亮等 , 2003)。因此 ,虽然本研究关注的重

点是注意衰退对知觉组织的影响 ,但是也不能忽略

加工速度 、基本感觉能力等方面的衰退对知觉组织

老年化的作用。为了验证加工速度方面的影响 ,本

研究设置了共线性和相似性两种不同难度的知觉组

织类型 ,以及有无注意线索两种不同难度的任务条

件 ,从这两个难度维度来验证老年人在较难的知觉

组织任务中的衰退是否更严重。根据加工速度理论

所提出的 “难度效应”(ComplexityEffect)假设(Salt-

house, 1996),当任务变难的时候 ,老年人的反应时

间会以更快的速度呈线性增加。在该理论中 , “难

度”是以反应时间作为评定标准的 ,完成任务需要

的反应时间越长表明任务的难度越大。因此如果知

觉组织的老年化是由加工速度减慢导致的 ,则可以

预期 ,老年人在 “难度”较大的相似性知觉组织上衰

退更严重 ,并且注意线索能够降低任务难度 ,因此对

老年人的助益会更大。如果是基本感觉功能的衰退

影响了知觉组织 ,也可以预期注意线索对老年人有

更大的补偿作用。

　　因此 ,本研究试图通过两个问题来探讨知觉组

织老年化的原因:1)老年人的相似性知觉组织与共

线性知觉组织相比是否衰退更严重;如果是 ,则符合

加工速度理论的难度假设 ,反之则与抑制控制理论

的预期一致。 2)注意线索是对年轻人还是对老年

人的助益更大;如果对年轻人的助益更大则符合抑

制控制理论的假设 ,反之则说明知觉组织的老年化

可能是加工速度或者基本感觉功能的衰退导致的 。

　　此外 ,以往的研究在绘画测验 (Dennis, 1958;

Dennis＆ Raskin, 1960)、句子图画匹配测验(Bar-

rett, Kim, Crucian, ＆ Heilman, 2002;Maass＆

Russo, 2003)、线段二分测验 (Jewell＆ McCourt,

2000)中都发现了与阅读习惯一致的方向偏好。具

体表现在 ,从左到右的阅读习惯的人会出现从左到

右的空间偏好 ,而从右向左阅读习惯的人与之相反。

Spalek和 Hammad(2004)曾在注意的返回抑制中发

现了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即 135°)的方向偏好(Di-

rectionalBias),并进一步通过跨文化比较 ,证明这一

方向偏好是由于阅读的方向导致的(Spalek＆Ham-

mad, 2005)。本研究中所用刺激材料分为 45°和

135°两个方向的知觉组织 ,其中 135°方向的知觉组

织与被试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的阅读习惯一致。如

果知觉组织的过程受阅读习惯的影响 ,可以预期对

135°方向的知觉组织的反应会更快 。因此 ,本研究

把两个方向的知觉组织加以区分 ,以探讨知觉组织

过程中是否会出现与阅读习惯一致的方向偏好。

2　实验 1:无注意线索条件下的知觉
组织

　　实验 1研究了两个年龄组在没有注意线索条件

下的共线性和相似性知觉组织过程 ,目的在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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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注意线索的条件下 ,不同知觉组织类型之间的

差别是否会因为老年化而增大 ,即老年人在相似性

知觉组织上是否衰退更严重。

2.1　被试

　　32名被试 ,其中 16名为从某社区招募的老年

居民(年龄在 60 ～ 70岁之间), 16名为某高校学生

(年龄在 18 ～ 25岁之间)。男女各半 ,均为右利手 ,

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为了探讨与阅读习惯一

致的知觉组织的方向优势 ,在对被试的选择中考虑

了受教育程度以及阅读经历。年轻组被试均为在校

大学生(本科生 10人 ,硕士生 6人),老年组被试的

受教育水平略低(高中 12人 ,中专 3人 ,本科 1人),

但是都达到了高中或中专水平 ,并且所有被试都自

我报告平时经常读书读报 。被试在完成实验后可获

得少量报酬 。

2.2　实验设计

　　2(知觉组织类型:共线 /相似)×2(知觉组织方

向:45°/135°)×2(年龄组:老年组 /年轻组)的混合

实验设计。自变量为知觉组织类型 、知觉组织方向

和年龄 ,其中知觉组织类型和方向为组内变量 ,年龄

为组间变量;因变量为探测任务的反应时 。

2.3　实验材料和仪器

　　实验 1中使用的目标刺激图片一共有 4种 。每

种图片都是由 5个在灰色背景上以 “X”型排列的光

栅组成(如图 1所示), 每幅图片包含一种知觉组

织 ,其中 a为 45°方向上的共线性知觉组织 , b为

135°方向上的共线性知觉组织 , c为 45°方向上的相

似性知觉组织 , d为 135°方向上的相似性知觉组织 。

为了增加图片的数目 ,目标刺激图片除了图示的 4

种之外 ,每种图片还有两个变形形式 ,这些变形形式

是将图 1中所示图片的非共线或相似性知觉组织的

轴上其中一端的光栅旋转 90°而得到的。

　　探测刺激图片也有 8种 ,分别是图示的目标刺

激图片的有共线或相似性知觉组织的轴上其中一端

的光栅旋转 90°而得到的。

图 1　实验所用的 4组不同的刺激图片

　　所有刺激均通过 SAMSUNG17英寸纯平 CRT

显示器呈现 ,显示器分辨率为 1024×768,刷新频率

为 85Hz。每个 Gabor的参数如下:波长(λ)及高斯

分布等于 0.45°视角 (空间频率为 2.2 cycles/de-

gree),中间与外侧 Gabor之间的中心距离为 4.2λ。

　　实验过程使用了固定头部的下巴支架 ,以防止

被试头部运动 ,同时也保证被试双眼平视屏幕正中

央 ,与屏幕距离固定为 55cm。

　　刺激呈现程序采用 Presentation软件进行编制 。

2.4　实验程序

　　实验 1分两部分 , Section1和 Section2分别检

测没有注意线索条件下的共线性和相似性知觉组

织。刺激呈现顺序如图 2所示 ,先呈现十字注视点

300ms,然后呈现刺激图片 ,刺激图片为目标刺激或

者探测刺激随机呈现 ,呈现时间为 200ms,接着有

1400 ～ 1700ms的等待反应时间 ,为了使被试的注意

集中在屏幕的中央 ,等待反应的时间内屏幕中央会

出现一个白色小圆点。要求被试判断刺激图片中是

否出现了共线性知觉组织(Section1)或相似性知觉

组织(Section2),被试的任务是在 section1对共线

性知觉组织做出按键反应 ,没有共线性知觉组织

(探测刺激)则不用反应 ,在 section2对相似性知觉

组织做出反应 。为了避免速度与准确率的权衡问题

造成的差异 ,实验指导语统一要求被试在保证准确

的基础上尽可能快地进行反应。

图 2　没有注意线索条件下的实验流程图

　　Section1正式实验之前 ,包含 80个试次的练习

(作为探测刺激而不需要反应的图片占 20%),练习
分两个 block,分别用左右手做出反应 。在被试熟悉

之后 ,开始 160个试次的正式实验 (探测刺激占

20%),正式实验分为 4个 block,同样分别用左右手

做出反应 ,左右手的顺序在被试内进行 ABBA式的

平衡 ,同时在被试间也进行平衡。

　　Section2的试次安排与 Section1相同。其中一

半被试先做 Section1,另一半被试则先做 Section2。

平衡任务顺序和左右反应手 ,以抵消任务顺序可能

带来的误差以及左右手反应之间的差异可能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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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2.5　结果与分析

　　实验中 , presentation程序会自动记录下每一个

试次的反应时间 ,实验结束后对每名被试在每种反

应条件下的正确反应时进行极值处理 ,剔除 3个标

准差以外的数据 。然后剔除极值处理后正确率小于

80%或者虚报率大于 20%的被试 ,把剩余的有效被

试纳入最后的结果分析。两个年龄组的被试对不同

方向的共线性和相似性知觉组织的反应时及其标准

误见表 1。

表 1　没有注意线索条件下两个年龄组的被试对两种类型

的知觉组织的反应时和标准误(ms)

年龄组
共线性 相似性

45° 135° 45° 135°

年轻组 605.44(22.70) 594.50(20.29) 729.35(21.58) 707.37(16.38)

老年组 654.63(31.87) 641.29(31.34) 768.57(24.38) 738.76(27.28)

　　用 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

分析。为了考察性别差异对因变量造成的影响 ,首

先以性别和年龄(老年组 /年轻组)为组间变量 ,以

知觉组织类型(共线性 /相似性)和方向(45°/135°)

为组内变量对被试的反应时做重复测量的方差分

析 ,结果表明 ,被试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并且年龄

与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性别与其它组内变

量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然后以知觉组织类型和知觉组织方向为组内变

量 ,年龄为组间变量对反应时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

分析。在没有注意线索的条件下:(1)知觉组织类

型(共线性 /相似性 )的主效应显著 , F(1, 30)=

23.98, p< 0.001, 对共线性知觉组织的反应时

(623.96±18.68ms)快于对相似性知觉组织的反应

时(736.01±15.02ms)。这表明 ,在没有注意线索

的条件下 ,对共线性知觉组织的加工比对相似性知

觉组织更快 。(2)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 , F(1, 30)

=2.77, p=0.106。(3)知觉组织类型和年龄的交

互作用不显著 ,可见在没有注意线索条件下 ,无论老

年组还是年轻组对共线性知觉组织的反应都快于对

相似性知觉组织的反应(见图 3),知觉组织类型之

间的差别并不随老年化增大或者减小 。(4)知觉组

织方向 (45°/135°)的主效应显著 , F(1, 30) =

5.33, p= 0.028, 对 45°方向知觉组织的反应时

(689.50 ±13.47ms)长于对 135°方向的反应时

(670.48±12.86ms)。这表明 ,在没有注意线索的

条件下对 135°方向上的知觉组织的加工快于对 45°

方向上的知觉组织的加工。 (5)其余主效应与交互

作用均不显著 。

图 3　无注意线索条件下两个年龄组

对不同类型的知觉组织的反应

3　实验 2:有注意线索条件下的知觉

组织

　　为了探讨注意线索对不同年龄组的助益作用 ,

本研究增设了有注意线索的部分 ,以比较有注意线

索条件下两个年龄组的被试对共线性和相似性知觉

组织的反应 ,并对两个年龄组在有无注意线索两种

条件下的反应进行了综合分析 ,以确定注意线索对

老年人还是对年轻人的助益更大 ,从而为抑制控制

能力的衰退对知觉组织老年化的影响提供直接的支

持证据。

3.1　被试

　　与实验 1同一批被试 ,实验顺序在被试间平衡 ,

一半被试先完成实验 1,另一半被试先完成实验 2。

3.2　实验设计

　　2(知觉组织类型:共线 /相似)×2(知觉组织方

向:45°/135°)×2(年龄组:老年组 /年轻组)的混合

实验设计 。自变量为知觉组织类型 、知觉组织方向

和年龄 ,其中 ,知觉组织类型和方向为组内变量 ,年

龄为组间变量;因变量为探测任务的反应时 。

3.3　实验材料和仪器

　　实验 2中使用的目标刺激图片和探测刺激图片

与实验 1相同 。注意线索图片背景同样为灰色 ,由

白色的 “ +”中央注视点和在 45°或 135°对角上的两

个白色小圆点组成 ,分别提示被试注意 45°或 135°

方向 。

　　实验仪器同实验 1。刺激呈现程序仍然采用

Presentation软件进行编制。

3.4　实验程序

　　实验 2也分两部分 , Section1和 Section2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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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有注意线索条件下的共线性和相似性知觉组

织 。刺激呈现顺序是在实验 1的基础上 ,在中央注

视点与刺激图片之间增加 300ms的注意线索。要

求被试判断刺激图片在所提示的方向是否出现了共

线性知觉组织 (Section1)或相似性知觉组织(Sec-

tion2),被试的任务是在 section1对共线性知觉组

织做出按键反应 ,没有共线性知觉组织(探测刺激)

则不用反应 ,在 section2对相似性知觉组织做出反

应 。为了避免速度与准确率的权衡问题造成的差

异 ,实验指导语统一要求被试在保证准确的基础上

尽可能快地进行反应 。

　　实验 2的实验顺序与实验 1相同 。

3.5　结果与分析

　　被试剔除与极值处理标准同实验 1。两个年龄

组的被试对不同方向的共线性和相似性知觉组织的

反应时及其标准误见表 2。

表 2　有注意线索条件下两个年龄组的被试对两种类型的

知觉组织的反应时和标准误(ms)

年龄组
共线性 相似性

45° 135° 45° 135°

年轻组 512.33(18.54) 507.25(17.15) 520.39(20.97)512.38(21.33)

老年组 616.52(25.83) 613.70(25.55)658.08(29.76)638.39(29.79)

　　用 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

分析。为了考察性别差异对因变量造成的影响 ,首

先以性别和年龄(老年组 /年轻组)为组间自变量 ,

以知觉组织的类型(共线性 /相似性)和方向(45°/

135°)为组内自变量 ,对被试的反应时做重复测量

的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被试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

并且年龄与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性别与其

它组内变量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然后分别以知觉组织的类型和方向为组内自变

量 ,以年龄为组间自变量 ,对被试的反应时进行重复

测量的方差分析(ANOVA)。分析发现 ,在有注意线

索的条件下:(1)年龄的主效应显著 , F(1, 30)=

15.34, p<0.001 ,知觉组织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

知觉组织类型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即在有注

意线索的条件下 ,年轻人的反应时间显著快于老年

人 ,但是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对不同类型的知觉

组织的反应均没有差异(见图 4);(2)知觉组织方

向的主效应显著 , F(1, 30)=5.03, p=0.032,对

135°知觉组织的反应(567.93 ±15.09ms)快于对

45°知觉组织的反应(576.83 ±15.44ms);(3)其余

主效应与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图 4　有注意线索条件下两个年龄组

对不同类型的知觉组织的反应

3.6　实验 1和实验 2结果综合分析

　　以注意线索有无 、知觉组织类型(共线性 /相似

性)和知觉组织方向(45°/135°)为组内自变量 ,以

年龄为组间自变量 ,对被试的反应时进行重复测量

的方差分析(ANOVA)。结果表明:

　　注意线索的主效应显著 , F(1, 30)=92.12,

p<0.001,没有注意线索条件下的反应时(680.00±

12.51ms)慢于有注意线索条件下的反应时(572.38

±15.14ms)。这表明注意线索能够帮助知觉组织 。

　　知觉组织类型(共线性 /相似性)的主效应显

著 , F(1, 30)=17.50, p<0.001。对共线性知觉

组织的反应时(593.21±15.69ms)快于对相似性知

觉组织的反应时(659.16 ±14.17ms),这表明对共

线性知觉组织的加工比对相似性知觉组织更快;知

觉组织类型和注意线索有无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

30)=17.69 , p<0.001,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

论一致。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注意线索对共

线性和相似性知觉组织都有显著的帮助 ,在没有注

意线索条件下 , 知觉组织类型之间的差异显著 , F

(1, 31)=24.72 , p<0.001;在有注意线索的条件

下 ,知觉组织类型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 F(1, 31)=

1.85, p=0.183,说明注意线索对相似性知觉组织有

更大的帮助(见图 5)。知觉组织类型 ,注意线索的

有无和年龄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说明知觉

组织类型与注意线索的交互作用在两个年龄组间是

一致的(见图 5)。

　　年龄的主效应显著 , F(1, 30)=9.94, p=

0.004。年轻人的反应时(586.13±18.00ms)显著

快于老年人(666.24±18.00ms);注意线索和年龄

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 30)=11.77, p=0.002。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在没有注意线索的条件下 ,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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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年轻人反应时间的差异不显著 , F(1, 30)=

2.77, p=0.106,在有注意线索的条件下差异显著 ,

年轻人的反应时间显著快于老年人 , F(1, 30)=

15.34, p<0.001 ,说明注意线索对年轻人的帮助更

大(见图 6)。

图 5　有无注意线索条件下知觉组织类型之间的差别

图 6　有无注意线索条件下两个年龄组的反应差别

　　知觉组织方向(45°/135°)的主效应显著 , F(1,

30)=6.59, p=0.016。对 135°方向知觉组织的反

应时(619.20±12.82ms)快于对 45°方向知觉组织

的反应时(633.16 ±13.16ms);没有发现其它的主

效应或交互作用 。

4　讨论

　　本研究在老年组和年轻组被试中都发现了知觉

组织类型之间的反应时差异和注意线索的帮助作

用 。研究结果表明对共线性知觉组织的反应快于相

似性知觉组织 ,有注意线索条件下的反应快于没有

注意线索条件;同时发现了注意线索与知觉组织类

型之间的交互作用 ,注意线索对相似性知觉组织有

更大的助益 。这一结果与以年轻人为对象的研究结

论是一致的(Han＆ Humphreys, 2003;Hanetal.,

1999, 2001, 2002, 2005;Maoetal., 2004),说明本

研究的实验范式是有效的。

　　本研究在实验 1和实验 2中都没有发现知觉组

织类型与年龄之间的交互作用 ,可见无论在有无注

意线索条件下 ,知觉组织类型之间的差异都不随着

年龄而变化 ,即难度较大的相似性知觉组织并不会

因为老化而更快地衰退 。

　　在对实验 1和实验 2的综合分析中发现了注意

线索与年龄的交互作用 ,注意线索对年轻人的帮助

更大 。这一结果符合抑制控制理论的研究假设。该

理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加 ,抑制跟当前任务无关信

息的能力逐渐减弱 ,不能把注意集中在目标位置 、同

时抑制与任务无关的信息是老年人认知加工出现问

题的根本原因(Hasher＆Zacks, 1988)。如果这种

说法成立 ,认知的老年化将不会影响本实验中知觉

组织类型之间的差异 ,因为不同类型的知觉组织材

料中的无关刺激是一样的。对于注意线索造成的差

异 ,如果老年人抑制与任务无关信息的能力降低 ,那

么在有注意线索的条件下 ,老年人不能很好地抑制

非提示方向上的信息并把注意资源集中在提示过的

方向 ,注意线索对老年人的帮助大大减弱 ,所以就会

出现本研究得到的注意线索对老年人的助益比年轻

人小的情况。因此 ,抑制控制理论能够对知觉组织

的老年化作出合理的解释。

　　老年人抑制控制能力的衰退也得到了认知神经

科学领域研究结果的证实。在完成抑制控制任务过

程中 ,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在右侧前额叶和顶叶的

部分脑区(PrefrontalandParietalregions)表现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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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的激活 ,并且高龄组老年人比低龄组老年人

激活程度更大。除了激活程度上的差别 ,老年被试

的激活范围与年轻人相比也更大 ,老年人不仅表现

出右侧前额叶的激活 ,而且会征募左侧前额叶的部

分脑区参与抑制过程 (Nielson, Langenecker, ＆

Garavan, 2002;Cabeza, 2002)。 Colcombe, Kramer,

Erickson和 Scalf(2005)也发现老年被试与年轻被试

相比表现出更多的双侧额中回 (MiddleFrontalGy-

rus, MFG)的激活 ,并且进一步证明在抑制任务中

表现差的被试激活的程度会更大。上述研究表明老

年人在完成认知任务过程中 ,与抑制控制相关的脑

区同年轻人相比有更大程度的激活 ,激活程度越大

表明被试抑制控制能力衰退越严重。

　　认知老年化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是加工速度 、基

本感觉功能和工作记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 ,

抑制控制的衰退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并且抑制控

制理论是认知老年化中受到争议较多的一种理论 。

虽然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抑制控制理论的研究假

设 ,但是并不能因此排除其它功能衰退的影响 ,所以

我们进一步讨论了其它机制可能造成的影响。

　　加工速度理论认为 ,信息加工速度减退是一个

无处不在的现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反应时间在不断

地增长 ,这一变化是所有老年化问题的根源 。根据

加工速度理论 ,当任务变难的时候 ,年轻人的反应时

会相应变长 ,而老年人的反应时则应该以更快的速

度呈线性增加(Salthouse, 1996)。该理论对难度的

定义是以反应时间作为评定标准的 ,认为需要的反

应时间越长表明任务的难度越大。而老年人的加工

速度是减慢的 ,因此完成难度较大的任务占用的时

间会更长 ,而加工时间越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衰

退程度会增大。因此 ,当任务变难的时候 ,老年人的

反应时间会以更快的速度呈线性增加;反推过来 ,任

务难度较低的情况对老年人更有利。本研究包括两

个难度的维度:一是知觉组织类型之间的差别 ,在本

研究中 ,对共线性知觉组织的反应要快于对相似性

知觉组织的反应 ,这一结果也得到了以往研究的支

持 ,所以可以认为这两种知觉组织类型之间存在难

度上的差别 。二是注意线索的有无造成的差别 ,以

往对知觉组织的研究表明 ,注意对知觉组织有一定

的助益作用 ,有注意线索条件下的反应时间快于没

有注意线索的条件下 ,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所

以有注意线索条件下难度更低 。如果难度效应的假

设成立 ,老年人在相似性知觉组织上的反应应该有

更大程度的衰退 ,在有注意线索的条件下应该衰退

更慢 ,即注意线索对老年人的助益会更大。而本研

究的结果与之不符 ,说明在本研究范式下知觉组织

的老年化并不能用加工速度理论来解释 。

　　基本感觉功能的衰退也被认为是造成认知功能

老化的原因(Lindenberger＆Baltes, 1994)。这一方

面的研究也得到了脑功能成像结果的支持。位于枕

叶的调节视觉加工的脑皮层通常在老年人中表现出

更低水平的激活 ,被认为反映了老年人自下而上加

工功能的衰退 ,并且研究者认为老年人会通过自上

而下的调节来弥补感觉功能的衰退 (Madden,

2007)。但是这一说法并不能解释本研究结果 ,因

为按照这一理论 ,老年人在有注意线索的条件下 ,能

够更好地进行自上而下的加工以补偿感觉功能的衰

退 ,但是本研究结果中老年人在有注意线索的条件

下并没有体现出比年轻人更大的补偿作用 ,而是

相反 。

　　由于研究的局限 ,本文并没有探讨工作记忆等

其它因素的影响。目前来看 ,认知老年化的抑制控

制理论能更好地解释本研究范式下的实验结果 ,但

是这并不能否定其他的理论假设 ,只是说明本研究

所采用的知觉组织任务更可能受到了抑制控制能力

衰退的影响 ,从而在知觉组织方面为抑制控制理论

提供了新的支持证据。不可否认 ,认知加工老年化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这些方面互相影响 ,共同造成了

认知功能的衰退。我们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

讨其它认知功能 ,特别是工作记忆的衰退对知觉组

织老年化的影响。

　　除此之外 ,本研究还分析了知觉组织方向间的

差别 。与预期一致 ,本研究确实发现了被试对 135°

方向的知觉组织反应更快 ,这一方向与被试从左到

右 、从上到下的阅读习惯一致 。由此 ,本研究在知觉

组织中验证了与阅读习惯一致的方向偏好。但是这

种方向偏好是否是由于阅读习惯的影响造成的 ,还

有待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来验证。

5　结论

　　知觉组织任务受到了老年化的影响 ,在有注意

线索条件下的知觉组织判断任务中 ,老年人的反应

时间长于年轻人。注意线索对年轻人的助益更大 ,

难度较大的知觉组织并不因为老年化有更大程度的

衰退 ,这一结果与抑制控制理论的研究假设一致 ,说

明知觉组织的老年化更有可能是抑制控制能力衰退

导致的。另外 ,知觉组织过程中存在与阅读习惯一

致的方向偏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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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ceptualgroupingisafunctionofthehumanperceptualsystemtoorganizediscreteentitiesinthevisualfieldinto

chunksorperceptualobjectsforhigherorderprocessing(Hanetal, 2002).Previousresearchhasfoundthatyoung

adultsrespondfastertoperceptualgroupsdefinedbycollinearitythanbysimilarityandthatthereactiontimesareshorter

whenvalidcuesareemployedtoengagevisualattentioninthetargetorientation.Thepresentstudyexaminedthetwo

typesofperceptualgroupingindifferentagegroups, withthepurposeofclarifyingcognitivemechanismsunderlying

age-relateddeclineinperceptualgrouping.Theprocessing-speedtheoryorthesensorytheoryofagingpredictsthatthe

perceptualgroupingcapacityoftheelderlydeclinesmoresharplyindifficultgrouping(groupingbysimilarity)andin

difficultconditions(withoutcues)thanineasygrouping(groupingbycolliearity)andineasyconditions(withcues).

However, theHasher-Zacks(1988)'stheory, whichattributestheage-relateddeclinetoreducedefficiencyofinhibitory

control, predictsthatthecueswillbenefittheelderlytoalessextentthanyoungeradultsandthatthedetectionofthe

twotypesofgroupingwilldeclinebythesamerateintheelderly.

　　Totestthesepredictions, thisstudyemployedtwotypesofgroupingstimuliunderuncued(Exp.1)andcued

(Exp.2)conditions.Sixteenoldadultsandsixteenundergraduatestudentsparticipatedinbothexperiments.Each

experimentconsistedoftwosectionswithasingletypeofgroupingineachsection.Stimuliweredisplayedonagray

background(25.1 cd/m2)with1024 ×768 graphicresolution.Eachstimulusarrayconsistedofaconfigurationof

Gaborpatches(seeFig.1).ThecentralGaborpatchwasorientatedeither45°or135°invisualangelandwasflanked

bytwopairsofpatchesinaǹ X' configuration.Onepairofflankerswereeithercollinearwithorsimilartothecentral

Gaborpatchinthetargetdisplays, whichweremixedwithcatchdisplaysinwhichnoperceptualgroupingcanbe

detectedbetweenGaborpatches.Participantswereaskedtopressspacebarwiththeindexfingerwhentheydetecteda

targetGaborgrouping.Theresponsehandandtheorderofgroupingtypewerecounter-balancedovertheparticipants.

　　Arepeated-measuresanalysisofvariance(ANOVA)showedthattheolderadultsrespondedmoreslowlythanthe

youngergroupandthatbothgroupsofparticipantsrespondedfastertogroupingbycollinearitythanbysimilarity.A

significantinteractionwasdetectedbetweenthecuebenefitandagegroup, withthecueshelpingyoungergrouptoa

greaterextent.Nointeractionwasfoundbetweengroupingtypeandagegroup.Moreover, anadvantageofperceptual

groupingwasobservedintheorientationof135°, relativetotheorientationof45°, regardlessoftheavailabilityof

cues, suggestingaprobableinfluenceofleft-to-rightreadinghabitsonperception.

　　Theseresultsdemonstratethatwhiletheprocessingspeedsdeclinebythesamerateinthetwotypesofperceptual

grouping, thecuetothetargetorientationbenefitsagegroupsdifferently, withyoungeradultsgettingagreaterbenefit

thanolderadults.ThesefindingsareconsistentwithHasher＆Zack'stheory, suggestingthatthereducedinhibitory

efficiencycontributestothedeclineinperceptualgrouping.

Keywords　perceptualgrouping;aging;attention;directionalbi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