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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不同唤醒度的复合情绪刺激对词汇加工的影响。 方法：以 23 名大学生为被试，通过序列呈现不

同情绪价的图片生成不同唤醒度的复合情绪刺激和单一情绪刺激，要求被试对中性目标词进行名词判断。 结果：高

唤醒度复合情绪刺激条件下的名词判断反应时显著长于单一情绪刺激条件；首刺激为积极时，复合情绪刺激条件下

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单一情绪刺激条件。 结论：高唤醒度条件下，相比于单一情绪刺激，复合情绪刺激对词汇加工起阻

碍作用，另外，首刺激在复合情绪刺激对词汇加工的影响中起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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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mixed emotional stimulus on word processing in different arousal
levels. Methods: Mixed emotional stimuli were produced by serially presenting different valence pictures. 23 college stu-
dents were recruited and were asked to perform a noun-decision task. Results: In high arousal condition, the RTs of par-
ticipants in mixed emotional stimulus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in single emotional stimulus. Furthermore, compared
with negative pictures, when the first stimuli were positive pictures, RTs of participants in mixed emotional stimulus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in single emotional stimulus. Conclusion: Only in high arousal condition, mixed emotional stimu-
lus would delay word processing compared with single emotional stimulus and only when the first stimulus is positive,
mixed emotional stimulus would hamper word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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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背景对词汇加工具 有重要的调 节作用 [1]。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自身的情绪状态 [2]，以及图片等

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刺激 [3]都对词汇的加工具有重要

的影响， 且这种影响还表现出不 同 的 神 经 激 活 模

式[4]。 但这些研究都局限在单一的情绪背景上，表现

为某种特定的情绪，如焦虑，或者某种情绪价的情绪

刺激，如积极或消极。 而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人们

还会处于复合情绪背景之中，例如悲喜交加、爱恨交

织，抑或同时面对积极和消极的情绪刺激。
近年来，已有研究者提出了复合情绪（mixed e-

motion）的概念，它是指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相混合

的情绪（不包括相同情绪价的情绪相混合的背景）[5-

7]。有研究还表明，相比于单一情绪背景，复合情绪背

景对情绪词的加工具有独特的影响。 例如，Gawron-
ski 等 [8]在连续呈现两个情绪启动刺激后，要求被试

对目标词进行积极和消极评价。结果发现，当两个启

动刺激的情绪价不一致（即复合情绪条件）且第二个

启动刺激为积极时，出现了情绪启动效应；但当两个

启动刺激的情绪价不一致且 第 二 启 动 刺 激 为 消极

时，却出现了情绪启动效应的反转，即第二个启动刺

激是积极情绪（相比于消极情绪时），个体对负性目

标词的评价反应更快。
Schimmack 等的研究[6]还表明，唤醒度因素可以

有效地调节复合情绪内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相互

抑制程度，唤醒度越高，复合情绪内部的相互抑制作

用就越明显， 这一结果暗示复合情绪在不同唤醒度

下可能对其他刺激的加工出现不同的影响。 而以往

研究 [8，9]中都没有提及唤醒度与复合情 绪的交互影

响, 不同唤醒度的复合情绪刺激对认知加工的调节

机制可能会有所不同， 当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都处

于高唤醒度时， 其生成的复合情绪可能会吸引了过

多的注意资源，从而抑制认知加工；相反，当积极情

绪和消极情绪都处在低唤醒度时， 两种刺激不一致

的情绪价可能只是引起被试适当的警觉， 反而降低

了被试对目标刺激加工的反应阈限， 从而促进认知

加工。因此，有必要考虑不同唤醒度的复合情绪刺激

对词汇加工的作用。 此外，以往的研究[8，9]还发现，构

成复合情绪的情绪刺激距离目标刺激的远近在复合

情绪刺激调节认知加工中可能会起不同的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将以中性词为目标刺激对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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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度和复合情绪刺激中刺激位置两个方面入手，
深入考察复合情绪刺激对词汇加工的调节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北京师范大学 23 名大学生（其中 6 名男生），年

龄 18-28 岁（平均年龄 25±2 岁），均为右利手，视力

或矫正视力正常， 并且近期情绪背景没有出现较大

的起伏。 实验完成后获得适量报酬。
1.2 实验材料

1.21 情绪图片 所有情绪图片均选自国际情绪图

片库（IAPS）[10]，但经中国人评定 [11]。 其中，高唤醒的

积极与消极情绪图片各 24 张；低唤醒的积极与消极

情绪图片各 24 张，其中，消极情绪图片的高、低唤醒

度差异显著（P<0.001）；积极情绪图片的高、低唤醒

度差异显著（P<0.001）。 本研究将采用序列呈现情绪

图片范式， 即在实验中依次呈现情绪图片以生成单

一或复合情绪刺激条件[8，9]。 其中，积极－消极（PN）图

片和消极－积极（NP）图片呈现方式构成复合情绪刺

激的 2 种条件，而积极－积极（PP）图片和消极－消极

（NN）图片呈现方式构成单一情绪刺激的 2 种条件。
其中，PN、NP 和 PP 条件中包含的积极情绪图片情

绪价相互间差异不显著 （P>0.05），PN、NP 和 NN 条

件中的包含的消极情绪图片情绪价相互间差异不显

著（P>0.05）。 不论是复合情绪刺激还是单一情绪刺

激，又都包含高、低唤醒度 2 种条件，因此，实验中一

共包括 8 种情绪刺激条件。 情绪图片的各项具体指

标见表 1。

表 1 情绪图片各项指标

注：以上数据为 7 点量表评定结果

1.2.2 中性双字词 实验中用的目标词为中性双字

词，选 自 中 国 情 绪 词 库 [11]，共 48 个，其 中，名 词 24
个，非名词 24 个（包括动词和形容词）。 各情绪刺激

条件间词频、结构和笔画数均相互匹配（P>0.05），48
个词在确保名词分布相等条件下， 随机分配到每个

条件中，中性词与情绪图片的语义内容无关。
1.3 实验设计

实验为 2（唤醒度：高 vs 低）×2（首刺激情绪价：
积极 vs 消极）×2（尾刺激情绪价：积极 vs 消极）的三

因素被试内设计。实验选用名词判断任务，目标刺激

为中性词。 实验中，每种条件均包含 6 个 trial，每个

trial 重复一次，共 96 个 trial。 实验分为 4 个 block，
block 间顺序随机，block 内顺序随机，高低唤醒度在

被试内平衡，此外，打乱固定配对图片，即重复出现

第二次的图片， 与第一次出现的图片所搭配的图片

并不是同一个。
1.4 实验程序

实验中，首先呈现 700ms 的空屏，然后是 700ms
的注视点，接着是第一个情绪图片呈现 133ms，消失

后是第二个情绪图片呈现 133ms，然后是 34ms 的空

屏，最后是 1000ms 的目标刺激，要求被试判断屏幕

上出现的中性词是否为名词如果是，按左键，否则按

右键，左右手在被试内平衡。 记录反应时和正确率。
全程实验大约用时 4 分钟。
1.5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 13.0 进行数据分析。 在正式的统计

处理之前，先对被试的原始数据进行筛选，去掉错误

的反应时（1.9%），并删除三个标准差之外的反应时

的数据（小于 2%）。

2 结 果

各种条件下被试的正确率均在 96%以上，表明

被试很好地理解了任务的要求并加以完成。 这里不

再对正确率进行深入的分析。 所有被试在各条件下

平均反应时和正确率见表 2。
为了比较复 合情绪刺激 与单一情绪 刺激的差

异，我们首先将积极-消极复合情绪刺激（PN）与消

极-积极复合情绪刺激（NP）相加取平均合并为复合

情绪条件， 将单一积极情绪刺激和单一消极情绪刺

激相加取平均合并为单一情绪条件， 然后进行了 2
（唤 醒 度：高、低）×2（情 绪 类 型：复 合 情 绪、单 一 情

绪）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唤醒度

的主效应不 显著（F(1，22)=0.48，P=0.49）；情绪 类 型

的主效应 显著（F(1，22)=8.03，P<0.05）；二者的 交 互

作用边缘显著（F(1，22)=3.26，P=0.08）。 进一步的简

单效应分析表明，高唤醒度条件下，复合情绪刺激下

被 试 对 中 性 词 的 反 应 显 著 慢 于 单 一 情 绪 刺 激 （F
(1，22)=10.78，P<0.01）；但在低唤醒 度 条 件 下，两 者

的差异不显著（F(1，22)=0.85，P=0.37）。
为了考察先 后出现的两 个情绪刺激 的位置效

应，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情绪刺激的位置（首与尾）

与情绪类型 （复合与单一）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由于在本实验中只发现了高唤醒度的影响，因此

这种分析只在高唤醒度条件下进行。
2（首刺激：积极、消极）×2（情绪类型：复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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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首刺激

情绪价的主 效应不显著（F(1，22)=0.61，P=0.44）；情

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22)=10.77，P<0.01)；首刺

激情绪价与情绪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1，22)
=6.44，P<0.05）。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当首

刺激为积极时， 复合情绪刺激下的反应显著慢于单

一情绪条件（F(1，22)=14.42，P<0.01）；但在首刺激为

消极时，两者的差异不显著（F(1，22)=0.72，P=0.4）。
2（尾刺激：积极、消极）×2（情绪类型：复合、单

一）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尾刺激

情绪价的主 效应显著（F(1，22)=6.44，P<0.05）；情 绪

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22)=10.77，P<0.01）；二者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F(1，22)=0.61，P=0.44）。

表 2 不同条件下的反应时（ms）和正确率（%）

注：NP：消极-积极复合情绪；PN：积极-消极复合情绪；PP：单一积极

情绪；NN：单一消极情绪

3 讨 论

Gawronski 等 [8]曾采用情绪价评定任务发现，相

比于单一情绪刺激， 复合情绪刺激对词汇的加工可

能存在不同的影响。 而本研究通过名词判断任务首

次发现，复合情绪刺激对词汇加工具有阻碍作用。这

一结果可能与复合情绪中积极与消极情绪相互抑制

有关[6]。 因为复合情绪并不是积极与消极两种情绪

简单相加的情绪。 它还包含了消极情绪与积极情绪

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引发的冲突情境， 这种冲突情境

则会额外的占用认知资源， 从而表现出比单一情绪

刺激条件下更大的意识卷入， 进而阻碍随后的词汇

加工。
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复合情绪刺激对

词汇加工的影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受到唤醒

度的调节，表现为在高唤醒度下的阻碍作用更强，而

低唤醒度下则较微弱 （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

平）。或者说，当个体面对复合情绪刺激，且只有达到

一定的唤醒度时， 才会比面对单一情绪刺激时占有

更多的认知资源。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来看，情绪刺

激对认知系统的调节可能并非是一种敏感的存在，
正如在实际生活中，个体在其常规的情绪背景下（包

括各种单一情绪以及复合情绪） 很少会明显地影响

到各种认知操作，而一旦情绪刺激变得异常强烈，尤

其当这种情绪刺激还伴随有情绪冲突 （复合情绪）
时， 个体理性的大厦就会变得很容易倾倒。 这一结

果暗示我们在诸如语言学习的教育实践中， 应该尽

可能为个体创造一种平稳的情绪氛围， 从而避免对

学习效率造成负面的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在高唤醒度条件下，相比于尾刺

激， 首刺激在复合情绪刺激对词汇加工的影响上能

起关键的调控作用。当首刺激情绪价为积极时，复合

情绪刺激 PN 对词汇加工的时间要慢于单一积极情

绪刺激； 但首刺激情绪价为消极时， 复合情绪刺激

NP 与 单 一 消 极 情 绪 刺 激 二 者 对 比 效 应 不 显 著 。
Schimmack 等 [5]曾提出情绪关系的分布式注意理论

（distributed attention theory of emotions，DATE）， 认

为当个体在面对复合情绪刺激时， 产生的情绪反应

往往取决于注意的焦点。 而消极情绪刺激又能够强

烈地占有被试注意资源 [13]，故而当被试一开始就面

对消极情绪刺激， 那么不论随后出现的情绪刺激是

积极还是消极， 其所起作用可能就显得没那么重要

了。 Fockenberg 的研究[9]也曾发现，如果最初的知觉

能够给出清晰信息， 其他启动刺激对目标刺激加工

起到的作用就会很少。 但如果最初知觉出的信息很

模糊， 被试对目标刺激的加工就会更多受到冲突机

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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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研究未纳入负激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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