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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汉语双字词启动任务的事件相关电位（ERP）时空模式特性。 方法：以词汇重复（例：大豆-大豆）、

语义启动（例：高粱-大豆）和语义失配（例：轮船-大豆）三类关系先后显示启动词和靶词，16 名被试判断靶词是否与

启动词同类而分别按键，同时记录其行为绩效和 19 通道 ERP，应用单因素三水平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配对比较，采

用统计参数映像（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SPM）呈现 ERP 结果。 结果：反应时间（F(2，26)=77.28，P=0.00）和正确

率（F(2，26)=42.91，P=0.00）的重复启动效应均显著，词汇重复组的行为绩效（反应时间 601.44±69.39ms，正确率 98.7±
1.3%）分别优于语义启动组（774.98±87.34ms，88.2±5.9%）和语义失配组（788.75±88.10ms，87.8±4.8%）。 虽然后两组行

为绩效差异不显著，但其 ERP 均可见 P200、N400 和 P600 成分。SPM 提示额顶颞分布的 P200 效应（200-250ms）与注

意调控相关；中央顶分布的 N400 效应（300-450ms）与语义加工相关；枕颞分布的 P600 效应（500-1000ms）可能反映

语境重构。 结论：双字词启动任务的 ERP 时空模式反映多层次语言加工功能，适用于语言功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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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iming effect of Chinese words with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 Methods: Sixteen subjects joined a lexical decision task. They were asked to judge whether a target word
belonged to the same class as the previous word (prime). Three conditions had been set as the word repetition(e.g. soybean
- soybean), the semantic priming (e.g. sorghum-soybean) and the semantic mismatching (e.g. ships-soybean). The ERP of
19 channels was recorded and one-way ANOVA of repeated-measurement was carried out for both ERP and behavioral
performance. Results: Significant priming effects were for both reaction time: F (2, 26)=77.28, P=0.00 and accuracy: F(2,
26)=42.91, P=0.00.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peti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both the semantic priming one
and the semantic mismatching on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latter two groups in behavioral perfor-
mance. 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of ERP showed the P200 effects(200-250ms) within frontoparietal and temporal dis-
tribution related attention modulation, the N400 effect (300-450ms) in centroparietal distribution revealing semantic pro-
cessing and the P600 effect(500-1000ms) in temporal and occipital distribution reflecting the semantic context reconstruc-
tion. Conclusion: The lexical decision task involves language processing in multiple levels and it is applicable for the e-
valuation of language function with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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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用 ERP 考 察 语 言 加 工 的 神 经 机 制 开 始 于

1980 年，Kutas 和 Hillyard 使 用 句 子 理 解 任务 [1]，发

现句尾歧义词可引出 N400 成分。 1985 年 Bentin 运

用语义启动范式 [2]，先后视觉呈现启动词（prime）和

靶词（target），发现语义失配靶词和假词较语义启动

靶词均引出更大的 N400 成分， 后者的反应时间较

短且正确率更高。 通常认为 N400 反映语义加工过

程[3]，后续研究发现更多的语言相关的 ERP 成分，其

中 P600 成分与句法加工、 语义整合及修订相关 [4]。
语 义 启 动 范 式 也 应 用 于 临 床 研 究， 报 告 N400 和

P600 成分异常的遗忘型轻度认知损害者更易转化

为痴呆[5]。 为促进 ERP 的应用，国际临床神经生理联

盟推荐将 ERP 三 种成分 （失匹 配负活动，P300 和

N400）有关的认知范式标准化[6]。
既往研究侧重考查少数记录导联的 ERP 的少

数成分，缺乏运用 ERP 时空模式全程考察语义启动

范式的报告， 本研究旨在考察汉语语义启动任务及

ERP 时空模式的特性，为其临床应用创造条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6 位受试者均为在校大学生，其中 2 人因脑电

数据干扰太大被剔除。余 14 人（女生 9 人）的数据进

入 分 析，年 龄 23-29 岁（25.29±1.58 岁），均 为 右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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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身体健康，无神经系统及精神疾病，视力或矫正

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 此前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1．2 方法

1．2．1 刺激材料 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挑选出

129 个中等频率的双字词语， 双字词的笔画数介于

10-28 画（16.88±2.19 画），排 除具有明 显 感 情 色 彩

和读音相同的词语， 利用这些双字词构成 360 组名

词词对，先呈现的词为启动词，紧随其后出现的词为

靶词，根据前后双字词之间关系分为三组：词汇重复

组（如 大 豆-大 豆；轮 船-轮 船）、语 义 启 动 组（如 高

粱-大豆；书本-课桌）及语义失配组（如香蕉-牙刷；
轮船-茶叶），三组各有 120 个词对。
1．2.2 刺激呈现与实验环境 在安静及较暗环境下

（相对隔音，温度约 24℃），受试者舒适体位坐于椅

中，距计算机屏幕约 1.0m，双眼平行注视双字词。 双

字词显示面积为 4×8cm2，启动词为红色，靶词为绿

色；均呈现 500ms 后黑屏 1000ms。 被试的任务是在

靶词出现后 100-1450ms 的有效反应时间内， 作出

靶词与启动词是否在词形相 同或语义上 匹配的判

断，匹配或非匹配分别按不同侧的反应键，反应侧在

被试间进行平衡。 刺激系统自动记录反应时间以及

反应按键的正误。
1．2．3 ERP 记录条件 采用本实验室 研制的 ERP
仪。 19 个记录电极按国际 10-20 标准导联系统安

装， 连接的双侧耳垂位参考， 接地电极置于前额正

中。 滤波通频带为[0.50，100]Hz，头皮与电极之间的

阻抗<5kΩ。 ERP 分析时间为 1100ms，从靶词刺激呈

现前 100ms 至呈现后 1000ms，手工排除眼动和肌电

等伪差， 伪差自动拒绝阈值设为 70μV， 分类叠加

EEG 片段。
1．2．4 统计分析 应用 SPSS13.0 对行为绩 效进行

单因素三水平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其中方差分析自

由度使用 Greenhouse-Geissor 校正， 两两比较采用

LSD 检验。 各通道 ERP 数据进行单因素三水平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和配对 t 检验。 基于 19 通道 ERP 所

对应的 F 值和 t 值，通过插值则获得 SPM[7]，为控制

数据非球形分布带来的误差，ERP 的 F 值显著阈值

采用保守的自由度减半的方式调整， 显著阈值 α=
0.05。

2 结 果

2.1 行为绩效

反应时间和正确率数据见表 1。 各组的两两比

较（LSD 检验）结果示除去语义启动组和语义失配组

的 行 为 绩 效 差 异 均 未 达 显 著 水 平 （反 应 时 间 P=

0.43，正确率 P=0.76）外，其余的比较均差异显著。

表 1 三种实验任务的行为绩效（M±SD）

2.2 多通道 ERP 总平均波形

图 1 为 14 名被试的三种条件下 ERP 的总平均

波形，其中词汇重复组在多数部位出现明显的 P300
成分，而另外两组的波形比较近似，在许多通道可见

突出的 P200、N400 和 P600 成分。

图 1 14 被试三种实验条件下 ERP 总平均波形

2．3 ERP 统计参数映像时空模式

图 2 为 ERP 的（A）F 值 和（B，C，D）t 值 统 计 参

数映像时空模式，其中（A）显著 ERP 效应分别在多

个时段涉及广泛脑区：从 150ms 右侧额区扩散至双

侧额顶颞区（P200 时段：150-250ms）、额中央区（P3a
时段：300-350ms）、双侧额顶颞区（N400 时段：350-
500ms）和枕顶颞区（P600 时段：500-1000ms）。 （B）
语义启动组和（C）语义失配组分别与词汇重复组的

配对 t 检验进一步细化了 F 检验提示的 ERP 效应，
给出了显著差异的正负极性。 （D）语义失配组与语

义启动组配对比较的 ERP 效应局限于较晚期的两

个 时 段：右 侧 顶 颞 区（N400 时 段：400-450ms）和 枕

区（P600 时段：500-7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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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在双字词重复显示条件下， 被试仅仅根据靶词

的形态特征相同即可完成任务，无需借助语义信息，
本研究的词汇重复组与另两组的行 为绩效差异 显

著， 提示该重复启动效应更多反映的是一种知觉启

动。 词汇重复组的 ERP 波形也与其余两组差异较

大：以突出的 P300 成分（包括 P3a 和 P3b）作为主要

特征。 而语义启动组与无关组的 ERP 波形在许多通

道 却 以 突 出 的 P200、N400 和 P600 成 分 为 特 征 。
SPM 提示后两组与词汇重复组比较的显著 ERP 效

应主要出现在上述三个成分代表的对应时段， 可能

与不同的语言加工机制联系。 其中， 额顶颞分布的

P200 效应（200-250ms）与词形差异检测和注意调控

相关[4]；而 N400 时段（300-450ms）的 ERP 效应可能

由三部分组 成：（1）较 早（300-350 ms）的 额 中 央 区

P3a 效 应 反 映 执 行 注 意 网 络 激 活； 而 稍 后 （350-
450ms）的 额 中 央 顶 分 布 的（2）P3b 效 应 和（3）N400
效应可能分别反映记忆更新 [8]和语义加工 [3]，两者在

本研究中难以区分。
另一方面， 虽然由语义失配组同相关组的行为

绩效差异所反映的语义启动效应并不显著，但 ERP

的 SPM 仍然提示 语 义 启 动 效 应 出 现 在 N400 时 段

（400-450ms） 的 右 侧 顶 颞 区 和 P600 时 段 （500-
700ms）的枕区。 有文献报告语义距离较大的词汇联

想涉及右侧半球[9]，本研究的语义失配组与语义启动

组实际上存在语义距离远近的差异， 我们观察到两

者的右侧顶颞区 N400 效应支持语言由两侧半球共

同加工的理论[10]。 而本研究枕颞区的 P600 效应可能

与选用词汇大多具有视觉形象有关， 反映了启动词

与靶词架构的语境修正和更新[4]。

双字词启动任务的 ERP 时空模式反映多层次

语言加工功能，可用于语言功能评价。从经济快捷角

度考虑，将该范式应用于临床时，只需要保留重复启

动和语义启动两组条件即可获得足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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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种条件下 ERP 统计参数映像（SPM）时空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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