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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中文听觉双字词认知中的正字法即时激活效应。 方法：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操纵 3 种

双字词条件（一致性：一致、首字不一致、尾字不一致），选择 9 个电极，使用时间窗分析技术，以 50ms 为一个时间窗

分析 300-350ms 以及 375-675ms 时段的脑电波。 结果：对前部脑电波平均波幅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三种实验条件在

575-625ms 时间窗差异显著，而在 625-675ms 时间窗差异边缘显著。 首字不一致和一致条件在 575-625ms 时间窗差

异显著，而在 625-675ms 时间窗差异边缘显著。 结论：在中文听觉双字词认知中可能同样存在正字法即时激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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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ory Words Recognition—Evidence from 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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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on-line orthographic activation effect in Chinese two-character auditory words
recognition. Methods: 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 technology were adopted to manipulate 3 conditions (consistency: con-
sistent, inconsistent with the first charact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last character), and select nine electrodes. 50ms for a
time window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brain waves between 300-350ms and between 375-675ms. Results: Mean amplitude
of frontal area in the 575-625ms time window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re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nd the differ-
ence in 625-675ms time window was marginally significan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nconsistent with
the first character and consistent condition in the 575-625ms time window, but the difference was marginally significant in
625-675ms time window. Conclusion: There may also be on-line orthographic activation effect in Chinese two-character
auditory words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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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 受过教育的成人的语言系统包括两

个子系统，一个是正字法系统（在书面语中使用），一

个是语音系统（在口语产生中使用）。 McClelland 和

Rumelhart 提出了词汇加工交互作用模型，认为知觉

的过程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 该模型假定知觉加

工发生在一个大系统中， 包括正字法子系统和语音

子系统，同时这个系统又分为几个加工水平，不同的

水平具有不同的抽象表征 [1]。 在视觉词加工中语音

的影响一般称为语音的中介作用 [2，3]；而对于受过教

育的成人， 听觉词加工中正字法的作用则有两种可

能性即正字法自动（即时）激活 [4，5]和正字法词汇后

激活[6-8]。
听觉词加工中正字法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但

也有一些研究结果显示， 学习读写会影响到听觉词

加工的过程 [9-12]，即认为在学会读写之后，就在大脑

中形成了正字法和语音之间的某种神经联系， 人脑

在加工听觉词时 该 词 的 正 字 法 也 起 到了作用 [4，5，13-

15]。Grainger 和 Ferrand 构造了双层交互作用模型（见

图 1），该模型认为正字法会影响听觉词汇加工的核

心过程。 即时激活理论则提出听觉词加工中正字法

的作用是即时的，在听觉词的加工中，人脑则会即时

激活其正字法[4，5]。
Perre 和 Ziegler 的研究支持这一理论， 他们使

用 ERPs（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对 听 觉 一 致

性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对听觉词加工时，前

不一致条件下， 听觉词呈现 350 毫秒时出现了一个

与 一 致 条 件 差 异 显 著 的 负 波 ； 后 不 一 致 条 件 下

600ms 左右也出现了一个与一致条件差异显著的负

波。这就清晰地证明了听觉词加工中，正字法会在听

觉词汇加工的中心过程中得到激活， 也即正字法会

在词 汇 水 平 得 到 激 活[4]。 Pattamadilok 和 Perre 等人

也使用 ERP 技术， 并采用 GO/NO-GO 范式要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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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进行语义判断任务， 结果同样证实正字法即时激

活效应的存在[5]。
然而，一般认为中文的正字法透明度低，甚至认

为是一种没有透明度的文字， 透明度是否是影响正

字法即时激活效应存在的关键因素呢？ 探寻中文听

觉词汇加工中是否存在正字法的即时激活以及这一

激活效应存在与否的原因， 并通过进一步比较中文

研究结果与西文研究结果的差异， 从而找出这一正

字法的即时激活作用是人类语言的共性还是某些具

有某种特性的语言所特有的现象就具有重要意义。
周晓林更多地基于对听觉材料的研究提出了多

层聚类表征模型，认为心理词典中含有音节，词素和

整词三个表征层，在每一表征层内是一种网络结构，
其中相互联系的多个表征形成一个组群， 组群内的

表征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而各表征层之间是相互

激活的关系。 由于在汉语中一个音节常常对应了多

个词素即多个词素具有同一读音， 具有相同读音的

几个词素形成一个组群， 在被激活时词素间相互竞

争。 在整词层的组群是以首字音节来组织的， 首字

音节相同的词的表征聚在一起[16]。 所以当从听觉通

道给被试呈现一个双字词时， 首字必定占有更重要

的地位， 由此可以预测首字不一致在本实验的几种

条件上必定出现更大的差异， 而尾字不一致由于受

到的首字的限制， 只要激活尾字的其中一种正字法

即可做出判断（与首字联合成词即可），需要的认知

资源较少所以产生的差异也会较小。
由此本研究从探讨中文听觉双字词认知中的正

字法即时激活效应着手， 假设中文听觉词汇加工中

也会存在正字法即时激活作用， 但是由于中文词汇

主要以首字组织，并且听觉词汇是按顺序呈现的，所

以我们认为首字必定在听觉词汇加工中起到更加重

要的作用。

图 1 双层交互作用模型（Grainger 和 Ferrand）

1 对象与方法

1.1 实验目的

本实验采用词汇判断范式， 以脑电数据为证据

考察中文听觉词认知中的正字法即时激活效应。
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 3 水平（一致性：一致、首字不一致、
尾字不一致）的被试内实验设计。
1.3 被试

被试为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 12 名大学生或研

究生，年龄在 19～24 岁之间，平均为 21 岁 3 个月。
被试均为右利手，身体健康无神经系统疾病，没有脑

部损伤史， 视力正常或矫正后正常。 自愿参加本实

验，母语皆为汉语。 实验完成后付给一定报酬。
1.4 实验材料

实验共采用 160 个双字词， 其中 80 个真词，80
个非词；真词中首字不一致词 20 个，尾字不一致词

20 个，一致词 20 个，补白 20 个。 不一致词的操作定

义： 不一致词是一种听觉歧义词即在没有语义背景

的情况下我们听到的词可以有两种以上的正确书写

形式。 首字不一致词是指在一个读音固定的双字词

中，首字是可以有多种书写形式，这些书写形式都可

以与同一个尾字组成不同的真词。 尾字不一致词是

指在一个读音固定双字词中， 尾字是可以有多种书

写形式， 这些书写形式都可以与同一个首字组成不

同的真词。
不一致词是经 5 名研究生以听觉形式对其语音

进行听写和听写选择得到不一致率， 即评价者写出

两个词和选择为两个词的平均比例。 非词由真词材

料中出现的字随机组合生成 100 个。 经 3 位湖南师

范大学研究生从听觉上评定这些非词，排除 14 个读

音上与真词相近的非词。实验者再从余下的 86 个非

词中精心挑选 80 个非词作为实验材料。
所有 160 个词汇由一位普通话等级为一乙的女

性朗读，使用 Cool Edit Pro 软件录制成声音文件。

表 1 真词实验材料数量分配与举例一览表

1.5 实验仪器

实验仪器使用美国 Neuroscan 公司生产的 128
导脑诱发电位仪，实验在一个光线可控制 的隔音实

验室进行，刺激呈现于 15 吋液晶屏幕中央，分辨率

为 1024×768，刷新频率为 85HZ，让被试端坐于屏幕

面前的合适椅子上， 眼睛与显示器的 距离保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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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cm，视角为 6.04×7.27 度。
使用 NeuroScan ERP 记录与分析系统， 按国际

10～20 系统扩展的 64 导电极帽记录 EEG。 在线记

录时以左侧乳突连线为参考电极， 离线后转为双侧

乳突为参考电极， 离线双眼外侧安置电极记录水平

眼电 (HEOG) ， 左眼上 下安置电 极记录垂 直 眼 电

(VEOG)。滤波带通为 0.05～70Hz，采样频率为 500Hz/
导，头皮阻抗<5KΩ。

完成连续记录 EEG 后离线(off-line)处理数据，

用 NeuroScan 软件校正 VEOG， 并充分排除其他伪

迹。 选择了 9 个电极位置，使用时间窗分析技术，以

50ms 为一个时间 窗对 300-350ms 以及 375-725ms
时段的平均波幅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三

个因素分别为刺激类型(一致性：一致、首字不一致、
尾字不一致)，单侧化（左脑：F3,C3,P3；中脑： Fz, Cz,
Pz；右脑： F4, C4, P4），电极 (头皮前部 : F3，Fz，F4；
头皮中部：C3，Cz，C4；头皮后部：P3，Pz，P4）。 方差分

析的 P 值采用 Greenhouse-Geisser 法校正。

1.6 实验程序

要求被试完成一个听觉词的词汇决定任务，即

判断从听觉通道呈现的词是词还是非词。 真词按左

键， 非词按右键。 听觉词开始呈现时起在电脑屏幕

上呈现一个“+“，被试按键后“+“消失，紧接 着随机

呈现 800-1200ms 的空屏， 下一个听觉词呈现时“+
“再次出现，以防止被试的眨眼。

2 结 果

实验结果表明，100-200ms 之间出现了一个明

显的负波 N1， 然后在 200-300ms 之间出现了一个

P2，P2 之 后 在 300-350ms 之 间 出 现 了 一 个 负 波

（N320），接着在约 400-650ms 之间出现了一个较大

的 负 波 N400。 我 们 分 别 对 300-350ms 时 间 窗 和

375-625ms 时间段的平均波幅进行 3 因素（一致性：
一致、首字不一致、尾字不一致）×3（单侧化：左、中、
右）×3（电极位置：前部、中部、后部）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 发现在 300-350ms 这一 时间窗差 异均不显

著，375-625ms 这一时间段的一致性主效应不显著，
F （2，10）=0.769，P=0.446； 电极位置主效应显著，F
（2，10） =19.650，P =0.000； 单 侧 化 主 效 应 显 著 ，F
（2，10）=3.584，P=0.049；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对电极

位置主效应进行事后比较发现前部和后部之间差异

显著，P=0.001，中部和后部之间差异显著，P=0.000；
对单侧化主效应进行事后比较发现左部和中部差异

显著 P=0.027。
对电极位置 前部 （F3、FZ、F4）、 中部（C3、CZ、

C4）、后部（P3、PZ、P4）分别进行单因素（一致性：一

致、首字不一致、尾字不一致）方差分析发现，前部的

一致性主效应边缘显著，F (2，105)=2.451，P=0.091，
事后比较结果表明首字不一致条件与一致条件之间

差异显著，P=0.041； 而尾字不一致条件和一致条件

之间差异不显著； 而中部和后部的一致性主效应则

差异不显著。
在电极位置前部，把 375-625ms 这个时间段以

50ms 为一个时间窗分为 6 个时间窗，分别对这 6 个

时间窗的平均波幅进行单因素（一致性：一致、首字

不一致、尾字不一致）方差分析，发现三种实验条件

下电极位置前 部脑电波平 均波幅在 575-625ms 时

间窗差异显 著 F(2，105)=4.581，P=0.012，而 在 625-
675ms 时 间 窗 差 异 边 缘 显 著 F (2，105)=2.972，P=
0.056。 经事后比较发现首字不一致和一致条件在

575-625ms 时间窗差异显著 P=0.012，在 625-675ms
时间窗差异边缘显著 P=0.068。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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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导词参数一览表

注： 词次取自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熟悉度和词性经 36 位湖南师范大学学生通过 7 点量表评

定，其中 1 为非常熟悉或非常积极，7 为非常陌生或非常消极。 主导词是以听觉形式评价为不一致时，评价者写出的第一个词。

表 3 电极位置前部一致性分析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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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西文研究结果显示听觉词认知中正字法会得到

即时激活 [4，5，14]，本研究结果显示中文加工中也存在

这一效应，但由于中西文之间的差异，中文加工中此

效应比较微弱。
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中文双字词加工的一致性

效应主要出现在大脑前部， 一些已有研究也证明额

区是中文语言加工的主要区域之一[17，18]。 同时，中文

较之西文是一种更加复杂的语言， 具有一些特点如

中文是表意性质的文字， 汉字的字形不和语言的音

素相对应等[19]，且额区是加工复杂的信息的区域，中

文词汇语音和正字法一致性效应主要出现在额区是

合理的。 而 Perre 和 Ziegler 采用词汇决定任务研究

法语听觉词汇加工的即时交互作用， 其结果显示即

时激活效应集中在大脑的中后部[4]。 Pattamadilok 等

人同样使用法语为材料，要求被试完成语义任务，则

发现这一即时交互作用主要集中在大脑后部 [5]；但

是 Perre 等人使用 FMRI 研究法语听觉词汇加工的

正字法一致性效应， 发现这一效应主要出现在经典

的语音区 （BA40， 左顶叶）[20]， 这与他们之前使用

ERP 所找到的一致性效应区域 （中后部和后部）存

在差异。
Cao 等人使用 fMRI 研究语音和正字法在中文

听觉词汇加工中的发展性差异也发现成年组被试比

9 岁组和 11 岁组在左前额区激活更大。 这同时可能

暗示中文读写学习也会影响正字法在听觉词加工中

的作用[21]。
然而， 我们只发现了首字不一致效应而没有发

现尾字不一致效应，这可能是由于在首字不一致条

件下，当尾字呈现时，被试可能也会反过来回想首字

以便确定这个词， 这是首字组群中的能与尾字成词

的字都可能会被激活；而在尾字不一致条件，被试只

需从尾字的组群中选出一个可以与首字成词的字，
然后做出反应即可。 周晓林提出的多层聚类表征模

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我们这一推论， 多层聚类表

征模型较多地是基于对听觉材料的研究， 它认为在

整词层的组群是以首字音节来组织的 [5]。 这也说明

从听觉通道给被试呈现一个双字词时， 首字必定具

有关键作用。 而从加工顺序的角度， 也可以发现无

论是在视觉还是听觉词汇加工中首字都占更重要的

地位。 Perre 和 Ziegler 以及 Pattamadilok 等人分别在

词汇判断任务和语义任务中发现了一致性效应，其

中主要以前不一致为主；而后不一致则效应微弱，只

在极个别的电极点或者时间窗发现了差异 [4，5]，这与

我们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此外，中文的双字词是每一个词素（字）都是一

个单独的意义单元， 对每一个词素的加工自然会比

西文词汇中的一个词素（词体）更复杂，对这种复杂

意义单元的加工可能是导致中文词汇加工中即时激

活效应没有西文明显的原因之一。更加重要的是，西

文属于拼音文字系统， 而汉语是一种表意性质的文

字，且汉字字形记录的语音单位是音节，汉字的字形

不和语言的音素相对应，而是和音节相对应。 同时，
西文加工中存在前词汇激活， 因为拼音文字将文字

直接表音，再借音表义，存在不经过心理词典直接加

工的前词汇过程；而即时是中文的形声字，也是以声

旁表音，不容易见形知音，所以来自语音的信息除了

心理词典以外没有其它地方可以提取， 因此前词汇

加工在中文中就不可能有了。 西文的这种即时激活

作用，可能在一定程度也是来源于这种前词汇激活。
且中文是一种透明度很深的语言， 这些语种特性的

差异就决定了中文听觉词加工中正字法所起作用的

特性不可能和西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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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管理，六年级在时间管理、注意与努力策略上与策

略意识相关不显著， 原因可能与学习策略意识问卷

主要测量学生是否有意识地使 用认知和元 认知策

略，对时间管理、注意与努力等策略未涉及。以语、数

期中成绩为效标，除组织和动机策略外，其它分量表

及总量表相关均有统计意义，但呈低度相关，这与本

量表主要用于测量通用学习策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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