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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不同颜色背景对返回抑制效应的影响。 方法：以 36 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 Posner 经典线索-靶子

范式，通过变换背景颜色，探讨不同背景色对返回抑制中信息检索的影响。 结果：六种背景色下均观察到了返回抑制

效应，黄色背景下的返回抑制量显著小于黑色背景，其它背景色之间的返回抑制量无显著差异。 结论：返回抑制具有

稳定性，黄色背景更有利于提高注意的搜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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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lor background on IOR. Methods: 36 undergraduates and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s participants, background color of Posner classic cue-target paradigm was
changed 2×6 within-subject design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IOR in different colors of background. Results: IOR ap-
peared in each color background; the IOR in black background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in yellow background; the IOR
in other background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each other. Conclusion: IOR is a stable mechanism; yellow
background can help improve search efficiency of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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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抑制（inhibition of return，简 称 I0R），是 指

对原先注意过的物体或位置出现的反应滞后现象，
即注意回到先前注意的位置受到了抑制[1]。 自从 Pos-
ner 和 Cohen 发现该现象后， 对它的研究已经成为

认知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返回抑制作为人类进化的适应机制， 是在充满

各种颜色背景的环境中形成的， 颜色与空间位置和

客体一样，在注意搜索中起着重要作用[2]。 Okubo 等

人研究发现视觉信息能够减少 语 言 定 位 的 返回抑

制 [3]。 而 Braithwaite 等人则揭示了颜色对返回抑制

产生影响的时间效应，即在信息搜索过程中，颜色的

抑制效应出现在颜色识别之后 [4]。 对于颜色和形状

的重复会影响到返回抑制 [5]，Judith 等人考察了颜色

线索位置变化对返回抑制的影响， 发现事先未呈现

过的颜色比已经呈现过的颜色所产生的返回抑制更

少[6]。 Hu 和 Frank 等人进一步证实了无形状变化的

色彩重复在目标定位中会产生延迟[7]。
总之， 以往的研究中探究了颜色对返回抑制的

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将颜色作为任务特征，在非

彩色的背景下进行， 缺乏单独以颜色 作为线索的

IOR 效应研究以及对不同背景颜色的对比。 人的认

知、生理指标会受不同色彩背景的影响，背景色会影

响自主神经活动的强度， 短波色彩背景下自主神经

活动强度小于长波色彩背景[8]，也会影响操作功能的

反应速度和准确性[9]，而返回抑制是一个较强的自主

认知过程。那么，不同色彩背景是否会对返回抑制产

生影响，哪一种背景更有利于提高注意搜索水平？本

研究借鉴 Posner 的经典研究范式，探讨了不同颜色

背景对返回抑制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通过广告在某师范大学共招募大学生被试 36
名，年龄 19.9±2.87 岁，其中男生 20 名，女生 16 名，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或色弱，无美术专业学

生，并且实验前都未接受过类似的实验。
1.2 实验材料和仪器

实验的刺激画面由三个大小相同的方框组成，
方框的长、宽均为 2.0cm,中间的方框呈现长和宽为

0.5cm 的 注 视 点“+”号，每 两 个 方 框 的 中 心 距 离 为

6.5cm。以两侧的某个小方框边框迅速变粗为线索提

示，以中央注视点“+”变为直径为 1cm 的灰色实心

圆点为中心线索化提示， 靶刺激为直径为 1cm 的

“*”。方框、注视点均为灰色，画面的背景色有白、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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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黄、蓝、绿 6 种,RGB 值分别为白（255，255，255）、
黑（0,0,0）、红（255,0,0）、黄（255,255,0）、蓝 (0,0,255)、
绿（0，255，0）。

整个实验在计算机上实现， 屏幕显示器的分辨

率 为 1024×768。 实 验 程 序 用 E-prime 编 制 ， 在

Windows XP 系统上运行， 被试的眼睛与显示器齐

平，距离屏幕约 60cm，实验在微暗、安静的环境下进

行个别施测。
1.3 实验设计

实验为 2×6 的被试内设计。 自变量为线索提示

的有效性（靶子出现在线索化位置为有效提示，出现

在非线索化位置为无效提示）和六种背景颜色。因变

量为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返回抑制量由线索化

位置与非线索化位置的反应时相减而得。
1.4 实验程序

利用 Posner 的经典线索-靶子范式， 变换其背

景色设计而成。 具体实验步骤如下， 实验中， 一个

Trial 具体过程如附图所示。
实验流程为：①持续呈现可见框 500ms；②随机

使两侧小框的某个小框的边框突然变粗， 作为外周

线索化提示，线索呈现 100ms 后消失；③持续呈 现

可见框 50ms；④对中心注视点线索化 100ms（直 径

为 1cm 的灰色实心圆点）， 将被试的注意重新定向

于中央注视点；⑤呈现可见框 550ms；⑥在外侧框随

机呈现靶刺激， 直到被试反应或 1200ms； ⑦黑屏

300ms，接着进入下一个 Trial。
实验共包括 240 个 Trial,每个 Trial 的背景色随

机变化，每种背景色分别出现 40 次，共 6 种颜色。其

中，每个背景色下，左、右两侧方框线索化各 20 次，
靶刺激的位置随机化，出现在线索化、非线索化位置

均为 10 次。整个实验过程要求被试一直注视中央注

视点“+”，当靶刺激出现时，按要求在保证正确的前

提下尽快作按键反应， 靶刺激出现左边小框中按 F
键反应，出现在右边小框则按 J 键反应。在正式开始

实验前，进行 8 次练习，整个实验大约持续 8 分钟。

附图

2 结 果

在统计反应时数据时， 先对被试的反应时和正

确率进行分析, 将错误率大于 5％的数据全部删除，
其余被试错误率均低于 2%,有效数据共 32 份。 对有

效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将错误数据删除，另外，为

排除极端数据的影响，将反应时小于 100ms 或大于

900ms 数据删除，剔除数据共占 0.5％。 各背景色下

被试的平均反应时统计结果见表 1。
对上表的平均反应时进 行 2×6 的被试内 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表明，线索提示有效性的主效应显著，
F（1，31）＝54.51，P＝0.000，P<0.01，线索有效的平均反

应 时 为 385.60ms, 线 索 无 效 的 平 均 反 应 时 为

360.35ms，说明本实验出现了返回抑制效应。 背景颜

色的主效应显著，F （5，31）＝11.55，P＝0.000，P<0.01，
说明反应时受背景色的影响。 线索有效性和背景色

的交互作用显著，F （5，155）＝2.98，P＝0.014（<0.05）。
对线索有效性和背景色进行简单效应分析， 结果如

表 2 所示，各背景色下线索有效、无效提示差异均达

到了显著水平， 说明各背景色下均观察到了返回抑

制效应，使返回抑制量的比较成为了可能。
由以上结果， 可推测返回抑制可能受背景色的

影响， 但不同色彩背景下返回抑制的差异需进一步

分析。对数据进一步整理，计算出各背景色下的平均

返回抑制量，见表 3。
对不同背景下的返回抑 制量进行方 差分析，F

（5，110）＝3.05，P＝0.012（<0.05）。 对各背景色的返回

抑制量作事后多重比较， 只有黑色和黄色背景下的

返回抑制量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 黑色背景下的返

回抑制量显著小于黄色背景， 其它背景下的返回抑

制量差异不显著。

表 1 各背景色中线索有效、无效两种条件下

平均反应时和标准差（ms；x±s）

表 2 各背景色中线索有效性简单效应分析 F 值、P 值表

注：*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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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背景色返回抑制量平均值（ms）

3 讨 论

各背景色下线索有效性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所选用的 6 种背景色在线索有效和无效两种条件下

反应时的差异均显著，即在各背景色中，靶子出现在

线索化与非线索化的方框内时， 被试的反应时存在

显著差异， 被试对线索化位置上出现的靶刺激反应

时显著长于非线索化位置上的反应时, 说明实验中

观察到了返回抑制效应， 从背景色角度进一步证实

返回抑制的稳定性。 返回抑制在不同的色彩背景下

均发生， 说明返回抑制作为人类适应机制的灵活性

和高效性 [1]，使得注意能有效地从先前注意到 的位

置脱离出来， 而人类是在充满各种色彩的环境中进

化的， 这在人类进化过程对危险信号的搜索上具有

重要意义，是人类适应环境进化而来的适应机制，对

人类发展有着促进的作用。
相关研究表明， 短波长色光背景下的生理指标

较低，具有平静和放松的作用，而长波长色光可调动

自主神经的活动，具有兴奋的作用，但加重了紧张程

度反而使认知成绩降低 [10]。 从各背景色下的返回抑

制量从低到 高排序（表 3）可 以 看 出，长 波 背 景（如

红、黄、绿）下的返回抑制量大于短波背景（蓝色）。兴

奋状态下具有更大的抑制效应， 这可能是自主神经

活动水平更高时返回抑制功能更强， 警觉程度较高

所导致的。 说明在警觉状态下注意更容易从先前搜

索过的位置中脱离而更难转移到先前注意的位置，
搜索效率更高。

各背景色下的返回抑制量分析结果表明， 只有

黑色和黄色背景下的返回抑制量存在显著差异，非

彩色背景下（黑、白色）无显著差异，各彩色背景（红、
黄、蓝、绿）之间返回抑制的差异也不显著。在色彩主

观警醒水平的描述中，黑色的主观警醒水平较低，在

睡眠描述值中达到最高，呼吸、血饱和度等各项生理

指标较低 [9]。 黑色给人压抑的感觉，让人 联想到黑

夜， 在自然作息规律中， 天黑意味着休息时间的到

来。 黑色背景环境中，人们可能处于放松状态，警觉

程度降低，搜索信息的效率较低，再次注意先前搜索

过的空间位置的倾向更高，返回抑制效应较低。而黄

色背景下人们处于警醒的状态，搜索效率更高，注意

资源更倾向于转移到新的位置而更难返回先前注意

过的空间位置。在视知觉为主的工作中，我们可采用

黄色的工作环境背景， 以提高人们主客观的知觉水

平，通过背景色调节人们的自主神经活动，提高需要

较多注意资源工作的效率。
在不同色彩背景下，均有返回抑制的发生，返回

抑制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黄色背景比黑色背景更利

于个体搜索视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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