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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跨模态加工整合	  

	   	   	   	   	   	   	   	   	   	   	   	   	  ——以 Stroop实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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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采用 Stroop 实验模式，用视觉听觉

信息的相互干扰，对汉语的跨模态加工整合进行

了研究。实验任务包括颜色块命名任务、颜色词

阅读任务和颜色词听辨任务。实验发现汉语的跨

模态加工中，在 SOA±100 ms 范围内，当视听两

个刺激不一致时，两种模态加工之间会相互干扰，

产生 Stroop 效应。当视听两个刺激一致时，听觉

信息加工没有对视觉信息加工产生促进效应，而

视觉信息加工可以促进听觉信息加工。视觉信息

和听觉信息的加工虽能互相影响，但有着不同的

权重，无论是干扰还是促进，视觉信息对听觉信

息的作用都大于听觉信息对视觉信息的作用。本

文假设了非目标刺激是决定干扰效应的主要因

素，当非目标刺激具备语义，且与目标刺激有所

指上的关联（但并不完全一致），干扰效应产生。

语义关联越多，干扰效应越强。 

关键词  汉语 跨模态 加工 Stroop 实验 

0．引言 

美国学者 Stroop 用 red（红）、blue
（蓝）、green（绿）、brown（棕）、purple
（紫）这五个词及其表示的颜色做了一组

关于抑制和干扰的实验（Stroop 1935）。干

扰组的实验刺激包括颜色和词两个维度，

并且颜色和词不一致（如蓝色字体的

“red”）；参照组的实验刺激只有颜色（如

红色的方块）或词（如黑色字体的“red”）
单一维度。实验结果显示：1）在没有另一

维度影响的情况下，颜色命名的反应时间

明显比读词的反应时间长。2）在有不一致

颜色的干扰时，被试读词的反应速度没有

明显的下降；在有不一致词的干扰时，被

试命名颜色的反应速度明显下降。词对颜

色的干扰大于颜色对词的干扰，这种词义

对颜色命名的干扰后来被称作 Stroop 效

应。 
Stroop 实验中用到的刺激涉及到了两

种不同的一致性条件，即不一致条件和中

性条件。Dyer（1971）在实验中加入了颜

色与词的一致条件，在一致条件下，颜色

命名的速度有所加快。 
在传统 Stroop 实验中，目标刺激（即

被试需要对其作出反应的刺激）和非目标

刺激（即被试需要排除其干扰的刺激）在

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统一的。为了更细致地

研究颜色和词的加工机制，Dyer（1971）
首先将目标刺激和非目标刺激进行了时间

上的分离，这一段间隔就是 SOA（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Glaser & Glaser（1982）
用投影的方法在同一屏幕上先后呈现词和

颜色，这样颜色和词在空间上完全统一，

而又可以更严格地遵守时间上的间隔。

SOA 为负，表示非目标刺激先于目标刺激

出现；SOA 为正，表示非目标刺激晚于目

标刺激出现；SOA 为 0，表示两个刺激同

时出现。Macleod（1991）在综合之前学者

的研究得出：对于颜色命名任务，当非目

标刺激出现在目标刺激前后 100ms 范围

内，干扰和促进的效应最明显。在一致词

前置的时候，促进效应的 SOA 范围比干扰

效应的稍大些。不同的 SOA 对读词任务没

有什么影响。 
Stroop 实验还被运用到听觉模态的研

究中。Hamers & Lambert（1972）运用声

音的音高和表示音高的语音词（“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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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作为刺激的两个维度，要求被试

判断发音人的频率高低。Green & Barber 
（1981、1983）运用发音者的性别（男或

女）和表示性别的语音词（“man”“girl”）
作为刺激的两个维度，要求被试对声音的

性别做出判断。这些实验的结果都表明与

物理属性不一致的词会影响被试对于物理

属性的判断，证明 Stroop 效应在听觉模态

中是存在的。 
视觉或听觉单一模态的 Stroop效应被

大量研究，而视听跨模态的 Stroop 效应也

日趋完善。Cowan & Barron（1987）的实

验中，发现命名视觉呈现的颜色会受到听

觉呈现的颜色语音词的干扰，被试对视觉

词的反应速度有所下降。但是当听觉呈现

的语音词与颜色无关时（即中性），被试对

视觉词的反应不受干扰。实验表明被试不

会在视觉模态中自动限制词汇加工。

Shimada（1990）的实验中，发现当听觉刺

激为表示颜色的语音且与视觉颜色一致

时，会对颜色命名产生促进效应，加速被

试的反应；当听觉刺激与视觉刺激同时呈

现，或稍晚于视觉刺激呈现时，不一致条

件的反应时长比“中性”条件（嗡鸣声）

的反应时间长。实验结果与 Cowan & 
Barron（1987）的相似。Elliott、Cowan、
Valle-Inclan（1998）在实验中发现：在 SOA 
0 ms 的条件下，Stroop 效应产生，各种条

件的反应时长从长到短依次为：不一致条

件>中性条件>无声条件；而在SOA -500ms
条件下，没有发现 Stroop 效应，甚至听觉

刺激加速了被试的反应，而且不一致颜色

词条件下的反应速度比其它两种条件要

快。Elliott 等因此假设不一致的听觉刺激

对颜色命名的干扰出现在以下两种条件

中：1）在颜色处于加工阶段时，语音词在

记忆中的呈现还很活跃；2）不一致的非目

标刺激的呈现还没来得及被抑制加工

（inhibitory process），即负启动（negative 
priming）所影响。 

Stroop 实验模式被广泛地运用在认知

理论和认知模型的研究中。Macleod（1991）
对几种加工理论进行了归纳。主要理论有：

相对加工速度理论（ relative speed of 

processing）、知觉编码理论（perceptual 
encoding）、自动化理论（automaticity）、
平行加工模型（parallel models）和平行分

布 式 加 工 模 型 （ a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model，PDP）。其中平行分布式

加工模型综合了自动化理论和相对速度理

论，也是平行加工模型的延伸，是对前人

理论的升华。 
Stroop 实验引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是：是否刺激中的所有成分，或部分成分

的加工，都是针对某种特定语言的。在

Biederman & Tsao（1979）的实验中，来

自中国的被试做汉语 Stroop 实验，来自美

国的被试做英语 Stroop 实验，结果表明汉

语比英语引起了更大的 Stroop 效应。对于

这个结果，Biederman & Tsao 认为，颜色

加工发生在大脑右半球，英文的加工发生

在大脑左半球；而汉字和颜色一样，都是

在大脑右半球加工的，因此这两种相似的

信息同时进行加工，引起相同感知源的竞

争，导致了汉语实验中颜色命名任务出现

了更大的干扰。Chen & Tsoi（1990）也认

为不同正字法的文字有不同的加工。综合

上述研究，可得出“正字法变化假说”

（orthographic variation hypothesis），即阅

读不同正字法的文字，会有不同的加工机

制（Lee & Chan 2000）。而 Smith & Krisner
（1982）和 Lee & Chan（2000）的实验结

果表明，汉语的颜色命名同英语的颜色命

名没有显著的区别，汉语正字法同英语正

字法引发相似的 Stroop 效应。并指出，当

今的汉语更趋向于表音文字，而不是完全

的表意文字。 

1．实验说明 

为研究汉语跨模态加工整合的表现，

本次实验采用 Stroop 实验的方法，以汉语

为对象进行研究。在视觉或听觉单一模态

下的研究仅能支持两个维度中的一个含有

语义（另一个是物理属性），而在视听跨模

态条件下，可以使两种模态的刺激都具有

语义。所以本次实验突破前人颜色—词的

研究模式，加入视觉词—语音词的研究模

式，考查二者相互干扰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进而探索汉语加工整合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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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实验对跨模态研究的一致性条件

进行了完善，设计了一致条件、不一致条

件和中性条件，这样可以即考察干扰的情

况，又考察促进效应存在与否。在 Glaser & 
Glaser（1982）的研究中，实验结果表明

在 SOA ± 100ms 的区间内，不一致词对

颜色的干扰最明显。所以为了研究干扰的

最大效应，本次实验中设计了 SOA -100 
ms、SOA 0 ms和 SOA 100 ms这三种条件。 

根据前人的研究，100 ms 的刺激间隔

还会是语音词和颜色加工的交会时间，所

以我们设想在本实验的颜色块命名任务

中，不一致的语音词应该干扰被试对颜色

的加工，而一致的语音词会促进颜色的加

工。自动化理论认为词的加工是自动加工，

并且习得情况越好，影响力越强。本次实

验考察颜色词和阅读词互相干扰的实验任

务中，目标刺激和作为干扰的非目标刺激

同时具有语义。我们可以通过实验结果观

察视觉词和语音词哪个的加工更为自动

化，干扰效应（Stroop 效应）是否能在视

觉词和语音词的相互干扰之中双向出现。 

2．实验方法和材料 

2.1 实验被试 

参加本次实验的有 10 名男性，9 名女

性，均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平均年龄为 24.3± 1.7 岁。被试的视力

或矫正视力正常，没有色盲、色弱等视力

疾病，听力正常，没有韩语学习经历。 

2.2 实验刺激 

实验包含视觉、听觉两种模态的刺激。 
视觉刺激分为三组：1）颜色块组，由

红、黄、蓝、绿四个颜色块组成。2）颜色

词组，由“红”、“黄”、“蓝”、“绿”四个

表示颜色的汉字组成，为黑色背景白色字

体 。 3）韩语字组，由“채”、“뚗”、 
“봂”、“쀠”四个韩语字组成，这四个

韩语字的结构和复杂度与汉字“红”、“

黄”、“蓝”、“绿”分别对应，为黑色 
背景白色字体。视觉刺激大小均为 8

8×88 像素。 
听觉刺激分为两组：1）颜色语音组， 

由“hong 2”(红)、“huang 2”（黄）、“lan 2”
（蓝）、“lv 4”（绿）四个表示颜色的汉语

语音组成。语音来源于一位女性发音人，

普通话标准。2）钢琴音组，由 F3、A3、
C4、E4 这四个不同音高的钢琴音组成，

这四个音所在的音高频率范围同第一组的

四个语音字的音高范围大致相同。听觉刺

激时长均为 300 ms。 

表 1  实验一中的刺激分类 

视觉

刺激 

颜色词 “红”、“黄”、“蓝”、“绿” 

颜色块 红、黄、蓝、绿 

韩语字 “채”、“뚗”、“봂”、“쀠” 

听觉

刺激 

颜色语音 
“hong2” (红)、“huang 2”
（黄）、“lan 2”（蓝）、“lv 4”

（绿） 

钢琴音 F3、A3、C4、E4 

2.3 实验过程 

实验中的每一次核心实验过程都包括

两个刺激：目标刺激和非目标刺激。目标

刺激和非目标刺激中，一个是视觉刺激，

一个是听觉刺激。视觉刺激呈现在电脑屏

幕上，听觉刺激通过电脑上的耳机播放。 
根据不同目标刺激与非目标刺激的设

置，本次实验任务有三种：1）听觉刺激影

响下的颜色块命名任务，简称“颜色块命

名任务”。被试需要尽量排除听觉干扰，对

视觉呈现的颜色块名称进行判断。2）听觉

刺激影响下的颜色词阅读任务，简称“颜

色词阅读任务”。被试需要尽量排除听觉干

扰，对视觉呈现的颜色词进行判断。3）视

觉刺激干扰下的颜色词听辨，简称“颜色

词听辨任务”。被试需要尽量排除视觉刺激

的干扰，对听觉呈现的颜色语音词进行判

断。此外，目标刺激和非目标刺激有着三

种不同的一致性关系：一致条件、不一致

条件和中性条件。实验任务与一致性条件

的具体搭配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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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刺激  非目标刺激  

颜色块命名 
一致条件 颜色块 颜色语音(同) 
不一致条件 颜色块 颜色语音(异) 
中性条件 颜色块 钢琴音 

颜色词阅读 
一致条件 颜色词 颜色语音(同) 
不一致条件 颜色词 颜色语音(异) 
中性条件 颜色词 钢琴音 

颜色词听辨 
一致条件 颜色语音 颜色词(同) 
不一致条件 颜色语音 颜色词(异) 
中性条件 颜色语音 韩语字 

表 2  不同的任务和一致性条件的刺激搭配 
（注：斜体字代表听觉刺激。） 

每次核心实验过程中的两个刺激之间

存在不同的刺激间隔时间（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SOA），3 种不同的 SOA 条件

分别为 SOA 100 ms（非目标刺激在目标刺

激呈现起始 100 毫秒后呈现）、SOA 0 ms
（非目标刺激和目标刺激同时呈现）和

SOA -100 ms（非目标刺激在目标刺激呈现

起始前 100 毫秒开始呈现）。 
整个实验过程通过 E-prime 呈现。实

验共分为三个模块，每一模块都由一种单

一任务构成，任务模块的顺序在被试间平

衡，以便将实验因顺序产生的影响降到最

低。每个模块的实验正式开始之前，被试

会先做一个相应任务的练习，以便更好地

适应任务的要求。每个模块结束之后，被

试会在屏幕上看到该模块正确率的反馈。 
实验的具体流程（见图 1）为：首先，

电脑屏幕的中心部位出现十字注视点，时

长为 500 ms，随后出现一段 500 ms 的空

白，接着出现一个 1000 ms 的注视点及 300 
ms 的目标刺激。非目标刺激根据不同的

SOA 条件在不同的时间呈现，呈现时间为

300 ms。目标刺激呈现后，被试被要求尽

量快和准确地在反应盒上按下目标刺激所

表示的颜色的对应按键。计时从目标刺激

开始呈现的时刻开始。 

 
图 1  核心实验过程说明 

3．实验结果 

3.1 跨任务的反应时长分析 

我们对反应时长的结果进行了筛选：

只统计反应正确的时长，错误反应的时长

不在统计范围之内，一些离群值（平均值

±2 倍标准差之外的结果）也不在统计范围

之内。各条件的平均反应时长见图 2。

 
图 2  所有任务的平均反应时长 

我们将所有被试的时长结果按照实验 的不同任务和条件，进行了任务×一致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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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SOA条件的三因素重复度量分析。通过

统计分析，我们发现： 
任务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36）= 

7.058，MSE = 40112.7，p<0.01。其中颜色

词阅读任务的平均反应时长为 353.5 ms，颜

色块命名任务的平均反应时长为 343.4 ms，
颜色词听辨任务的平均反应时长为 411 ms。
说明在有另一模态影响时，被试对语音的反

应速度最慢。为了考察这三种不同任务之间

的差异是否显著，我们又对三者进行了成对

比较（见图 3）。比较结果发现，颜色块命名

任务与颜色词听辨任务的反应时长差别显

著（p<0.01），颜色词阅读任务与颜色词听

辨任务的反应时长边缘显著（p=0.074），然

而颜色词阅读任务与颜色块命名任务的反

应时长差别不明显（p=1.000）。三种任务的

平均反应时长表明，被试对语音的加工速度

慢于对颜色和视觉词的加工速度。 
一致性条件的主效应十分显著：F (2，

36) = 34.655，MSE = 4373，p<0.001。其中

不一致条件的平均反应时长最长，为 395 
ms；一致条件的平均反应时长最短，为 350.7 
ms；中性条件的反应时长为 362.2 ms。SOA
条件的主效应十分显著：F (2，36) = 13.501，
MSE = 1295.3，p<0.001。其中 SOA-100 ms
条件的平均反应时长为 362.32 ms，SOA 0 
ms 条件的平均反应时长为 380.46 ms，SOA 
100 ms 条件的平均反应时长为 365.11 ms。 

此外，任务条件×一致性条件的交互效

应显著：F (4，72) = 7.552, MSE = 2557.8，
p=0.001；任务条件×SOA条件的交互效应显

著：F (4，72) = 50.947，MSE = 1501.5，
p<0.001。两个交互效应说明，在不同的任

务中，一致性条件和 SOA 条件的变化会有

不同的表现，所以我们将对三种不同的任务

结果分别作二因素（一致性条件×SOA条件）

重复度量的统计分析。 

 
图 3  不同任务反应时长的差别 

（注：经过统计分析，*代表 p<0.05，**代表 p<0.01，
***代表 p<0.001。此外，本文中(*)代表边缘显著，
p 在 0.05-0.08 之间。下同。） 

3.2 颜色块命名任务的反应时长分析 

一致性条件 F (2，36) = 9.583，MSE = 
3740.8，p<0.01 有显著的主效应。其中不一

致条件的反应时长最长，为 364.4 ms；一致

条件的反应时长最短，为 327.4 ms；中性条

件的反应时长是 338.3 ms。通过对三种一致

性条件的成对比较可发现：被试对于一致条

件刺激和不一致条件刺激的反应时长差别

显著，p<0.05，对于不一致条件刺激和中性

条件刺激的反应时长差别十分显著，

p<0.001。结果表明不一致的听觉刺激能够

给颜色加工带来明显的干扰和抑制，而一致

的听觉刺激没有给颜色加工带来促进效应。 
SOA条件 F（2，36）= 14.040，MSE = 

1034.1，p<0.001 有显著的主效应。SOA 100 
ms 条件（359.5 ms）的反应时长与 SOA -100 
ms 条件（329.3 ms）、SOA 100 ms 条件（341.3 
ms）的反应时长差别显著，p ≤0.001。 

将不同的一致性条件*SOA 条件的结果

分别列出，表 3 显示了不同一致性条件*SOA
条件的具体结果，其中“干扰/促进”一栏

是用不一致条件或一致条件的反应时长与

中性条件的反应时长相减得出的，正值为干

扰，负值为促进。结果显示不一致的语音词

对颜色块的命名有显著的干扰效应，而一致

的听觉词对颜色块命名没有促进效应。 

表 3  颜色块命名任务各种一致性条件*SOA 条件的具体结果

 
SOA -100 ms SOA 0 ms SOA 100 ms 

反应时长 干扰/促进 反应时长 干扰/促进 
反应时

长 干扰/促进 

不一致条件 359.4 ms 43.3 ms*** 362.1 ms 20.5 ms* 371.6 ms 14.4 ms(*) 
一致条件 312.2 ms -3.9 ms 320.1 ms -21.5 ms 363.1 ms 5.9 ms 
中性条件 316.1 ms   341.6 ms   357.2 ms   

3.3 颜色词阅读任务的反应时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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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条件 F（2，36）=9.340，MSE 
=1257.2，p= 0.001 的主效应显著。其中不一

致条件的平均反应时长最长，为 368.9 ms；
中性条件的平均反应时长最短，为 343.8 
ms，一致条件的反应时长是 347.9 ms。通过

不同一致性条件的成对比较可发现：被试对

于不一致条件刺激和中性条件刺激的反应

时长差别十分显著，p<0.001，对于一致条

件刺激和不一致条件刺激的反应时长差别

显著，p<0.05。结果表明不一致的听觉刺激

对视觉词的加工有显著的一致，而一致的听

觉刺激不会促进视觉词的加工。 
SOA 条件 F（2，36）=22.749，MSE 

=686.9，p<0.001 有显著的主效应。其中 SOA 
-100 ms 条件的反应时长最短，为 334.5 ms；
SOA +100 ms条件的反应时长最长，为 369.4 
ms；SOA 0 ms 条件的反应时长为 353.8 ms。
三者之间的差别均显著。 

各种条件的具体结果见表 4。结果显示

不一致的听觉词对颜色块的命名有显著的

干扰效应，而一致的语音词对颜色词阅读没

有促进效应。 

表 4  颜色词阅读任务各种一致性条件*SOA 条件的具体结果 

 
SOA -100 ms SOA 0 ms SOA 100 ms 

反应时长 干扰/促进 反应时长 干扰/促进 反应时长 干扰/促进 

不一致条件 357.5 ms 29.9 ms*** 363.2 ms 18.4 ms* 386 ms 27 ms* 

一致条件 327.3 ms -0.3 ms 353.2 ms 8.4 ms 363.1 ms 4 ms 

中性条件 327.6 ms  344.8 ms  359.1 ms  

3.4 颜色词听辨任务的反应时长分析 

一致性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36）
=35.310，MSE= 3800.2，p<0.001。其中不一

致条件的反应时长最长，为 457.1 ms；一致

条件的反应时长最短，为 376.8 ms；中性条

件的反应时长为 404.4 ms。不同一致性条件

的成对比较显示：被试对于一致条件刺激和

不一致条件刺激的反应时长差别显著

（p<0.001），对于不一致条件刺激和中性条

件刺激的反应时长差别显著（p<0.001），对

于不一致条件刺激和中性条件刺激的反应 
时长差别显著（p<0.01）。SOA 条件的主效

应显著，F（2，36）= 55.355，MSE = 2121.9，
p<0.001。其中 SOA 0 ms 条件的反应时长最

长，为 446.4 ms；SOA +100 ms 条件的反应

时长最短，为 366.4 ms；SOA -100 ms 条件

的反应时间为 420.2 ms。三者之间差别均显

著。 
各种条件的具体结果见表 5。结果显示

不一致的听觉词对颜色块的命名有显著的

干扰效应，而一致的视觉词对颜色词听辨在

SOA -100 ms 和 SOA 0 ms 时产生促进效应。 

表 5  颜色词听辨任务各种一致性条件*SOA 条件的具体结果 

 
SOA -100 ms SOA 0 ms SOA 100 ms 

反应时

长 干扰/促进 
反应时

长 干扰/促进 
反应时

长 干扰/促进 

不一致条

件 464.9 ms 53.4 ms *** 484.1 ms 38.9 ms *** 406.5 ms 49.9 ms *** 

一致条件 384.3 ms -27.2 ms (*) 409.8 ms -35.4 ms * 336.2 ms -20.3 ms 

中性条件 411.5 ms   445.2 ms   356.6 ms   

4．讨论 

4.1 实验结果与前人实验的联系 

在本实验颜色块命名任务中，我们发现

了不一致的语音词对颜色加工的干扰，证明

传统意义上的 Stroop 效应在颜色块命名的

跨模态加工中是存在的。这一结果与 Elliott 

et al（1998）、Hanauer & Brooks（2003）的

结果（SOA 0 ms 条件）一致，也符合我们

的预期。然而，一致的语音词对颜色加工的

促进效应没有在实验结果中出现。Elliott et 
al（1998）、Hanauer & Brooks（2003）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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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Glaser & Glaser（1982）的实验结果

表明，在 SOA 0 ms 及 SOA 100 ms 条件下，

一致的颜色词没有提高被试对颜色命名的

速度，而不一致的颜色词降低了颜色命名的

速度。可见跨模态的 Stroop 实验与视觉

Stroop 实验的结果十分相似。 
Elliott et al（1998）、Hanauer & Brooks

（2003）的实验结果分别表明，在 SOA -500 
ms 左右的情况下，颜色语音词对颜色命名

没有产生干扰，因为 500 ms 的时间足以使

被试对非目标刺激进行加工，并且意识到这

个刺激在实验中的地位，抑制对其的加工。    
本实验缩小了刺激间隔时间，使听觉刺激呈

现在颜色前后 100 ms 范围之内，语音和颜

色的加工还处于同一平台，被试没有充足的

时间去分辨并抑制对非目标刺激的加工，因

而产生干扰效应，本实验结果可对 Elliott et  
al（1998）、Hanauer & Brooks（2003）的实

验结果做出补充。 
4.2 干扰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 

颜色词阅读任务与颜色块命名任务的

总体反应时长，以及反应时长随不同刺激条

件变化的时间进程，都十分相似。两种任务

的结果都表明，在听觉刺激出现在视觉刺激

（视觉词或颜色块）前后 100 ms 范围内的

时候，不一致的听觉刺激能够干扰视觉信息

的加工，而一致的听觉刺激对视觉信息加工

的促进效应十分有限。 
颜色词阅读任务与颜色块命名任务的

目标刺激分别为颜色词和颜色块。自动化理

论认为，词的加工是自动加工，而颜色的加

工是控制加工，因此两种任务的目标刺激在

自动化程度上有了较大的差别。根据平行加

工理论，两方面的权重决定了维度对决策的

贡献大小：一个是稳定的自动化的权重，另

一个是灵活的战略型注意力的权重。本次实

验所有任务都要求被试尽量排除非目标刺

激的干扰，对目标刺激进行反应，所以颜色

词阅读与颜色块命名在“灵活的战略型注意

力的权重”方面是相同的。可见颜色词阅读

与颜色块命名两个任务中的目标刺激的决

策还是不对等的。然而在两种任务中起到干

扰作用的非目标刺激都是语音词。由此我们

假设颜色词阅读任务与颜色块命名任务之

所以有相似的结果，是因为决定干扰效应的

主要因素是非目标刺激。 
两种任务中，对视觉刺激产生干扰的听

觉刺激都是与颜色相关的语音词，具备语

义。在 Seymour（1974）的实验中，被试被

要求判断一个方框外的符号相对于这个方

框的位置，是否与方框内表示位置的词

（“above”或“below”）的语义相同，回答

“yes”或“no”。方框外的符号有四种条件

（见图 4）：1）中性的十叉；2）供被试对实

验做出反应的词（“yes”或“no”）；3）与

需要回答的词有语义关联的词（“right”或

“wrong”）；4）与方框内的方位词有语义关

联的词（“up”或“down”）。通过对被试反

应时长的统计发现，第四种条件的反应时间

长于其它三种，差别显著，说明只有在非目

标刺激和目标刺激语义相关的时候，产生

Stroop 效应。这个实验说明了语义在干扰干

扰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图 4 Seymour (1974)实验中的不同刺激条件 

Cowan & Barron（1987）的实验结果（见

图 5）证明了语义关联越多，干扰效应越强。

横坐标表示视觉颜色的不同载体：用非词符

号“XXXX”作为载体（如红色的“XXXX”）

和用不一致颜色词作为载体（如红色的

“blue”）。结果表明，当听觉刺激为不一致

颜色语音词时，被试命名视觉颜色的时长最

长。并且，当不一致的视觉颜色词作为颜色

载体时，这种干扰更为强烈，视觉上的语义

冲突与听觉上的语义冲突叠加，干扰效应的

程度也加强了。 

 
图 5  Cowan & Barron(1987)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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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假设，非目标刺激的性质在干

扰效应中起到重要作用。在非目标刺激具有

语义，且与目标刺激有所指关联的情况下，

才会使干扰效应产生。语义的权重越大，干

扰效应越强。 

4.3 视觉词与听觉词的相互作用 

颜色词听辨任务的反应时长明显比另

外两种任务要长，各种条件下的反应时间进

程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视觉词对听觉词

的干扰效应更强，在视觉词呈现在听觉信息

前后 100 ms 范围内，这种干扰效应都十分

强烈。通过对颜色词听辨任务与视觉—听觉

任务的比较发现：一致的听觉信息不能促进

视觉词的加工；不一致的听觉信息能够干扰

视觉词的加工；而一致的视觉信息能够为听

觉加工带来一些促进效应；不一致的视觉信

息能够干扰听觉信息的加工，并且干扰效应

十分显著。 
颜色词听辨任务与视觉—听觉任务，对

立的双方都是视觉词和听觉词，但是因为目

标刺激和非目标刺激的转变，产生了加工方

面的变化。根据上文的“非目标刺激决定假

设”，我们设想视觉词比听觉词在加工中更

为自动，具有更大的权重。无论是干扰还是

促进，视觉信息对听觉信息的作用都大于听

觉信息对视觉的作用。 

5．结论 

本文采用 Stroop 实验模式，对汉语的跨

模态加工整合进行了研究。 
实验发现汉语的跨模态加工中，在 SOA

±100 ms 范围内，当视听两个刺激不一致

时，两种模态加工之间会相互干扰，产生双

向的 Stroop 效应。当视听两个刺激一致时，

听觉信息加工没有对视觉信息加工产生促

进效应，而视觉信息加工可以促进听觉信息

加工。在颜色块命名任务、颜色词阅读任务

中，目标刺激的性质不同，但反应时长的模

式相似，因此本文假设，非目标刺激是决定

干扰效应的主要因素，当非目标刺激具备语

义，且该语义同目标刺激有所指上的关联

（但并不完全一致），干扰效应得以产生。

语义关联越多，产生的干扰效应越强。视觉

信息和听觉信息的加工有着不同的权重，无 

论是干扰还是促进，视觉信息对听觉信息的

作用都大于听觉信息对视觉信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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