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科学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7，40（6）：1309-1315
郭云飞等
： 任务规律性对前瞻记忆的影响

1309

任务规律性对前瞻记忆的影响*
郭云飞

辛 聪

干加裙

陈幼贞 **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福州，350117）
摘 要 采用混合实验设计，结合行为和眼动数据，探讨任务规律性对前瞻记忆的影响。行为结果显示规律已知条件下前瞻记忆成
绩显著高于规律未知和无规律条件，规律未知条件下的前瞻记忆成绩在靶线索之后刺激上有高于无规律条件的趋势；眼动结果显
示规律已知条件下的注视点最多，首次注视时间最长。结果说明：（1）任务规律性对前瞻记忆成绩具有促进作用；（2）任务规
律性促进了对前瞻记忆任务的自动化加工；（3）在规律已知条件下前瞻记忆的加工过程呈现出动态交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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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前 瞻 记 忆（prospective memory，PM） 是 指 在

恰当的时间或情境下执行事先计划好的事件或活动
的记忆（Einstein & McDaniel, 1990）。根据线索类
型可分为基于事件的前瞻记忆和基于时间的前瞻记
忆。本研究主要关注基于事件的前瞻记忆。目前有
三种主流理论解释基于事件的前瞻记忆的加工机制。
预 备 注 意 与 记 忆 加 工 理 论（preparatory attentional
processes and memory processes theory, PAM）认为个
体始终会对前瞻记忆任务进行监控，在执行任务过
程中一定会消耗认知资源（Smith & Bayen, 2006；
Smith & Lof, 2014）；多重加工理论（multiprocesses
theory）认为在多数情况下，前瞻记忆任务的保持和
提取需要占用认知资源，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例
如，线索显著等），成功执行前瞻记忆任务可能并
不消耗认知资源（袁宏，袁祥勇，尹天子，陈幼
贞，黄希庭，2011；Abney, Mcbride, Conte, & Vinson,
2015）；动态多重加工理论（dynamic multiprocess
theory）认为个体在成功执行前瞻记忆任务过程中
对认知资源的占用并不是 “全或无”的关系，而是
根据任务特点有选择地、动态地投入认知资源，例
如，当对前瞻记忆任务出现时间或情境有预期时，
对前瞻记忆任务的监控可以灵活、有选择性地进行，
前瞻记忆任务出现之前仅需投入认知资源执行进行
中任务；当前瞻记忆任务出现时个体会投入大量认

知资源对前瞻记忆线索进行搜索和监控（陈幼贞，
黄 希 庭，2009； 陈 幼 贞， 黄 希 庭， 袁 宏，2010；
Scullin，McDaniel，& Shelton，2013）。
有关研究表明，任务的规律性会提高前瞻记忆成
绩，但是对于规律性是如何提高前瞻记忆成绩的解
释却并不一致。Rendell 和 Craik（2000）探究前瞻记
忆的年龄效应时把被试分为年轻组、中老年组和老
年组，并把任务细分为规律性任务和非规律性任务，
结果发现所有年龄组条件下的规律性前瞻记忆任务
成绩均优于非规律性条件，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
规律性条件下的熟悉环境促进了被试对任务的加工，
然而却并不清楚这种加工是否会额外消耗认知资源。
Blondelle 等人（2016）也探究了年轻组、中年组和老
年组在不同规律性前瞻记忆任务条件下成绩的差异，
结果发现在非规律前瞻记忆任务条件下，老年组的
前瞻记忆成绩显著差于年轻组，然而在规律条件下
三个被试组之间前瞻记忆成绩却无差异。他们认为
规律性活动减少了被试在计划任务过程中所消耗的
认知资源，降低了老年组因计划能力的不足而引起
的前瞻记忆成绩的下降。Rose，Rendell，McDaniel，
Aberle 和 Kligegl（2010）在探究前瞻记忆的年龄效应
时重点关注了规律性对前瞻记忆的影响，结果发现
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规律性条件下的前瞻记忆成绩随
任务进行而逐步提高，他们认为规律性条件下的被
试已经形成了较为自动化的行为习惯，减少了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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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消耗，因而可以有效地提高前瞻记忆成绩。

一步探究任务规律性提高前瞻记忆成绩的原因，本

然而，Czernochowski，Horn 和 Bayen（2012）在行为

研究采用视觉搜索范式呈现任务刺激，并联合使用

研究的基础上联合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探究规律

眼动技术记录眼动轨迹。视觉搜索范式的多刺激呈

性前瞻记忆的加工机制，结果显示规律性条件对进

现不仅较好地模拟生活情境，而且可以同时获得正

行中任务的干扰更大。他们认为规律性促使被试感

确率和反应时的数据。前瞻记忆正确率的数据可以

知到前瞻记忆任务的重要性，从而对前瞻记忆任务

确定任务规律性是否可以提高前瞻记忆成绩，而进

投入更多的监控，因而提高前瞻记忆成绩。

行中任务的成绩可以进一步推测规律性对前瞻记忆

上述有关任务规律性对前瞻记忆影响的研究并

的影响是否会干扰进行中任务的执行（袁宏等，

没有确认被试是否感知到任务规律性的存在。
然而，

2011）。然而，多重加工理论和动态多重加工理论

对于规律情境是否已知很可能会影响规律性条件下

均认为前瞻记忆任务的成功执行并不一定会干扰进

前瞻记忆的加工机制。根据动态多重加工理论的观

行中任务。因此，先前仅通过进行中任务成绩的差

点，如果被试感知到规律性任务出现的情境，他们

异来推测前瞻记忆加工机制的方法很容易忽视相关

更容易对任务的出现产生预期，从而根据任务情境

支持动态多重加工理论的证据。然而，通过眼动数

灵活并有选择地分配认知资源。胡彬和冯成志（2013）

据可以更直观、更细微地确定被试选择加工什么样

采用模拟星期范式在实验 1 和实验 3 中分别采用指

的信息以及加工深度如何，从而更好地揭示信息的

导语和固定序列建立规律性，类似于规律情境已知

加工机制（陈丽君，郑雪，2014）。本研究采用注

和规律情境未知两种条件，结果发现在两种规律性

视点数量（number of fixations，眼睛落在兴趣区中

条件下的前瞻记忆成绩均优于非规律性条件。
然而，

的次数）、首次注视时间（first fixation duration，眼

他们并没有对这两种规律性条件下前瞻记忆的加工

睛首次落在兴趣区内持续时间的长度，眼睛跳动后

机制进行深入探究。

结束）和总注视时间（total fixation duration，眼睛在

综合前人有关任务规律性对前瞻记忆影响的研

兴趣区内停留时间的总和）三项眼动指标代表眼睛

究，我们发现他们所定义的规律条件下的前瞻记忆

搜索加工过程，其中眼睛注视点数量可以作为决定

均为出现频率较高的前瞻记忆。被试执行任意规律

刺激选择的指标，首次注视时间反映了被试对所选

前瞻记忆任务的次数显著多于任意非规律前瞻记忆

刺激早期加工程度，总注视时间显示出被试对所选

任务。但是练习可以加强前瞻记忆线索和行为之间

刺激的整体加工程度，与首次注视时间联合使用也

的自动化联结，从而提高前瞻记忆成绩（郭云飞，

可以代表后期加工程度。根据这三项眼动指标可以

干加裙，张哲，黄婷红，陈幼贞，2016；McDaniel

推断被试选择加工的对象是什么，对刺激前期、后

& Scullin, 2010）。此时，我们无法判断规律性促进

期以及整体的加工程度，从而可以更好地推断前瞻

前瞻记忆效应的产生是因为任务的规律性还是练习

记忆的加工机制（陈思佚，周仁来，2010；闫国利 ,

效应。除此之外，他们采用模拟星期范式虽然具有

熊建萍 , 臧传丽 , 余莉莉 , 崔磊，白学军 , 2013）。

较高的生态效度，
但此程序仅能得到正确率的数据，
我们仅能从中确认规律性对前瞻记忆成绩是否有影
响，而是否会产生前瞻干扰效应（前瞻记忆任务的

２

方法

２.１ 被试

成功执行会干扰进行中任务反应的现象，具体表现

53 名大学生，平均年龄 21.34 岁，视力或矫正

为进行中任务正确率的降低或者反应时的增加，是

视力正常。分成三组，其中无规律条件 18 人（男 7

在行为实验中判断前瞻记忆加工机制的惯用标准）

人）；规律未知条件 17 人（男 7 人）；规律已知条

以及被试是否会对前瞻记忆进行更多的监控搜索，

件 18 人（男 8 人）。

我们却并不知晓。然而，对于这些方面的考察是推

２.２ 实验仪器

断前瞻记忆加工机制的关键（Chen, Huang, Jackson,
& Yang, 2009；Mcnerney & West, 2007）。

采 用 加 拿 大 SR Research 公 司 研 制 的
Eyelink-2000 非接触眼动仪，采样频率为 1000Hz。

因此，本研究固定前瞻记忆任务在规律条件和

用来呈现任务材料的被试机显示设备为一台 19 寸纯

无规律条件出现的频率，单纯考察任务出现情境的

平彩色显示器，分辨率为 1024×768，屏幕刷新频

规律性及其是否已知对前瞻记忆的影响。为了更进

率为 120Hz，视距为 80cm。反应设备为游戏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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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实验程序

２.３ 实验材料和任务

采用 Experiment Builder 编写程序。实验开始先

实验材料为 20 个英文大写字母（为防止形成一
个单词的可能性，排除了字母 A、E、I、O、U、Y），

呈现指导语，待被试完全理解要求后进入 9 点校准

前瞻记忆线索为字母 J 或 V，进行中任务刺激从剩

程序。然后，被试进行 20 个刺激的练习。刺激开始

余 18 个字母中选取（陈思佚，周仁来，2010）。每

先进行单点校准，然后在水平中央距离屏幕左边框

个字母的大小为 1cm×1cm，字母之间间隔 1.5cm，

5cm 处呈现“+”注视点（500ms），待其消失后在

字母字体为黑色，背景颜色为白色。

先前出现注视点处呈现靶线索（1500ms），之后消

进行中任务为视觉搜索任务，即先呈现一个靶

失并在水平中央呈现一个含有 8 个字母的字母串（最

线索，之后呈现一个字母串，要求判断这串字母中

多 6000ms，按键后消失），被试需判断此字母串是

是否含有先前呈现的靶线索。如果含有，按 A 键；

否含有靶线索。练习结束后进入正式实验，共包含

如果没有，按 B 键。

120 个刺激，分成 12 组，每组 10 个刺激。每组刺

前瞻记忆任务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遇到字母 J

激在垂直中央距离屏幕下边框 2cm 处根据字母串出

或 V 中的任何一个，不需要执行视觉搜索任务，直

现次序标有 1 到 10 的编号，编号字体大小为一号，

接按手柄上的 C 键。

颜色为灰色。为了排除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实验

正式实验共有 120 个刺激，包含 5 种刺激类型，

刺激中字母串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位置既

其中进行中任务刺激有 2 种：仅出现靶线索（54 个

不会出现靶线索也不会出现前瞻记忆线索。无规律

刺激）和既没有靶线索也没有前瞻记忆线索（54 个

条件下的被试前瞻记忆线索出现位置随机；规律未

刺激，简称为“干扰刺激”）；前瞻记忆任务刺激

知条件下的被试前瞻记忆线索在每组第 8 个刺激中

有 3 种：仅出现前瞻记忆线索（6 个刺激）、前瞻

的第 4 个字母位置或者第 5 个字母位置中出现，事

记忆线索在靶线索之前的位置出现（3 个刺激，简

先并不告知其规律；规律已知条件线索出现位置与

称为“靶线索之前”）和前瞻记忆线索在靶线索之

规律未知条件相同，但事先告知被试其规律，并在

后的位置出现（3 个刺激，简称为“靶线索之后”）。

屏幕上指出其编号为“8”，实验结束后询问其具体

２.４ 实验设计

规律以确认是否还记得，并发放小礼品。试验结束

采用 3（规律性：无规律、规律已知、规律未知）
×5（刺激类型：干扰刺激、仅靶线索、仅前瞻记忆
线索、靶线索之前、靶线索之后）的混合设计。其
中规律性为被试间设计，刺激类型为被试内设计。

后获得小礼品。

３

实验结果

３.１ 行为数据

图 １ 实验流程示意图
表 １ 不同规律条件下的行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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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律条件下的眼动数据

对任务正确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刺激类型主效应显著，F (1，50)=258.69，p <.001，
2

科

ηp =.84；规律性主效应显著，F (2，50)= 32.74，
p <.001，ηp 2 = .57；刺激类型与规律性交互作用显著，
F (2，50)=20.98，p <.001，ηp 2 = .46，简单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前瞻记忆任务的成绩在无规律条件和规律
未知条件下均低于规律已知条件，ps <.05；在三种
规律性条件下，进行中任务的成绩均高于前瞻记忆
任务，ps <.001；在无规律条件，仅靶线索和靶线索
之前的前瞻记忆成绩均高于靶线索之后，ps <.05；
在靶线索之后刺激上，规律未知条件与无规律条件
之间前瞻记忆成绩差异呈边缘显著，p = .063，规律
未知条件高于无规律条件；其余均不显著，ps >.05。
对任务反应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刺激类型主效应显著，F (1，50)=206.07，p <.001，
ηp 2 =.81，靶线索之前、仅前瞻记忆线索和靶线索
之后三种条件的反应时依次增大，而且三者均慢于
进行中任务；规律性主效应显著，F (2，50)=11.42，
p <.001，ηp 2 =.31，无规律条件和规律未知条件均慢
于规律已知条件；其余均不显著，ps >.05。
３.２ 眼动数据
选定字母串第 2 至第 7 个字母以及屏幕底
部编号所在区域作为兴趣区（每个兴趣区面积为
1cm×1cm）。屏幕底部编号的设置是为了考察被试是
否监控周围环境，因此仅对其注视点数量进行比较。
对注视点的数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规律性主效应显著，F (2，50)=26.55，p <.001，
ηp 2 =.52；刺激类 型 与 规 律 性 的 交 互 作 用 显 著，
F (2，50)=19.76，p <.001，ηp 2 =.44，简单效应检验
结果表明在无规律条件和规律未知条件，靶线索之
后注视点数量均少于其它四种刺激类型，ps <.05，
在规律已知条件，前瞻记忆任务的注视点数量均多
于进行中任务，ps <.05；无规律条件和规律未知条
件下对前瞻记忆任务的的注视点数量均少于规律已

知条件，ps <.05；其余均不显著，ps >.05。
对编号所在兴趣区内注视点的数量进行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规律性主效应显著，F (2，
50)=300.80，p <.001，ηp 2=.92；刺激类型主效应显著，

F (1，50)=28.12，p <.001，ηp 2=.36；规律性和刺激类
型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 (2，50)=20.46，p <.001，
ηp 2=.45，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规律已知条件下对
前瞻记忆任务的注视点数量均多于无规律条件和规
律未知条件，ps <.05；其余均不显著，ps >.05。

图 ２ 不同规律条件下不同刺激的正确率

图 ３ 不同规律条件下不同刺激的注视点数量

郭云飞等 ： 任务规律性对前瞻记忆的影响

1313

之后出现，规律未知条件下的前瞻记忆成绩也没有
显著下降，而无规律条件下的前瞻记忆成绩却显著
降低，说明规律未知条件下的被试已经在一定程度
上习得其规律性。进一步对行为结果分析发现，规
律未知条件与无规律条件之间的进行中任务成绩没
有差异，说明前瞻记忆成绩的提高并不额外占用认
知资源。眼动数据显示在靶线索之后刺激，规律未
知条件在注视点数量、首次注视时间、总注视时间
以及对编号的注视点数量与无规律条件之间均无差
异，
说明被试既没有对任务刺激进行更深度地加工，
也没有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对环境进行更多地搜索
和监控，证明了任务规律性促进了对前瞻记忆任务
图 ４ 不同规律条件下不同刺激的首次注视时间

对首次注视时间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
果 显 示 刺 激 类 型 主 效 应 显 著，F (1，50)=49.05，

p <.001，ηp 2=.50； 规 律 性 主 效 应 显 著，F (2，
50)=18.78，p <.001，ηp 2=.43；刺激类型与规律性交
互作用显著，F (2，50)=8.38，p =.001，ηp 2=.25，简
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无规律条件和规律未知条件，
仅前瞻记忆线索、靶线索之前均长于进行中任务和
靶线索之后，ps <.05，在规律已知条件，进行中任
务刺激均短于前瞻记忆任务刺激，ps <.001。在仅前
瞻记忆线索和靶线索之后刺激，无规律条件和规律
未知条件短于规律已知条件，ps <.001；其余均不显
著，ps >.05。
对总注视时间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刺激类型主效应显著，F (1，50)=19.48，p <.001，
ηp 2=.28，进行中任务均短于前瞻记忆任务，其余均
不显著，ps >.05。

的自动化加工。
４.２

在规律已知条件下前瞻记忆的加工过程呈现出

动态交替的特点
行为数据显示在规律已知条件下前瞻记忆任务
的成绩好于无规律条件，说明在规律已知条件下规
律性对前瞻记忆任务有促进作用。然而，在规律已
知条件下进行中任务的反应速度显著快于无规律条
件和规律未知条件，说明被试对任务规律在意识上
的觉知不仅促进了对前瞻记忆任务的加工，而且节
省了认知资源，显示出自动化加工的证据。
对眼动的数据分析发现，在规律已知条件下对
前瞻记忆任务刺激的注视点数量最多，首次注视时
间最长，说明在规律已知条件下，被试对含有前瞻
记忆线索的序列刺激加工更多，而且在早期就进行
了较深度地加工。然而，在前瞻记忆任务的总注视
时间指标上，这三种规律条件之间则无差异，说明
被试在对含有前瞻记忆线索的序列刺激在总体上并

４ 讨论

没有进行更深度地加工。前期加工较深，总体上并

４.１ 任务规律性促进了对前瞻记忆任务的自动化加

的后期加工。根据上述眼动数据，我们推测规律已

工

没有显示出更深度的加工，说明被试减少了对刺激
知条件下的被试事先已经对前瞻记忆任务的出现有

本研究正确率的结果显示规律已知条件的前瞻

预期，在对含有前瞻记忆序列刺激进行加工的早期

记忆成绩均高于规律未知和无规律条件，部分验证

已经完成了对刺激的加工，因而减少了对刺激的后

了前人研究（胡彬，冯成志，2013；Blondelle et al.,
2016；Czernochowski et al., 2012；Rendell & Craik,
2000；Rose et al., 2010）。虽然规律未知条件下的前

期加工。以上眼动数据整体说明在前瞻记忆任务出
现时，被试对序列刺激进行了更深度地加工，显示
出监控加工的证据。然而，对进行中任务刺激的眼

瞻记忆成绩在整体上和无规律条件之间无差异，但

动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注视点数量、首次注视

是在靶线索之后刺激条件下，规律未知条件下的前

时间、总注视时间这三个眼动指标上，三种规律条

瞻记忆成绩有高于无规律条件的趋势。进行中任务

件之间在进行中任务刺激上均无差异，说明被试在

作为基本任务，
在双任务执行过程中处于优先地位。

规律条件下并没有对进行中任务刺激进行更多地搜

然而，即使当前瞻记忆线索在进行中任务的靶线索

索和监控，显示出自动化加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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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律已知条件下，我们同时发现了监控加工
的证据和自动化加工的证据，说明在规律已知条件
下被试认知资源的投入是一种有选择的、动态的投
入，证实了动态多重加工理论的观点。然而，在规
律未知条件下却没有发现这种动态交替的特点，说
明动态多重加工理论的支持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
即对前瞻记忆任务的出现一定要有意识层面上的预
期。
进一步对眼动数据分析发现，无论在进行中任

科

学
索数量对前瞻记忆的影响 . 心理科学 , 39(5), 1058-1063.

胡彬 , 冯成志 . (2013). 前瞻记忆类型差异及动机与任务序列对前瞻记忆的
影响 . 心理学报 , 45(9), 944-960.
闫国利 , 熊建萍 , 臧传丽 , 余莉莉 , 崔磊 , 白学军 . (2013). 阅读研究中的主
要眼动指标评述 . 心理科学进展 , 21(4), 589-605.
袁宏 , 袁祥勇 , 尹天子 , 陈幼贞 , 黄希庭 . (2011). 背景任务刺激间的时距对
前瞻干扰效应的影响 . 心理学报 , 43(5), 500-508.
Abney, D. H., Mcbride, D. M., Conte, A. M., & Vinson, D. W. (2015). Response
dynamics in prospective memory. 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 22(4),
1020-1028.
Blondelle, G., Hainselin, M., Gounden, Y., Heurley, L., Voisin, H., Megalakaki,

务刺激还是在前瞻记忆任务刺激，规律已知条件下

O., et al. (2016). Regularity effect in prospective memory during aging.

底部编号注视点的数量均显著高于规律未知和无规

Socioaffective Neuroscience and Psychology, 6(1), 31238.

律条件，说明规律已知条件下的被试持续对周围环
境进行监控。因此，我们推测规律已知条件下的被
试是根据周围环境而进行认知资源的分配。规律已
知条件下的被试事先已经知道规律任务的发生情境，
因而持续对周围环境进行监控。当规律环境（编号
为 8）出现时，被试才投入较多的认知资源对刺激
序列进行深度地搜索和加工，否则仅执行进行中任
务即可。因此，在规律已知条件下前瞻记忆的加工
过程才出现动态交替的特点。

５

结论
（1）任务规律性对前瞻记忆成绩具有促进作用；
（2）任务规律性促进了对前瞻记忆任务的自动

化加工；
（3）在规律已知条件下前瞻记忆的加工过程呈
现出动态交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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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ask Regularity on Prospective Memory
Guo Yunfei, Xin Cong, Gan Jiaqun, Chen Youzhen
（College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Abstract Prospective memory represents the ability of remembering to carry out an intended action in the future. In a typical prospective memory
experiment, participants are required to engage in two tasks: the ongoing task and prospective task.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prospective memory
cue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rospective memory: time-based and event-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There are two kinds of processes that can support
prospective memory: preparatory attentional processes and memory processes theory (PAM) and multiple processes theory. The PAM assumes that
prospective memory retrieval requires resource-demanding preparatory attentional processes, whereas the multiple process theory assumes that
retrieval can also occur spontaneously. Dynamic Multi-process theory is a new view that explains the mechanism of prospective memory, which holds
that prospective memory is a dynamic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regularity of prospective memory, there are also two types of prospective memory:
regular prospective memory and irregular prospective memory. Lots of researchers had indicated that regular prospective memory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prospective memory results. But those studies did 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practice effects. Therefore, in the ca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practice effects, we explored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regular prospective memory. Some researchers argued that the knowing ability of execution
situation may affect prospective memory. Therefore, we separated regular prospective memory into two conditions: one was that we knew the
regularities, and the other was the complete opposite. Our aim was to specifically and deeply explor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regular prospective
memory. In addition, we employed a new eye-tracking paradigm to concretely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regular environmental cues within a visual
prospective memory task.
Experiments were programmed by Experiment Builder. The present study adopted a single factor design. A total of 53 college students (18 no
regularity, 17 unknown regularity, 18 known regularity)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espond by pressing the key (A or
B), but when meeting the prospective memory cues they should press the specified key (C). The hypothesis was that both the accuracy and the reaction
speed of regular prospective memory (including unknown regularity and known regularity) were better than irregular prospective memory.
During the course of experiments, an ongoing task and a PM task were done simultaneously by participants. Participants’ behavioral data
and eye-movement data were recorded by the computer automatical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he accuracy and the reaction speed of regular
prospective memory were better than irregular prospective when the execution situation was known. Bu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when the regular
situation was unknown. The eye-movement data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te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prospective memory cues and regular situation
when regular situation was known. The cognitive resources limitation model argued that cognitive resources were limited. According to situation,
participants could allocate the cognitive resources in a flexible style. When the regular situation was known, participants could make a plan in the
light of whether the regular situation would appear. When regular cues were not presented, they did not allocate much more cognitive resources to
prospective memory tasks. However, when regular situation was coming, they would pay more attrition to prospective memory cues.
Key words prospective memory, regularity, execution situation, eye trac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