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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执行子功能对预期式时距估计的作用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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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探讨中央执行系统与时距加工过程的关系，考察三种中央执行子功能（转换，抑制，刷新）对

预期式长、短时距估计（两种标准时距：2s，5s）的作用模式。结果发现刷新功能对长、短时距估计任务都产生影响；抑制功能只
作用于长时距估计；转换功能不参与单独的预期式时距估计过程。结果表明，三种执行子功能对预期式短时距加工和长时距加工
的作用不同，支持时距加工的差异机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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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认知负荷对时间估计的影响是时间认知研究焦

的正确率均低于单任务，出现两种任务间的双向干
扰，表明时间估计过程需要刷新资源的参与。这与

点 之 一（Brown，Collier，& Night，2013）。 在 预

Fortin，Schweickert，Gaudreault 和 Viau-Quesnel（2010）

期式时间估计中，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完成的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被试在同时进行记忆搜索任务

时间任务，所以注意资源作为一种认知负荷影响时

和 2s 时距估计任务时，估计的时距更长。

间 判 断（Block，Hanock，& Zakay，2010）。 中 央

但是已有研究在对抑制功能、转换功能与时间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作为注意监控系统，

认知关系的探讨中存在较大的争议。时距估计任务

与时间信息加工过程密切相关（Brown，2006）。

和 Stroop 任务之间的双向干扰是时间估计过程需要

中央执行功能包含三个子功能——刷新、抑制和转

抑制资源参与的主要证据，Brown 等（2013）发现，

换。以往关于中央执行子功能与时距加工关系的研

在 5s 时距估计任务和 Stroop 任务同时进行的双任务

究表明，刷新功能影响人们对时间信息的更新，抑

实验中，被试比单任务中的估计时间更长、变异性

制功能帮助忽略非时间信息的干扰，转换功能主

更大，Stroop 任务中的反应更慢。但是，Ogden 等

要在时间任务与非时间任务之间进行协调（Brown

（2011）和 Brown（2006）分别采用字母估计任务

et al.，2013；Lovaš & Kačmár，2016；Ogden，

和数字估计任务，同时分别进行 2s 和 5s 的时距估

Salominaite，Jones，Fisk，& Montgomery，2011），

计任务，结果发现数字估计任务与时距加工任务相

即三个子功能在时间信息加工过程中分别具有不同

互干扰，而字母估计任务与时距加工任务之间不存

功能（Fortin，Chérif，& Neath，2005）。

在干扰。这可能是由于估计字母比估计数字需要更

预期式时距加工过程需要对时间信息进行连续

少的抑制资源，所以对时距加工的影响较弱。此外，

的监控和刷新，从内部时钟模型中时间脉冲的累加

也有可能是在不同长度的时距中，抑制功能的作用

过程，到标记时间流逝的计数策略都有刷新过程参

不同。

与（Brown et al.，2013）。Ogden 等（2011）采用时

在转换功能对时距估计作用的探讨中，有研究

间估计任务和刷新任务，包含单任务和双任务两种

认为转换功能参与时距加工过程。例如，Brown 等

条件。双任务要求被试在估计 2s 时间的同时完成对

（2013）采用 local-global 任务作为转换任务，需要

三位数连续减 7 的刷新任务，单任务只完成时间估

在刺激单个项目和刺激整体之间转换注意。发现在

计或刷新任务。结果发现，双任务条件下两种任务

5s 时距估计和 local-global 任务间出现双向干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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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转换资源在时间任务中出现。
Zakay 和 Block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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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中央执行子功能和时间知觉关系的探讨

要求被试在 12s 内对词的意义或颜色特征做反应，

中，以往研究多采用双任务实验和传统的数据分析

结果发现高转换组复制的时距更短，这可能是因为

方法，该方法只能分别考察每种子执行功能与时间

高转换过程占用了更多的注意资源。但是，也有研

知觉的关系，不能将中央执行功能作为一个整体进

究发现时距加工与转换功能无关，例如，Ogden 等

行检验，更无法考察三种子功能分别对时间知觉的

（2011）采用转换加 - 减计算作为转换任务，发现

影响程度。结构方程模型是进行多元数据分析的重

双任务条件下，转换任务影响了时距估计任务的精

要工具，当需要处理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时，传统

确率，但是时距估计任务没有影响转换价值（转换

的统计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Kline，2011），

和无转换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Fortin 等（2010）

结构方程模型可以通过同时观测多个变量来分析

考察任务转换（注意在记忆搜索任务和分类任务间

它们之间潜在的因果关系（MacCallum & Austin，

转换）对 2s 时距估计任务的影响，结果表明转换组

2000）。因此，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的优

和非转换组估计的时间和反应的正确率都没有差异。

势在于可以同时检验刷新、抑制和转换三种执行资

这可能由于在转换任务中注意的卷入程度较低，对

源与时间知觉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哪个或哪几个

时距加工的影响较小。

子功能在时间知觉过程中发挥作用。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刷新功能参与时距加工
过程，而转换和抑制功能对时距加工的影响仍不
清楚。通过分析以上研究过程可以发现，这种不
一致结果可能来自很多因素（Matthews & Meck，

２

实验

２.１ 被试
本科生和研究生 78 人（60 女），年龄 19~29 岁，

2014），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者们采用的

平均 23 岁。均为右利手，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无

标 准 时 间 不 同（Mioni，Masttalia，& Stablum，

类似实验经历，不知道实验目的。自愿参加，实验

2013）。之前的研究发现不同长度的时距的加工机

后获得礼品。

制可能不同（尹华站，李丹，陈盈羽，黄希庭，

２.２ 实验材料与仪器

2016），所以预期时距的长度不同可能是实验结

使用 E-prime 2.0 心理学实验软件编制和数据收

果出现分离的重要原因。时距加工的差异机制假

集，通过计算机呈现实验刺激并记录相关反应。实

设（Simen，Balci，deSouza，Cohen，& Holmes，

验刺激均呈现在显示器中心，屏幕背景为白色，分

2011）认为短时距加工主要依赖感觉机制，长时距

辨率为 800×600，刷新率为 75Hz。

受注意、记忆等认知控制的影响，这种现象也称时

２.３ 实验设计和程序

距长度效应。近期有研究通过建立潜变量模型的方

被试内实验设计，要求被试按顺序完成时距估

法来考察上述两种假设的内部关联，结果发现不同

计任务、执行功能任务（转换、抑制和刷新任务）、

任务之间在长时距（1s 以上）和短时距（1s 以下）

时距估计任务，共五个作业。2s 和 5s 时距估计任务

之间的反应时和正确率结果存在差异，通过因素分

顺序随机呈现，三个执行功能任务随机呈现。每个

析发现不同任务之间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因子结构，

任务完成后，被试休息 2 分钟。整个实验完成约 25

支持了差异假设（Rammsayer & Troche，2014）。

分钟。

但是，也有中央执行功能和时距估计（3.3s，

２.３.１ 时距估计任务

16.5 s，29.7 s）的双任务实验结果表明，三种中央

首先呈现指导语，然后屏幕中央呈现“+”注视

执行子功能同等地参与到长、短预期式时距估计任

点 1000ms，随后屏幕中央出现灰色方框，被试开始

务中（Lovaš & Kačmár，2016），在一定程度上支

连续估计时间，每隔 2s（或 5s）后按空格键，按键

持共同机制假设，认为不同长度时距加工基于同样

后方框消失。共 20 个试次。

的认知过程和神经机制。此外，关于长短时距的分

任务指标为：①绝对偏差（AE），估计时距减

界点，目前仍存在一定的争议。最近一项研究表明

去标准时距（2s，5s）后取绝对值，反映时距加工

3s 是长、短时距的分界点（尹华站等，2016），以

的准确性。②变异系数（CV），估计时距的标准差

往研究中呈现矛盾结果的实验通常采用 2s 或 5s 作

除以平均数计算，反映时距加工的变异性。

为时距估计任务的标准时距。

２.３.２ 执行功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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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呈现指导语，然后屏幕中心呈现黑色“+”

随机呈现。实验时间约 5 分钟。指标为抑制代价，

注视点 300ms，随后呈现实验刺激，直到被试反应。

即字 - 颜色不一致条件和一致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每个执行功能任务包括 20 个练习试验，被试反应后

之差。

在屏幕中央出现 1000ms 红色反馈，告知反应正误。

（3） 刷 新 任 务（N-back 任 务；Jaeggi，

被试熟悉后进入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过程中无反馈。

Buschkuehl，Perrig，& Meier，2010）： 刺 激 包

每个任务中的按键方式在被试间平衡。

括 8 个几何图形，如三角形、圆形等，高 9cm。

（1） 转 换 任 务（local-global 任 务；Brown et

要求被试比较当前呈现的几何图形和前面间隔一

al.，2013）：刺激为由局部字母组成的整体字母

个呈现的几何图形是否相同（前两个刺激不需要

ABCD，字体为 Time News Roman，整体字母高度

做反应），相同按 F 键，不同按 J 键。刺激伪随

9cm，局部字母高度约 6mm。整体字母都由与其不

机呈现，整个实验包括 100 个试次，比较结果为

一致的局部字母组成，分红绿两种颜色，共 24 种不

相同和不同的试次数量均等。实验时间约 3 分钟。

同刺激。被试要辨别颜色，绿色对应整体，红色对

指标为正确率。

应局部。字母下方呈现提示“绿色 = 大字母，红色
= 小字母”。当连续刺激的颜色改变时为转换条件；
颜色一致时为不转换条件。采用预先随机处理，两

３

结果

３.１ 描述统计

种条件各半。每个刺激呈现 5 次，共 120 次，实验

五个子实验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时间约 5 分钟。指标为转换代价，即转换条件和不

1。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刷新与抑制（r = -.29, p <

转换条件下平均反应时之差。

.05）、与转换（r = -.28, p < .05）显著相关，转换和

（2） 抑 制 任 务（Stroop 任 务；Brown et al.，

抑制相关不显著。刷新与两种时距估计 AE（AE2s: r

2013）： 刺 激 为 汉 字“ 红 黄 蓝 绿”， 宋 体， 高

= -.42, p < .01; AE5s: r = -.32, p < .01）和 2s 时距估计

12mm，每个字都有红、黄、蓝、绿四种颜色。要求

CV（r = -.42, p < .01）显著相关，抑制与 2s 时距估

辨别汉字颜色并按键（红 D，黄 F，蓝 J，绿 K）。

计 AE（r = .24, p < .05）和两种时距估计 CV（CV2s:

共 4 种一致刺激和 12 种不一致刺激，每种一致刺激

r = .24, p < .05; CV5s: r = .33, p < .01）显著相关。转换
与两种时距估计任务均相关不显著。

呈现 15 次，每种不一致刺激呈现 5 次，共 120 次，

表 １ 时距估计任务与各中央执行任务间的相关

注：*p <.05，**p <.01，***p <.001。描述统计中绝对偏差、转换、抑制任务的单位为毫秒（ms），刷新任务数据是正确率。

３.２ 时距估计任务的差异检验

为进一步探讨三种子功能对预期式时距估计的

分别对 2s 和 5s 时距估计任务的 AE 和 CV 进

影响大小，使用 Amos 6.0 软件建立关系模型。图 1

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AE 差异显著，t (77)

是三个子功能对时距估计偏差性影响的路径分析模

= -5.32，p < .001，d = .60，CV 差异不显著（t (77) =

型，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指数见表 2。结果表明刷新

.03, p > .05）。表明随着估计时间的增长，估计时间

功能可以负向预测时距加工的偏差性，对 2s 时距加

的绝对偏差显著上升，估计时间的变异性没有显著

工 AE 的直接效应为 -.40，对 5s 时距加工 AE 的直

变化。

接效应为 -.31。转换和抑制对时距估计偏差性的直

３.３ 中央执行子功能与时间估计的关系

接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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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央执行功能子功能影响预期式时距估计偏差的路径图

图 ２ 中央执行功能子功能影响预期式时距估计变异性的路径图
表 ２ 中央执行功能子功能对预期式时距估计偏差性影响模型的拟合度

长时距估计由刷新和抑制功能共同调节。
本研究发现刷新功能在长、短时间估计中都起
重要作用。这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Brown

表 ３ 中央执行功能子功能对预期式时距估计变异性影响模型的拟合度

et al.，2013；Fortin et al.，2010；Lovaš & Kačmár，
2016），正如 Brown（2006）认为预期式时距加工
需要不断的监控和刷新时间通道的信息，这就在逻

图 2 是三个子功能对预期式时距估计变异性影

辑上建立了时间信息加工与刷新功能的联系。内部

响的路径分析模型，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情况见表 3。

时钟模型或许可以解释刷新功能在时间知觉中的关

结果表明，刷新功能可以负向预测 2s 时距估计的变

键作用，以往研究认为时间任务需要刷新功能参与

异性（直接效应为 -.42）；抑制功能可以正向预测

是因为计时需要时时在线存储、替换工作记忆中的

5s 时距估计的变异性（直接效应为 .29），抑制任

无效旧信息（Ogden et al.，2011）。具体而言，内

务成绩越高（即抑制能力越差）5s 时距估计的 CV

部时钟持续地刷新输入到累加器中脉冲的数量，存

越大。三种执行子功能共同解释 2s 时距加工 20%

储标准时距并在工作记忆中比较，同时判断时距是

的变异性和 5s 时距加工 13% 的变异性。

否与标准时距相同，这个过程就是人们对一段时间

４

讨论

进行主观估计的依据（Matthews & Meck，2016）。
本研究中，抑制资源只参与长时距加工。该结

本研究考察三种中央执行子功能对长、短预期

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已有研究中关于抑制功能

式时距估计的作用。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刷新功能

对时距加工作用的争议。例如，Odgen 等（2011）

与抑制、转换功能都存在紧密关联，而抑制功能和

在以 2s 为标准时距的时距估计任务和字母估计任

转换功能无关。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刷新功能

务中发现，抑制功能不影响时距加工的表现；而

可以较好地预测长时距的准确性、短时距的准确性

Brown 等（2013） 采 用 5s 为 标 准 时 距 和 Stroop 任

和变异性，抑制功能可以较好预测长时距变异性，

务探讨抑制功能与时距加工的关系，则得到相反的

表明中央执行子功能在长、短时距中的作用不同。

结果。这种差异可能反映出不同实验任务中抑制功

即预期式短时距估计可能主要由刷新功能调节，而

能与时距加工的关系不同，但是 Brown（2006）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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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字母估计任务类似的数字估计任务，来考察抑
制功能对 5s 时距估计任务的影响，结果仍然得到与
Stroop 任务（Brown et al.，2013）相同的结果。因此，
估计时距长、短上的差异可能是抑制任务是否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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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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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间估计任务中的关键因素。本研究的结果也支

between concurrent temporal production and randomization tasks. Memory

持该观点，即抑制功能只参与长时距估计。此外，

and Cognition, 34, 1464-1471.

Michon（1985）认为为了精确估计时间需要保持稳
定的计时频率，所以在时间信息加工过程中抑制功
能起着重要作用。抑制功能在长、短时距上的差异，
可能是由于在长时距估计任务中更需要抑制外界无
关信息的干扰，来确保在恰当时间做出按键反应。
本研究中，转换功能没有对时间估计产生影响。
转换功能在人们对自身行为进行调整或与周围环境
进行交流时起关键作用。在时间信息加工过程中，
转换功能主要用来协调时距加工和非时距加工任务，
以及帮助被试在自己所估计的时间和工作记忆中
的标准时距进行比较之间进行转换（Brown et al.，

Brown, S. W., Collier, S. A. & Night, J. C. (2013). Timing and executiv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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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ing, and inhibition task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9, 947-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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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Guilford Press.

2013）。也就是说，在双任务实验中转换任务和时

Lovaš, L., & Kačmár, P. (2016). Cognitive resources that help us tick: Recruitment

间估计任务存在双向干扰，而单独的时间估计任务

of three often postulated core executive functions in human prospective timing.

基本不依赖转换资源。

Studia Psychologica, 58, 89-104.

共同机制假设认为时间信息加工不存在长度效

MacCallum, R. C., & Austin, J. T. (2000). Application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应。差异机制假设认为长、短时距的加工机制不同，

modeling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1, 201-

3s 以下的短时距依赖感觉机制，3s 以上的长时距需
要通过记忆和认知重构的方式进行加工（尹华站等，
2016）
。
本研究表明，
时间估计依赖于执行资源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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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s, W. J., & Meck, W. H. (2016). Temporal cognition: Connecting subjective

长、短时距条件下刷新、抑制、转换三种中央执行子

time to perception, attention, and mem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2, 865-

功能的参与程度不同。本研究进一步支持时间知觉需

907.

要刷新功能的参与，初步明确了抑制功能只影响长
时距估计，而单一的时距加工过程不需要转换功能
的参与。即长时距估计中需要刷新功能和抑制功能
参与，而短时距仅需要刷新功能参与，长、短时距
估计需要的执行资源不同，因此支持差异机制假设。
但是，本研究是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中央执
行子功能和预期式时距加工关系的初步探讨，在实
验设计过程中只采用以往研究中常用到的实验范式。
也许如 Ogden，Wearden 和 Montgomery（2014）在其
研究中的推论，刷新、抑制和转换功能在不同研究
中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实验任务不同，因此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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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和结论仍需要后续研究的支持，采用不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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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范式（如 Stroop 任务、加 - 减计算转换任务等）来

Simen, P., Balci, F., deSouza, L., Cohen, J., & Holmes, P. (2011). A model of

进一步探索中央执行子功能与时间知觉的明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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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Central Executive Sub-Functions
in Prospective Duration Judgment
——Evidence fro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Liu Xinyuan, Li Minxing, Zhang Zhiji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Hei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Abstract

Time is a fundamental property of a matter. Duration judg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human beings to survive and adapt to

environments. Extended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l of duration judgment considers that duration judgment primarily depends on attentional and
working memory resources. The demonstration bidirectional interference effect between duration judgment and non-temporal task that associated
with executive processes in dual-task paradigm of time and non-time provide support for that duration judgment is affected by central executive
function. Miyake et al. (2002) identified thre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ub-functions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function, which they termed as “switching”,
“inhibition” and “updating”. Switching involves shifting attention back and forth between multiple tasks or cognitive operations. Inhibition is a basic
executive control process that includes suppressing dominant, automatic responses and resisting distractions. Updating refers to updating information in
working memory contents by people as needed. When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that is no longer current or relevant is replaced by newer information.
Research abroa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ration judgment and central executive function shows tha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entral executive subfunctions on duration judgment are not the same. Previous research was limited for deciding which of the two models better described the empirical
data. Therefore, we establish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s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executive subfunctions and duration judgment, the extent of the impact of executive sub-functions on duration judgment, and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validity of the
common timing and the distinct timing hypotheses.
The experiment of this study included three executive function tasks and two different lengths of perspective duration judgment tasks. The three
executive tasks which represented shifting function (local-global task), inhibition function (Stroop task) and updating function (N-back task) were
considered to reflect the level of each sub-function in previous studies well, respectively. Perspective duration judgment tasks included short (2s) and
long (5s) duration production tasks. In the experiment, we adopted within-subjects design that all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finish 2s duration
production task, shifting task, inhibition task, updating task, and 5s duration production task in sequenc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which sub-function(s)
was/were involved into perspective timing, and whether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tween short and long durati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were submitted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accuracy and the variability of both long and short perceptive duration judgment were
primarily moderated by updating, while the variability of long perceptive duration judgment was additionally moderated by inhibition. In this study,
perceptive duration judgment was not affected by switching.
In summary, the effects of three executive sub-functions on perceptive duration judgment in short-duration and long-duration conditions were
different. Perceptive duration judgment was moderated by updating on short duration condition and by both inhibition and updating on long duration
condition. The outcome of this study also supported “different” mechanism hypothesis of duration judgment.
Key words prospective duration estimation, central executive func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