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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近似数量系统敏锐度的发展趋势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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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玉柏 1

张丽芬 1

1

肖

帅1

曹贤才 **2

2

（ 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系，杭州，310018）（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100875）
摘 要 采用测量法和问卷法考察了 172 名小学生近似数量系统敏锐度的发展，以及抑制控制在近似数量系统敏锐度与数学能力关
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随着年龄增长，小学生的近似数量系统敏锐度逐渐提高；（2）近似数量系统敏锐度（负相关
序列中的韦伯系数）和抑制控制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小学生的数学能力；（3）抑制控制在小学生近似数量系统敏锐度（负相关序列
中的韦伯系数）与数学能力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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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非言语数量表征能力都

物体或事件的数量除了通过言语或数字符号精
确表征，还可通过非言语的方式近似表征，而这
一表征依赖于近似数量系统（approximate number
system, ANS），它具有近似性和不精确性，是产
生 抽 象 数 字 表 征 的 基 础（Halberda, Mazzocco, &
Feigenson, 2008）。ANS 对数量的表征是在“心理
数字线”（mental number line）上的一系列类似高
斯曲线，每个数量表征（每条曲线的宽度）的标准
差反映了“噪音”的大小或者说是与那个数量不
相关的错误信息（Mazzocco, Feigenson, & Halberda,
2011），如图 1 所示。个体 ANS 噪音数量的指标通
常使用韦伯系数（w），对数量的区分遵循韦伯定
律（Weber’s law）。除了韦伯系数，正确率也常
作为 ANS 敏锐度的指标，但韦伯系数才反映 ANS
敏锐度的本质，韦伯系数不是依赖于数量而是数量
的比率（Halberda et al., 2008）。

在 不 断 发 展（Jordan, Kaplan, Ramineni, & Locuniak,
2009）。9 个月以下婴儿对于数量的区分依赖于
抽象的数量表征（Xu, Spelke, & Goddard, 2005）；
3 岁到 6 岁再到成人的 ANS 敏锐度是不断提高的
（Halberda & Feigenson, 2008）；接触过正式学校教
育的 11~30 岁被试的 ANS 敏锐度不断增加，30 岁
左右达到顶峰，之后则开始缓慢下降（Halberda, Ly,
Wilmer, Naiman, & Germine, 2012）。
ANS 是 更 为 高 级 的 数 学 能 力 产 生 的 基 础
（Halberda et al., 2008），很多研究均证明 ANS 敏
锐度与数学能力显著正相关。横向研究表明，在
控制 3~5 岁幼儿的言语能力后，ANS 敏锐度与早
期 数 学 能 力 测 验 成 绩 之 间 显 著 正 相 关（Libertus,
Feigenson, & Halberda, 2011）；4~6 岁 幼 儿 开 始 依
靠 ANS 的近似表征来解决数学中的未知数问题
（Kibbe & Feigenson, 2015）；6~8 岁 儿 童 ANS 敏
锐度与数学成绩显著相关（Sasanguie, Göbel, Moll,
Smets, & Reynvoet, 2013）；在控制了科学能力、写
作能力、电脑操作的熟练程度后，11~85 岁被试的
ANS 敏锐度与数学能力仍显著正相关（Halberda et
al., 2012）。纵向研究表明，ANS 敏锐度可以预测
4 岁幼儿 6 个月后的数学能力测验成绩（Libertus,

图 １ 近似数量系统对数量的表征形式

Feigenson, & Halberda, 2013）；学前儿童的 ANS 敏
锐度能够预测其两年后的数学成绩（Mazzocco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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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1），还能预测其 14 岁时的符号数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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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确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Halberda et al., 2008）。但也存在不一致的研究结

目前关于 ANS 敏锐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果，Holloway 和 Ansari（2009）发现 6~8 岁儿童的

幼儿和成人，但是有关小学生 ANS 敏锐度的发展

非符号数任务不能预测其标准化数学成就测验分数，

研究相对较少，国内更甚（李红霞 , 司继伟 , 陈泽

这与 Kolkman 等（2013）针对 4~5 岁幼儿被试的研

建 , 张堂正 , 2015），马俊巍（2012）发现小学生

究结果相同。Inglis 等（2011）同时考察了 7~9 岁儿

ANS 敏锐度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缓慢增强，但其没有

童和 18~48 岁成人 ANS 敏锐度与数学能力的关系，

采用韦伯系数来反映小学生 ANS 敏锐度的发展。

结果只有儿童被试中存在显著正相关，而成人被试

通过 ANS 敏锐度的训练可以提高儿童的数学能力

则不然。因此，儿童期 ANS 敏锐度与数学能力之间

（Dewind & Brannon, 2012; Hyde, Khanum, & Spelke,

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2014; Park & Brannon, 2013），小学生 ANS 敏锐度

测量 ANS 敏锐度一般采用点数比较任务，这

与数学能力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并且是否存在

比用点线锚定任务（dot-line task）和点数估计任务

第三变量——抑制控制的影响也尚不明确，仍需新

（dot-number task）信度更高（Chesney, Bjalkebring,

的实证研究验证（Gilmore et al., 2013）。

& Peters, 2015）。但在点数比较任务中，有些点的
面积与数量正相关，有些与数量负相关，这导致前
者为被试提供了非数量线索，后者需要被试抑制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被试

这种特点而只对点的数量进行反应，这可能反映

方便选取慈溪市某所农村小学学生共 201 人。

了被试的抑制控制能力，而不仅是非符号表征的精

剔除极端数据和未完成测验的数据，有效被试 172

确度（Gilmore et al., 2013），此时抑制控制能力可

人，其中一年级 50 人（7.11±.73 岁），三年级 55

能是 ANS 敏锐度与数学能力关系间的关键中介因

人（9.00±.50 岁），五年级 67 人（11.29±.61 岁）。

素（Clayton & Gilmore, 2014）。 抑 制 控 制 与 数 学

２.２ 实验材料和工具

能 力 相 关（Bull, Phillips, & Conway, 2008; Nayfeld,

２.２.１

中国小学生数学基本能力测试量表

Fuccillo, & Greenfield, 2013; Visu-Petra, Cheie, Benga,

采用吴汉荣和李丽（2005）修订的量表，包括

& Miclea, 2011），被鉴定为数学学习困难的儿童比

量表包括数学运算、逻辑思维与空间视觉功能 2 个

有平均水平的儿童在抑制任务上表现更差（Winegar,

分量表。量表的 Chronbach' s α >.7，分半信度 r 为 .83，

2013）。采用 Stroop 范式测量的抑制控制与数学成

结构效度因子载荷 .7 以上，分量表与总量表相关系

就不相关，使用停止信号任务测得的抑制控制却与

数 .5 以上，区分效度 p <.01，各项指标均符合测量

数学成就相关，而停止信号任务更适合小学生（St

学标准。

ClairThompson & Gathercole, 2006）。

２.２.２ 点数比较任务（non-symbolic magnitude comparison

ANS 敏 锐 度 和 抑 制 控 制 能 力 在 儿 童 期

task）

（22~83months）均不断发展，发展轨迹也非常相似

参 考 Halberda 和 Feigenson（2008） 测 量 ANS

（Carlson, 2005），二者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用点

敏锐度的方法，要求儿童判断电脑屏幕上相互分

数比较任务测得的 18~25 岁青年的 ANS 敏锐度与

离的蓝色和黄色的点阵列哪个数量更多。测试包

用 Stroop 任务测得的抑制控制能力显著相关（Norris

含 6 个练习试次和 80 个实验试次，每个试次呈现

& Castronovo, 2016）， 与 Fuhs 和 McNeil（2013）

1200ms。每种颜色点数量范围为 5~21，两种颜色点

用三种不同的 Stroop 任务测量的结果一致。Gilmore

的数量比率为 1:2, 3:4, 5:6, 7:8。为了平衡其他无关

等（2013）也发现，当控制了抑制控制后，ANS 敏

因素，一半试次黄色点更多，一半蓝色点更多；一

锐度不能显著预测 7~10 岁儿童的数学成绩。但是

半试次两阵列点的平均面积相等，即数量和面积成

Dewind 等（2015）表明，点数比较任务中抑制控制

正比（正相关序列），结果记为“序列 1 正确率”

等因素对 ANS 敏锐度的影响相对数量特征较小，因

和“序列 1w”，一半点的总面积相等，即数量和点

此点数比较任务成绩主要体现的还是 ANS 敏锐度而

的面积成反比（负相关序列），结果记为“序列 2

非抑制控制能力。Halberda 等（2008）发现抑制控

正确率”和“序列 2 w”。儿童口头回答后由主试

制并不影响 ANS 敏锐度与数学能力间的关系。因此

按键，记录判断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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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能力测验在班级教室集体施测，时间严格

Logan（1994）采用该任务测量与执行功能密切

控制，其中数学运算分量表 7 分钟；逻辑推理与空间 -

相关的抑制控制。停止信号任务最大的优点是停止

视觉功能分量表 11 分钟。三、五年级学生的点数比

反应时（SSRT）可以将被试的抑制能力进行量化，

较任务和停止信号任务在计算机教室集体施测，一

该任务是一个对 6~12 岁儿童期发展敏感的抑制任务

年级学生进行个别施测。

（朱湘茹 , 李永鑫 , 李莉 , 2012）。实验分为 16 个
练习试次，两组正式实验各 64 个试次，三部分间均
休息 10 秒。根据 Logan（1994）的数学模型计算出
的停止信号反应时（SSRT）作为停止信号任务的成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完成测验的人数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绩，SSRT=go RT-SSD，其中 go RT 表示对图片刺激

３.２ 小学生 ANS 敏锐度的发展

作出反应的时间，SSD 表示声音信号刺激与图片刺

３.２.１ 以正确率为指标

激出现的时间间隔。SSRT 值越小，表明付出的抑
制努力越大，所需要的抑制控制能力越好。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被试判断的正确率均
大于随机水平（p <.01）。
进行 3（年级）×4（比率）方差分析：以总

２.３ 实验程序
表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ｎ ＝１７２）

表 ２ 小学生在不同比率下点数比较任务的正确率（％）（Ｍ ±ＳＤ ）

注：总正确率：所有序列的正确率；序列 1 正确率：面积与数量正相关序列的正确率；序列 2 正确率：面积与数量负相关序列的正确率。

正确率为因变量时，年级主效应显著，F （2, 169）
2

序列 2 正确率为因变量时，年级主效应显著，F （2,

=8.78，p <.001，η =.09，一、三年级均与五年级被

169）=11.98，p <.001，η 2=.12，一、三年级均与五

试的成绩差异显著（p <.05）；比率主效应显著，F

年级被试的成绩差异显著（ps <.001）；比率的主效

2

（3, 507）=199.71，p <.001，η =.54，除比率 5:6 与

应 显 著，F （3, 507）=112.05，p <.001，η 2=.40， 所

7:8 时被试成绩差异不显著，其他比率间成绩差异均

有比率间成绩差异均显著（p <.001）；比率与年级

显著（ps <.001）；比率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以序列 1 正确率为因变量时，年级主效应显著，F

３.２.２ 以韦伯系数（w）为指标

2

（2, 169）=4.28，p <.05，η =.05，一、五年级被试
的成绩差异显著（p <.01）；比率主效应显著，F （3,

采用心理物理学模型对被试的韦伯系数进行估
计（Pica, Lemer, Izard, & Dehaene, 2004）。在该任务中，

2

507）=88.36，p <.001，η =.34，除比率 5:6 与 7:8 时

每个被试在各比率下均存在一个正确率，通过 L-M

被试的成绩差异不显著，其他比率间成绩差异均显

算法可以获得自由参数 w，w 越小表明 ANS 敏锐度

著（p <.001）；比率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以

越高。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进行单因素方

牛玉柏等 ： 小学生近似数量系统敏锐度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数学能力的关系：抑制控制的中介作用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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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点数比较任务下的韦伯系数值（Ｍ ±ＳＤ ）

注：w 总：所有序列的韦伯系数值；序列 1w：面积与数量正相关序列的韦伯系数值；序列 2w：面积与数量负相关序列的韦伯系数值。

差分析，以 w 总分为因变量时，年级主效应显著，
F（2,

值差异均显著（ps <.05）。同时还发现，以序列 1w

2

169）=27.81，p <.001，η =.25，三个年级被试的韦

为指标时，被试的 ANS 敏锐度虽然随着年龄增长而

伯系数值差异均显著（p <.001），即一年级 w 总分

不断提高，但速率逐渐趋于平缓，这与韦伯定律的

显著大于三年级，三年级 w 总分显著大于五年级。

变化趋势相符合。

以序列 1w 分数为因变量时，年级主效应显著，
2

F （2, 169）=13.93，p <.001，η =.14， 一 年 级 被 试
均高于三、五年级被试成绩（ps <.001）；以序列
2w 分数为因变量时，年级主效应显著，F （2, 169）
=18.90，p <.001，η 2=.18，三个年级被试的韦伯系数
表４

３.３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控制被试年龄后对各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结
果见表 4 所示。
ANS 敏 锐 度 的 各 项 指 标 得 分 相 关 均 显 著
（ps <.01）；w 总与数学运算、数学能力，序列 1w

各变量间的偏相关分析

注：* 表示 p <.05，** 表示 p <.01，a 表示边缘显著，下同。

与数学运算，序列 2w 与逻辑空间、数学能力相关

其中 c 是 X 对 Y 的总效应，c’是 X 对 Y 的间接效

均显著（ps <.01）；序列 1 正确率与数学运算相关

应，并且 c=c’+ab。路径分析见图 2。ANS 敏锐度（序

显著（p <.05），其余各项间的相关均不显著。这表

列 2w）对数学能力的路径及效应分解见表 5 所示。

明以 w 为指标时，ANS 敏锐度与小学生数学能力的
关联性更强。SSRT 与数学能力（p <.05）、逻辑空
间（p <.05），和序列 2w（p <.01）的相关显著，可
见抑制控制与数学能力、ANS 敏锐度（序列 2w）
显著相关。
３.４ 抑制控制的中介效应分析
被试的序列 2w、SSRT 与数学能力偏相关均显
著（p <.05），满足进行中介检验的前提条件（温忠
麟 , 叶宝娟 , 2014）。各变量数据经中心化处理，按
步骤进行回归分析。第一步，以序列 2w 为自变量，
数学能力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 Y=cX+e；第二步，
以序列 2w 为自变量，SSRT 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
M=aX+e1；第三步，以序列 2w 和 SSRT 为自变量，
数学能力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 Y=c’X+bM+e’。

图 ２ 模拟路径系数图

由此可知，小学生的序列 2w 和 SSRT 得分均能
显著负向预测数学能力，即小学生 ANS 敏锐度（序
列 2w）和抑制控制均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数学能力。
并且小学生的抑制控制在 ANS 敏锐度（序列 2w）
与数学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 ANS 敏锐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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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2w）可以通过抑制控制能力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

在小学生近似数量系统敏锐度（负相关序列中的韦

数学能力的发展，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9.53%。

伯系数）与数学能力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４

４.１ 小学生 ANS 敏锐度的发展

讨论

小学生 ANS 敏锐度（w 值和正确率）随着年龄

本研究旨在探讨小学生近似数量系统敏锐度的

增长变得更加精确，这与马俊巍（2012）的结果相似。

发展，
以及小学生近似数量系统敏锐度与数学能力、

其原因：一方面，随着小学生年龄的增长，ANS 逐

抑制控制能力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随着年龄增长，

渐成熟，敏锐度会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学校教育

小学生的近似数量系统敏锐度逐渐提高，近似数量

对 ANS 敏锐度的影响。Pica 等（2004）发现接触过

系统敏锐度（负相关序列中的韦伯系数）和抑制控

数学教育的法国成人的数量区分能力显著优于缺少

制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小学生的数学能力，抑制控制

数学经验的亚马逊原著居民，可见数学经验对 ANS

表５

ＡＮＳ 敏锐度（序列 ２ｗ）对数学能力的路径及效应分解

敏锐度也有重要影响。随着点数比率越来越接近 1，

感知与比较（Gilmore et al., 2013），本研究结果

儿童判断的正确率也随之降低，表明小学生对数量

表明抑制控制在 ANS 敏锐度（序列 2w）与数学

的区分能力依赖于数量间的比率，支持了韦伯定律

能力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大脑成像研究发现，抑

适用于描述儿童的假定。

制控制激活了前额叶和顶叶等脑区（王君 , 陈天勇 ,

４.２ 小学生 ANS 敏锐度与数学能力的关系

2012），而成人在进行算数计算时激活的脑区和

在控制年龄变量后，小学生 ANS 敏锐度（序

点数比较任务激活的区域也是顶叶皮层（Miyake

列 2w）与数学能力正相关显著，且回归分析结果

et al., 2000），可见 ANS、抑制控制与数学能力激

表明，小学生 ANS 敏锐度（序列 2w）能够显著正

活的脑区有重叠的部分，ANS 敏锐度与抑制控制可

向预测数学能力，支持了前人关于 ANS 敏锐度可

能具有共同的认知成分，这些研究均为三者的关系

以预测数学能力的研究结果（Halberda et al., 2008;

提供了更深层的解释。

Halberda et al., 2012; Inglis et al., 2011; Sasanguie et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介作用整体上占总效应很小

al., 2013）。ANS 敏锐度低导致对于数学相关活动

的一部分，可能是在测量任务选取和控制变量上

的卷入减少，进而导致了数学能力的降低（Libertus,

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使用效度其

Odic, & Halberda, 2012）。本研究发现只有以韦伯

它 ANS 测量方法，如用跨通道数量比较任务，以

系数（序列 2w）为指标的 ANS 敏锐度能够显著预

降低对抑制控制的需求（Barth, La, Lipton, & Spelke,

测数学能力，以往研究也表明，点数比较任务中的

2005）。再者，测量抑制控制的任务也可能要改进，

负相关序列需要抑制控制参与（Clayton & Gilmore,

对特定任务的抑制能力要选用特定的刺激（Gilmore

2014），测得的 ANS 敏锐度与数学能力相关更大

et al., 2015），也就是由一种任务测量出来的抑制控

（Norris & Castronovo, 2016）； 但 也 有 研 究 发 现

制能力不具有领域普遍性，应该采用多种方法来测

控制抑制控制能力后，ANS 敏锐度与数学能力相

量抑制控制能力。也有研究指出，ANS 敏锐度与数

关依然显著（Gilmore, Keeble, Richardson, & Cragg,

学能力的关系可能是双向的（Mussolin, Nys, Content,

2015）。

& Leybaert, 2014），ANS 敏锐度在抑制控制与数学

４.３ 抑制控制的中介效应

能力间可能起中介作用（曹贤才 , 时冉冉 , 牛玉柏 ,

测量 ANS 敏锐度的点数比较任务存在两种形

2016），未来仍需进一步通过建模来验证这些设想。

式：点数与面积正相关和点数与面积负相关，本

最后，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被试只选取农村小学

研究发现，负相关序列的点的面积对被试的数量

的学生，虽然弥补了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中高

判断产生了负面影响，被试先要抑制点面积的非

收入家庭孩子的不足（Fuhs & Mcneil, 2013），但未

数量刺激，进而近似数量表征系统才对数量进行

来研究仍需扩大被试的范围。

牛玉柏等 ： 小学生近似数量系统敏锐度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数学能力的关系：抑制控制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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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e Number System Acu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Developmental Tendenc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Inhibitory Control and Mathematical Ability
Niu Yubai1, Zhang Lifen1, Xiao Shuai1, Cao Xiancai2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2

(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Humans and animals have a system which approximately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objects or events in a nonverbal way. This system is called the
Approximate Number System (ANS), and was found to improve with age.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NS acuity and
mathematical ability.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ANS acuity's contribution to mathematics ability might be affected by individuals’ ability of inhibitory control.
However, it is still unclear what role the inhibitory control plays in this relationship. With regard to this issue, there were three main purposes in this study. (1)
To explore how ANS acuity develops among primary students; (2) To examine whether ANS acuity correlates with the mathematical ability in the primary
school stage; (3) To examine whether inhibitory control is a mediating factor between ANS acuity and mathematical ability.
A hundred and seventy-two rural pupils who were in grade 1 (50 students, age 7.11 ± 0.73 years), grade 3 (55 students, age 9.00 ± 0.50 years), and
grade 5 (67 students, age 11.29 ± 0.61 year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arranged to complete the Chinese Students Basic Math Ability Test Scale,
Stop-signal task, and non-symbolic magnitude comparison task to measure their mathematical ability, inhibitory control ability, and ANS acuity respectively.
Specifically, the mathematical ability test was a class centralized testing, and the test time was strictly controlled. Besides, the stop-signal task and nonsymbolic magnitude comparison task were intensively measured in a computer class for the grade 3 and grade 5 students, while the grade 1 students were
measured individually.
Results revealed that (1) With age, pupils’ ANS acuity generally improved, but from grade 1 to grade 3 the improvement was relatively slower than
other grades, while from grade 3 to grade 5 pupils' ANS acuity improved rapidly, p <.01; (2) ANS acuity (w of negative sequence), inhibition control (SSRT)
and mathematical abiliti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p <.05; (3) After controlling age, pupils' mathematical ability was positively predicted
by ANS acuity (w of negative sequence) as well as the ability of inhibitory control (SSRT) (ps <.05);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hematical ability and
the ANS acuity (w of negative sequence) was partially mediated by the ability of inhibitory control,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accounted for 19.53% of the total
effect.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were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search, which were mainly conducted among preschoolers or adults. Although some
researchers claim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ANS acuity on mathematics ability might be affected by the inhibitory control, rare empirical study testified this
hypothesis. This study adopted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as participants and was an extension to previou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development of ANS acu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athematical ability, as well as the role of inhibitory control in this relationship. As the conclusion, (1)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S acuity continues to improve with age; (2) Both ANS acuity and inhibitory control ability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mathematical ability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3) Inhibitory control ability can partia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hematical ability and ANS acuity. These findings may be
helpful to improve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pproximate number system, inhibitory control, weber fraction, mathematical 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