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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记录模拟犯罪者和阅读报纸后对案件知情的无辜者接受隐藏信息测试时的皮肤电活动，探讨时间对犯罪隐藏记忆信息的影
响。结果发现：(1) 延迟条件下，模拟犯罪组的再认率和皮肤电活动变化显著高于知情无辜组，但两组在立即条件下无差异；(2) 知
情无辜组在延迟条件下的甄别率显著低于立即条件下，而模拟犯罪者在两种条件下无差异。结果表明，延迟测试比立即测试更容
易区分模拟犯罪组和知情无辜组；犯罪甄别率在延迟条件下减少，但也减少了知情无辜者被判断为犯罪者的风险。
关键词 隐藏信息测试 时间 皮肤电活动 记忆

１

问题提出
测谎技术是在犯罪侦查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

来的一门技术，不断发展和完善测试技术成为犯
罪学和心理学工作者的研究重点。隐藏信息测试
（concealed information test，CIT），是探测受测者
是否知道那些与具体犯罪相关的细节的测试技术，
由 Lykken 在 1959 年首次提出。CIT 是通过编制多
个选项的情节测试题对嫌疑人进行施测，每一道题
包含一个关键选项（犯罪相关事物）和多个中性选
项（犯罪无关事物），以检测其隐藏的犯罪记忆信息，
从而判定其角色（Lykken, 1959; Matsuda, Nittono, &
Ogawa, 2013）。
近十年来，研究者对 CIT 开展广泛研究，以这
种方法为基础形成了一些侦查机制，已在刑事调查
和相关应用问题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傅根跃，马
艳，丁晓攀，2008，2009；刘彦硕，傅根跃，袁方，
2013；Gamer & Berti, 2010; Matsuda, Nittono, & Allen,
2012; Hu, Evans, Wu, Lee, & Fu, 2013; Ogawa, Matsuda,
& Tsuneoka, 2015; Rosenfeld, Hu, Labkovsky, Meixner,
& Winograd, 2013）。结合行为测试和生理反应指
标 可 提 高 CIT 结 果 的 可 靠 性（Meijer, Verschuere,
Gamer, Merckelbach, & Ben-Shakhar, 2016）。 受 测
人对关键项的意义产生较强的定向反应，从而导致
其生理指标发生显著变化，如皮肤电阻增强、心

率 减 慢 等（Ambach, Assmann, Krieg, & Vaitl, 2012;
Ben-Shakhar & Elaad, 2002; Nahari, & Ben-Shakhar,
2011）。
CIT 仍 然 面 临 着 外 部 效 度 的 质 疑（Carmel,
Dayan, Naveh, Raveh, & Ben-Shakhar, 2003; Palmatier
& Rovner, 2015; Peth, Vossel, & Gamer, 2012）。除了
模拟犯罪者与真实犯罪者在犯罪动机方面有差异外，
另一个与现实犯罪有差异的就是关于犯罪细节记忆
的问题。传统的犯罪模拟情景实验都保证被试记住
所有的关键信息，但在真实犯罪情景中，犯罪者处
于复杂紧张的环境中，不可能将所有信息全部记住，
更重要的是侦查者很少能在案发后立即锁定犯罪嫌
疑人并根据犯罪情景进行 CIT 的编制和施测。很多
案件中 CIT 都是在一周、两周甚至更久的时间进行
测试。因此，CIT 在延时测试条件下的有效性和甄
别率成为测谎技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Carmel 等
（2003）研究发现，更现实版的模拟犯罪程序比标
准版模拟犯罪程序下的再认率和甄别率更低，这一
效应受到问题类型的调节作用，即再认率和甄别率
的下降主要是针对边缘项目，但对核心项目则无明
显影响，该研究结果也表明基于核心项目的 CIT 测
试并不受模拟犯罪程序类型的影响；立即测试和延
迟测试下对关键项的再认率和甄别率都很高，两者
没有明显差异，且两种条件下被试的皮电也没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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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异。这表明，CIT 在立即和延迟测试时都能区
分犯罪者和无辜者。Gamer, Kosiol 和 Vossel（2010）
也发现，关键项在延迟 2 周测试时再认率仍很高。
因此，对于基于犯罪核心项目的隐藏信息测试，延
迟测试可能并不影响犯罪核心问题关键项的记忆和
犯罪甄别率，重要的是选择好 CIT 的犯罪核心问题。
另外，CIT 还面临着能否有效甄别真实犯罪者
和知情无辜者的问题。在真实案件中，一些关键
信息极有可能有意或无意的泄露给无辜者，这使
得一些知情无辜者可能被甄别为犯罪者（Bradley,
Barefoot, & Arsenault, 2011）。周亮，杨文俊，廖四
照和邹海强（2000）发现，模拟犯罪组的 P300 波
幅显著大于熟悉现场组（仅到过犯罪现场），证实
了 P300 指标在区分模拟犯罪者和知情无辜者的有效
性，但该研究没有探讨立即和延迟测试的测谎效果
差异。Nahari 和 Ben-Shakhar（2011）发现，相比模
拟犯罪者，延迟测试导致知情无辜者的再认率下降
更多，且知情者（包括模拟犯罪者和知情无辜者）
在皮肤电变化上的测试时间效应（即立即测试比延
迟测试表现出的更大的探测反应）
比不知情者更大，
但是模拟犯罪者和知情无辜者没有体现出测试时间
效应差异。这表明，延迟测试在皮肤电活动变化这
一指标上能够区分知情者和不知情者，但不能有效
区分犯罪者和知情无辜者，研究者的预期并未能证
实。可能原因有两点：一是 CIT 问题和项目的部分
设计不合适，部分边缘问题可能容易受到知情无辜
者的选择性注意；二是知情无辜者对犯罪情节记忆
的编码深度没有控制。上述研究中为了营造更现实
的模拟场景，将案件信息放在同时包括其他几篇报
道的报纸上，且未对阅读报纸的时间进行限制，所
以研究者并不清楚受测者在了解案件上花费的时间。
综上，本研究借鉴 Nahari 和 Ben-Shakhar（2011）
的隐藏信息测试程序，改进测试题目，以偷盗物品
和作案地点为核心问题，挑选物品位置等作为边缘
问题，并让知情者仅阅读偷盗案件的报道并控制阅
读时间，探讨时间对犯罪隐藏信息记忆的影响及对
模拟犯罪者和知情无辜者在皮肤电变化、犯罪记忆
和甄别率上区分的有效性。本研究假设为：犯罪核
心问题比边缘问题的再认率和皮肤电活动变化更高；
立即测试比延迟测试时的再认率和皮肤电活动变化
更高；相比立即测试，延迟测试更加影响知情无辜
者对犯罪信息记忆的再认率、皮肤电活动变化和甄
别率，而对模拟犯罪者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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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被试
80 名本科生自愿参加实验。其中有 6 名被试在
延迟测试条件下流失，2 名被试不能按照指导语规
范的完成实验测试程序，以及 4 名被试生理指标没
有采集成功，这些被试的数据被剔除。最后本实验
共有 68 名被试（男生 23 名，女生 45 名），平均年
龄为 21.24±0.67 岁。所有被试的视力或矫正视力正
常，无色盲。每个被试实验结束后获得 10 元人民币。
２.２ 实验仪器与材料
实验刺激呈现在 21.5 寸台式计算机上，屏幕分辨
率为 1920×1080，屏幕背景为白色。被试的眼睛距离
屏幕 55cm。使用 BIOPAC 公司生产的 MP150 型 16 通
道无线生理记录仪记录被试的皮电。皮电采集模块的
具体参数为：带宽 Max：10Hz；噪音（分辨率）
：0.012µs；
信号范围：0~50µs；输出电压范围：±10V；陷波滤
波器为 50Hz；数据传输率为 2000Hz。
采用 Superlab 4.5 编程，问题及选项都以图片呈
现。犯罪模拟情景中与犯罪情节有关的物体构成了
CIT 测试中的测试题。问题图片共 10 张（核心问题
6 个，边缘问题 4 个），宋体 48 号加粗，居中，随
机呈现。选项图片共 60 张，宋体 66 号加粗，居中。
每题 6 个选项，第 1 个为缓冲项（位置固定），目
的是为了能够吸引被试注意，另外 5 个项目位置随
机化，其中 1 个为关键项，4 个为无关项。
２.３ 实验设计与程序
实验采用 2 被试类型（模拟犯罪、知情无辜）
×2 测试类型（立即测试、延迟测试）×2 问题类型
（核心问题、边缘问题）混合设计，其中被试类型
和测试类型为被试间变量，
问题类型为被试内变量。
模拟犯罪组被试进行模拟盗窃过程，知情无辜组被
试阅读报纸了解到犯罪细节；立即测试指在模拟犯
罪或知道信息后立即测试，延迟测试为一周后再测
试。实验采用个别施测，具体程序如下：
第一步：情景模拟。模拟犯罪组被试：主试 A
告知被试犯罪模拟情节，即心理系的何老师让你去
心理学实验楼 213 办公室找王老师，拿一份编号为
6 的实验报告。你来到王老师的办公室门口敲门却
没有人答应，你发现门是虚掩着的，想到何老师特
别着急使用那份实验报告，于是你轻轻地推开门进
去，办公室关着灯，拉着窗帘，你找到了王老师的
办公桌，看到她办公桌上有一瓶可乐，两只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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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科书和一大堆的材料，最后你在一本实验心理

你必须摆脱自己的嫌疑，让法官相信你。这是一项

学教科书上面的一堆材料里找到了编号为 6 的实验

很难的测试，仅有少数的人能通过，如果你成功通

报告，刚准备走的时候，又发现王老师办公桌的中

过测试，将会获得奖励。实验中请均匀呼吸，保持

间抽屉是打开的，里面有一个精美的红色首饰盒，

身体不动，
如果感到不适请在实验中间休息时
（黑屏）

你出于好奇打开看看，发现里面是一条项链。首饰

再调整”。主试 B 给被试连接上传感器，并持续采

盒下面还压着一个红包，内有 200 元和一张给马丽

集皮电 5 分钟（仅让被试平静心情）。具体实验流

的贺卡。你趁着周围没人，将实验报告、首饰盒及

程如图 1 所示，首先呈现注视点 1000ms，然后呈现

红包都偷走了。

问题 10s，空白 3s，接着呈现 6 个选项，每个选项

知情无辜组被试：主试 A 给知情无辜组被试一

呈现 5s，空白 5s，最后呈现黑屏 20±4s。要求被试

份校报，上面刊登着一则信息，题目为“惊！校园

针对每个选项口头报告“不是”，5 个问题为一个

盗窃案！”这则信息里包含了模拟犯罪者知道的细

Block，被试在两个 block 间闭眼休息 1 分钟。
第三步：再认测试。共 16 个二选一的选择题，

节，不刻意要求被试记住所有的犯罪细节，1 分钟

其中包含 CIT 测试中的 10 个问题和其余 6 个与犯

后主试拿走报纸。
第二步：生理心理测试。实验室温度保持在

罪情景环境有关的问题。要求被试尽力再认每一道

25℃。主试 A 将被试带到实验室 2 交给主试 B，主

问题，当确实不知道时，被试可以猜测。

试 B 对被试信息并不知情。实验指导语为：“现在

２.４ 数据采集与处理
皮肤电采集：将电极片贴在被试左手食指和中

正在进行一个犯罪案件的侦查，你是一位嫌疑人，

图１

指的末端指腹处，然后将电极线的一端插在无线发
射器 EDA 端口上，另一端的两根电极线分别夹在两
个电极上，信号发射到生理记录仪的 GSR100C 模
块上记录被试的皮肤电。
皮肤电变化：选取每一个选项呈现之后 1s~5s
内的波峰和波谷之间的差值作为被试的皮电起伏变
化值（Nahari & Ben-Shakhar, 2011）。为减少个体差

实验流程图

采用 SPSS 17.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３
３.１

结果
模拟犯罪组和知情无辜组在不同条件下的再认

正确率
对不同条件下被试的再认正确率进行统计。结
果见图 2。

异造成的影响，将皮电值转化为标准分（Ben-Shakhar,
1985；Nahari & Ben-Shakhar, 2011），为减少习惯性
效应，将皮电数据分成两个 block 进行标准分的转
化（Ben-Shakhar & Elaad, 2002）。缓冲项的皮电数
据不进入统计分析。
犯罪甄别率的计算方法：利用 Lykken 判定法，
对每个问题的关键项进行赋分。如果关键项的皮肤
电活动变化处于该问题所有选项中的最大值，记作
2 分，处于第二位记作 1 分，其余情况记作 0 分，
最后算出每个被试的甄别率，并求出不同犯罪测试
类型的被试的平均值（Meijer, Smulders, Johnston, &
Merckelbach, 2007）。
生理数据在 Acqknowledge 4.2软件上进行处理，

图２

再认测试正确率

对再认测试的正确率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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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类型主效应显著（F（1,64）=31.819，p =0.000，
2
p

η =.332），核心问题的再认正确率（92.86%）显
著高于边缘问题（83.17%），t (67)=5.786，p <.05，
d =1.41。问题类型与被试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 （1,64）=.795，p >.05，ηp2 =.012）， 问 题 类 型
与测试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1,64）=.319，
p >.05，ηp2 =.005），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1,64）=1.146，p >.05，ηp2 =.018）。
测 试 类 型 主 效 应 显 著（F （1,64）=13.502，
p <.001，ηp2 =.174），立即测试条件下的再认正确
率（92.11%） 显 著 高 于 延 迟 条 件 下（82.83%），
t(66)=3.552，
p <.05，=.84。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
（1,64）=2.042，p >.05，ηp2 =.031）。
测试类型与被试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1,64）
=6.579，p <.05，ηp2 =.093），进一步分析发现，在
立即条件下，模拟犯罪者和知情无辜者对核心问
题（t (36)=-1.206, p >.05） 和 边 缘 问 题（t (36)=-.798,
p >.05）的再认正确率均没有显著差异；在延迟条件
下，模拟犯罪者和知情无辜者对核心问题的再认正
确率无显著差异（t (28)=1.176, p >.05），但两组被试
表１

科

学

对边缘问题的再认正确率有显著差异，模拟犯罪者
（85.19%）对边缘问题的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知情
无辜者（71.85%）, t (28)=2.483，p <.05，d =.94。
３.２

模拟犯罪组和知情无辜组在不同条件下的皮肤

电活动变化
将模拟犯罪组和知情无辜组被试在立即测试和
延迟测试条件下的皮肤电活动变化（microsimens）
转化成标准分，结果见表 1。
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发现，问题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F （1,64）=6.204，p <.05，ηp2 =.088）， 核 心 问
题的关键项的皮肤电活动变化（.42）显著高于边缘
问题的关键项（.18），t (67)=2.565，p <.05，d =.63；
问 题 类 型 与 测 试 类 型 的 交 互 作 用 不 显 著（F
（1,64）=.018，p >.05，ηp2 =.000）， 问 题 类 型 与
被 试 类 型 的 交 互 作 用 不 显 著（F （1,64）=.248，

p >.05，ηp2 =.004）， 问 题 类 型、 测 试 类 型 和 被 试
类型三者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 （1,64）=2.154，
p >.05，ηp2 =.033）。
测 试 类 型 的 主 效 应 显 著（F （1,64）=5.597，
p <.05，ηp2 =.080），立即测试条件下的被试的皮肤

两组被试在立即和延迟测试条件下皮肤电变化标准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以下同。

电活动变化（.40）显著高于延迟测试条件下（.17），

无辜组被试在立即测试和延迟测试条件下对犯罪核

t(66)=2.447，p <.05，d =.60；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显

心问题关键项的甄别率，结果见表 2。

2
p

著（F （1,64）=.028，p >.05，η =.000）， 测 试 类

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测试类型的主效应显

型与被试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 （1,64）=4.453，

著（F （1,64）= 5.743，p <.05，ηp2 = .082）， 立 即

p<.05，ηp2 =.065），进一步分析发现，模拟犯罪组

测试条件下的甄别率（59.40%）显著高于延迟测试

被试在立即和延迟条件下的皮肤电活动变化差异不

条件下（47.99%），t (66)=2.469，p <.05，d =.60；被

显著，t (30)=.153，p >.05，而知情无辜组在延迟测试

试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 （1,64）=.107，p >.05，

条件下的皮肤电活动变化（.09）显著小于立即条件

ηp2 =.002），测试类型与被试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
（1,64）=4.867，p <.05，ηp2 =.071），进一步分析发
现，对于模拟犯罪者来说，立即测试条件和延迟测
试条件下的甄别率无显著差异，t (30)=.125，p >.05，
而对于知情无辜者来说，延迟测试条件下的甄别率
（43.89%）显著低于立即测试条件下（64.68%），

下（.51），t (34)=3.830，p <.001，d =1.26。
３.３

模拟犯罪组和知情无辜组在不同条件下的甄别

率
根据甄别率的计算公式（
），得出模拟犯罪组被试和知情
表２

犯罪甄别率结果（％）

姚海娟等 ： 时间对犯罪隐藏记忆信息的影响

t (34)=3.505，p <.001，d =1.15。

４

讨论

４.１ 立即和延迟测试下 CIT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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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延迟测试条件下的测试结果
会受到模拟犯罪场景的影响，越接近现实犯罪，时
间的影响越大。
４.２ CIT 测试项目的编制效果

操纵立即和延迟测试条件，探讨 CIT 是否可以

核心问题的再认正确率和皮肤电活动变化均高

作为区分真实犯罪者和掌握了泄露的犯罪信息的无

于边缘问题，出现了核心问题和边缘问题的分化，

辜者的有力工具。结果表明，在立即测试条件下，

这与我们的假设是一致的，表明 CIT 中设置的核心

模拟犯罪者与知情无辜者是不能有效区分的。这与

问题是有效的。该结果加强了 Carmel 等（2003）和

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Gamer, 2010；Nahari &

Gamer 等（2010）的结论，即编制 CIT 时应努力识

Ben-Shakhar, 2011）。Gamer（2010）认为，当受测

别出尽可能多的核心项目，为以后编制 CIT 时挑选

者对犯罪细节已进行深入编码或有强烈的逃脱测试

核心与边缘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研究者认为，

的动机时，
是无法区分真实犯罪者和知情无辜者的。

基于至少五个核心问题的 CIT 测试可以产生最佳的

然而，在延迟测试条件下，再认率和皮肤电变化结

侦测效果（Ben-Shakhar & Elaad, 2003）。但现实案

果都揭示知情无辜者比模拟犯罪者表现出更强的测

件中能否找出犯罪情节的五个核心问题还不确定。

试时间效应（即延迟条件比即时条件在侦测指标上

所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仅使用核心问题，然后

的一个递减），这与 Nahari 和 Ben-Shakhar（2011）

每个问题重复多次（Ben-Shakhar & Elaad，2002）。

的部分结果一致。他们的研究中这种趋势仅在再认

实验还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改进的问

测试等行为测试中出现，但是在皮电变化指标上却

题。首先，被试在受测时采用防御策略逃避侦测。

没有出现。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严格控制了知情无

实验结束后对被试的访谈发现有的被试采用了一定

辜者阅读报纸的时间，同时选用的边缘项目是被试

的应对策略，例如忽视问题和答案的内容，或对自

更容易忽视和遗忘的物品位置信息。再认率结果也

己进行暗示，如看到问题的关键项就不断告诉自己

发现，在延迟测试条件下，知情无辜者对边缘问题

它不是正确答案，对于问题的非关键项则不断告诉

的再认率显著低于模拟犯罪者。这可能反映了角色

自己它就是正确答案等。以往研究者也曾发现，知

卷入和积极参与在记忆中的作用。模拟犯罪组者经

情被试在面对 CIT 测试题时尝试采用防御策略来对

历了犯罪模拟的过程，更高的卷入到任务中，因此

所有项目产生一个随机模式（Verschuere, Meijer, &

在延迟条件之下对所有细节的再认率所受影响不大，

Crombez, 2008）。Zvi, Nachson 和 Elaad（2012） 发

而知情无辜组被试通过阅读报纸了解到犯罪细节，

现只要被试有内疚和应对行为，其关键信息的生理

仅仅是机械的对犯罪信息进行了记忆，经过一定时

反应（如皮肤电变化，呼吸线长度和指脉线长度）

间后对犯罪关键信息仍有记忆，但对犯罪无关细节

会提高，而单纯接受测试和合作的行为则会减弱生

遗忘较多。这种解释与记忆的产生效应是一致的，

理反应。未来研究还可继续在此方面进行验证并在

个体在积极参与的时候记忆更好（De Winstanley &

实验测试过程中采用应对方法。其次，动机和情绪

Bjork, 2004）。在法律实践中还是应该对犯罪细节

因素可能会影响到犯罪测谎中对关键项目的反应
（傅

信息保密，尽量采取措施减少知情无辜者的测试风

根跃 , 陈昌凯 , 缪伟 , 倪晓峰，2005）。Peth 等（2012）

险。

发现情绪唤醒降低了对边缘细节的记忆，增强了被

立即测试条件下被试的皮肤电活动变化、再认

试对核心细节的生理反应，但没有影响延迟条件下

率和甄别率均显著高于延迟测试条件下，这与前人

CIT 的有效性。未来研究还需关注情绪和动机的影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Gamer et al., 2010; Nahari &

响。最后，实验室条件下编制 CIT 项目时应避免出

Ben-Shakhar, 2011）。CIT 主要侦测犯罪隐藏的细节，

现一些大众非常熟悉的内容，如卡片上的名字为马

而延迟一周后，受测者对犯罪相关信息的熟悉性和

丽，这类信息容易捕获被试的注意，或促进记忆，

记忆都有所下降，所以导致生理反应下降，甄别率

进而影响到实验结果。

降低。然而，Carmel 等（2003）的研究使用标准版
和更现实版的模拟犯罪程序，结果仅发现在更现实
版的模拟犯罪程序的延迟测试时侦测有效性下降。

５

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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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即测试无法有效区分模拟犯罪者和知情无辜者，延
迟测试时更容易区分模拟犯罪者和知情无辜者；（2）
犯罪甄别率在延迟条件下减少，但也减少了知情无
辜者被判断为犯罪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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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physiological detection of deception has garner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both research and applied settings. The Concealed

Information Test (CIT) is one of the polygraph techniques. In the CIT, question items are chosen so that an examinee with no knowledge about the
crime would not be able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crime-relevant and irrelevant items.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time for detecting
crime details, and the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 activity (SCR) was registered by 16-channel polygraph. Meanwhile, this study also examined whether
the time had influence on distinguishing the guilty group and the informed innocent group.
68 university students participated the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guilty’, who committed the mock-crime; ‘informed
innocent’, who were exposed the mock-crime relevant details by reading newspaper.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in each group needed to do the test
immediately, and another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tested in 1 week later. All participants needed to have the recognition memory test after CIT. The
CIT was consist of central problems (which were the core details of the mock-crime) and peripheral problems (which were the environment details of
the mock-crim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or the change of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 activity, the SCR change of central problems was significant greater
than those of peripheral problems, and the SCR change in the immediate test was significant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delayed tes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ype of test and the type of participants, When examined immediat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guilty
group and the informed innocent group, but when examined delayed i week later, the SCR change of the informed innocent group was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guilty group; (2) As for the recognition rate,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central problems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peripheral problems,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in the immediate test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delayed tes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ype of test and
the type of participa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uilty group and the informed innocent group in the immediate test, but in the
delayed test,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the guilty group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informed innocent group for the peripheral problems; (3)
The detection rate in the immediate test was larger than that in the delayed test,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ype of test and the type of participants was also
significa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mmediate test and the delayed test of the guilty group, but the detection rate in the delayed
test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immediate test for the informed innocent group.
The present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it was easier to detect ‘guilty’ and ‘informed innocent’ in the delayed test, and the detection rate declined in
the delayed test, but it also helped to reduce the danger of detecting the ‘informed innocent’ as ‘guilty’.
Key words concealed information test, time,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 mem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