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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考察了白天室内照度（300 lx vs 1200 lx, 眼位水平）对认知加工的影响及主观情绪和警觉性
在照度水平与认知加工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被试在高照度照明条件下的认知加工绩效（Go/No-go, 2-Back）明显好于低
照度照明；（2）高照度照明对积极情绪和主观警觉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警觉性在照度水平对 Go/No-go 任务的影响中起
着完全中介作用，情绪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表明警觉性在室内照度与部分认知加工间扮演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关键词 照度水平 认知加工 主观情绪 警觉性 中介效应 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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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搜索和数字计算任务的加工（Rüger et al., 2005）。

光照（包括自然光照和人工照明），是人类赖

Smolders 等人（2012）同样发现，被试在高照度条

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它对人类的行为活动产生

件下（1000lx）对警觉性任务（PVT）的反应速度

着重要影响。2002 年，Berson 等人发现，人类视网

明显快于低照度条件（200lx），且该积极作用在早

膜上除了传统的视椎和视杆细胞外，还存在着第三

上最为明显。近期的一项研究指出，白天高照度照

类感光细胞—内在光敏感性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inner

明对认知加工的促进作用受到任务难度的调节，即

photosensitive Retinal Ganglion Cells, ipRGCs），该细

对简单认知任务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对难度稍

胞与调节生理节律的视交叉上核（SCN）存在密切

大的认知任务影响甚微（Huiberts et al., 2015）。

的神经投射关系（Berson, Dunn, & Takao, 2002）。

除了认知加工外，白天室内照度还会对个体的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以 ipRGCs 为代表

主观情绪和警觉性产生显著影响。譬如，Partonen

的新型感光系统在调节机体生物节律，褪黑素分泌，

和 Lonnqvist （2000）发现，冬季采用高照度、高色

行为活动以及主观情绪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

温的光照环境不仅能够使员工在工作中的精力更加

就是说光照对个体视知觉（对物体颜色、方位、大

充沛，
同时还有助于减少心理压力，
提升主观幸福感。

小等方面的感知）以外的身心状态也会产生显著影

另有研究者对比了白天不同室内照度条件（200 lx

响，研究者将其称为光照的非视觉效应（non-visual

vs 1000 lx）下个体身心活动的差异，结果显示，高

effect）（Foster, 2005）。

照度条件下被试的主观警觉性和积极情绪均明显高

照度作为室内照明的一个重要属性，其值越

于低照度条件下的反应，且生理唤醒水平在高照度

高室内光线越强，反之越弱。近年来，越来越多

条件下也明显升高（Smolders & de Kort, 2014）。此外，

的研究者发现，照度除了提供基本的视知觉保障

临床研究也发现，高强度的光照在治疗一些情绪情

外，其非视觉效应也异常明显（Huiberts, Smolders,

感障碍（如抑郁症，季节性情绪情感障碍）方面效

& de Kort, 2015; Rüger, Gordijn, de Vries, & Beersma,

果 十 分 显 著（Anderson, Glod, Dai, Cao, & Lockley,

2005）。例如，Rüger 等人（2005）研究发现，无

2009）。

论白天还是晚上，高照度（5000 lx）的室内光环

而以往研究表明主观情绪和警觉性与认知加

境均能显著提升个体的认知绩效，尤其是对视觉

工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Rowe, Hirsh, &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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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考察白天室内照度对认

进记忆、增强问题解决的创造性等（Ashby, Isen, &

知加工（记忆和抑制能力）的影响及主观情绪（积极、

Turken, 1999; Compton, Wirtz, Pajoumand, Claus, &

消极情绪）和警觉性在照度水平与认知活动间的中

Heller, 2004）； 相 反， 消 极 情 绪 则 会 缩 小 注 意 范

介效应。根据以往研究我们假设：白天室内照度对

围，降低个体的认知灵活性（Derryberry & Tucker,

记忆和抑制能力影响显著，且积极情绪和主观警觉

1992）。警觉性方面，研究发现其与生理唤醒密不

性在照度水平对认知加工的影响中扮演着重要的
“桥

可 分（Curcio, Casagrande, & Bertini, 2001）， 早 前

梁”作用。

Yerks 和 Dodson 就提出认知加工与个体唤醒水平之
间呈倒 U 型曲线关系，即对简单任务来说，唤醒水
平越高，认知加工成绩越好，而操作困难的任务，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被试

过高的唤醒水平反而对其产生抑制或干扰作用 ; 中

共 选 取 在 校 大 学 生 106 人（ 男：16）， 年 龄

等程度的唤醒水平则对解决一般难度的认知加工效

18 ～ 25 岁（M ± SD = 21.92 ± 0.20）。筛选标准如下：

果较佳（Yerkes & Dodson, 1908）。睡眠剥夺实验

身心健康（GHQ-20）；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

也表明随着剥夺时间延长，个体的困倦程度随之增

为右利手；作息规律，无极端睡眠类型（Morning-

加使得警觉性降低，从而导致认知绩效明显下降

Evening Questionnaire, MEQ）（张斌 , 郝彦利 , 荣润

（Bonnefond, Rohmer, Schimchowitsch, Philip, & Tassi,

国 , 2006）；无睡眠障碍及其他睡眠问题（PSQI）；

2008）。

无情绪情感障碍（BDI-II）；近两周无跨时区旅行

由上述研究可看出，白天日常活动状态下室内

和轮班工作经历；实验当天未饮用咖啡、浓茶等醒

照度对认知加工、主观情绪和警觉性存在着显著影

神饮品。实验前须签署知情同意书，结束后给予被

响，而主观情绪和警觉性又与认知加工密切相关。

试一定实验报酬。

这些研究结果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关于室内照度、

２.２ 实验设计

认知加工与主观情绪和警觉性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采 用 单 因 素 被 试 间 设 计， 自 变 量 为 照 度

根据以往研究，我们大胆猜测白天室内照度对认知

（illuminance），包括高、低 （1200 lx vs 300 lx, 眼位）

加工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主观情绪和警觉性的中介

两种水平。因变量为认知任务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及

作用来实现。另外，对于认知活动，前人研究主要

问卷评定分数。实验时段为上午 09:00~12:00，下午

集中在与警觉性和注意相关的任务加工上，且多在

2:30~5:30。

夜 间 进 行（Badia et al., 1991; Eastman, Liu, & Fogg,

２.３ 实验环境

1995; Lockly et al., 2006），较少关注其他认知功能。
记忆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过程，与众多复杂的认知
活动（如推理、运算、问题解决等）有直接联系
（Aronen, Vuontela, Steenari, Salmi, & Carlson, 2005;
Barrouillet, Lépine, & Camos, 2008），而个体的情绪
状态和唤醒水平对记忆活动有着重要影响。抑制能
力是人们运用认知资源对无关信息及优势反应进行
抑制的能力（Miyake et al., 2000），抑制受损将导致
无关信息的激活和提取，从而影响当前有关信息的
加工（Hasher, Stoltzfus, Zacks, & Rypma, 1991）。记
忆和抑制能力作为两个重要的心理机能在人类整个
认知活动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其能力高低将
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和工作绩效。因此有必要
对白天室内照明环境是否会影响个体的记忆和抑制
能力及其与主观情绪和警觉性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
的考察。

图 １ 光谱能量分布图（眼位水平 ， ６５００ Ｋ）

本实验在全封闭的房间内进行（4.1m×3.2m×2.9m），
室温控制在 25℃，湿度为 40% ～ 60%。采用飞利浦
LED 智能照明系统创设实验光环境。室内天花板上共镶
嵌九个大型 LED 隔栅灯，每个隔栅灯内安装若干 LED
灯管（Philips, T8 20W/865, 6500K; CRI=82）。所有
灯管在实验前 20min 打开以确保光线稳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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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照度（1200lx vs 300lx）通过增减灯管数量来实

个），用于评定个体的积极和消极情绪。采用 5 点

现。不同照度条件下的光谱能量分布见图 1（JETI,

计分：l 非常轻微或根本没有，5 非常强烈。本研

Specbos 1201）。其他照明参数包括：电脑屏幕亮度

究中积极、消极情感分量表的 α 系数分别为 .87 和

（300 lx: 60 cd/m2; 1200 lx: 84 cd/m2），桌面反光率

.92。

为 31%，答题纸反光率为 66%，墙壁和地面反光率

（2）卡罗林斯卡睡意量表（Karolinska Sleepiness

分别为 73% 和 16%。

Scale）：由 Åkerstedt 和 Gillberg（1990）编制，是目

２.４ 实验材料

前国内外最常用的评估个体警觉性或睡意的量表。

２.４.１ 认知任务

该量表只有一个条目，9 点计分：1 极度警觉，5 既

（1）Go/No-go： 刺 激 材 料 由 26 个 不 同 颜
色（ 黑 色 和 红 色） 的 大 写 英 文 字 母 组 成。 刺 激

不警觉也不想睡，9 极度想睡。
２.５ 实验程序

（1.5cm×1.5cm）以随机方式呈现在电脑屏幕中央，

被试到达实验地点后首先进行个人信息核对，

呈现时间为 1000ms，刺激间隔在 800 ～ 1000ms 间

无误后进入照明房间（随机接受一种光照条件）。

随机。告知被试若出现的是红色字母（Go）则按“g”

就坐后先进行 20min 的光环境适应，期间被试需完

键反应，若是黑色字母（Nogo）则不反应。实验共

成个人状况评估问卷，内容包括：实验前一晚上床

两个模块，62 个试次。Go 和 Nogo 出现的概率分别

时间、睡眠质量及实验当天的起床时间、户外活动

为 15% 和 85%。

及小睡时长、
实验前有无饮用咖啡、
浓茶等醒神饮料，

（2）2-Back：该任务采用 1-9 阿拉伯数字作为

近两周是否处于倒时差状态、是否参加过轮班工作

实验刺激。首先呈现一个“+”作为注视点，之后呈

等；填写完毕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进行认知任务练

现实验刺激（1.5cm×1.5cm），要求被试分别以左 /

习。随后被试填写主观情绪和警觉性量表（前测），

右手食指将当前刺激与其前面再前面的刺激进行
“是

然后进入任务测试阶段，
即完成上述三种认知任务，

否相同”判断，相同则按“f”键，不同则按“j”键。

任务呈现顺序在被试间平衡。所有任务完成后再次

刺激呈现时间为 500ms，ISI 为 1500ms，刺激序列

填写主观情绪和警觉性量表（后测），实验结束。

以伪随机方式呈现。该任务共包含 4 组刺激序列，

整个实验过程约 50min，被试可根据屏幕提示进行

每组 34 个试次，相同刺激与不同刺激比例为 1:1。

短暂休息。

（3）长时记忆：从王一牛等人编制的“汉语情
感词系统”（王一牛 , 周立明 , 罗跃嘉 , 2008）中选
取积极、消极、中性双字词各 24 个作为实验材料，

３ 实验结果
３.１ 基线比较

三组词的词频、笔画数均无显著差异（F 词频 (2, 69) =

首先对各组被试参加实验前的生活作息情况，

1.02, p > .05; F 笔画数 (2, 69) = 2.49, p > .05），效价差

包括睡眠质量、睡眠时时长（实验前一晚）、户外

2

异显著（F (2, 69) = 401.95, p < .01, η = .978）。实

活动及小睡时长（实验当天）、主观情绪和警觉性

验共包括两个阶段：学习阶段，要求被试对屏幕上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照明组在上述

呈现的词语进行识记（积极、消极、中性词汇各 12

指标上均无显著差异（ps > .05）。

个），无需按键反应，刺激（1.8cm×1.8cm）以随

３.２ 中介效应检验

机方式呈现（时间 1500ms）。学习阶段之后完成若

根据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和刘红云（2004）

干数学计算题，然后进入再认阶段，即要求被试分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分别对积极、消极情绪及

别以左 / 右手食指对所呈现的词语（时间 2000ms）

主观警觉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使用“极大似然法

进行“是否见过”判断，“见过”按 f 键，“未见过”

估计”和 Bootstrap 法（重复 1000 次）建立和评估

按 j 键。再认词语中一半是旧词，一半是新词（积极、

中介模型，如果间接效应平均估计的 95% 置信区

中性、消极词各 12 个，共 36 个），随机呈现。

间不包括 0，则认为该间接效应在 0.05 水平上显著

２.４.２ 主观问卷

（Wen, Marsh, & Hau, 2010）。本研究中照度水平是

（1）积极 - 消极情感量表：选用邱林、郑雪和

自变量，采用 1（低照度）、2（高照度）编码，主

王雁飞（2008）修订的积极 - 消极情感量表。该量

观情绪和警觉性是中介变量，三种认知任务是因变

表共 18 个描述情感状态的词语（积极、消极词各 9

量。本研究所有统计处理通过 SPSS 16.0 和 Mplus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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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完成。

> .05）。根据上述结果进一步对照度水平、主观情绪、

３.２.１ 描述性统计

警觉性、Go/No-go 和 2-Back 任务（反应时）做了相

分别剔除 Go/No-go 和 2-Back 任务中的错误反应

关分析（表 2），结果表明：照度水平与积极情绪呈

及平均数正负三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两任务剔除

显著正相关，与主观警觉得分呈显著负相关；同时，

数据分别占正确反应试次的 1.4% 和 0.1%），对正确

照度水平和 Go/No-go、2-Back 任务均呈显著负相关；

试次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进行统计分析，长时记忆任

主观警觉得分与 Go/No-go 呈显著正相关，与积极情

务主要对正确率进行了差异比较（表 1）。结果表明，

绪呈显著负相关。

Go/No-go 任务在高照度条件下的反应明显快于低照

３.２.２ 中介效应分析

度条件（t (104) = 2.29, p < .05, d = .47），整体正确率

（1）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检验

无显著差异（p > .05）；Nogo 刺激的反应正确率在

如图 2 所示：照度水平对积极情绪影响显著（β

两照明条件下差异不显著（p > .05）。被试在高照度

= .26, p < .01），即高照度相较于低照度照明诱发更

条件下完成 2-Back 任务的反应时显著少于低照度条

多的积极情绪。照度水平对 Go/No-go 任务的总效应

件（t (104) = 2.36, p < .05, d = .43），正确率无显著差

显著（β = -.22, p < .05），在对积极情绪进行控制之

异（p > .05）。长时记忆任务上，照度的主效应及其

后，照度水平对该任务的直接效应仍显著（β = -.23,

与词汇效价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 > .05）。主观情

p < .05）。但照度水平对 Go/No-go 的间接效应则未
达到显著水平（Bootstrap 检验：95% 置信区间 CI:
[-0.041, 0.059]），表明积极情绪在照度水平和 Go/
No-go 任务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照度

绪和警觉性的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在高照度条件下
的积极情绪和警觉性均明显高于低照度条件（t 积极情绪
(104) = 2.26, p < .05, d = .44; t 主观警觉 (104) = 2.56, p < .05, d
= .50），消极情绪在两种照明环境下无显著差异（p

表 １ 不同照明条件下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Ｍ ±ＳＤ ）

表２

主要观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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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构建中介模型分别探索了主观情绪
与警觉性在照度水平对认知加工影响中的中介效应。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看，除了长时记忆和消极情绪外，
本研究的其他变量（照度水平，主观警觉，积极情绪，
Go/No-go，2-Back 任务）间存在显著相关（见表 2），
具体表现为：照度水平与警觉性相关显著，即室内
照度水平越高，主观睡意越少、警觉性越高；照度
水平与积极情绪存在显著正相关，即室内照度水平
图 ２ 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图

水 平 对 2-Back 的 总 效 应 显 著（β = -.23, p <
.05）。控制积极情绪后，照度水平对 2-Back 任务
的直接效应依然显著（β = -.24, p < .05），但二者
间接效应未达到显著水平（Bootstrap 检验：95% CI:
[-0.030, 0.058]） 。因此，根据 Baron 和 Kenny 的中
介效应检验理论及 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积极情绪
在照度水平和工作记忆间的中介效应亦不显著。
（2）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检验
因照度水平与 Go/No-go 和 2-Back 任务间的间
接效应均不显著（p > .05），故消极情绪的中介效
应条件不满足。
（3）主观警觉的中介效应检验
如图 3 所示：照度水平对警觉性影响显著（β =
-.25, p < .01）。就 2-Back 任务而言，总效应（β = -.23,

p < .05） 和直接效应均显著（β = -.24, p < .05），
但间接效应不显著（Bootstrap 检验：95% CI: [-0.044,
0.065]），由此看出警觉性在照度水平与工作记忆间
的中介效应并不存在。Go/No-go 分析结果显示，照
度水平对其总效应（β = -.22, p < .05）和间接效应（β
= -.06, p < .05）均显著，但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16,
p > .05），表明警觉性在照度水平和 Go/No-go 任务
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 .06，中介效应
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27%。

越高，相应的积极情绪也越高，反之则越低；同时，
室内照度还与 Go/No-go 和 2-Back 任务存在显著负
相关，表明室内照度水平越高，该两种认知加工成
绩也越好，反之越差。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警觉
性分别与 Go/No-go 和积极情绪存在显著相关，具体
表现为警觉性越高，
任务反应越快，
积极情绪也越高。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警觉性在照度水平对
Go/No-go 任务影响上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比例为 27%，而积极和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
则不显著。本研究结果证实了我们的部分假设，即
白天室内照度对 Go/No-go 和 2-Back 任务均产生了
显著影响，尤其是对 Go/No-go 任务中 Go 刺激的反
应主要是通过影响主观警觉性来实现。警觉作为注
意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az & Buhle, 2006），
其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与注意相关的认知加工，而
本研究中使用的 Go/No-go 任务是一项与持续性注意
高度相关的认知任务（即被试要将注意力一直维持
在对 Go 刺激的关注和反应上，并抑制对 Nogo 刺激
的反应），本研究发现被试在该任务中的反应与个
体的警觉状态密切相关，且中介效应检验进一步说
明了室内照度对 Go/No-go 任务的积极作用正是通
过提高个体的主观警觉性而产生的。在照度水平对
2-Back 任务的影响上，主观警觉性并没有在两者间
起着“桥梁”作用，换句话说室内照度对工作记忆
的促进作用并非通过影响主观警觉来实现，同时也
表明，室内照度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
但也可能存在其他变量
（如动机）
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
然而，本研究并未发现室内照度对长时记忆
产生显著影响，与 Knez（1995）研究结果一致。
Veitch 曾就认知任务在不同照明环境下未出现差异

图 ３ 主观警觉的中介效应图

４ 讨论

的原因做出过猜测，他认为室内照明对认知加工的
影响具有任务选择性，即并非所有认知任务都会受
到照明环境的影响 , 与任务难度、解决技巧和后天
训练等因素密切相关。本研究中，相对于其他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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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加工任务，长时记忆任务难度相对较大，且与

Barrouillet, P., Lépine, R., & Camos, V. (2008). Is the influence of working memory

个体的知识积累、技能训练等密切相关，仅通过客

capacity on high-level cognition mediated by complexity or resource-

观物理环境（如光照）的变化较难达到显著提升的
目的。此外，光照时长也可能是导致长时记忆未出
现差异的潜在影响因素。Smolders 等人（2012）曾

dependent elementary processes? 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 15(3),
528-534.
Berson, D. M., Dunn, F. A., & Takao, M. (2002). Phototransduction by retinal
ganglion cells that set the circadian clock. Science, 295(5557), 1070-1073.

在研究中发现，被试在第一轮的实验任务中不同光

Bonnefond, A., Rohmer, O., Schimchowitsch, S., Philip, P., & Tassi, P. (2008).

照条件下的认知加工成绩尚未出现显著差异，随着

Effects of a total and a partial sleep deprivation on performance in healthy

光照时间延长，至第三轮时高照度条件下的认知绩
效明显好于低照度下的反应，该结果表明，室内照
明对认知加工的影响与光照时长不无关联。而本研

snorers and non snorers. 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 17, 160-161.
Compton, R. J., Wirtz, D., Pajoumand, G., Claus, E., & Heller, W. (2004).
Association between positive affect and attentional shifting.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8(6), 733-744.

究中光照时长相对较短，加上完成长时记忆任务需

Curcio, G., Casagrande, M., & Bertini, M. (2001). Sleepiness: Evaluating and

要消耗较多的认知资源，容易产生精神疲劳，短时

quantifying metho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41(3), 251-

间的强光照射并非能起到迅速提升或补充认知资源
的作用，如果延长光照时间或许会产生不同效果。

５ 结论
本研究发现，室内照度对 Go/No-go 和 2-Back
任务有显著影响，但对长时记忆影响不显著。高照
度条件下诱发的积极情绪和警觉性均显著高于低照
度条件。中介分析结果表明，主观警觉性在照度水
平和 Go/No-go 任务间起中介作用，而情绪状态在室
内照度对认知加工影响上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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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ndoor Illuminance on Cognitive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ubjective Mood and Alertness
Zhu Yingying1, Yang Minqi1, Yao Ying1, Xiong Xiao1, Zhou Guofu1,2
(1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2South China Academy of Advanced Optoelectronic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door illuminance on healthy adults’ cognitive performance, subjective mood
and alertness during daytime office hour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examines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ytime light exposure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is mediated by subjective mood and alertness in healthy adults. A single factor between-subject design with illuminance at eye level (300lx
vs 1200lx)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was employed in the current study. A total of 106 participants (mean age 21.92 ± 0.20 years old) took part in
the formal experiment according to some strict selection criteria, such as chronotype, medical and sleep disorders, general health, life habits, affective
disorders, smoking, drug consumption, body mass index, shift work and transmeridian flights during last 2 months. Based on previous findings, the
present study hypothesizes that exposure to bright light would promote task performance compared to the dim light, and bright light would have a
beneficial effect on positive mood and alertness. In addition, it is also hypothesized that subjective alertness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ght
light exposure and three indicators of cognitive performance: working memory, long-term memory and inhibitory capacity; positive mood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ght light exposure and three indicators of cognitive performance of working memory, long-term memory and inhibitory
capacity.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responded faster on Go/No-go and 2-Back tasks under bright light exposure compared to the dim light exposure,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ccuracy of these two tasks; in contrast,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indoor illuminance level on long-term
memory task was observed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Subjective alertness and positive mood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high illuminance
(1200lx) in comparison with the low illuminance condition (200lx). Correlation analyses among illuminance levels, positive mood, negative mood,
subjective alertness and task performance (Go/No-go, 2-Back)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illuminance level and positive
mood, subjective alertness and Go/No-go tasks;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illuminance level and subjective alertness, illuminance level and Go/
No-go task, illuminance level and 2-Back tasks, positive mood and subjective alertness. The multivariat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lluminance and subjective alertness were significant factors in predicting Go/No-go performance, and also illuminance and positive mood were
significant factors in predicting subjective alertness.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and multivariat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a relation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an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indoor illuminance during daytime on Go/No-go tasks was fully mediated by subjective alertne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lluminance and subjective alertness was partially mediated by positive mood. It should be noted, however, that no mediating
effect on negative mood was found in eith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lluminance and cognitive tasks or that between the subjective alertness and
indoor illuminance.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during daytime bright light has a beneficial effect on task performance, positive mood and alertness. Further, the
subjective alertness is a key variable in the effect of illuminance level on cognition, especially on the attention-related performance.
Key words illuminance, cognitive performance, subjective mood, alertness, mediating role, day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