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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难度对自闭症儿童视觉搜索优势显现的影响*
彭晓玲 1

黄 丹 *1,2

（1 广州市康纳学校，广州儿童孤独症康复研究中心，广州，510000）（2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广州，510000）
摘 要 探究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 儿童视觉搜索优势的显现是否受任务难度影响及优势存在机理。本研究采集 ASD 和正常发育 (TD)
儿童完成不同难度等级视觉搜索任务的行为和眼动数据。结果发现：在高难度等级任务中 ASD 组的准确率显著高于 TD 组；ASD
组在任务中对目标刺激的回视次数、对靶子和外周感兴趣区的注视时间显著少于 TD 组，且 ASD 组偏好注视刺激的右侧区域。结
果表明 ASD 儿童视觉搜索优势显现受任务难度影响，且可能与其对干扰刺激增强的知觉能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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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工优势是否存在的一个关键因素。

尽管自闭症谱系障碍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目前，仅少数研究测查了难度对 ASD 者视觉搜

ASD) 者在社会交往、语言、执行功能等多个功能

索优势显现的影响，而且这些研究主要通过调节干

领域存在缺陷，部分 ASD 个体仍显示出具有某种

扰物的复杂度 ( 如干扰物的数量、背景图形的维度

优越的认知加工能力，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在复杂的

等 ) 来达到调节任务难度的目的 (Riordan & Plaisted,

视觉背景中快速找到目标物体的能力，即视觉搜

2001; Schlooz & Hulstijn, 2014)。在典型的视觉搜索

索的优势 (Happé & Frith, 2006)。优势能力的发掘对

任务中，被试需要从背景干扰物中识别要搜索的目

于 ASD 者的教育以及职业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标刺激是否存在，该过程不仅受干扰物复杂度的

然而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于 ASD 者是否存在优于

影响，也受到干扰物与目标刺激混淆程度的影响

常人的视觉搜索能力还存在一定的争议。White 和

(Joseph, Keehn, Connolly, Wolfe, & Horowitz, 2009)。

Saldana (2011) 对 16 篇探索 ASD 视觉搜索能力的研

O’Riordan 和 Plaisted (2001) 认为干扰物与目标物的

究进行总结，发现约有一半的研究显示在视觉搜索

相似性提高，被试完成视觉搜索任务的难度也相应

任务中，ASD 组具有优于实足年龄匹配正常对照组

提高。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定量调节干扰物与目

的任务表现，具体表现为较短的反应时或较高的正

标刺激的混淆程度，来探究 ASD 者视觉搜索优势的

确率。其余的研究却显示这种视觉搜索的优势并不

显现是否受到任务难度的影响。

存在：ASD 儿童只存在类似于甚至差于正常发育

此外，针对 ASD 视觉搜索优势的机理，研究者

(typical developing children, TD) 儿童的视觉搜索任务

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进行解释 ( 樊越波 , 彭晓玲 , 黄

表 现 (Chen, Lemonnier, Lazartigues, & Planche, 2008;

丹 , 2015; Kaldy, Giserman, Carter, & Blaser, 2016)。如

Kaland, Mortensen, & Smith, 2007; White & Saldana,

弱的中央整合理论 (the weak central coherence, WCC)

2011)。以上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源于在某些研究

认为 ASD 者具有对局部信息的加工偏好，这促使

中所采用的视觉搜索任务过于简单，使得 ASD 的视

其在执行针对局部信息进行加工的视觉搜索任务时

觉搜索优势被任务难度所掩盖 (Schlooz et al., 2006)。

表现出优势 (Happé & Frith, 2006)。知觉功能促进化

如 Schlooz 和 Hulstijn (2014) 发现 ASD 男孩在成人

理论 (enhanced perceptual functioning account, EPF) 提

版本视觉搜索任务中具有显著高于 TD 组的搜索准

出 ASD 者增强的知觉能力是促使其在视觉搜索任

确率，在较容易的儿童版本搜索任务中则无明显差

务中表现出优势的原因 (Mottron & Burack, 2001)。

异，表明对任务难度的控制可能是探究 ASD 视觉加

O’Riordan, Plaisted, Driver 和 Baron-Cohen (200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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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 ASD 者增强的记忆能力，尤其是对已检查过

9 个圆形区域 ( 一个中心区域，8 个外周区域 ) 放

干扰物位置的增强的记忆促使其在视觉搜索过程中

置不同朝向的直线组成 ( 如图 1)。中心圆形区域的

表现出更高的搜索效率。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研

直线为要搜索的目标刺激 ( 目标刺激的朝向度数为

究通常使用行为指标 ( 如反应时和正确率 ) 作为判

10°、20°、100°或 110° )。在外周圆形区域中

断视觉搜索任务表现的标准。然而行为指标通常只

放置一条与目标刺激朝向偏差度数不超过 32°的直

能提供任务反应的最终结果，无法对视觉搜索过程

线 ( 将此直线称为最小偏差度数直线 )，以及 7 条与

进行透视。如 Eimer (2014) 认为可将视觉搜索过程

目标刺激朝向偏差度数超过 32°的直线。9 种不同

分解为几个不同的认知加工阶段：对搜索目标表征

刺激图片的差异在于最小偏差度数直线与目标刺激

的准备阶段 ( 即在记忆中呈现要搜索的目标 )、针对

的偏差度数不同，分别为：0°、4°、8°、12°、

搜索目标的特征和特定位置进行的搜索阶段、以及

16°、20°、24°、28°、32°偏差，其中 0°偏

对搜索物进行整合和分辨的识别阶段。为解构 ASD

差为无偏差。图 1 中标记箭头的区域即为放置最小

者具体的视觉搜索过程，并为复杂的理论解释提供

偏差度直线的位置，该位置随机改变。其余 7 条直

验证，本研究还将进一步对被试在完成视觉搜索任

线与目标刺激朝向的偏差度数在 9 种不同类型图片

务过程中的眼动数据 ( 如对各个搜索区域的注视点、

中保持统一，位置随机呈现。

注视时间、注视路径等信息 ) 进行记录和分析，以
期促进对 ASD 视觉搜索优势的理解。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被试
在广州市残疾人康复机构接受康复训练的 18 名
ASD 儿童 (14 名男孩，平均年龄：10.90 ± 2.14 岁，
瑞文推理测验分数：87.13 ± 13.47)，均能提供某
二级甲等医院以上临床诊断证明，均符合《美国精
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 中 ASD
诊断标准 (Wolstenholme & Crowder, 1994)。使用儿
童版本自闭症光谱量表 (Autism Spectrum Quotient:
Children's Version, AQ) 作为辅助诊断工具，18 名儿
童得分均高于 ASD 诊断标准切截点 (67 分 )，平均
得分为 88.78 ± 11.20。排除精神分裂症、Rett 综合症、
特定感受性语言发育障碍、儿童瓦解性精神障碍、
特定感受性语言发育障碍、未注明的广泛性发育障
碍等其他障碍。
16 名来自于广州市普通小学的年龄、性别、
智力与 ASD 组匹配的 TD 儿童 (13 名男孩，平均年
龄：10.62 ± .89 岁，瑞文推理测验分数：93.64 ±
10.61)，无家族 ASD 病史、无 ASD 相关临床表现，
测得儿童版自闭症光谱量表得分均不符合自闭症诊
断，平均得分为 67.94 ± 6.68，显著低于 ASD 组 (p
< .005)。所有被试的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其监
护人均已签署实验知情同意书。
２ .２ 刺激材料及程序
实验材料为 9 种不同的刺激图片 ( 图片大小为
520 × 468 像素，黑色背景 )。每张刺激图片均由

注：偏差指最小偏差度数直线与目标刺激朝向的差异度数，在
实验中刺激图片并无箭头标记。
图 １ 实验中不同类型刺激图片的样式举例

实验任务为让被试搜索在外周圆形区域中是否
存在和中间圆形区域中一样的直线，存在则按数字
“1”键，不存在则按“2”键，要求被试又快又好
的完成任务。屏幕中央首先呈现 1000~1200 毫秒的
注视点，随后出现刺激图片，呈现直至被试反应，
在被试完成反应后，进入一个 1000ms 的空屏，然
后进入下一轮的刺激反应。
实验整体流程为：首先让被试坐在距离电脑显
示屏前约 76cm 的位置 ( 显示器为 19 英寸，屏幕大
小为 40.8 × 25.5cm，分辨率为 1024 × 768 像素 )，
采用美国应用科学实验室 (Applied science laboratory,
ASL) 生产的 D6 眼动仪对被试进行眼动校准和追踪
( 眼动仪采样率为 120 Hz，将在 1°视角内持续注视
大于 100ms 确定为注视 )。在本研究中使用九点校
准法，当被试左眼对 9 点矩阵中每个点的注视只有
小于 .5°的视角度数差异时，完成眼动校准。然后
要求被试完成视觉搜索任务刺激反应程序。视觉搜
索任务呈现界面中，每张刺激图片的显示大小为 33
× 25cm，横向和纵向视角为 24.5°和 18.7°。刺激
图片中每个圆形区域的显示直径为 6.2cm，横向和
纵向视角为 4.7°，直线显示长度为 3.6cm，横向视
角为 1.4°。在正式的视觉搜索任务前，被试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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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如果练习准确率超过 50%，即开始正式的搜

被试正确反应试次下反应时与偏差度数相关不显

索任务。本研究有 16 个练习试次，64 个正式测验

著 (ASD 组：r = .413, p = .310; TD 组：r = .132, p =

试次，其中除去 0°偏差刺激外，每种类型的刺激

.756)。

有 4 个试次。为保证每种刺激类型中最小偏差直线

对于正确率使用 2 × 9 的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表

出现的位置均衡，本研究编制了两套内容相同，最

明，难度的主效应显著 F (8, 256) = 29.78, p < .005,

小偏差直线出现位置不同的实验材料，在被试间均

ηp 2 = .48；组别主效应不显著 F (1, 32) = .081, p =
.778, ηp 2 = .003；组别与难度的交互作用显著，F (8,
256) = 2.739, p = .006, ηp 2 = .08。简单效应检验发现
在 4°偏差条件下，ASD 组 (M ±SD : .36 ± .21) 的
正确率显著高于 TD 组 (M ±SD : .19 ± .17), t (1,32)
= 2.59, p = .014, ηp 2 = .17 (family wise error correction,
FWE 校正，单侧检验 ) ( 图 2)。在无偏差或者其他
偏差度条件下，ASD 组和 TD 组无显著差异。将年
龄和智商作为协变量去除，结果未发生改变。

衡采用两套材料进行测试。在练习和正式测验中，
均有一半存在、一半不存在与目标刺激一致刺激的
试次。在整个实验中，用电脑记录被试的行为反应，
并利用眼动仪记录被试的注视行为。其中，4 名
ASD 儿童以及 2 名 TD 儿童因无法完成眼动校准过
程或未被眼动仪记录到任何眼动数据而在对眼动数
据的分析中被剔除。
２ .３ 数据分析与处理
采用 2 ( 组别 ) × 9 ( 难度：9 种偏差度数 ) 的
2 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组别为被试间变量，
含 ASD 组和 TD 组两个水平 ; 偏差度数为被试内变
量，含有 9 个水平：0°、4°、8°、12°、16°、
20°、24°、28°、32°偏差。因变量包括行为反
应指标和眼动指标。
对于行为反应结果，主要分析正确率和正确反
应试次反应时两个指标。对于眼动数据，本研究将
几种难度水平下眼动数据进行合并分析，首先采用
AOI (Area of Interest) 分析法，事前定义九个 AOI：

注：(a): 无偏差条件下两组被试正确率的平均值 ±1 个标准差。
(b)：有偏差条件下两组被试正确率的平均值 ±1 个标准差。*
代表两组被试存在显著差异。
图 ２ ＡＳＤ 组和 ＴＤ 组在正确率上的差异

中心圆形区域为中心 AOI，存在与目标图形最小偏
差度数直线的区域为靶子 AOI, 7 个剩余外周圆形区
域为外周 AOI。其次，采用 ASL 提供的眼动数据分
析软件，以及使用编程语言自编的程序提取被试在
视觉搜索过程中在 AOI 内外的注视时间和注视点数，
以及 AOI 间注视点移动的轨迹，具体指标见表 1。
参照 Eimer (2014) 提出的视觉搜索阶段，本研究将
分析的眼动指标划分到四个不同的认知加工阶段：
启动、准备、搜索和识别阶段 ( 启动指在正式搜索
前的前注意过程、准备为对搜索目标的表征、搜索

图 ３ 有偏差条件下两组被试正确率拟合曲线

为在搜索过程中的注意和选择、识别为对搜索物进

利用多项式拟合的方式，对两组被试在无偏差

行整合和分辨 )。最后利用 SPSS 10.0 软件对两组儿

条件下正确率进行拟合，其中二次多项式的拟合结

童的行为和眼动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果最佳 ( 图 3)。ASD 组：SSE = .028, R 2 = .844, 校正

３

研究结果

３ .１ 视觉搜索的行为表现
除无偏差条件外，两组被试正确率均与偏差度
数显著相关 (ASD 组：r = .819, p = .013; TD 组：r =
.906, p < .005)，偏差度数越小，正确率越低。两组

R 2= .782, RMSE = .075; TD 组 : SSE = .018, R 2= .961,
校正 R 2 = .945, RMSE = .059。由拟合曲线可见，两
组被试在偏差 12°~16° 之间存在交叉点，在交叉点
以下，ASD 组的正确率优势逐渐凸显。
对正确反应试次的反应时使用 2 x 9 的混合设计
方差分析表明，难度的主效应显著，除无偏差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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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8, 256) = 1.60, p = .215, ηp 2 = .05。将年龄和智商
作为协变量去除时，该结果未发生改变。
３.２ 视觉搜索眼动轨迹

表 １ ＡＳＤ 组和 ＴＤ 组在视觉搜索过程中的眼动数据分析结果

注：表中加粗的部分为两组被试在统计检验中存在显著差异。时间单位：秒；次数单位：次；角度差单位：度；注视时间比例：%；开始
第一个注视点的时间：搜索刺激呈现后眼动仪记录到的第一个注视点的时间；左、右、上、下侧 AOI 注视时间比例：分别指注视点落在左、右、
上、下侧三个 AOI 内的时间总和占全部注视时间的比例。

在本研究中，将视觉搜索的眼动数据划分为
四个阶段，启动、准备、搜索和识别。具体结果
见表 1。

４

讨论

童在高混淆度的条件下表现出比 TD 组更高的搜索
准确率。
通过对视觉搜索过程眼动数据的分析，本研究
发现与 TD 组相比，ASD 组在视觉搜索的准备、搜
索和识别阶段存在差异。在对目标刺激进行表征的

在本研究中，仅在干扰物与目标刺激具有高混

准备阶段，ASD 组对中心 AOI 的回视次数显著少于

淆度的条件下 (4°偏差的条件下 )，ASD 组显示出

TD 组。既往研究表明回视次数与个体对加工对象

高于 TD 组的任务正确率，提示 ASD 儿童视觉搜

的记忆水平密切相关 (Booth & Weger, 2013)，在视觉

索优势的显现受任务难度的影响。实际上，在高混

搜索过程中回视次数的减少提示 ASD 儿童可能具有

淆度条件 (4°偏差 ) 下，被试为完成视觉搜索任务

增强的记忆，可以更好的避免对中心 AOI 的重新识

所需调用的认知加工过程与其他偏差条件下一致，

别，从而只需更少的回视次数就能完成任务 (Hessels,

差异仅在于随着混淆度的增大，只有更高的知觉能

Hooge, Snijders, & Kemner, 2014; Keehn et al., 2009)。

力才能识别出目标物和干扰物之间细微的变化。该

在搜索阶段中，ASD 组第一个注视点的位置分

结果提示 ASD 儿童的视觉搜索优势与其对视觉刺

布以及对左侧 AOI 的注视时间比例与 TD 组显著不

激增强的知觉能力有关 (Collignon et al., 2013; Kaldy,

同。第一个注视点通常反映存在特定注意选择偏好

Kraper, Carter, & Blaser, 2011; Remington, Swettenham,

(Rayner, 2009)。本研究中，ASD 组第一个注视点的

& Lavie, 2012)。这一结果为知觉功能促进化理论提

位置主要落于刺激图片的右侧区域 ( 第二、四象限 )，

供佐证，该理论认为 ASD 者具有增强的知觉敏感性，

提示 ASD 儿童对右侧视野信息可能具有注意选择偏

能知觉某些正常人无法识别的细微变化，因而促使

好。与此同时，ASD 组对左侧 AOI 的注视时间比例

其在某些认知加工任务中表现出优势。
在本研究中，

也显著少于 TD 组，提示 ASD 儿童对左侧视野信息

也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增强的知觉敏感性促使 ASD 儿

注意不足。该结果可能与 ASD 者大脑左侧枕叶和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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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叶自发神经活动改变有关 (Léveillé et al., 2010)。
此外，
在搜索阶段两组被试在注视点间视角差上无显著差
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弱的中央整合理论并未能
很好解释 ASD 的视觉搜索优势。弱的中央整合理论
认为 ASD 者对局部信息存在加工偏好是促使其显示

科

学
Backward eye movements allow reread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41(1), 8297.

Chen, F., Lemonnier, E., Lazartigues, A., & Planche, P. (2008). Non-superior
disembedding performance in children with high-functioning autism and its
cognitive style account. Research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2(4), 739752.

出视觉搜索优势的原因 (Happé & Frith, 2006)。根据

Collignon, O., Charbonneau, G., Peters, F., Nassim, M., Lassonde, M., Lepore,

该假设，ASD 在视觉搜索过程中可能因更倾向于关

F., & Bertone, A. (2013). Reduced multisensory facilitation in persons with

注局部信息而存在比TD 组更小的注视点间视角差。
然而在本研究中并未出现这一结果，这也提示 ASD

autism. Cortex, 49(6), 1704-1710.
Eimer, M. (2014). The neural basis of attentional control in visual search.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8(10), 526-535.

儿童的视觉搜索优势可能并非源于对局部信息的加

Gonzalez, C., Martin, J. M., Minshew, N. J., & Behrmann, M. (2013). Practice

工偏好，而与 ASD 对右侧视野信息的注意选择偏好

makes improvement: How adults with autism out-perform others in a

有关。

naturalistic visual search task.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在识别阶段，ASD 组对靶子 AOI 的注视时间与
TD 组无差异，对靶子和外周 AOI 的注视时间总和
却显著少于 TD 组，该结果间接表明 ASD 组对外周

Disorders, 43(10), 2259-2268.
Happé, F., & Frith, U. (2006). The weak coherence account: Detail-focused
cognitive style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36(1), 5-25.

AOI 的注视时间少于 TD 组。视觉搜索过程中注视

Hessels, R. S., Hooge, I. T. C., Snijders, T. M., & Kemner, C. (2014). Is there a

时间的长短可反映个体对刺激的识别过程 (Murata &

limit to the superiority of individuals with ASD in visual search? Journal of

Furukawa, 2005)，而对外周 AOI 减少的注视时间表
明 ASD 儿童可能具有增强的知觉能力，且增强的知
觉能力主要体现在对干扰刺激的识别上。这一推论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44(2), 443-451.
Joseph, R. M., Keehn, B., Connolly, C., Wolfe, J. M., & Horowitz, T. S. (2009). Why
is visual search superior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Developmental Science,

12(6), 1083-1096.

与前人的研究一致，如 Gonzalez, Martin, Minshew 和

Kaland, N., Mortensen, E. L., & Smith, L. (2007). Disembedding performance in

Behrmann (2013) 发现 ASD 者在完成模拟真实复杂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sperger syndrome or high-functioning autism.

Autism, 11(1), 81-92.

情景的视觉搜索任务时，视觉搜索优势的显现主要

Kaldy, Z., Giserman, I., Carter, A. S., & Blaser, E. (2016). The mechanisms

体现在对差异物体的区分上，即当目标物不存在时

underlying the ASD advantage in visual search. Journal of Autism and

ASD 表现出比 TD 更快的识别。Keehn 等 (2009) 也
发现 ASD 儿童的视觉搜索优势体现在对背景干扰图
形的识别，而非目标图形的识别上。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46(5), 1513-1527.
Kaldy, Z., Kraper, C., Carter, A. S., & Blaser, E. (2011). Toddl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re more successful at visual search than typically
developing toddlers. Developmental Science, 14(5), 980-988.

总之，本研究通过调节视觉搜索任务的难度发

Keehn, B., Brenner, L. A., Ramos, A. I., Lincoln, A. J., Marshall, S. P., & Müller, R.

现当且仅当任务难度足够大时，ASD 儿童的视觉搜

A. (2009). Brief report: Eye-movement patterns during an embedded figures

索优势才得以显现。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视觉搜索

test in children with ASD.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过程四个不同阶段眼动数据的分析表明 ASD 儿童在

39(2), 383-387.

视觉搜索过程中存在增强的机械记忆、改变的注意
偏好，以及对干扰刺激增强的知觉能力，而其中对
干扰刺激增强的知觉能力可能与 ASD 儿童在视觉搜

Léveillé, C., Barbeau, E. B., Bolduc, C., Limoges, E., Berthiaume, C., Chevrier, E.,
et al. (2010). Enhanced connectivity between visual cortex and other regions of
the brain in autism: A rem sleep eeg coherence study. Autism Research, 3(5),
280-285.

索任务中表现出优势存在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

Mottron, L., & Burack, J. A. (2001). Enhanced perceptual functioning in the

是，本研究的样本数量和实验试次相对偏少，在一

development of autism. In J. A. Burack, T. Charman, N. Yirmiya, & P. R.

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可推广性，有待在后续的研究中
加大样本量和实验试次，并对 ASD 进行更广泛的探
究，从而对 ASD 的视觉搜索优势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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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controversial whether the performance of visual search task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 is better than that

in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TD) or not. One of the potential reasons is the difficulty levels of visual search task they employed in each study,
i.e., adult version vs. child version. Through modulating the difficulty levels with the gap of director degrees between the target stimulus and the
distractions during the visual search task, the study aims to (1)Test whether the superior visual search performance in ASD could be modulated by the
difficulties of visual search tasks; (2) And further study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superior performance in ASD on visual search tasks using eyemovement data analysis if it is.
The study adopted a mixed experimental design with two factors: group (ASD/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TD) and difficulty levels of visual
search task (9 levels). Eighteen children with ASD (14M/4F) and 16 IQ and chronological age-matched TD (13M/3F) participated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 participants ne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 distraction in the screen, which is just the same as the target stimulus as soon as possible. Among
all distractions, there was a main stimulus which had the least differences of director degree compared with the target stimulus. The difficulty levels
of visual search task were modulated by the gap of director degree between the target stimulus and the main stimulus (9 levels: 0°、4°、8°、12°、
16°、20°、24°、28°、32°) (Figure 1). Participants’ behavioral responses were automatically recorded by the computer, and their eye-movement data
were tracked by an eye tracker during the whole experiment. The behavioral responses indices, response accuracy and reaction time during the task,
were analyzed by mixed design ANOVA. For eye-movement data, several areas of interest (AOIs) in the stimulus picture were firstly divided: Central
AOI where the target stimulus was placed; main AOI where the main stimulus was placed; peripheral AOI where other distractions were placed. Then
various eye-movement indices including the fixations, durations of fixation and saccade paths, intra and inter-AOI (s) we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between ASD and TD.
The study found that only under the task difficulty level of 4° gap between target stimulus and main stimulus, was the accuracy of visual search
task in the ASD group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TD group (t (1,32) = 2.59, p < .05, ηp 2 = .17) (Fig. 3). Further eye-movement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less regression count on central AOI (t (1,26) = -3.77, p < .005, d = 1.28), less percentage of the fixation duration on left AOIs (t (1,26) = -5.49, p
< .05, d = 2.03) and less fixation duration on main and peripheral AOIs (t (1,26) = -2.13, p < .05, d = .86) had been found in the ASD group during the
visual search task (Table 1). Furthermore, ASD group tended to have the right-side lateralization fixation during the visual search task compared with
TD group (χ 2 (4) = 2.17, p < .005, d = .91).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children with ASD only showed superior performance in visual search tasks if the task difficulty was sufficiently high
and that the superiority in ASD in the visual search task might come from enhanced perceptual sensitivity to interference stimulation during visual
searching.
Key words visual search, superiority, autism, eye-mov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