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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空间视角转换是从他人视角表征空间关系的能力。本文根据 Flavell 对空间视角转换能力分出的两个水平，把以往研究的研
究方法分为 6 类：考察一级视角转换能力的可见性任务、数量判断，以及考察二级视角转换能力的识别任务、方向判断、地图巡航、
数量判断。随后总结出三种相应的空间视角转换研究的加工理论：，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选取适合的实验任务、开展多
个物体的视角转换研究、更多采用虚拟现实呈现刺激材料这 3 点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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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设想一下：对面的朋友要把一个物品递给你，

他说“用左手接住”，对你和他来说，从哪一方视
角来看“左”的概念是不同的，需要进行换位思
考才能顺利表达目的和完成协作。这种变化想象
视角的过程就是空间视角转换（spatial perspectivetaking），指的是在没有发生物体和自身的真实位置
变化的状态下，通过空间知觉信息，形成从他人视
角的空间关系表征，以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应行为的
能力。这种空间关系的推理能力在人与人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中是必要的，是人类进化的重要基础之一
（Surtees, Apperly, & Samson, 2013a）。
研究者常用视角转换任务作为检验社会认知
发展和空间表征规律的一种方法。当前视角转换
的研究涉及了视空间认知、感觉运动表征、语言
概念形成、信念推理等广泛领域（Creem-Regehr,
Gagnon, Geuss, & Stefanucci, 2013; Lopez, Falconer,
Deroualle, & Mast, 2015; Pearson, Ropar, & De C
Hamilton, 2013）。现今，国内已有以下三类的综述：
社会观点采择的视角转换综述（赵显，刘力，张笑
笑，向振东，付洪岭，2012），视觉观点采择的发

感觉运动信息

展研究的综述（赵婧，王璐，苏彦捷，2010），以
及对视角转换和心理旋转分离的综述（赵杨柯，钱
秀莹，2010）。观点采择可以分为社会观点采择和
视觉观点采择。其中社会观点采择指的是个体能否
从他人所处情境出发想象或推测他人的观点、态度
和行为；赵婧等人的综述从发展的角度对视觉观点
采择进行探讨，视觉观点采择关注个体对他人视知
觉信息的认知，包含了本文所述的空间视角转换。
赵杨柯等人是从参考系的角度把视觉观点采择分为
自我中心视角转换和基于物体空间转换，更进一步
对其神经机制进行探讨。目前还缺乏对空间认知取
向的视角转换（以下简称视角转换）行为研究的研
究方法和加工理论的整理。
2017 年 1 月， 经 过 在 知 网、Google scholar、
Springer link、Elsevier 等国内外知名数据库中，以
“spatial perspective-taking”、“视角转换”等关键
词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筛选剩下较有代表性的相
关文献 43 篇，大量的研究探讨了空间视角转换过程
中的规律和机制，其繁多的任务和范式在结果和解
释上存在一些分歧。本文将从空间视角转换的研究
范式和相关的加工机制的理论两个方面，来对空间
视角转换行为研究的现状进行介绍。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671146）和载人航天第四批预先研究基金项目（030602）的资助。
** 通讯作者：葛列众。E-mail:0816211@zju.edu.com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80238

张越等 ： 基于空间的一级和二级视角转换的行为研究及理论综述

２ 空间视角转换的研究内容
Flavell（1977）按照发展的顺序把视角转换能
力分为一级视角转换能力和二级视角转换能力两个
水平。其中一级视角转换能力是理解他人未必看得
到自己眼中的事物的能力；而二级视角转换是理解
他人所见与自己看到的不同的能力。根据不同的研
究问题和目的，研究者们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实验任
务。
２.１ 一级视角转换能力研究
一级视角转换研究任务类型可归为可见性任务
和数量判断二类。
２.１.１ 可见性任务
可见性任务要求被试回答从他人视角观察能否
看到目标。如让儿童在成人面前藏东西（McGuigan
& Doherty, 2002），或帮助成人找到遮挡物后面的
目标物品（Moll & Tomasello, 2006）。通过这样的
实验方法，研究者发现 2 岁的儿童就具备一级视角
转换能力。
成人研究中，常加入挡板、被试坐姿和距离等
因素探讨视角转换的特点。结果发现一级视角转换
判断的绩效只和挡板位置有关（Michelon & Zacks,
2006），而且一级视角转换不受被试身体姿势的影
响（Kessler & Rutherford, 2010）。但这种能力会受
到虚拟人和物体之间距离的影响，即距离近时反应
更快（Surtees, Apperly, & Samson, 2013a）。
２.１.２ 数量判断
该任务要求被试判断，自身视角和虚拟人看
到的目标物体数量是否相同。这类研究发现自身
视角绩效总是好于虚拟人视角（Qureshi, Apperly, &
Samson, 2010; Samson, Apperly, Braithwaite, Andrews,
& Bodley Scott, 2010）也就是说当被试视角和虚拟人
视角可见数量不一致时，被试从虚拟人视角判断的
反应时更长、错误率更高。不同年龄的儿童和成人
都有较一致的结果（Surtees & Apperly, 2012）。
可见性任务在儿童中施测时不会受到儿童言语
能力发展的限制，能够较为准确地测量儿童的视角
转换能力发展关键期。数量判断则需要被试有数量
关系的概念才能完成任务，可以测量更高层次的空
间推理能力。
２.２ 二级视角转换能力研究
二级视角转换任务类型可归为：识别任务、方
向判断任务、地图巡航、数量判断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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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识别任务
该任务要求被试观看一些物体阵列想象不同位
置时会看到的场景后进行选择。皮亚杰的三山实
验是最早用识别任务考察二级视角转换能力的研究
（Piaget & Inhelder, 1956）。后来研究者增加了场景
的复杂程度还编制出测试视角转换能力的 3D 场景
测验（the pictures test）（Hegarty & Waller, 2004）。
近年，研究者还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此范式的虚
拟场景来测试被试的二级视角转换能力（如 Freina,
Bottino, Tavella, & Dagnino, 2016）。
２.２.２ 方向判断任务
该任务要求被试对物体的位置进行方向判断。
根据不同的材料和反应方式，分为三类任务：指向
任务、左右判断、异同判断。
（1）指向任务：该任务的典型范式是给被试
呈现一个由多个位于不同位置的物体组成实景或虚
拟场景，让被试想象自己站在 A 物体处朝向 B 物
体，判断 C 处物体与想象朝向间的角度关系（May,
2004; Wang, 2005; Watanabe, 2011）。Hegarty 等人最
终将这一研究范式改编为一种平面图形式的视角转
换能力测验（object perspective test）。指向任务研
究结果普遍发现被试在完成这类任务时会旋转自身
参照系，旋转的角度（即想象朝向和被试自身视角
间的角度差）越大成绩越差。
（2）左右判断：这类任务要求被试对目标的相
对方位做出判断，可以分为自身转换任务和虚拟人
场景任务两类。
自 身 转 换 任 务（own-body transformation task,
OBT）需要被试判断程序中的人体图片被标记的
手是左手还是右手，或者所持的目标物品在哪只
手（Gardner & Potts, 2011; Van Elk & Blanke, 2014;
Zacks, Mires, Tversky, & Hazeltine, 2000; Zacks &
Tversky, 2005）。这些研究普遍发现背向人物反应
时快于面向人物。Van Elk 和 Blanke（2004）让被试
坐于可旋转的座椅上，用 3D 场景呈现刺激物，发
现当想象的自我旋转方向和被试真实的旋转方向一
致时反应速度加快，说明外源性的本体感觉信息促
进了视角转换。
虚拟人场景任务（avatar-in-scene task, AIS）通
常会呈现虚拟人和放置有物体的桌面，被试需要判
断目标物体在虚拟人的左侧还是右侧
（徐阵雁，
张达，
苏彦捷，2014; Kessler & Rutherford, 2010; Zwickel &
Müller, 2013）。这些研究普遍发现被试的反应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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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率会随着虚拟人和被试视角间的角度差增大而
增大。还有研究用箭头、星号、空椅子等代替虚拟
人表示想象视角方向，结果发现角度差 - 反应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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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度差是一个常见的影响因素。

３ 视角转换的理论

总体趋势不变但被试反应时变长（Keehner, Guerin,

根据上述研究内容，研究者针对被试在一级视

Turk, Miller, & Hegarty, 2006; Kessler & Thomson,

角转换和二级视角转换这两种不同水平的视角转换

2010; Michelon & Zacks, 2006）。

能力的表现分别提出了一些理论。

虚拟人场景任务中的目标位于虚拟人视野内，

一级视角转换只需要判断他人能否看到自己看

而自身转换任务的目标是直接在人物手上。两种任

到的物体，因此研究者普遍认为，这种判断依据的

务都需要被试直接判断目标相对于人物的位置关系，

是视线连线或者追踪（line-of-sight tracing）的加工

其结果均受到想象的虚拟人的视角角度的影响，虚

策 略（Michelon & Zacks, 2006; Surtees et al., 2013a;

拟人视角和被试真实视角差异越大，绩效越差。

Warreyn, Roeyers, Oelbrandt, & De Groote, 2005），即

（3）异同判断：比较两张不同旋转角度的人体
图片是否是同一个图片（Yu & Zacks, 2010; Zacks et

被试根据虚拟人的视线是否能够连接目标物体来判
断目标是否可见。

al., 2000; Zacks & Tversky, 2005）。结果普遍发现反

二级视角转换需要判断他人视角下看到的物体

应时随人体图片旋转角度增大而增大。这是因为，

所在的相对位置，使用方向判断、地图巡航等研究

被试更倾向于旋转人体图片来完成任务（Zacks &

任务发现，其中的心理过程存在以下两个特点：①

Tversky, 2005）。

角度差效应：被试真实视角和想象视角间的角度差

２.２.３ 地图巡航

越大，反应时越长，正确率越低；②背向优势效应：

地图巡航任务是让被试想象自身在某个场景中

背向人物条件下被试反应都快于面向人物。为了解

巡航（模拟行走），并统计的任务完成时间和正确

释这 2 个特点，研究者提出以下 3 种假设。

率 等。map-reading（money road map test） 测 验 就

３.１ 心理空间转换假设（ment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是采用此范式（Zacks et al., 2000），该测验要求被

该假设是指，被试在进行视角转换任务时发

试在有限的时间内模拟走过地图上画好的路线，在

生了视角代入的心理转换（Kozhevnikov & Hegarty,

遇到分岔口时报告向左转还是向右转（Hegarty &

2001; Zacks et al., 2000），这种心理旋转带来的额外

Waller, 2004）。2017 年 Heyden 等人也使用了类似

消耗造成了角度差效应。

任务来研究儿童的二级视角转换能力，他们要求 8

Michelon 和 Zacks（2006）使用虚拟人场景任务

岁到 11 岁的儿童分别参照旋转 0°、90°、180°

发现被试需要通过心理旋转，使自身转换到虚拟人

的地图在实物场景模拟行走，并记录完成的时间

的位置上，而角度差效应正可以说明被试所采用的

和正确率，发现在 90°和 180°条件下，年纪大

是想象视角转换（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的策略。

的儿童正确率更高完成速度更快（Vander Heyden,

随后 Kessler 和 Thomson（2010）使用同类实验任务，

Huizinga, Raijmakers, & Jolles, 2017）。

加入被试身体朝向的变量，进一步提出，被试判断

2.2.4 数量判断

的过程是与其身体图式（body schema）密切相关的，

二级视角转换的数量判断需要回答虚拟人视角

其中身体图式是指人们的身体位置、方向以及相对

或被试自身视角下可见物体具体的数量。Vogeley 等

运动。Surtees 等人（2013b）在虚拟人场景任务中

人（2004）发现，和被试自身视角相比，虚拟人视

选用无桌面的实验材料，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角反应时更长、错误率更高。Kaiser 等人 2008 年进

在这些研究中发现反应时 - 正确率与视角角度

一步发现虚拟人视角正确率下降的程度、被试使用

差的关系并非单调线性变化，因此研究者提出进一

的策略都表现出性别差异，男性正确率更高，更倾

步的理论来完善该假设。如赵杨柯等人根据 Grush

向于选择非自我中心策略（Kaiser et al., 2008）。

（2004）提出的表征仿真理论（the emulation theory

识别任务、方向判断任务、地图巡航、数量判

of representation）把这种关系解释为，仿真模拟过程

断这四类研究，以不同的方式考察被试是否能从他

易化了小角度的视角转换任务，而角度增大后这种

人视角表征所看到的刺激物，来研究这种能力的认

易化作用消失导致了角度差曲线斜率增大
（赵杨柯，

知特点。在这些研究中，想象视角与真实视角的角

钱秀莹，2010）。为进一步探讨这种关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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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czyk（2013）使用了虚拟人场景任务结合双任务

身可能导致了刺激 - 反应的空间相容或不相容，

作业中的心理不应期（psychological refractory period,

空 间 相 容 时 的 任 务 绩 效 更 好。 空 间 相 容（spatial

PRP）范式，发现被试知觉编码刺激和中央执行功

compatibility）是指刺激的位置和正确反应的空间位

能的认知负荷随角度差增大而增加，提出了视角转

置相一致。例如 OBT 任务中，反应位置如果于被试

换任务中旋转小角度和大角度任务涉及不同的加工

自身位置在同侧，就是空间相容。而空间相容导致

过程。随后，徐阵雁等人（2014）在此研究基础上

背向人物条件下被试反应时更短。AIS 任务中，虚

进一步提出了“旋转 - 回位”的假设，他们认为被

拟人围绕屏幕中心改变位置，这种任务的空间相容

试在进行一系列视角转换时，在完成上一次视角转

性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性：一方面具有潜在独立的

换任务后，这个任务所引发的视角表征旋转会有一

空间相容性（Simon 效应），指刺激出现的位置作

个回位的过程，即旋转至他人视角后被试的视角表

为一种无关属性会对任务判断的相关属性加工产生

征将缓慢向自身方向回位。也就是说，连续两次旋

影响；另一方面则与 OBT 任务类似，即虚拟人旋转

转角度越相近反应时越短。

角度为 0°（背向）空间相容性最大，180°（面向）

３.２

空间不相容性最大，不同角度下具有不同等级的相

感 觉 运 动 信 息 的 干 扰 假 设（sensorimotor

interference hypothesis）

容性效应。

该假设认为，被试在执行视角转换任务时，感

近几十年，研究者操纵不同的条件探讨空间相

觉运动信息的干扰产生的空间冲突是角度差效应产

容对视角转换任务绩效的影响。Parsons（1987）、

生的原因。感觉运动信息指的是感觉和运动时的身

Gardner 和 Potts（2011）都发现相比操作反应，口

体经验。空间冲突指的是本体和想象状态的差异，

头报告的方式会削弱空间相容效应即背向优势变小。

这些差异分为两种（May, 2004）：①物体方位差异

如果让被试对图片中的人物做镜像反应、呈现倒置

（object direction disparity, ODD），是想象视角和真

的人物图片或让被试交叉双臂后进行按键反应，都

实视角间的差异；②头部朝向差异（head direction

会削弱背向优势甚至使之转为面向优势，即反转了

disparity, HDD），是观察者真实朝向和想象朝向的

空间相容效应（Arzy, Thut, Mohr, Michel, & Blanke,

差异。

2006; Gardner & Potts, 2011; Jola & Mast, 2005; May &

研究者使用指向任务发现改变面部朝向的旋转

Wendt, 2013）。

任务反应时更长，错误率更高，并且表现出了角度

前两种假设的分歧主要在于自我中心转换加工

差效应，改变面部朝向的任务引发了更大的空间冲

消耗的来源，心理空间转换假设认为这种消耗来自

突（May, 2004）。

于想象自身旋转的过程，感觉运动干扰假设则认为

此外 May 在指向任务中改变想象视角位置信

消耗的实质是空间冲突。空间相容效应假设则从刺

息的时间间隔（SOA）再给出目标信息的方法发现

激 - 反应的空间位置属性出发，提出空间相容或者

角度差效应不会随着 SOA 的增加而减少，此结果

不相容对任务绩效的影响。

不符合心理空间转换假设，所以他把角度差效应归
因于在感觉运动信息的干扰产生的空间冲突（May,

４ 总结和展望

2004）。Wang（2005）进一步发现提前给出视角

空间视角转换研究揭示了人类空间推理能力的

位置后有无 SOA 对反应时和正确率变化模式没有

发展和认知规律。研究者使用了众多任务范式分别

影响，其结果也支持感觉运动干扰假设。之后 May

对视角转换能力的两个水平的能力进行研究，相比

继续用该任务并结合记忆范式发现测试环境与学习

于一级视角转换的实验任务，二级视角转换任务更

环境不同时，被试的表现更好，说明实际物理方向

加多样化。由于儿童的认知和语言发展的限制，实

的感觉运动信息减弱时，被试能更好地进行想象视

景材料的识别任务和可见性任务因任务难度较低，

角，这一结论为该假设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May,

且易于儿童理解，常用于考察儿童视角转换能力发

2007）。

展的关键期，属于质性判断；地图测试能够对被试

３.３

空间相容效应假设（spatial compatibility effects

hypothesis）
该 假 设 认 为 使 用 左 右 判 断 任 务 时， 任 务 本

的巡航能力进行测试，因此对该行为有更好的预测
力和生态效度；数量判断的研究结果直接反映真实
视角和想象视角间的相互抑制干扰；方向判断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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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用的实验任务，这类任务中角度差效应和背向
优势得到了大量的重复和讨论。
现有理论对二级视角转换中的一些加工机制的
解释并未形成定论。方向判断、地图巡航等任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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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ng spatial perspective taking to the perception of other's affordances:
Providing a foundation for predicting the future behavior of others. Frontier

Human Neuroscience, 7, 596.
Flavell, J. H. (1977).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about visual perception.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25, 43-76.

式研究中发现，被试绩效受到想象的他人视角与自

Freina, L., Bottino, R., Tavella, M., & Dagnino, F. (2016). Immersion’s impact

身真实视角差异和身体图式的影响。针对这些特点，

on performance in a spatial reasoning task. In R. Bottino, J. Jeuring, & R. C.

心理空间转换假设认为，被试在进行视角转换时会
旋转自身视角到想象视角对目标进行判断，所以旋
转角度越大，反应时越长、错误率越高；感觉运动
信息干扰假设则把角度差效应归因于本体感觉运动
信息的干扰，认为这种干扰导致了角度差效应；空
间相容效应假设基于刺激与反应的空间属性之间的
关系，解释了左右判断任务中刺激和反应在同侧时
绩效好于不同侧的原因，但这种假设只能解释左右
判断范式的结果。
未来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改进点：
（1）正如 May 等人（2013）指出，左右判断
任务存在难以分离空间不相容和心理转换消耗的问

Veltkamp (Eds.),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GALA

2016, (pp. 211-220).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Gardner, M. R., & Potts, R. (2011). Domain general mechanisms account for
imagined transformations of whole body perspective. Acta Psychologica,

137(3), 371-381.
Grush, R. (2004). The emulation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 Motor control, imagery,
and percep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7, 377-396
Hegarty, M., & Waller, D. (2004). A dissociation between mental rotation and
perspective-taking spatial abilities. Intelligence, 32(2) , 175-191.
Janczyk, M. (2013). Level 2 perspective taking entails two processes: Evidence
from prp experim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39(6), 1878-1887.
Jola, C., & Mast, F. W. (2005). Mental object rotation and egocentric body
transformation: Two dissociable processes? Spatial Cognition and

Computation, 5(2-3) , 217-237.

题，应该改用一些异同判断、识别迫选、物体命名

Kaiser, S., Walther, S., Nennig, E., Kronmüller, K., Mundt, C., Weisbrod, M., et

或数量判断之类的任务。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多

al. (2008). Gender-specific strategy use and neural correlates in a spatial

考虑哪些任务能够准确地考察视角转换能力。
（2）现有的视角转换实验任务都是要求被试从
想象视角对单个目标物体进行相对位置判断，涉及
的仅是身 - 物关系，还缺乏对物 - 物关系的讨论，

perspective taking task. Neuropsychologia, 46(10), 2524-2531.
Keehner, M., Guerin, S. A., Miller, M. B., Turk, D. J., & Hegarty, M. (2006).
Modulation of neural activity by angle of rotation during imagined spatial
transformations. NeuroImage, 33(1), 391-398.
Kessler, K., & Rutherford, H. (2010). The two forms of visuo-spatial perspective

可以开展从想象视角对多个物体之间相对位置判断

taking are differently embodied and subserve different spatial prepositions.

的研究，更契合实际情境。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 , 213.

（3）以往研究中多使用实景和计算机呈现的静
态材料，实景材料易于被试理解实验要求，但不适
用于收集实时的知觉表征的量化反应；而计算机呈

Kessler, K., & Thomson, L. A. (2010). The embodied nature of spatial perspective
taking: Embodied transformation versus sensorimotor interference. Cognition,

114(1), 72-88.
Kozhevnikov, M., & Hegarty, M. (2001). A dissociation between object

现图片刺激易于重复和标准化实施，但是其外部效

manipulation spatial ability and spatial orientation ability. Memory and

度未经评估。建议将来可以更多采用虚拟现实呈现

Cognition, 29(5), 745.

的方式，综合两种材料的优点，提高研究的生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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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1 and Level-2 Spatial Perspective Taking:
An Overview of Behavioral Research and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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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atial perspective taking (SPT) is an ability to mentally adopt and represent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from the other’s viewpoints. The

purpose of this literature is to review SPT related studies and to summarize the relevant theories based on two levels of perspective taking defined by
Flavell (1977).
(1) For the studies of Level-1 perspective taking, this review divides previous research paradigms into 2 categories: visibility judgment task, quantity
judgment task.
Visibility task requires participants to judge whether the target is visible for another person. Quantity judgment task asks participants to compare
the quantity of targets from their own perspective and the avatar’s, and then judge whether they are the same.
(2) For Level-2 perspective taking, this review divides previous research paradigms into 4 categories: recognition task, direction judgment task,
map navigation task, quantity judgment task.
Recognition task needs participants to imagine a scene at another observer’s position. Direction judgment has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tasks:
pointing task (judgments of relative direction), laterality judgment task, same or different task. Map navigation task demands participants to mentally
navigate in a planned map. The quantity judgment task needs participants to answer the quantity of the visible items from avatar’s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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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his literature concludes several theories to explain findings on spatial perspective taking.
For Level-1 perspective taking, researchers claim that participants would use line-of-sight tracing strategy to perform judgments about the
visibility of the target. However, it is not clear how people complete Level-2 perspective taking tasks. Several studies using direction judgment tasks
and map navigation tasks find that the behavioral performance patterns of Level-2 perspective taking have 2 characteristics: the angular disparity effect,
and the back-facing advantage. To explain these effects, the researchers produce three kinds of hypothesis: ment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hypothesis,
sensorimotor interference hypothesis, spatial compatibility effects hypothesis.
(1) Ment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hypothesis states that people imagine themselves to transform to a new position, the additional transformation
cost results in the angular disparity effect and back-facing advantage.
(2) Sensorimotor interference hypothesis states that the angular disparity effect is due to a conflict of sensorimotor codes, the conflict occurs
when the observer’s real direction and imagine directions are incompatible.
(3) Spatial compatibility effects hypothesis indicates that spatial incompatibility may contribute to angular disparity effect and backfacing advantage. Spatial compatibility indicates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target objects and the response key is congruent. On the contrary, spatial
incompatibility indicates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target objects and the response key is incongruent. Response time is shorter at spatial compatibility
trails.
At last, this review comes up with 3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Firs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sider which kinds of experiment tasks could
accurately examine spatial perspective taking. Secon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representation between multiple objects
relative to the observer and another person. Finall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dopt more virtual reality presentation format to present experiment stimuli
materials.
Key words Level-1 perspective taking, Level-2 perspective taking, spatial cognition, spatial judgment, sensorimotor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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