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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部件在群体注意方向判断中的作用*
杨海波 1,2 马 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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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面孔部件（眼睛和鼻子）在个体和群体注意方向判断中的作用。实验 1 使用不同数量面孔的图片，要求报告群体或个
体的注意方向。结果发现，多面孔条件下对群体注意方向估计的准确性高于单面孔条件。实验 2 采用眼动技术，探讨眼睛和鼻子
在判断其注意方向时注视的空间与时间分布特征。结果发现，基于单张面孔判断时，对鼻子的总注视时间长于眼睛；基于多张面
孔判断时，对眼睛和鼻子的总注视时间没有差异。整个研究表明，知觉个体注意主要依赖鼻子，知觉群体注意依赖眼睛和鼻子。
关键词 群体注意 整体编码 眼动追踪

１

引言
社会交往中，人们常常利用面孔部件（眼睛、

鼻子等）信息快速辨别他人的注意方向 (Langton,
Watt, & Bruce, 2000)。 研 究 发 现， 面 孔 上 的 眼 睛
（Itier & Batty, 2009）、 鼻 子（Langton, Honeyman,
& Tessler, 2004）， 以 及 头 的 轮 廓（Kluttz, Mayes,
West, & Kerby, 2009）都是表征注意方向的重要线索。
有研究表明，与判断个体注意方向相比，利用面孔
部件信息辨别群体注意方向更加快速有效（Sweeny
& Whitney, 2014），这是由于视觉系统使用整体编
码加工方式精确地知觉群体的平均注意方向（Maule
& Franklin, 2015）。整体编码指将群体中多个成员
的信息进行整合，形成代表群体特性的、概括性的
表征，从而引导人们的注意方向 (Sweeny & Whitney,
2014)。
Sweeny 和 Whitney（2014）以正立和倒置面孔
为实验材料，探究知觉群体注意方向时，整体编码
与面孔部件的整体性的关系。研究采用平均朝向任
务（orientation averaging task），要求被试估计群体
面孔的注意方向。结果发现，倒置面孔条件下对群
体注意方向估计的精确性低于正立面孔条件。由于
倒置面孔减弱了面孔部件的整体性，因此群体注意
的整体编码加工依赖于面孔部件（眼睛和鼻子）信
息的整体表征，但对不同面孔部件的依赖程度并不

清楚。
以单张面孔为材料的研究表明，知觉个体注意
方向基于面孔部件（眼睛、鼻子和头的轮廓）的整
体表征（汪亚珉 , 黄雅梅 , 2011），鼻子信息在整体
表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王乾东 , 胡超，傅根跃，
2013）。探究对个体注意的知觉加工过程，发现早
期知觉阶段，对眼睛和头的轮廓进行表征；晚期整
合阶段，鼻子信息对注意方向的表征起修正的作用
（Kluttz et al., 2009）。
但是群体注意的整体编码不同于个体注意的整
体表征。群体注意是多个单张面孔信息的整合，但
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集合，因此面孔部件在群体面孔
中是否会表现出和单张面孔同样的加工模式呢？以
往研究只是从行为结果上得出整体编码依赖于眼睛
和 鼻 子 的 整 体 表 征（Sweeny & Whitney, 2014），
但目前关于面孔部件在群体注意判断中的重要程度
及加工过程还没有一致结论（鲁上 , 刘烨 , 傅小兰 ,
2013）。因此，探究面孔部件的表征过程有助于了
解群体注意信息编码过程的规律，揭示面孔部件在
群体注意判断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体编码
机制的研究进行补充。
通过眼动追踪技术可以探明，个体在知觉群体
注意时，不同面孔部件在不同阶段的加工方式。
对不同眼动指标的分析更能细致地反映面孔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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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时间进程规律 (Hayward et al.,

用 Autodesk Maya 2014 x32 软件按照真实头的比例

2013)。研究者往往利用首次注视到达时间和首次注

构建头部三维模型。（2）操作模型，保持眼睛注视

视时间，探究早期阶段对刺激的注意觉察特点（王

正前方，分别将头相对竖直轴水平向左、向右旋转

福兴 , 李文静 , 颜志强 , 段朝辉 , 李卉 , 2015），并

4°、8°，截图保存。保持头朝向正前方，分别将

结合总注视时间考察整个加工过程的认知策略（王

瞳孔相对竖直轴水平向左、向右旋转 5°、15°，

乾东等，2013）。

截图保存。生成 8 幅图片：瞳孔 0°头旋转 -4°、-8°、

综上，本研究通过比较个体利用面孔部件判断

4°、8°，头 0°瞳孔旋转 -5°、-15°、5°、15°

注意方向时，眼睛和鼻子区域的注视分布特点，考

（向左旋转记为“-”，向右旋转记为正）。（3）用

察眼睛和鼻子在知觉个体和群体注意方向中的作用。

Photoshop 5.0 将 8 幅图片进行融合，生成 16 张含有

实验 1 探讨群体注意的整体编码加工，研究假设（1）

不同头部朝向和眼睛注视方向的模版图片。（4）从

估计群体注意方向时，基于多张面孔估计的差异小

这 16 张模板图片中选取 4 张不重复面孔图片组成群

于基于单张面孔估计的差异。
实验 2 在实验 1 基础上，

体图片（如图 1d），共生成 4 张群体图片。从群体

进一步通过眼动记录技术探究知觉群体注意的加工

图片中随机选取 3 张、2 张或 1 张面孔组成该群体

过程，由于知觉群体面孔主要依赖眼睛注视和鼻子

的子群体图片（如图 1a，b，c）。共生成 4 张群体

朝向线索的整体表征，因此提出假设：（2）眼睛区

图片和 12 张子群体图片。

域和鼻子区域在总注视时间、首次注视时间及首次

另外制作 3 张标尺图片：（1）不旋转标尺图片，

注视概率等眼动指标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异。同时，

包含 2 张面孔：头 0°（无瞳孔），瞳孔 0°（头

由于知觉个体面孔主要依赖鼻子朝向线索，因此提

0°）；（2）瞳孔旋转标尺图片，包含 8 张面孔：

出假设：（3）鼻子区域的总注视时间、首次注视时

头 0°，瞳孔 ±5°、±10°、±15°、±20°；（3）

间及首次注视概率都高于眼睛区域。

头旋转标尺图片，包含 8 张面孔：无瞳孔信息，头

２ 实验 １：基于面孔部件判断群体注意的方
式
２.１

将面孔图片都调成白色背景，1024×768 像素，
单个面孔宽 145.7 像素，3.78 厘米，6.73°视角，高
92.1 像素，2.44 厘米，8.88°视角。调整图片的亮

方法

２.１.１

±5°、±10°、±15°、±20°。

被试

度和对比度，平衡面孔位置，然后用于正式实验中。

随机招募天 津 某 大 学 本 科 生 30 名（男 10 女
20），平均年龄 21.5 岁。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无色盲、色弱。

２.１.３

实验设计

单因素（面孔数量：1、2、3、4）完全被试内设计。
因变量为注意方向的判断差异及差异的标准差，计
算方法如下：（1）判断差异等于估计值减去标准值。
估计值等于被试主观报告的结果。通过材料评定，
得出单张面孔注意方向的评定值。标准值等于群体
所包含的 4 张面孔的评定值的算术平均数。（2）判
断差异的标准差等于上述计算出的每个被试每种条
件下所有试次的判断差异的标准差。
本研究采用判断差异及判断差异的标准差作为
因变量，原因如下。首先，判断差异能够较好地测
量估计的精确性，反映主观报告的集中趋势。判断
差异的标准差能够较好地测量被试报告差异的稳定
性，反映主观报告差异的离散程度。结合这两个因
变量指标，能更好地判断被试估计的精确性。

图１

２.１.２

实验材料举例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为 16 张面孔图片。制作过程如下：（1）

２.１.４ 实验设备
联想笔记本电脑，酷睿 i3 处理器，14.1 英寸
显示器，分辨率 1366×768 像素，刷新率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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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7 操作系统，AMD Radeon HD 6300M 独立

4°，8°）×4（眼睛：-5°，-15°，5°，15°）

显卡。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如图 2 所示。眼睛的主效应显著，

２.１.５ 实验程序

F (3, 21)=28.11，p ＜ .001，η 2=.80。头的主效应显著，
F (3, 21)=5.48，p ＜ .01，η 2=.44。头和眼睛的交互
作用不显著，F (9, 63)=1.23，p ＞ .05。结果表明，
头部朝向和眼睛注视都会对注意方向的知觉产生影
响。
（2）判断结果
对不同数量面孔的判断差异进行单因素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面孔数的主效应显著，
F (3, 87)=3.71，p ＜ .05，η 2=.11。进一步分析发现，
2 张面孔条件下，判断差异显著小于 1 张、3 张面孔
的判断差异。结果表明 2 张面孔条件下，对群体注
意方向判断的差异较小，精确性高。
对判断差异的标准差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结果表明：面孔数的主效应不显著，F (3,
87)=1.54，p ＞ .05。
２.３ 讨论
实验 1 结果表明，眼睛注视和头部朝向都会影
响被试对注意方向的判断。2 张面孔条件下对群体
注意方向判断的差异最小，表明面孔数量为 4 的群
体，整合群体中的 2 张面孔对群体注意方向进行估
计，整体编码的有效样本量是 2，这与前人的研究
是 一 致 的（Dakin, Bex, Cass, & Watt, 2009; Sweeny
& Whitney, 2014）。人们在知觉数量为 n 的群体的
特性时，加工的有效样本量是的 √n（Dakin, 2001,
2002）。单张面孔条件下，对注意方向估计的差异
最大；而多张面孔条件下对群体注意方向判断的差
异较小。实验结果表明，知觉群体注意使用整体编
码加工。
但对于整体编码加工的具体过程并不清楚。那
么眼睛和鼻子在知觉群体注意的过程中分别起了什

（1）材料评定
另外找 8 名不参与正式实验的被试进行材料评
定。程序如下：（1）呈现 3 张标尺图片，让被试熟
悉旋转角度，大概 5 分钟；（2）呈现 16 张含有单
张面孔的图片，让被试口头报告知觉到的度数，主
试记录，然后按空格键继续。
（2）正式实验
采用 E-prime 2.0 编程，程序如下：（1）在屏
幕中央呈现注视点“+”，持续 800ms；（2）随机
呈现实验图片，持续 1000ms；（3）呈现空白屏，
让被试口头报告知觉到的度数，主试记录，然后按
空格键继续。16 张实验图片，重复 6 次，共 96 个
试次。
２.２

结果
（1）评定结果

图２

面孔注意方向的主观评定

对不同面孔数的判断角度进行 4（头：-4°，-8°，

图３

不同数量面孔的主观判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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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作用？群体和个体注意方向判断中的知觉模式是
否相同？实验 2 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３ 实验 ２：基于面孔部件判断群体注意过程
的眼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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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分析。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
首次注视到达时间。面孔数的主效应显著 F (3,
75)=30.11，p ＜ .001，η 2=.55；兴趣区的主效应显
著，F (1, 25)=18.24，p ＜ .001，η 2=.42； 面 孔 数 和
兴趣区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3, 75)=1.77，p ＞ .05。

３.１ 方法

进一步分析发现，鼻子区域的首次注视到达时间显

３.１.１

著短于眼睛区域。单张面孔条件的首次注视到达时

被试

随机招募天 津 某 大 学 34 名 本 科 生（ 男 13 女
21），平均年龄 22.5 岁。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间分别显著低于 2 张、3 张、4 张面孔条件。
首 次 注 视 时 间。 面 孔 数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F (3,

无色盲、色弱。

75)=15.39，p ＜ .001，η 2=.38；兴趣区的主效应不

３.１.２

显著，F (1, 25)=3.36，p ＞ .05；面孔数和兴趣区的

实验设计

4（面孔数量：1、2、3、4）×2（面孔部件：眼睛、

交互作用显著，F (3, 75)=6.91，p ＜ .001，η 2=.22。

鼻子）完全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四种眼动指标（闫

进一步分析发现，单张面孔条件下，鼻子区域的首

国利等 , 2013）：首次注视到达时间 (elapse time of

次注视时间显著长于眼睛区域。多张面孔条件下差

first fixation to AOI)：指从刺激呈现到第一次进入兴

异都不显著。分析鼻子区域，单张面孔条件的首次

趣区之前的时间，时间越短表明该兴趣区越能捕获

注视时间显著长于 2 张、3 张和 4 张面孔条件。

注意。首次注视时间 (first fixation duration)：指首次

首次注视概率。面孔数的主效应显著 F (3, 75)=

通过兴趣区的首个注视点的注视时间，能够反映加

6.96，p ＜ .001，η 2=.22；兴趣区的主效应显著，

工的早期阶段的特征，时间越长表明该兴趣区的信

F (1, 25)=5.05，p ＜ .05，η 2=.17； 面 孔 数 和 兴 趣
区 的 交 互 作 用 显 著，F (3, 75)=13.34，p ＜ .001，
η 2=.35。进一步分析发现，单张面孔条件下，鼻子
区域的首次注视概率显著高于眼睛区域；2 张和 4
张面孔条件下，眼睛区域的首次注视概率显著高于
鼻子区域。
总 注 视 时 间。 面 孔 数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F (3,7
5)=23.35，p ＜ .001，η 2=.48；兴趣区的主效应不显著，
F (1, 25)=.04，p ＞ .05；面孔数和兴趣区的交互作用
显 著，F (3, 75)=5.75，p ＜ .01，η 2=.18。 进 一 步 分
析发现，单张面孔条件下，鼻子区域的总注视时间
显著长于眼睛区域，
多张面孔条件下差异都不显著。
分析眼睛区域，单张面孔条件的总注视时间显著长
于 4 张面孔条件。分析鼻子区域，单张面孔条件的
总注视时间显著长于 2 张、3 张、4 张面孔条件。
３.３ 讨论
实验 2 结果发现，各种面孔数量条件下，眼睛
区域的首次注视到达时间长于鼻子，说明被试都是
先注视鼻子区域，然后再注视眼睛区域。单张面孔
条件下，鼻子区域表现出比眼睛区域更长的首次注
视时间和总注视时间，更高的首次注视概率。多张
面孔条件下，鼻子区域和眼睛区域都表现出相同的
首次注视时间和总注视时间，但是 2 张和 4 张面孔
条件下的眼睛区域表现出更高的首次注视概率。和
单张面孔相比，多张面孔条件下鼻子区域表现出更

息对早期加工越重要。首次注视概率（percentage of
first fixation）：指首次注视落在兴趣区的比例，值
越高表示该兴趣区在早期加工中被较多地关注。总
注视时间（total fixation duration）：指兴趣区内所有
注视点的注视时间的总和，反映该兴趣区加工的整
体加工的特点，值越高表示该兴趣区的信息对任务
完成越重要。
３.１.３

实验设备

实验仪器为 SMI RED250 型桌面式眼动仪，双
眼采集，采样率为 250Hz，追踪误差小于 1°视角，
显示器屏幕 22 英寸，分辨率为 1024×768 像素，刷
新率为 60Hz，被试距离屏幕 57~60cm。
３.１.４

实验材料及程序

实验材料及程序同实验 1。实验开始前先对被
试进行眼部 9 点校准，然后阅读指导语并按空格键
开始实验。
３.２

结果
按照以下标准筛选被试：（1）剔除追踪率 90%

以下、注视漂移 1 度以上以及报告异常的被试，共
8 名，得到有效被试 26 名。（2）剔除 3 个标准差
以外的数据，占总数据的 1.2%。
本实验选取的兴趣区是双眼和鼻子区域。对双
眼和鼻子区域的面积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差异不显
著。因此直接选用注视时间和注视点个数的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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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面孔数量条件下眼睛和鼻子区域的眼动指标

短的首次注视时间和总注视时间。实验结果表明，

人加工本族面孔和异族面孔的差异。发现观看本族

判断个体注意方向和群体注意方向的眼动模式不同。

面孔时，成人倾向于使用整体加工策略，更加关注

４

总讨论

４.１ 注意判断过程中的面孔部件加工方式

鼻子。而西方被试在进行面孔知觉时，更加关注面
孔的眼睛和嘴巴部分。
在知觉群体注意方向的早期加工阶段，对鼻子

本研究考察了知觉群体注意的不同加工阶段中

和眼睛区域信息加工的难易程度是一样的，首次注

面孔部件表征的特点，以及和个体注意之间加工方

视时间没有差异。
结合首次注视概率眼动指标表明，

式的差异。首次注视到达时间表明，不管呈现几张

在加工的早期阶段，更加关注眼睛信息。这和以往

面孔，被试总是先关注鼻子区域，然后再关注眼睛

的研究是一致的，眼睛注视是所有面孔特征中最具

区域。说明在早期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中，人们总

利用价值的信息源 (Itier & Batty, 2009)。以往研究发

是能够快速地定位到鼻子区域，觉察鼻子的信息（王

现，在判断注意方向时，眼睛区域的首次注视概率

福兴等 , 2015）。

高于其它面孔部件的首次注视概率 (Itier, Villate, &

知觉个体注意时，鼻子区域表现出比眼睛区域

Ryan, 2007)。这和眼睛的生理特性有关。由于眼睛

更长的首次注视时间。表明在早期加工阶段，对鼻

的虹膜颜色较深，深于巩膜的颜色，这种巩膜和虹

子区域信息的加工相对困难。然而鼻子区域表现出

膜颜色的高度对比有利于对注视线索的提取，促进

比眼睛区域更高的首次注视概率和更长的总注视时

对注视方向的知觉（林志成，2005）。

间，结合首次注视到达时间指标可以说明，知觉个

总注视时间眼动指标表明，在知觉群体注意方

体注意时，鼻子在早期知觉加工过程和后期的反应

向的后期反应决策阶段，眼睛和鼻子都占有较为

决策阶段中都占有比眼睛更为重要的位置。由此可

重要的位置，由此证明知觉群体面孔的注意方向主

以推出，知觉单张面孔的注意方向主要依靠鼻子朝

要依靠鼻子朝向和眼睛注视线索的整合。对不同的

向线索。
这种加工模式的形成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

面孔部件进行整合加工能够更好地知觉面部信息

由于鼻子位于整张面孔的中心，注视鼻子能够更好

（Sweeny & Whitney, 2014）。

地知觉整张面孔（樊倩 , 隋雪 , 符永川 , 2014）。其次，
也可能与文化传统有关。王乾东等（2013）探讨成

同时本研究结果表明，面孔部件在群体面孔和
个体面孔上的知觉方式不同。当知觉群体面孔时，

杨海波等 ： 面孔部件在群体注意方向判断中的作用

和个体面孔不同，被试不再以鼻子为主要线索，而
是依赖眼睛和鼻子注视线索的整合。这可能是由于
呈现面孔部件（鼻子和眼睛）的数量增多，扰乱了
鼻子的中心位置，而眼睛由于特殊的生理属性，信
息加强，因此加工模式发生了变化。这也暗示着视
觉系统对群体面孔和个体面孔有着不同的编码机制

398-405.
鲁上 , 刘烨 , 傅小兰 . (2013). 头部朝向在社会性注意转移中的作用 . 心理

科学进展 , 21(2), 211-219.
王福兴 , 李文静 , 颜志强 , 段朝辉 , 李卉 . (2015). 幼儿对威胁性刺激蛇的注
意觉察 : 来自眼动证据 . 心理学报 , 47(6), 774-786.
王乾东 , 胡超 , 傅根跃 . (2013). 幼儿面孔加工异族效应的眼动研究 . 心理

学报 , 45(2), 169-178.
汪亚珉 , 黄雅梅 . (2011). 面孔识别中的构形加工与特征加工 . 心理科学进

（Li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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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注意知觉中的整体编码加工
综合本研究的两个实验结果表明，整合群体中

多张面孔能够精确地判断群体注意方向。这和以
往 的 研 究 是 一 致 的（Sweeny & Whitney, 2014），
都支持样本策略（sampling strategy），指仅对群体
中的部分成员进行有效表征，就能精确知觉群体
的 平 均 属 性（Haberman & Whitney, 2009）。 多 数
研究者认为整体编码是以对群体中所有成员的信
息进行平行加工为基础（Chong, Joo, Emmanouil, &
Treisman, 2008）。而研究者认为样本策略并不违背
平行加工模型（Sweeny & Whitney, 2014）。Sweeny
和 Whitney（2014）将面孔图片只呈现 200ms，避

展 , 19(8), 1126-1137.
闫国利 , 熊建萍 , 藏传丽 , 余莉莉 , 崔磊 , 白学军 . (2013). 阅读研究中的主
要眼动指标评述 . 心理科学进展 , 21(4), 589-605.
Alvarez, G. A. (2011). Representing multiple objects as an ensemble enhances
visual cogni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5(3), 122-131.
Chong, S. C., Joo, S. J., Emmmanouil, T. A., & Treisman, A. (2008). Statistical
processing: Not so implausible after all.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 70(7),
1327-1334.
Dakin, S. C. (2001). Information limit on the spatial integration of local orientation
signals. Journal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A, 18(5), 1016-1026.
Dakin, S. C. (2002). Orientation integration: What gets lost during attentional
diversions?. Journal of Vision, 2(7), 456.
Dakin, S. C., Bex, P. J., Cass, J. R., & Watt, R. J. (2009). Dissociable effects of
attention and crowding on orientation averaging. Journal of Vision, 9(11), 28.
Haberrman, J., & Whitney, D. (2009). Seeing the mean: Ensemble coding for

免被试使用系列扫描策略，结果发现被试仍然能够

sets of fa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通过对群体中的部分成员进行有效表征，从而对群

Performance, 35(3), 718-734.

体注意方向进行精确判断。此外，以群体中的个
体信息表征群体特性会有较大的误差（Sweeny &
Whitney, 2014）。这是由于表征个体会受到较大的
内部噪音影响，以至于不能精确地进行表征（Alvarez,
2011）。

５

Hayward, W. G., Lao, J. P., Cheng, Z. J., Crookes, K., Liu, T. T., & Caldara, R.
(2013). Eye movements for scrambled faces. Journal of Vision, 13(9), 398.
Itier, R. J., & Batty, M. (2009). Neural bases of eye and gaze processing: The core
of social cognition.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33(6), 843-863.
Itier, R. J., Villate, C., & Ryan, J. D. (2007). Eyes always attract attention but
gaze orienting is task-dependent: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 monitoring.

Neuropsychologia, 45(5), 1019-1028.

结论

Kluttz, N. L., Mayes, B. R., West, R. W., & Kerby, D. S. (2009). The effect of head

在本研究实验条件下，得到以下结论：（1）知

Langton, S. R. H., Honeyman, H., & Tessler, E. (2004). The influence of head

turn on the perception of gaze. Vision Research, 49(15), 1979-1993.

觉群体注意时采用群体中多张面孔的注意方向进行

contour and nose angle on the perception of eye-gaze direction. Perception

整体加工；（2）知觉群体注意时，依赖于眼睛和鼻

and Psychophysics, 66(5), 752-771.

子的整体表征；知觉个体注意时，主要依赖鼻子朝
向线索。

Langton, S. R. H., Watt, R. J., & Bruce, V. (2000). Do the eyes have it? Cues to the
direction of social atten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4(2), 50-59.
Li, H. Y., Ji, L. Y., Ke, T., Ren, N. X., Chen, W. F., Liu, C. H., & Fu, X. 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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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Facial Cues on Determining the Focus of
Attention: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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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humans use a variety of facial cues, including gaze direction and nose angle, to perceive the
direction in which a crowd is looking. However, there is currently no consensus as to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yes and nose cues in determining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urthermor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se cues may differ when perceiving individual faces compared to crowds. The purpose of
experiment 1 wa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ensemble perception of the focus of attention based on more than one face. For investigating the process of
perception, experiment 2 used the eye tracker to explore differences in how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s derived when looking at a crowd vs. individuals.
In experiment 1, either an individual face or a crowd of faces (two, three or four faces) were presented on a 14-inch Lenovo computer by E-prime 2.0.
Ninety-six faces with various pupil rotations and head orientations were constructed by Autodesk Maya 2014 and Photoshop 5.0. Thirt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complete an averaging orientation judgment task in which they were instructed to estimate where the individual’s face or
crowd’s faces were looking. Experiment 2 did the same task. Thirty-four participants’ eye movements were recorded with an SMI RED eye tracker
(22-inch screen, sampling rate = 250Hz, resolution = 1024 × 768 pixels, refresh rate = 60Hz, participants - and - screen distance = 57~60cm).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1 show that the accuracy of using multiple faces of the crowd to estimate the direction of crowd’s atten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using an individual’s face, which indicates that observers integrate at least two faces to perceive crowd attention.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2 suggest that the way in which we estimate the focus of an individual is distinct from that we do a crowd. (1) For both an
individual’s face and a crowd of faces, the entry time of nose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eyes. (2) For the individual faces, both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and the first fixation duration of noses are longer than that of eyes. The probability of the first fixation located on nos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eyes. (3) For the crowd of face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ses and eyes in the first fixation duration and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Yet, in the two faces or four faces conditions, the probability of the first fixation located on the eyes is higher than that on the no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determining the focus of individual’s attention through facial cues, the nos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yes, while in crowd
conditions, both nose and eyes are equally important.
Key words crowd attention, ensemble coding, eye trac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