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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正字法家族效应的 ＥＲＰ 研究*
毛 媛

董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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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心理学院，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400715）
摘 要 以汉字为实验材料，自变量为汉字正字法笔画家族大小，采用延迟反应的同一字判断任务，记录并研究大学生被试对刺激
字的脑电 (EEG)。本文对笔画家族的定义是，通过改变 1~5 笔笔画得到刺激字的正字法家族成员，改变的笔画不构成部件。脑电结
果显示：大家族刺激字比小家族刺激字诱发更负的 N400 和 N250 成分、更低的 P200，其中 N400 的结果与基于交互激活模型的二
阶段理论的预期一致。
关键词 N400 汉字 正字法家族 ERPs

１

引言
正字法邻近词的多少（orthographic neighborhood

size），即正字法家族大小，是影响视觉词汇通达过
程的一种重要因素。最广泛使用的单词的“家族大
小”是由 Coltheart, Davelaar, Jonasson 和 Besner（1977）
操作的，指的是通过改变这个单词（甚至非词）的
一个字母（而不改变字母的位置）可以形成的其它
单词的个数，如刺激词 cheat 的家族大小为 5，它
的正字法邻近词分别为：cheap, chert, chest, cleat 和
wheat。一般把这些拼写上相似的单词称为“家族成
员”。
从 Andrews（1989, 1992） 起， 研 究 者 开 始 发
现“正字法家族促进效应”。她采用词汇判断任
务，发现大家族词（即家族成员多的刺激词）的阅
读速度快于小家族词。随后，Holcomb, Grainger 和
O’Rourke (2002) 采用类似 Coltheart 等人 (1977) 的
方法，来定义拼写（正字法）家族。Holcomb 等发
现，尽管在词汇判断反应上的家族效应仍存在词与
非词的分离，无论大家族词与非词，即无论有无语
义提取，均引发更大的 N400 波幅。经典的 N400 为
头皮中顶部记录到的事件相关电位 (ERP) 负成分，
其波幅在 400 ms 左右达到最大 (Kutas & Federmeier,
2011)。Holcomb 等人没有显示拼写家族的 P200 效应，
而 Taler 和 Phillips (2007) 发现大家族刺激引发了更
大的 P200。Taler 和 Phillips 认为，在 Holcomb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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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大家族刺激中，较多比刺激字的频率高的家
族成员抵消了被大家族本身增高的 P200，是没能报
告 P200 效应的原因。
Barber, Vergara 和 Carreiras(2004) 也显示西班
牙文的首音节大家族词比小的引发更大的 N400，同
时还在头皮中前部发现，音节大家族词比小家族词
引发更小的 P200。Barber 等人根据交互激活模型即
IA 模型 (the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 McClelland &
Rumelhart, 1981) 提出最早的二阶段解释。IA 模型包
含特征表征、字母表征、单词表征三个由低到高、
双向连接的层次。各层间、层内节点的连接或激活
传播有兴奋性的，也有抑制性的，而视觉词汇不仅
会激活它本身，同时会激活与它表征相似的所有词。
Barber 等人认为 P200 的减小反映了在早期阶段，大
家族词的更强的亚词汇语音加工以及激活更多的候
选词，而 N400 的增大则反映了后期阶段从候选词
当中选出正确答案的难度。即刺激不仅会激活它本
身的内部表征 , 而且还激活与它在书写上相似的所
有音节家族成员的表征 , 音节家族越大，激活的表
征（候选词）越多，P200 越小；同时，被激活了的
候选词相互抑制和竞争即侧抑制，因此家族越大，
N400 波幅就越大。
汉字家族效应研究的注意力从 Feldman 和 Soik
(1997) 起，从 Taft 和 Zhu (1997) 的各个位置的部件
组字率效应转移到有着声旁或形旁功能的部件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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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声旁家族中具有高频成员的字比没有的引发

根据评定得到的家族大小选取 120个汉字作为刺激，

更小的 P200 (Zhao, Zhang, & Bi, 2013)。Li, Bi, Wei 和

包括 60 个大家族刺激字（家族成员≥ 2 个）和 60 个

Chen（2011）在控制了每个刺激中的高频家族成员

小家族刺激字（家族成员≤ 1 个）。

后，也发现了声旁家族在命名反应上的促进效应。

评定过程是，首先告知 20 名参与者笔画家族成

形旁家族则是高频大家族字产生家族促进效应（钱

员的定义是，与待选字结构相同、笔画相差 1~5 笔

怡 , 张逸玮 , 毕鸿燕，2015）。汉字的 ERP 研究发现，

的汉字。要求替换的笔画不构成部件，允许改变的

大声旁家族汉字比小的引发更大的 N400 和更小的

笔画数随字的总笔画数增多而增多，从而使得改变

P200(Wu, Mo, Tsang, & Chen，2012) ， 这 与 Barber

的笔画数与字的总笔画数的比率在各刺激间基本相

等人对西班牙文的研究结果相似，并且 Wu 等人也

同；接着，参与者根据定义评定已给出的汉字是否

采用二阶段理论进行解释。

为刺激字的家族成员，同时也补充写出其它家族成

然而，Kong, Zhang, Zhang 和 Kang (2012) 的研

员字；然后，当汉字被评定为其家族成员或者被写

究显示，书写相似的启动字“且”，能使靶字“目”

出的次数≥ 2 时，此汉字被认定为待选字的家族成员；

引发更小的 P200，表明汉字二阶段解释必须考虑到

最后，根据待选字家族成员的多少，选取 60 个大家

早期笔画组加工的易化也能减小 P200。此外，在

族刺激 ( 如“成”，家族成员有：戊、戍、戌、戎、

IA 模型中，部件的声旁或形旁功能在刺激识别之

戈 ) 和 60 个小家族刺激 ( 如“哥”，0 个家族成员 )，

前是如何侦测到的，这一点不清楚。另一方面，在

各个刺激均为其家族成员中字频最高的字。大、小

Holcomb 等人 (2002) 的研究中，拼写家族成员因字

家族刺激平均家族大小为：2.95 和 .38，差异显著，

母的读音规则性高，所以大多数成员读音相似，基

t (118) = -17.18, p < .01。刺激字频范围为 .00006—
1.07532%，笔画数在 3~12 之间，大、小家族刺激
的笔画数、频率均无显著差异 ( 笔画数：t (118) =
1.59, p = .12; 字频：t (118) = -1.65, p = .10)。大、
小 家 族 相 应 的 家 族 成 员 的 频 率 范 围 为 .00006—
.34495%，笔画数在 1~12 之间，笔画数、字频也无
显著差异 ( 笔画数：t (198) = -.25, p = .80; 字频：t (198)
= -.29, p = .77)。大、小家族刺激的语音家族大小（只
有两个笔画家族成员也是其语音家族）和部件家族
大小（笔画大家族刺激：M =103.60，SD =166.67；
笔画小家族刺激：M =124.52，SD =150.30；t (118)
= -.72, p = .47）均无显著差异。
探测字：一半与刺激为同一字，组成 60 个“是”
试次；一半与刺激不同，也不属于刺激家族成员，
组成 60 个“否”试次。两半刺激在被试间轮转，使
得每个刺激用作“是”和“否”试次的机会均等。
另外，在这 60 个“是”试次中，大小家族刺激各占
一半；在这 60 个“否”等试次中，大小家族刺激也
各占一半。
刺激和探测字分别以 39 号宋体、行楷体输入

本上也属于语音家族。这些都不利于基于 IA 模型的
二阶段理论对家族大小的 N400 和 P200 效应的解释。
本研究的目的是，采用不涉及声旁、形旁、高
规则性的笔画家族，并在排除高频家族成员影响的
条件下，研究刺激的笔画家族大小，是否改变刺激
引发的 N400 和 P200 波幅。根据汉字二阶段解释，
字形加工的易化和书写上相似字的竞争能分别改变
P200 和 N400，因此我们预测笔画大家族会引发更
小的 P200 和更大的 N400。
此外，以往的词汇判断任务要求对刺激立即
作出反应，会产生与即时决策相关的 P300 成分，
因而对 N400 造成混淆 (Deacon, Dynowska, Ritter, &
Grose-Fifer, 2004)。本实验使用同一字判断任务，要
求被试对刺激的反应必须等到探测字出现后才能作
出，以避免 P300 的混淆 (van Vliet et al.,2014)。

２

实验方法

２.１ 被试
本科生 12 人，其中男生 6 人，年龄 18~22 周岁，
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非文字专业，

Flash MX 2004 中，制成黑底白字 ( 如，

未参加过类似实验，无脑伤、精神病史。所有被试
均为自愿参加，实验后有一定报酬。

黑字 ( 如，
)BMP 格式的图片，前者大小为 45 X
45 像素，后者 245 X 245 像素。刺激为清晰图片，

２.２ 材料

探测图片是用 picfrag 模糊化程序，用大小为 8 X 8

) 和白底

材料都来源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6)，20

像素的随机点 (blocks) 覆盖，制成模糊水平 3 的模

名参与者对132个待选字的笔画家族成员进行评定，

糊图片，未被覆盖部分约占图片的 44%。最后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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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在 Photoshop 软件中调成 60×60 像素大小，并反

皮中前部（图 1），类似于 N250 成分 ( Massol 等，

相处理成黑底白字的图片 ( 如，
)。这么做的目
的是增加同一字判断的难度，迫使被试以整体知觉

2010)；300 ms 左右开始出现 N400，400 ms 左右达

为判断依据。图片由 E-prime 程序呈现在 17 英寸主

= 3.28；小家族：M = 3.64，SD = 3.60）。根据总平

机黑色屏幕中央，测试距离为 80 cm，视角为 1.6°。

均图，我们选取 230 ms ~ 290 ms 和 300 ms ~ 500 ms

２.３ 程序

的时间窗口，以对 N250 和 N400 进行平均波幅检

到最大，并分布于中顶部（大家族：M = 1.78，SD

每个试次 (trial) 的刺激流程如下：首先以屏幕

验，同时，我们选取 170 ms ~ 220 ms 窗口，对 P200

中央呈现的 500ms 注视点“＋”开始，接着是 200

进行峰值检验。我们采用 Massol, Grainger, Dufau 和

ms 空屏，然后是 300 ms 的清晰刺激，500 ms 的空

Holcomb(2010) 使用的常规全脑区分析方法，将电

屏之后出现 500 ms 的“？”。呈现“？”的目的是

极点分为四个区域，对 P200、N250 和 N400 分别

提醒被试注意接下来将呈现探测字，“？”同时对

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1 区 (FC1、C 3、

刺激也起到一定的掩蔽作用。接着是 200 ms 的空屏，

C1、CP1、FC2、C4、C2、CP2)、2 区 (F3、F1、

之后出现模糊的探测字 2200 ms，要求被试判断刺

FC5、FC3、C5、CP5、CP3、P3、P1、F4、F2、

激与探测字是、否为同一个字 ( 是和否各占一半 )，

FC6、FC4、C6、CP6、CP4、P4、P2)、3 区 (FP1、

分别按“1”和“2”键，按键反应在被试间轮转平

AF7、AF3、F7、F5、FT7、T7、TP7、P7、P5、

衡。按键之后或者 2200 ms 之后探测字消失，消失

PO7、PO3、O1、FP2、AF8、AF4、F8、F6、FT8、

900 ms 之后开始下一试次。正式实验总共有 120 个

T8、TP8、P8、P6、PO8、PO4、O2) 和中线 (FPz、

试次，分为 3 个组块 (block)，每个组块 40 个试次，

AFz、Fz、FCz、Cz、CPz、Pz、POz、Oz)。方差分

大、小家族刺激各一半，并随机呈现。被试每完成

析因素分别为家族 ( 大、小家族 ) 和每一区域电极点，

一个组块即可充分休息。

方差分析的 p 值采用 Greenhouse-Geisser 校正。

２.４ EEG 记录和数据分析
采用德国 Brain Products 公司的 ERP 记录与分
析系统，64 导电极帽记录刺激诱发的脑电，参考电

３

实验结果

３.１ 行为结果

极置于左侧乳突，但右侧乳突上同时记录电位，在

大家族的正确率 (M = .89, SD = .07) 略高于小

离线分析时，利用平均乳突参考推导来实现两侧乳

家 族 (M = .87, SD = .04)， 大 家 族 的 反 应 时 (M =

突的算术联结，以双侧乳突平均值为参考，接地点

724 ms, SD = 92.75) 略低于小家族 (M = 727 ms, SD

在前额 FPz 和 Fz 的中点。垂直眼电 (VEO) 置于右

= 90.65)，但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差异

眼眶下正中，水平眼电 (HEOR) 置于右眼外侧。电

均达不到统计学水平 ( 正确率：F (1, 11) = .36, p =

极的头皮电阻保持在 5 kΩ 以下，滤波带通为 .01~100

.56, η 2= .03；反应时：F (1, 11) = .10, p = .76, η 2 =

Hz，采样频率为 500Hz/ 导。完成连续记录 EEG 后

.009)。

离线 (off-line) 处理数据，校正 VEO 和 HEOR。波幅

３.２ EEG 结果

大于 ±80μv 的在叠加时被自动剔除。

图 1 显示了 P200、N250、N400 成分及其在两

分析时程为刺激出现后的 0~800 ms, 以 -200 ~ 0

种家族条件下的波幅。大家族刺激引发的 P200 比小

ms 作为基线进行校正。只叠加正确的判断反应下

家族小，引发的 N250 和 N400 均比小家族更负。这

的 ERP（800ms 的 EEG）。大、小家族两种条件下

些观察得到峰值或平均波幅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

的 ERP 波幅总平均图（图 1）显示，在刺激呈现后

分析结果的支持。

200 ms 左右，出现 P200 以及大、小家族在 P200 上

３.２.１ P２００ 成分

的分离（在 1 区，下同，大家族：M = 5.31[μv, 下

选 取 170 ms~220 ms 时 间 窗 口 导 出 峰 值， 对

同 ]，SD = 2.96；小家族：M = 6.15，SD = 3.02）；

P200 成分进行峰值检验，结果显示，家族主效应在

在 P200 波峰之后，大、小家族刺激的 ERP 波形出

1 区和 2 区显著（1 区：F (1, 11) = 6.37, p < .05, η 2 =

现更明显的分离，最大的分离值出现在 250 ms 左

.18；2 区：F (1, 11) = 5.12, p < .05, η 2 = .15；3 区和

右（ 大 家 族：M =1.91，SD =2.96； 小 家 族：M =

中线：Fs < 1），大家族刺激比小家族刺激引发更小

3.15，SD = 3.02），分离的地形图显示其分布于头

的 P200 峰值。电极点主效应不显著 (Fs < 1)，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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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家族条件下的 ＥＲＰ 总平均

点和家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s < 1)。

转移，在中顶部达到最大，与经典的 N400 头皮分

３.２.２ N２５０ 成分

布很相似，在此确定为 N400。

选取 230 ms ~ 290 ms 时间窗口对 N250 进行平

在本研究中，刺激字频高于其家族成员字频，

均波幅检验，结果显示：家族主效应在 1 区和 2 区

且不涉及声旁、形旁家族，也排除语音规则性。结

2

显著 (1 区：F (1, 11) = 10.22, p < .01, η = .48；2 区：
2

F (1, 11) = 8.34, p < .05, η = .43; 其它区域 p > .1)，
大家族刺激比小家族刺激诱发更负的 N250 成分。
电极点主效应不显著 (Fs < 1)，电极点和家族的交互
作用不显著 (Fs < 1)。
３.２.３ N４００ 成分
选 取 300 ms ~ 500 ms 时 间 窗 口 对 N400 进 行
平均波幅检验，结果显示：家族主效应在 1 区、2
区、中线显著（1 区：F (1, 11) = 13.98, p < .01, η 2
= .56；2 区：F (1, 11) = 10.98, p < .01, η 2 = .50；中
线：F (1, 11) = 6.05, p < .05, η 2 = .36；3 区：F < 1），
大家族刺激比小家族引发更负的 N400 成分。电极
点主效应不显著 (Fs < 1)，电极点和家族的交互作
用不显著 (Fs < 1)。

４

讨论

果显示，笔画大家族字比小的，引发更大的 N400
波幅和更小的 P200 波幅，符合基于 IA 模型的汉
字二阶段解释的预期，即 P200 的减小反映了在早
期阶段，大家族字激活了更多的候选字，使得大家
族字的加工加快，而 N400 的增大则反映了后期从
众多的候选字中挑选答案的难度增加。这些笔画家
族效应也表明，汉字的正字法家族效应不限于声旁
和形旁家族效应。Feldman 和 Soik (1997) 的研究表
明，词汇判断反应中部件家族促进效应的存在是以
部件具有声旁或形旁功能及被侦测到为前提。而笔
画家族成员间不存在相同的声旁或形旁，因此，笔
画家族效应表明，具有声旁或形旁功能的部件被侦
测到，可能不是 N400 和 P200 波幅随家族大小改变
的前提条件。另外，Holcomb 等人的拼写家族既是
正字法家族同时也接近语音家族 , Barber 等人 (2004)
的音节家族以及 Wu 等人 (2012) 的声旁家族也接

脑电结果显示，大、小家族刺激引发的波形从

近语音家族 , 而汉字笔画和语音没有对应关系，因

170 ms 开始出现分离，并出现 P200 效应。大家族

此，笔画家族效应与语音家族大小没有关系。至于

字比小家族字引发较小的 P200 峰值（见图 1）。紧

P200, 本研究的笔画大家族与汉字声旁大家族 (Wu

接着还出现了新的 N250 成分，大家族字比小的引

et al., 2012) 甚至西班牙文音节大家族 (Barber et al.,

发更负的 N250 成分。在 300 ms ~ 500 ms 的时间窗

2004) 一样，但是与拼写家族不一样 (Holcomb et al.,

口内，大家族字比小家族引发更大的负波成分，此

2002；Taler & Phillips，2007)，即大家族字比小家族

成分从头皮前部开始出现（见图 1），并逐渐向后

字引发较弱小的 P200。Taler 和 Phillips 的拼写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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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字母的读音规则性可能是造成大家族词反
而引发更大的 P200 的原因。张春丽（2015）就初步
显示，在规则字中，声旁大家族字比小的引发更大
的 P200。而在本研究中，采用不具备规则性的汉字，

科

学

Andrews, S. (1992). Frequency and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lexical access: Lexical
similarity or orthographic redundanc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8(2) , 234-254.
Barber, H., Vergara, M., & Carreiras, M. (2004). Syllable-frequency effects in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Evidence from ERPs. Neuroreport, 15(3), 545-548.

结果显示大家族字引发了更小的 P200。另一方面，

Carreiras, M., Perea, M., & Grainger, J. (1997). Effects of the orthographic

Barber 等 (2004) 人认为，P200 反映早期的声旁或音

neighborhood in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Cross-task comparisons. Journal of

节语音加工有关，但没有进一步说明是加工易化还
是其它什么。本研究的笔画家族的 P200 效应，特别
是 Kong 等 (2012) 人的研究似乎表明，早期正字法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3(4), 857-871.
Coltheart, M., Davelaar, E., Jonasson, J. T., & Besner, D. (1977). Access to the
internal lexicon. In S. Dornic (Ed.). Attention and Performance, VI, (pp. 535555). Hillsdale, NJ: Erlbaum: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加工的易化也能减小 P200。Kong 等人就显示，书

Deacon, D., Dynowska, A., Ritter, W., & Grose-Fifer, J. (2004). Repetition and

写相似的启动字“且”，能使靶字“目”引发更小

semantic priming of nonwords: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N400 and word

的 P200。

recognition. Psychophysiology, 41(1), 60-74.

虽 然 N250 的 出 现 很 意 外， 但 是 其 波 形 和 头
皮 分 布 与 Holcomb 等 (2006) 人 的 N250 很 相 似。

Feldman, L. B., & Siok, W. W. (1997). The role of component function in visual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3(3), 776-81.

Holcomb 等人在掩蔽启动范式中发现，匹配程度低

Holcomb, P. J., Grainger, J., & O’Rourke, T. (2002). An electrophysiological

的启动词 - 靶词中的靶词比匹配程度高的引发更大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orthographic neighborhood size on printed word

的 N250， 比 如 teble-TABLE 中 的 TABLE 比 table-

perception.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4(6), 938-950.

TABLE 中的 TABLE 引发更大的 N250，并认为它反
映启动词的激活模式和目标词的激活模式之间的失
匹配程度。本研究中的 N250 是否也反映各个家族

Kong, L. Y., Zhang, B., Zhang, J. X., & Kang, C. P. (2012). P200 can be modulated
by orthography alone in reading Chinese words. Neuroscience Letters, 529(2),
161-165.
Kutas, M., & Federmeier, K. D., (2011). Thirty years and counting: Finding

成员激活模式与其刺激激活模式的总体失匹配程度

meaning in the N400 component of the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ERP).

呢？这只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研究。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2, 621-647.

在反应时和正确率上，大、小家族两种条件的
差异没有达到统计学水平，这可能是大家族刺激早
期的正字法加工的易化作用和晚期侧抑制的抑制作
用相互抵消的缘故。然而，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

size effect in Chinese character naming: Orthographic and phonological
activations. Acta Psychologica, 136(1), 35-41.
Massol, S., Grainger, J., Dufau, S., & Holcomb, P. (2010). Masked priming from
orthographic neighbors: An ERP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6(1), 162-174.

研究。

５

Li, Q. L., Bi, H. Y., Wei, T. Q., & Chen, B. G. (2011). Orthographic neighborhood

McClelland, J. L., & Rumelhart, D. E. (1981). An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
of context effects in letter perception: Part 1. An account of basic findings.

结论

Psychological Review, 88(5), 375-407.

作为纯粹的正字法大家族字的笔画大家族字

Taft, M., & Zhu, X. (1997). Submorphemic processing in reading chinese. Journal

比笔画小家族字，引发更大的 N400 波幅和更小的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3(3), 761-

P200 波幅，表明非语音家族大小及非语音加工也可
以引发 N400 效应和 P200 效应，支持基于 IA 模型
的汉字二阶段解释。此外，笔画大家族字还引发了
更大的“N250”。

Taler, V., & Phillips, N. A. (2007).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evidence for early
effects of neighborhood density in word recognition. Neuroreport, 18(18),
1957-1961.
van Vliet, M., Manyakov, N. V., Storms, G., Fias, W., Wiersema, J. R., & van Hu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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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Orthographic Neighborhood Size during
Chinese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An ERP Study
Mao Yuan, Dong Jing, Wang Quanhong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A major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solve the concern in the literature that previous findings in alphabetical language studies regarding the
N400 effect of neighborhood size may be confounded by phonological neighborhood size. The stroke-based neighborhood size of a Chinese character
is defined in this study as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that can be formed by replacing strokes of the root character.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ERPs)
elicited by target characters are recorded while participants are working on a character-matching task where in a probe character is matched on each
trial with its preceding target character. We manipulated the number of stroke-based neighbors of the target characters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
orthographic neighborhood size effects of ERPs are influenced by cognitive processing during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In this study, characters
of the highest frequency in their neighborhood are used as stimuli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higher-frequency neighbors.
The orthographic neighbor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re defined at stroke level. The neighbors of the characters are created by replacing 1 to
5 random strokes of the root characters depending on the total number of their strokes while keeping their structure and the orientations of their
remaining strokes relatively constant. Actual neighbors of each target (selected) character determined by extra group of participants, who receivesa
paper-pencil task in which they write the neighbors according to this definition and instructions provided. A total of 140 stimulus characters are then
selected from the root characters to form 2 types of stimuli: Characters with a large and characters with a small number of stroke-based neighbors
which are each identified by at least 2 of the participants during the task. Character frequencies, stroke counts and radical counts are balanced across
these types.
The results revealed a greater N400-like deflection, a higher N250 and a lower P200 elicited by character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neighbors
compared with similar characters with a small number, while revealing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ehavioral performance across the neighborhood
sizes. Given that the stroke-based neighborhood is free of a confounding phonological one, one implication of the present N400-like effect is that
an N400 effect of neighborhood size can be generated without the confounding influence of the phonological neighborhood. Thus, the finding of
the present N400-like effect can resolve the major concern that the previously found N400 effects of neighborhood size may be confounded by
phonological neighborhood size. Furthermore, the N400-like effect of neighborhood size can be interpreted in terms of lateral inhibition within word
level in the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 The present P200-like effect of neighborhood size likewise suggests that P200 can be generated without the
confounding influence of the phonological neighborhood or can be generated by orthographical processing alone.
In conclusion, the present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 and support the role of orthographical processing in
generating both P200 and N400. The N400 may be better further interpreted as reflecting impeded retrieval of the character’s meaning.
Key words N400, Chinese character, orthographic neighborhood size, ER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