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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情绪强度对双加工再认提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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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加工理论认为再认提取存在回想和熟悉性两种认知加工过程。本研究采用修正的“记得 / 知道”范式，考察不同强度的
负性情绪对这两种再认提取过程的影响。结果发现：（1）在记得反应上，不同负性情绪强度材料的再认成绩呈现出以下模式：高
度负性 > 中度负性 > 轻度负性 > 中性；（2）在知道反应上，不同负性情绪强度材料的再认成绩呈现出以下模式：高度负性 < 中度
负性 < 轻度负性 < 中性。这些结果表明，不同强度的负性材料对情绪记忆的影响表现为两条途径：依赖于回想的再认随着负性情
绪强度的增加而逐步提高；而依赖于熟悉性的再认随着负性情绪强度的增加而逐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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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且深刻，影响个体的记忆活动，引发个体产生情绪

情绪如何影响记忆，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障碍。而低强度的负性情绪，对个体的记忆活动影

（Bell, Mieth, & Buchner, 2017; Flores & Berenbaum,

响较小，只要经过适当的调节，个体就能恢复正

2017）。研究发现，对情绪材料的记忆要优于对中

常 的 情 绪 状 况（Watkins, Vache, Verney, & Mathews,

性材料的记忆，表现出情绪记忆促进效应（康诚，

1996）。例如，Meng 等人（2017）使用连续再认任

王振宏，2013）。情绪包含效价（valence）和唤醒

务探讨了情绪强度对再认记忆的影响，结果发现负

度（arousal）两个维度。效价是指个体的感受从不

性情绪图片的再认成绩显著高于中性图片，但是不

愉快（负性）到愉快（正性）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同强度的负性情绪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唤醒度是指个体情绪从平静到激动的一个过程，是

和经典“记得 / 知道”范式不同，连续再认任

指与情绪状态相连的机体能量的激活程度。情绪记

务把“新的”和“旧的”项目交替快速呈现，并要

忆促进效应的作用机制既可能来自于效价，也可能

求被试进行“新的”、“旧的” 两种判断，没有

来自于唤醒度（赵浩远，白鹭，杨小凡，毛伟宾，

把“旧的”反应进一步区分为是“记得”还是“知

2016）。正性或者负性的情绪材料比中性材料的记

道”，因此连续再认任务不能区分再认提取是依赖

忆效果更好，表现出依赖于效价的情绪记忆促进效

于“回想”还是 “熟悉性”过程。 根据记忆的双加

应（Xie & Zhang, 2017）。有研究发现，情绪唤醒

工理论，再认提取包括回想和熟悉性两种加工过程

度也会对记忆产生影响，表现出依赖于情绪唤醒度

（Yonelinas, 2002）。“ 回 想（recollection）” 是 一

的记忆促进效应（康诚，王振宏，2013）。但是有

种控制化的过程，反映人们能够清晰的记得学习过

研究者发现，即使在控制了情绪唤醒水平的条件下，

的事物，
同时还能记住与之相关的其他细节信息。
“熟

情绪效价也会对记忆产生影响（赵浩远等 , 2016;

悉性（familiarity）”是一种基于强度连续变化的自

Adelman & Estes, 2013）。

动化加工，反映人们对单个项目的知道感，但是不

情绪材料不仅有效价和唤醒度的区分，而且
在 效 价 维 度 上 存 在 情 绪 强 度 的 差 异（Yuan et al.,
2007）。高强度的负性情绪往往对个体的影响持久

能提取与项目有关的任何细节信息。
因此本研究拟采用“记得 / 知道”范式，探讨
不同强度的负性情绪对回想和熟悉性两种再认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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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影响。在记得 / 知道范式中，学习阶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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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研究设计

被试学习完所有内容，间隔一定的时间后，要求被

采用 4 情绪强度类型（中性情绪、轻度负性、

试对再认项目做出“记得 / 知道 / 新的”反应。它

中度负性、高度负性）× 4 测试类型（记得、知道、

经常用来区分在记忆再认测验中回想与熟悉性这两

猜测、新的）两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

种记忆提取过程（Yonelinas, 2002）。记得反应是指

２.３ 实验材料

被试判定再认项目为旧项目并且具有丰富的细节性

按照效价强度存在差异而唤醒度保持中等程

信息的记忆，其对应的提取方式为回想。知道反应

度的原则，从国际情绪图片系统（Lang, Bradley, &

是指被试判定再认项目为旧项目但是缺少细节性信

Cuthbert, 2008）和中国情绪图片系统（白露，马慧，

息的记忆，其对应的提取方式为熟悉性。另外，本

黄宇霞，罗跃嘉，2005）选取了 640 张情绪图片，

研究使用“记得 / 知道”范式的修订版（毛新瑞，

其中高度负性图片、中度负性图片、轻度负性图片

徐慧芳，郭春彦，2015），即要求被试对再认项目

和中性图片各 160 张。根据情绪图片系统自带的评

做出“记得 / 知道 / 猜测 / 新的”反应。因为有研究

定值，本研究选择的中性、轻度负性、中度负性和

认为在经典“记得 / 知道”范式中，当被试没有多

高度负性图片的效价 (Mean（SD ）) 依次是：5.18(.18)、

大信心判断某个项目是旧项目时，更多猜测该项目

3.94（.27）、2.97(.28) 和 1.99(.33)； 相 应 的 四 种 类

为“知道”。修订版的“记得 / 知道”范式增加“猜

型图片的唤醒度 (Mean（SD ）) 依次是：4.05(1.01)、

测”反应，以排除猜测对于知道的混淆（Johansson,

4.89(.95)、5.31(.73) 和 6.17(.68)。每种类型的图片随

Mecklinger, & Treese, 2004）。

机抽取 80 张作为旧项目，80 张作为新项目。

已有理论主要从编码过程来解释情绪如何影

实验结束后，40 名被试对情绪图片的效价和唤

响记忆。例如，注意窄化理论（attention narrowing

醒度分别进行 1~9 等级评定，评分越接近 1，情绪

hypothesis）认为个体把注意集中于负性情绪刺激的

效价的强度越负，唤醒度越低，评分越接近 9，代

核心特征，而忽略情绪刺激边缘特征。通过对负性

表情绪效价的强度越正，唤醒度越高，对其结果的

情绪的知觉信息进行精细编码，从而提高负性情绪

描述统计见表 1。对图片评定结果进行单因素方差

刺激的再认成绩（Kensinger, 2009）。根据注意窄化

分析，结果表明，在图片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 (3,

理论（attention narrowing hypothesis），负性情绪刺

102) = 997.13，p < .0001，η 2 = .97，进一步配对比较，

激随着强度的增加将会引起更多的注意聚焦，对于

发现任意两种情绪强度类型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 (ps

情绪刺激相关的细节信息获得更精细的编码，从而

< .001)，表现为：高度负性 < 中度负性 < 轻度负性

在再认提取上更多依赖于回想，更少依赖于熟悉性

< 中性。图片唤醒度的主效应显著，F (3, 102) = 4.84,

（Kensinger, 2009）。鉴于以上论述，我们假设：在

p < .05, η 2 = .13, 进一步配对比较，只发现轻度负性
与中性、中度负性、高度负性的唤醒度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ps < .05）, 其余强度类型之间的唤醒度都
不存在显著的差异（ps > .05）。
２.４ 实验程序
在安静的实验室中，使用 15 英寸显示屏通过
E-Prime 2.0 呈现记忆材料，图片像素为 424×308，
被试与屏幕的距离为 60cm，视角约为 3.8° × 4.2°。
整个实验包括 4 个组块，每个组块包括学习和测试
两个阶段。在学习阶段都要求被试记住 80 张情绪图

记得判断上，随着负性情绪强度的增强，被试的再
认成绩可能逐步提高；在知道判断上，随着负性情
绪强度的增强，被试的再认成绩可能逐步降低。

２ 方法
２.１ 被试
来自某所高校的本科生 40 名，其中 26 名女生，
14 名男生，年龄在 18~22 岁之间，视力或者矫正视
力正常，完成实验后获得少量报酬。

表 １ 情绪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Ｍ （Ｓ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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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其中包括高度负性、中度负性、轻度负性和中

性；在知道反应上，中性和轻度负性、中度负性、

性图片各 20 张。学习阶段的刺激流程是：呈现一个

高度负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s < .05），轻度负性

注视点 1000ms，然后呈现情绪图片 3000ms，要求

和高度负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s < .05），表现

被试对图片进行有意识记，图片随机呈现。

出以下模式：高度负性 < 中度负性 < 轻度负性 < 中

在学习阶段之后，为了阻止被试进行有意复述，

性；在猜测反应上，各种负性强度类型之间不存在

要求进行数字逆运算任务，请被试从 200 开始，做

显著差异（ps > .05）；在新的反应上，只有轻度负

连续减 3 的计算，将每次减 3 后的结果大声说出来。

性和中性情绪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p < .05） ，其

在 3 分钟的数字逆运算后进入测验阶段。

余强度类型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ps > .05）。另

在 测 验 阶 段， 每 个 组 块 包 括 了 80 个 新 项 目

外，简单效应分析还表明，无论在哪种负性强度类

和 80 个 旧 项 目。 测 验 阶 段 的 刺 激 流 程 是： 首 先

型下，记得的反应时都显著的短于知道的反应时（ps

在屏幕上呈现一个注视点 1000ms，接着呈现图片

< .001）。

3000ms，图片随机呈现。这时要求被试根据记忆对

３.２ 击中率和虚报率

图片进行 4 种类型再认判断，“记得”、“知道”、

不同负性强度情绪的击中率和虚报率见表 3。

“猜测”、“新的”分别对应键盘上的“S”、“D”、

根据信号检测论，击中率是指将“旧的”项目识别

“K”、“L”，左右手的按键顺序在被试间平衡。“记

为“旧的”的比率。它的计算方式为：“旧的”项

得”反应是指被试认为某个项目在学习阶段出现过，

目被识别为“记得”、“知道”或“猜测”的个数

而且能够回想起与该项目有关的细节信息；“知道”

除以“旧的”项目总数。对击中率进行 3 测试类型

反应是指被试认为某个项目在学习阶段出现过不能

（记得、知道、猜测）× 4 负性强度类型（轻度负

想起有关细节信息；“猜测”反应是指被试认为某

性、中度负性、高度负性、中性）的两因素重复测

个项目在学习阶段出现过，但是没有多大把握时，

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测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把它归为猜测。“新的”判断是指被试认为某个项

F (2, 78) = 183.03，p < .001，η 2 = .82。负性强度类
型的主效应显著，F (3, 117) = 22.26，p < .001，η 2=
.36。测试类型和负性强度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 (6, 234) = 94.33，p < .001，η 2= .71。对交互作用进
行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记得反应上，不同负性强
度类型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F (3, 37) = 69.67，p <
.001，η 2= .85，呈现出以下模式：高度负性 > 中度
负性 > 轻度负性 > 中性（ps < .0001）
；在知道反应上，
不同负性强度类型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 , F (3, 37) =
31.76，p < .001，η 2 = .72，呈现出以下模式：高度
负性 < 中度负性 < 轻度负性 < 中性（ps < .05）；在
猜测反应上，轻度负性和中性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5），其他负性强度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s
< .05）。
根据信号检测论，虚报率是指把“新的”项目
识别为“旧的”项目的比率，它的计算方式为：“新
的”项目被识别为“记得”、“知道”或者“猜测”

目没有在学习阶段出现过。

３ 结果
３.１ 反应时
不同负性强度在不同测试类型上反应时，见表
2。对反应时进行 4 测试类型（记得、知道、猜测、
新的）× 4 负性强度类型（轻度负性、中度负性、
高度负性、中性情绪）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负性情绪强度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3,
117) = 14.21，p < .001，η 2 = .27，测试类型的主效
应显著，F (3, 117) = 95.51，p < .001，η 2 = .71。负
性情绪强度类型和测试类型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F (9, 351) = 18.85，p < .001，η 2 = .33。对交互作用
进行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记得反应上，任意两种
强度类型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ps < .001），表现
出以下模式：高度负性 < 中度负性 < 轻度负性 < 中

表 ２ 不同负性强度在不同测试类型上反应时（ｍｓ）， Ｍ （Ｓ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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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数除以“新的”项目总数。对虚报率进行 3 测

应上，三种负性强度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呈现

试类型（记得、知道、猜测）× 4 负性强度类型（轻

出以下模式：高度负性 < 中度负性 < 轻度负性（ps

度负性、中度负性、高度负性、中性情绪）的两因

< .001），中性和中度负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p

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负性强度类型的主

> .05），高度负性和中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p

2

效 应 显 著，F (3, 117) = 23.85，p < .001，η = .38。

> .05）；在猜测的反应上，轻度负性和中度负性显

测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 (2, 78) = 39.47，p < .001，

著高于高度负性和中性（ps < .05），轻度负性和中

2

η = .50。测试类型和负性强度类型存在显著的交互
作用，F (6, 234） = 16.08，p < .001，η 2= .29。简单
效应分析表明 : 在记得反应上，三种负性强度显著
大于中性强度（ps < .001），高度负性显著大于中
度负性和轻度负性（ps < .001），轻度负性和中度
负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p > .05）；在知道反

度负性之间以及中性和高度负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
差异（ps > .05）。
３.３ 再认成绩
再认记忆的成绩通常使用旧图片的击中率减去
新图片的虚报率 (Snodgrass & Corwin, 1988)。不同负
性强度下记得和知道反应的再认成绩见图 1。以再

表 ３ 不同负性情绪强度的击中率和虚报率， Ｍ （ＳＥ ）

以下模式：高度负性 < 中度负性 < 轻度负性 < 中性
（ps < .05）；在猜测反应上，轻度负性和高度负性
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p > .05），其他负性强度
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s < .05）。

４ 讨论
本研究采用修正的“记得 / 知道”范式去探讨
不同强度的负性材料对回想和熟悉性这两种再认提
取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记得反应上，再
图 １ 不同负性强度下记得和知道反应的再认成绩

认成绩作为因变量，进行 3 测试类型（记得、知道、
猜测）× 4 负性强度类型（轻度负性、中度负性、
高度负性、中性情绪）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负性强度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3, 117) =
16.67，p < .001，η 2 = .30。测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 (2, 78) = 339.61，p < .001，η 2= .90。测试类型和负
性强度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 (6, 234) = 68.16，p <
.001，η 2= .6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记得反应上，
不同负性强度类型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 , F (3, 37) =
48.90，p < .001，η 2= .80，呈现出以下模式：高度
负性 > 中度负性 > 轻度负性 > 中性（ps < .0001）；
在知道反应上，不同负性强度类型之间都存在显著
差异 , F (3, 37) = 32.87，p < .001，η 2 = .73，呈现出

认成绩随着负性强度的增加而逐步提高，表现为：
高度负性 > 中度负性 > 轻度负性 > 中性图片；而在
知道反应上，再认成绩表现随着负性强度的减弱而
逐步增加，表现为高度负性 < 中度负性 < 轻度负性
< 中性图片。
双加工理论认为“记得”反映回想过程，“知道”
反映熟悉性过程（Yonelinas, 2002）。本研究发现在
“记得”反应上，再认成绩随着负性强度的增加而
逐步提高，是通过回想过程提取，负性情绪记忆促
进效应表现出强度差异。Kensinger 和 Corkin（2004）
通过分心注意范式发现效价影响记忆编码的是一种
控制性加工的过程。负性强度越高，危险信号越强，
个体由于长期进化过程中，对危险的信息优先编码
加工，分配更多的注意资源（ 徐慧芳，张钦，郭春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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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注意窄化理论认为被试对负性情绪的知觉
信息进行精细编码，从而提高负性情绪刺激的再认
成绩（Kensinger, 2009）。负性情绪记忆促进效应
的强度差异是因为被试对负性强度越高的材料有更
多细节信息的编码，所以在再认提取中可以依赖于
回想实现。Mickley 和 Kensinge（2008）使用功能性
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探究负性情绪影响记忆的神经机制。结果发
现，在“记得”反应上正确再认负性信息比中性信
息在编码阶段更多激活了颞叶 - 顶叶区域，这个区
域负责感知信息加工。因此负性情绪记忆促进效应
的强度差异可能是因为随着负性强度的增加，被试
对负性信息进行更多感知信息加工所导致的。
在知道反应上，再认成绩表现随着负性强度的
减弱而逐步提高。依赖于熟悉性的再认提取对记忆
信息有更多的思考和不确定性，效价的强度也是重
要调节的因素。从认知加工的角度来说，这种记忆
提取的差异可以从注意窄化理论来解释，负性情绪

科

学

５ 结论
不同强度的负性材料对情绪记忆的影响表现为
两条途径：依赖于回想的再认随着负性强度的增加
而逐步提高；依赖于熟悉性的再认随着负性强度的
减弱而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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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Negative Emotional Intensity on DualProcessing Recognition Retrieval
Wang Baoxi, Cheng Chen, Xiong Siya, Li Fuhong, Zhang Jing, Xiang Ling
(School of Psycholog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Abstract Dual-processing theory assumes that recognition memory involves two distinct memory processes, familiarity and recollection. Familiarity
refers to a fast-acting retrieval process without the retrieval of any contextual details of the past event, whereas recollection involves the conscious
retrieval of specific temporal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of past experiences. Emotional stimuli differ not only in respect to the valence polarity, but also
in respect to emotional intensity. Although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egative emotional intensity on recognition memory have been investigated, it is
unknown how different levels of negative emotional intensity influence familiarity and recollection.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used modified “remember/know” paradigm to investigate how negative emotional intensity influenced familiarity
and recollection. In the study phase, subjects were instructed to learn the picture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emotional intensity including neutral, highly
negative (HN), moderate negative (MN), and low negative (LN). In the test phase, they made “remember/know/guess/new” recognition judgments
towards stimuli intermixed with learnt and new pictures. According to attention narrowing hypothesis, negative valence leads individuals to focus
attention on local details.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 negative item would engage more detail processing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egative emotional
intensity during encoding. In retrieval phase, individual memory depended more on recollection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egative emotional intensity
during encoding.
The discrimination Pr was measured as the hit rate of old picture minus new picture. A repeated measures ANOVAs were performed with
emotional intensity (LN, MN, HN and Neutral ) and item type (remember, know, guess) as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emotional intensity in the “remember” judgments, presenting the following pattern: HN > MN > LN > Neutral. As for the “remember”
judgmen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emotional intensity, presenting the following pattern: HN < MN < LN < Neutral. A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on RT were performed with emotional intensity (LN, MN, HN and Neutral ) and item type (remember, know, guess, new) as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member" judgments were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the "know" judgments. Moreove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emotional intensity and item typ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emotional intensity in the “remember” judgments,
presenting the following pattern: HN < MN < Neutral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N sand L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emotional intensity in the “know” judgments, presenting the following pattern: HN < MN < LN < Neutral.
These findings further support and develop attention narrowing hypothesis and suggests that negative emotional intensity influences recognition
memory in two ways. One is that recollection-based retrieval increases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magnitude of negative emotional value. The other is
familiarity-based retrieval decreases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magnitude of negative emotional value.
Key words negative emotional intensity, recognition retrieval, recollection, familia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