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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面孔认知偏好的类别化 - 个体化模型，探讨该模型中的知觉经验、加工方式和动机水平对本龄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
增加对异龄面孔的知觉经验、个体化加工异龄面孔及提高加工异龄面孔的动机都能有效改善对异龄面孔的再认，减少本龄效应量。
这说明本龄效应遵循类别化 - 个体化模型，且在类别化 - 个体化模型中本龄效应与本族效应加工原理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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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同龄效应（own-age bias）是指相对于异龄面

孔，个体能更好的识别和再认同龄面孔（Wright &
Stroud, 2002）。目前对同龄效应的主要理论解释有
知觉经验假说，社会认知理论和类别化 - 个体化模
型。
知觉经验假说（perceptual expertise hypothesis）
认为，与异龄人相比，人们与同龄人接触较多，获
得的知觉经验更丰富，能更好再认同龄面孔（琚长
庭 , 汪亚珉 , 2012; 严璘璘 , 王哲 , 李圆圆 , 钟鸣 , 孙
宇浩 , 张智君，2015; Cassia, Proietti, Gava, & Bricolo,
2015; He, Ebner, & Johnson, 2011）。有人认为经历过
的人生阶段都算是经验，故老年人对面孔的再认不
存在同龄效应（Havard & Memon, 2009）。有人则
认为个体的面孔知觉经验时刻都在更新，新近的经
验更能影响其对面孔的感知。老年人在晚年仍与同
龄人接触较多，存在对同龄面孔的再认优势（刘希平 ,
唐乐 , 唐卫海 , 2012）。
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认为，
人们在识别面孔时会根据年龄、种族和性别等群体
特征自动划分内外群面孔。知觉内群面孔时，会深
层加工面孔的个体化信息；知觉外群面孔时，则关
注面孔的群体特征，忽视其个体化特征，难以准确
区分新旧外群面孔（Rhodes, 2009）。
Hugenberg, Young, Bernstein 和 Sacco（2010）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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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知觉经验假说和社会认知理论，提出类别化 - 个体
化模型（categorization-individuation model, CIM），试
图从宏观的角度解释本龄效应、本族效应等内群体
偏向。研究者认为面孔的编码过程存在个体化加工
（individuation） 和 类 别 化 加 工（categorization）。
个体化加工是将较多的注意资源分配到可辨别的
面孔特征上，以便从群体中区分出个体面孔的过
程（Hugenberg & Sacco, 2008）。 类 别 化 加 工 则 是
根据某些群体特征对面孔进行归类的过程（Levin,
1996）。
由此可知：第一，增加对某群体面孔的知觉经
验能提高人们对该类面孔的记忆（Proietti, Pisacane,
& Cassia, 2013）。丰富的知觉经验使人们从个体层
面知觉面孔并有效提取利于区分面孔的信息，感知
面孔间的差异。同样，积累对外群人员的知觉经验
也能促进人们对外群面孔的记忆。
第二，社会分类过程产生知觉同化。人们识别
面孔时，其视觉系统会提取种族、年龄等信息，
并 自 发 地 依 据 这 些 信 息 进 行 分 类（Ito & Urland,
2003）。这种无意识的分类易使其选择性注意外群
面孔的类别特征，降低对该类面孔的再认成绩，出
现内群体偏向（our-group bias）。
第三，识别面孔的动机能提高人们对面孔的记
忆（唐乐，2012）。个体通过面孔的类别属性来判
断否有必要进行目标辨认，如本族和内群面孔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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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编码的，而异族和外群面孔则与自身无关。

女各半，中性表情，均为中国人，无明显少数民族

这种动机水平的非一致性会影响内群体偏向。

特征及其他明显个人特征
（胡子、
首饰、
古怪发型等）
，

虽然，
类别化 - 个体化模型的出发点为本族效应，

照片大小、明暗度一致。面部轮廓和肩部之外的图

但其核心焦点在于社会分类促进对面孔的编码。年

片背景和任何其他信息均被移除。其中 32 张儿童面

龄和种族虽属于不同的群体分类标准，但其共同点

孔，年龄为 5~6 岁；32 张青年面孔，年龄为 18~25 岁。

在于，人们对内群体（本族和同龄）成员面孔的识

材料评定：15 名大学生（不参加正式实验）对

别与再认通常要好于对外群体（异族和异龄）成员

每张面孔照片在该年龄组中的区分性进行 1~5 五级

面孔的识别（杨红升，黄希庭，2012），同为内群

评定，数字越大代表区分性等级越高。对面孔的区

体偏向。但是，不同的个体对年龄和种族的知觉经

分性得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两组面孔的区

验和知觉动机的程度是不同的。因而，类别化 - 个

分性之间没有差异，t （31）= -1.10，p > .05，排除

体化模型中的知觉经验、加工方式和个体动机是否

材料自身区分性的影响。

会影响面孔再认中本龄效应的产生，尚无足够的证

实 验 材 料 呈 现 在 IBM 14 寸 液 晶 显 示 器 的 中

据支持。本研究则试图探讨类别化 - 个体化模型是

央， 每 次 呈 现 一 张 面 孔 照 片。 显 示 器 分 辨 率 为

否可以解释面孔加工的本龄效应。研究假设：

1280×800。显示器与被试眼睛垂直，距离约为 50

①若对异龄面孔知觉经验多的被试对异龄面孔
的再认成绩更好，则说明知觉经验能提高对异龄面
孔的辨别能力，影响同龄效应。
②若改变对同龄或异龄面孔的加工方式使本龄
效应消失或逆转，则说明面孔的加工方式影响同龄
效应。
③若提高加工异龄面孔的动机水平能提高该类

厘米。
２.２.３ 设计
采用 2（组别：大学生，幼儿教师）× 2（面孔
年龄：儿童，青年）的混合设计。组别为被试间变量，
面孔年龄为被试内变量。
因变量为被试对面孔的再认成绩，用辨别力 d ′
做指标。

面孔的再认成绩，
则说明动机水平会影响同龄效应。

无关变量的控制：①学习和再认阶段的面孔材

④若上述假设证真，则说明类别化 - 个体化模

料均随机呈现；②一半被试的再认目标项是另一半

型可解释同龄效应。

２

实验 １ 知觉经验对同龄效应的影响

２.１ 目的
以对幼儿面孔知觉经验不同的幼儿教师和学前
专业的学生为被试，考察知觉经验是否会影响其对
幼儿面孔的再认成绩。

被试的再认干扰项；③学习材料为幼儿和青年人面
孔，被试为青年人，其中被试年龄与青年人面孔年
龄相仿；④儿童面孔为一组，青年人面孔为一组，
两组面孔随机呈现。⑤面孔材料男女各半。
２.２.４ 程序
采用标准再认范式，分为学习、干扰和再认阶段。
所有实验材料在计算机上呈现，呈现顺序由 E-prime

若对幼儿知觉经验高的幼儿教师对儿童和青年

软件编程控制，同时该软件记录被试按键反应。实

面孔的再认成绩无差异，则说明知觉经验能提高面

验在主试的指导下个别施测。正式实验前，被试先

孔再认成绩，影响同龄效应。

进行练习，熟悉实验程序。整个实验持续约 10 分钟。

２.２ 方法

正式实验程序如下：

２.２.１ 被试

①学习阶段。在屏幕上随机逐个呈现 16 张儿童

共 60 名被试，均为女性。其中某大学学前专业
本科生 30 名，年龄为 19~23 岁，平均年龄 20.6 岁；

面孔，每张面孔呈现 3s。16 张青年面孔的呈现方式
与儿童面孔的呈现相同。要求被试认真识记。

某幼儿园教龄为 6~12 个月（M = 8.32，SD = 1.82）

②干扰阶段。学习完所有项目后，在 3 分钟内

的大班幼儿教师 30 名，年龄为 18~24 岁，平均年龄

完成 30 道两位数运算的数学题，并将结果记录在答

20.7 岁。所有被试均主动参与，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题纸上。

被试在实验结束后会得到一份小礼品。
２.２.２ 仪器和材料
64 张人脸灰度照片，照片像素为 143×190，男

③再认阶段。在屏幕上随机逐个呈现 32 张儿童
面孔，每张面孔呈现 3s。32 张青年面孔的呈现方式
与儿童面孔的呈现相同。其中 16 张儿童面孔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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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年面孔在学习阶段呈现过，作为目标项目，另
外 16 张儿童面孔和 16 张青年面孔未呈现过，作为
干扰项目。要求被试以按键的方式对是否看过每张
面孔照片做出反应（D 键表示“没看过”，K 键表
示“看过”）。
２.２.５ 数据处理
以信号检测论中的辨别力 d ′为面孔再认成绩
的指标。先计算每名被试的击中率 P （H）和虚惊率

P （FA），而后查 PZO 转换表得出相应的 Z 值，根
据 d ′ =Z hit（击中）－ Z fa（虚惊）求得 d ′值。d ′
值越低表示对新旧项目的辨别力越差，即再认能力
较差；d ′值越高表示对新旧项目的再认越敏感，即
再认能力强。
以上数据使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２.３ 结果分析与讨论
计算对儿童面孔具有不同知觉经验的两组被试
对两类面孔的提取成绩（见图 1）。

科

学

３

实验 ２ 面孔加工方式对同龄效应的影响

３.１ 目的
通过控制外显的加工方式探讨个体化加工和类
别化加工对同龄效应的影响。
若同龄效应与加工方式有关，则类别化加工儿
童面孔、个体化加工青年面孔时，同龄效应出现；
个体化加工儿童面孔、类别化加工青年面孔时，同
龄效应消失或逆转。
３.２ 方法
３.２.１ 被试
共 128 名某大学本科生，年龄为 18~24 岁，平
均年龄 20.2 岁，其中女生 80 名，男生 48 名。被试
被随机分配到 4 种加工方式组合中，每组 32 名。所
有被试均主动参与，视力或及矫正视力正常。被试
在实验结束后会得到一份小礼品。
３.２.２

仪器和材料

仪器、材料及评定同实验 1。
３.２.３

设计

采用 4（加工组合方式：类别化加工儿童、青
年面孔，个体化加工儿童、青年面孔，个体化加工
儿童面孔和类别化加工青年面孔，类别化加工儿童
面孔和个体化加工青年面孔）×2（面孔年龄：儿童，
青年）的混合设计。加工组合方式是组间变量，面
孔年龄是组内变量。
图１

不同年龄的被试对两类面孔的辨别力 ｄ ′

对辨别力 d ′进行 2×2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 果 显 示， 面 孔 年 龄 主 效 应 显 著，F （1，58）=

因变量同实验 1。除了将被试随机分配到 4 种
加工组合中外，其它无关变量的控制同实验 1。
３.２.４

采用标准再认范式，基本步骤同实验 1。

15.59，p < .001，ηp 2 = .21；面孔年龄和组别的交互
作用显著，F（1，58）= 4.51，p < .05，ηp 2 = .07（见
图 1）。
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学前专业大学生对青年
面孔的再认成绩显著高于儿童面孔，F （1，58）=
18.43，p < .001，ηp 2 = .24，出现同龄效应；幼儿教
师对儿童和青年面孔的再认成绩无显著差异，F （1，
58）= 1.67，p > .05，同龄效应消失。幼儿教师对儿
童面孔的再认成绩显著高于学前专业大学生对儿童
面孔的再认成绩，F （1，58）= 5.31，p < .05，ηp 2
= .08；两组被试对青年面孔的再认成绩之间无显著
差异，F （1，58）= .86，p > .05。这表明是幼儿教
师对儿童面孔再认成绩的提高导致了同龄效应的消
失。

程序

被试在学习阶段进行类别化加工和个体化加工。
类别化加工以区分面孔脸型（圆形脸、方形脸和瓜
子脸）为操作方式；个体化加工以选择面孔中最具
吸引力的部位（眼睛、鼻子和嘴）为操作方式。整
个实验持续约 15 分钟。
３.２.５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及统计方法同实验 1。
３.３

结果分析与讨论
计算四种实验条件下个体对两类面孔的再认成

绩（见表 1）。
对辨别力 d ′进行 4×2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面孔年龄的主效应显著，F （1，124）=
8.81，p < .01，ηp 2 = .07。说明被试对青年人面孔的
记忆效果更好。加工组合方式主效应不显著，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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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对两类面孔的再认成绩 Ｍ （ＳＤ ）

124）= 1.50，p > .05。面孔年龄和加工组合方式的

４.２.３ 设计

交互作用不显著，F （3，124）= 1.37，p > .05。说

采用 3（组别：儿童面孔动机组，青年面孔动

明面孔年龄和加工组合方式对再认成绩的影响是独

机组，控制组）×2（面孔年龄：儿童，青年）的

立的，但是，究竟是因为 4 种加工组合方式下确实

混合设计。组别为被试间变量，面孔年龄为被试内

不存在同龄效应，还是在某种加工方式下表现出了

变量。
因变量同实验 1。另以同龄效应量衡量同龄效

同龄效应，但被掩盖了。为此，进一步对不同加工
方式下的儿童面孔和青年面孔的记忆差异进行比较，

应的大小，深入了解个体的同龄效应水平。

发现仅个体化加工青年面孔的成绩显著好于类别
2
p

除了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三个组外，其它无关变

化加工儿童面孔（F (1，124) = 8.32，p < .01，η =

量的控制同实验 1。

.6），出现同龄效应，说明个体化加工儿童面孔，

４.２.４ 程序
采用标准再认范式，基本步骤仍然同实验 1。

导致了对儿童面孔记忆成绩的提高。

４

实验 ３ 加工动机对同龄效应的影响

４.１ 目的
通过控制个体对异龄和同龄面孔的加工动机来
探讨动机对同龄效应的影响。

正式实验前，向被试呈现价值不等的礼品并说
明再认不同面孔的得分规则。其中儿童面孔动机组
的被试正确辨认出一张儿童面孔得 5 分，正确辨认
出一张青年面孔得 1 分；青年面孔动机组的被试正
确辨认出一张青年面孔得 5 分，正确辨认出一张儿

若提高对儿童面孔的加工动机能提升对儿童面

童面孔得 1 分。两组被试若将未学习过的面孔错误

孔的再认成绩，使同龄效应消失，则说明对面孔的

地判断为学过，则扣除相应的分数。根据被试对两

加工动机会影响同龄效应。

类面孔的最终得分计算总成绩，并给予不同奖励。

４.２ 方法

得分高会得到价值 5 元的奖品，得分低得到价值 5

４.２.１ 被试

角的奖品。控制组则是作为基线水平，未设置奖惩。

共 72 名某大学本科生，年龄为 18~25 岁，平均
年龄 21.3 岁，其中女生 40 名，男生 32 名。被试被

整个实验持续约 15 分钟。
４.２.５ 数据处理

随机分配到 3 个组别中，每组 24 名。所有被试均主

数据处理及统计方法同实验 1。

动参与，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在实验结束后

本龄效应量 = 个体对同龄面孔的辨别力（d ' 同龄面
）－个体对异龄面孔的辨别力（d ' 异龄面孔）。同龄效

会依据得分获得相应的礼品。

孔

４.２.２ 仪器和材料

应量越大，被试对同龄面孔的识别能力越好，对异

仪器、材料及评定同实验 1。

龄面孔的识别能力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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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结果分析与讨论
对辨别力 d ′进行 3×2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面孔年龄主效应显著，F（1，69）= 9.96，
2

p < .01，η p = .13；面孔年龄和组别的交互作用
显著，F （2，69）= 7.12，p < .01，η p 2 = .17（见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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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中与儿童接触半年以上的幼儿教师在面孔再
认中未出现同龄效应，证实了知觉经验的作用，与
前人研究结果一致（Harrison & Hole, 2009）。这表
明与异龄面孔接触时长在半年以上时可消除本龄效
应。也就是说，知觉经验对同龄效应的影响要建立
在足够量的经验积累上。针对不同的内群偏好，所
需的经验积累程度也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
不断的积累各类面孔的知觉经验，但其新近的经验
也会不断的替代早期经验。而对种族特征的经验则
不会随时间推移而轻易改变。但是，不同年龄个体
的认知发展存在差异（兰公瑞，刘成刚，盖笑松，
2011），且知觉经验也会受定式、知觉偏差效应等
因素的影响。故仍需进一步的探讨。

图２

三组被试对不同年龄面孔的辨别力

５.２ 加工方式对同龄效应的影响

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儿童面孔动机组被试对儿

有研究通过指导语引导被试加工异族面孔的个

童和青年面孔的再认成绩无显著差异，F （1，69）

体化特征，证明加工方式会影响本族效应（Hill &

= 1.00，p > .05；青年面孔动机组被试对青年面孔的
再认成绩显著高于儿童面孔，F （1，69）= 18.44，p
< .001，η p 2 = .21；控制组被试对青年面孔的再认成
绩高于儿童面孔，F （1，69）= 4.76，p < .05，η p 2=

Lewis, 2006），但该研究并未直接改变个体的加工
方式，由此得出的结论略显不够充分。而且关于加
工方式对同龄效应的影响，现有研究并未给出明确
证据。本实验直接操纵个体对同龄和异龄面孔的加

.06。儿童面孔动机组对儿童面孔的再认成绩边缘显

工方式，结果发现类别化加工儿童面孔、个体化加

著高于青年面孔动机组对儿童面孔的再认成绩，
F（2，

工青年面孔时出现同龄效应。这是因为个体化加工

69）= 3.11，p = .05，η p 2 = .08。

同龄面孔时，个体主要关注目标面孔的细节特征，

根据对儿童和青年面孔的辨别力 d ' 儿童和 d ' 青年，

因而对其辨别力较高。而在识别异龄面孔时，注意

分别计算控制组和青年面孔动机组的同龄效应量。

资源用于加工类别信息，因而难以准确辨别异龄面

对青年面孔动机组（M = 1.08，SD = 1.16）和控制组

孔的差异。同样，人们普遍倾向于个体化加工内群

（M = .55，SD = .97）的同龄效应量进行独立样本 t

体（本族、本龄）面孔，类别化加工外群体（异族、

检验，结果表明，青年面孔动机组被试表现出的同

异龄）面孔。这导致了本族效应和同龄效应的产生。

龄效应量边缘显著高于控制组，t （46）= -1.72，p =

但在本族效应中，面孔种族自身的特异性以及人们

.09，Cohen' s d = .70，说明动机有促进青年人对同龄

对种族的敏感性同样会影响本族效应的产生。有趣

面孔的记忆的趋势。

的是，个体化加工异龄面孔、类别化加工同龄面孔时，

５

总讨论

未出现同龄效应的反转。可见，即使要求被试类别
化加工同龄面孔、个体化加工异龄面孔，仍不能完

通过三个实验分别控制类别化 - 个体化模型中

全排除自发的面孔分类，但这仍可以证明有意识的

的三个因素来考察同龄效应，结果表明该模型中的

个体化加工能提高面孔记忆成绩。这支持了社会认

知觉经验、加工方式和加工动机都会影响同龄效应，

知理论和类别化 - 个体化模型。

该模型适用于同龄效应，且这三个因素对同龄效应

５.３ 加工动机对本龄效应的影响

与本族效应的作用规律相仿。
５.１ 知觉经验对同龄效应的影响

类别化 - 个体化模型认为动机会影响内群体偏
向（Hugenberg et al., 2010）。Harrison 和 Hole（2009）

现有研究缺乏对接触时长的严格界定，这导致

也提到个体动机的强弱对识别面孔的重要性。本研

知觉经验假说既有证真也有证伪结论。Ledonne，

究通过社会奖惩激发个体对某类面孔的加工动机，

Poirier 和 Craton（2009）的实验要求青年被试与老

考察不同动机水平是否会强化或削弱本龄效应。结

年人接触 3~4 个月，结果否定了知觉经验的作用。

果与异龄面孔相比，被试更愿意关注和编码同龄面

唐卫海等 ： 同龄效应的类别化 － 个体化模型

孔，加工同龄面孔的动机水平较高，导致控制组出
现本龄效应。另外，有意识激发青年被试对同龄面
孔的加工动机时，个体对同龄面孔表现出更高的再
认率，而且，青年面孔动机组的同龄效应量边缘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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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 社会科学版 ), 38(1) , 52-57.
Cassia, V. M., Proietti, V., Gava, L., & Bricolo, E. (2015). Searching for faces
of different ages: Evidence for an experienced-based own-age detection
advantage in adul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41(4), 1037-1048.

著高于控制组，说明对同龄面孔记忆动机高的个体

Harrison, V., & Hole, G. J. (2009). Evidence for a contact-based explanation of the

其本龄效应有更大的趋势。此外，实验也关注提高

own-age bias in face recognition. 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 16(2),

个体对异龄面孔的加工动机是否会减弱同龄效应。
结果有意识激发对儿童面孔的加工动机时，对同龄
面孔的再认优势消失，说明动机在同龄效应中确实
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类别化 - 个体化理论模型提供
了更丰富的实验证据。

264-269.
Havard, C., & Memon, A. (2009). The influence of face age on identification from
a video line-up: A comparison between older and younger adults. Memory,

17(8), 847-859.
He, Y., Ebner, N. C., & Johnson, M. K. (2011). What predicts the own-age bias in
face recognition memory?. Social Cognition, 29(1), 97-109.
Hills, P. J., & Lewis, M. B. (2006). Reducing the own-race bias in face recognition

６

结论

by shifting atten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9(6),

在本研究条件下发现：①知觉经验制约面孔记

996-1002.
Hugenberg, K., & Sacco, D. F. (2008).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stereotyping: How

忆，经验越丰富，记忆效果越好。②当知觉经验相

social categorization biases person perception and face memory. Social and

当时，个体化加工面孔会提高面孔的记忆水平，从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2), 1052-1072.

而消除同龄效应。③加工动机的激发可促进面孔记
忆。加大对同龄面孔的加工动机能增加同龄效应量；
加大对异龄面孔的加工动机可减小或消除同龄效应。
④类别化 - 个体化模型可解释同龄效应的产生。且
在类别化 - 个体化模型中同龄效应与本族效应加工

Hugenberg, K., Young, S. G., Bernstein, M. J., & Sacco, D. F. (2010). The
categorization-individuation model: An integrative account of the other-race
recognition deficit. Psychological Review, 117(4), 1168-1187.
Ito, T. A., & Urland, G. R. (2003). Race and gender on the brain: Electrocortical
measures of attention to the race and gender of multiply categorizable
individu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4), 616-626.
Ledonne, E. N., Poirier, C. R., & Craton, L. G. (2009). Reducing own-age bias:

原理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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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egorization-Individuation Model on Own-Age Effect
Tang Weihai1, Zhang Xiaopei1, Tang Le1,2, Li Nan1, Liu Xip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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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the standard recognition paradigm, using the face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categorization-individuation
model of face recognition preference, and designs 3 experiment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s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 processing method, and
motivation level on the own-age effect.
The experiment 1 used a 2 (group: college students, preschool teachers) x 2 (face age: children, youth) mixed design to examine whether
perceptual experience is related to the own-age effect. Participants were 60 preschool teachers and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nts were exposed to 32
photographs, which consisted of 16 children’s photographs and 16 youth’s photographs (neutral faces and half of them were male). Following this
exposure, 64 photographs, including 32 new photographs, were presented to the participants during the recognition tes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recognized youth faces better than children faces. However, for preschool teacher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cognizing the youth’s faces and children’s face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cognizing the youth’s fa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is
explained that rich perceptual experience in recognizing different-age faces can improve memory performance for different-age faces, which weakened
the own-age effect.
The experiment 2 used a 4 (processing method: categorization processing of children and youth faces, individual processing of children and
youth’s faces, individual processing of children face and categorization processing of youth’s faces, categorization processing of children’s faces and
individual processing of youth’s faces) x 2 (face age: children, youth) mixed design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cessing method on the ownage effect. Participants were 128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 individual processing required the participants to choose the most attractive parts (eyes,
nose or mouth) of the face. Categorization processing required the participants to choose the shape of the face (round, square or oval face). The rest
was the same as that in experiment 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the own-age effect in the categorization processing of children’s faces and
individual processing of youth’s faces. This explained that the categorization processing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retrieval performance, while the
individual processing led to the improvement in retrieval performance.
The experiment 3 used a 3 (group: motivated children face, motivated youth face, control group) x 2 (face age: children, youth) mixed design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motivation on the own-age effect. Participants were 72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articipants of the motivated children’s-face
group would get 5 points for correctly identifying a child face and 1 point for correctly identifying a youth face. Participants of the motivated youth’sface group were the opposite. The rest was the same as that in experiment 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of the motivated youth’s-face group
recognized the youth’s faces better than the children faces, and particip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ognized the youth’s faces better than the children
faces. There were margin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cognizing the children’s faces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One sample t test was conducted for
the own-age effect siz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own-age effect size of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motivated youth’s-fac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is explained that motivation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retrieval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y increasing perceptual experience, applying individual processing, and enhancing the motivation of processing the
other-age faces, the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of other-age faces could be improved, which, therefore, weakened the own-age effect. This study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own-age effect and the own-race effect abided by the categorization-individuation model.
Key words

own-age effect, categorization-individuation model, categorization processing, individual processing, perceptual expertise, processiong

way, motivation lev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