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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在交通情境中的视觉搜索：发展的观点*
王华容 1

施利承 1

缪绿青 1

谭顶良 **2

(1 南通大学航海医学研究所，南通，226019)(2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
摘 要 为探讨小学生在交通情境中的视觉搜索发展，研究以一、二、四和六年级小学生及成人为被试，采用“找不同”任务和过
马路决策眼动任务进行实验。结果发现，一、二年级小学生“找不同”的效率低于成人；一年级小学生冒险及错失过马路比例均较高；
小学生的眼跳特征与成人相似，但对兴趣区的关注低于成人；女生错失过马路比例高于男生，视觉搜索水平及搜索策略的性别差
异不显著。研究表明，小学生的视觉搜索能力随年龄逐渐提高，但搜索的有效性低于成人，性别分化不明显。
关键词 视觉搜索 小学生 找不同 眼动

１ 引言
儿童道路交通伤害已成为全球性难题。世界卫
生组织 (2015) 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有 27.5 万行
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其中儿童占很高比例。我国
2013 年共 3994 名 18 岁以下儿童死于交通事故，
17955 人受伤，伤亡儿童的主要出行方式是步行 ( 公
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4)。视觉是
行人获取交通信息的主要通道，视觉搜索能力影响
行人的行为决策 (Kovesdi & Barton, 2013; Whitebread
& Neilson, 2000)。已有研究证实，视觉搜索能力低
的儿童，在路线选择中更倾向冒险 (Barton, Ulrich, &
Lyday, 2012)。Rosenbloom, Ben-Eliyahu 和 Nemrodov
(2008) 观察发现，儿童过马路时不观察路况是最普
遍的问题。因此，了解儿童交通视觉搜索特点，提
高儿童交通视觉搜索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于儿童视觉搜索的发展趋势，研究普遍证
实，随着年龄增长，儿童的视觉搜索能力逐渐提
高 (Donnelly et al., 2007; Lidzba, Ebner, Hauser, &
Wilke, 2013; Woods et al., 2013)。 但 Smith, Gilchrist
和 Hood(2005) 没有得出这一结论。他们通过对 5~9
岁的儿童进行视觉搜索研究发现，儿童的搜索成绩
与年龄无关。结论的差异，可能与被试的年龄段不
同有关。Smith 等 (2005) 是以低龄儿童 (9 岁以内 )

为被试，而其他研究中的被试均包括中、大龄儿童
(10 岁或以上 )。已有研究发现，儿童中期的视觉
搜索能力有明显发展 (Seassau & Bucci, 2013)。关于
儿童视觉搜索发展的关键期，已有研究结果不一。
Whitebread 和 Neilson (2010) 研究认为，7-8 岁时儿
童的搜索策略有明显发展，表现在交通情境中，能
有效地关注不同方位的信息继而做出安全决策。而
Seassau 和 Bucci (2013) 发现，儿童 10 岁时的视觉搜
索能力已接近成人。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探索视觉搜索的一般发展
规 律， 实 验 材 料 大 多 为 图 形、 颜 色 (Donnelly et
al.,2007; Woods et al., 2013) 或文字 ( 施建农 , 恽梅 ,
翟京华 , 李新兵 , 2004; Seassau & Bucci, 2013) 等，
较少分析分心刺激下儿童视觉搜索的特点。Quiroga,
Santacreu, López-Cavada, Capote 和 Morillo (2013)、
Jane 和 Colin (2015) 研究发现，无关分心刺激影响儿
童的视觉搜索成绩。交通环境视觉信息丰富，儿童
如何从无关刺激中搜索有效的交通信息，表现出怎
样的视觉搜索发展趋势？已有研究关注较少。
儿童视觉搜索的性别发展差异，已有研究结论
不一。Granié (2007) 观察发现，男童过马路时观察
路况的比例高于女童。Underwood, Dillon, Farnsworth
和 Twiner (2007) 认为，男童倾向关注交通情境中的
物理环境信息，而女童更关注场景中人的活动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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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青年项目 (15JYC003)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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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但 Barton 等 (2012) 没有发现性别差异。结果的

丰富程度，采用 PhotoShop 对图片内容进行增、删

差别，笔者认为可能与研究内容有关。尽管都是关

或改变 1~6 处，形成 6 个“不同处”数量组，每组

注儿童视觉搜索发展，Granié (2007)、Underwood 等

各 8 对图片，同组内图片内容丰富程度相当，最后

(2007) 是从具体的搜索策略角度分析性别差异，而

形成 48 对“找不同”图片。根据单张图片原有布局 ( 横

Barton 等 (2012) 关注男女儿童的整体视觉搜索水平。

向或纵向 )，6 组图片对分左右和上下两种布局，其

搜索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固然影响搜索成绩，但在某

中左右布局的图片对尺寸为 817*600 像素 ( 宽 * 高 )，

些方面也体现出一种搜索的风格和偏好。因此，今

上下布局的尺寸为 600*817 像素 ( 宽 * 高 )。

后研究在关注二者相互联系的同时，更应厘清两者
区别。

26 位成人 (12 名男性，14 名女性 ) 对 48 对图片
进行评定。要求就每对图片找不同的难易程度 ( 与

鉴于此，本研究关注交通情境中儿童的视觉搜

所在组图片相比较 ) 进行评定 (“太容易”、“难度

索发展特点，计划从视觉搜索水平及搜索策略两个

相当”、“太难”)。选出评定为“难度相当”比例

角度开展研究，分别设计“找不同”任务及模拟交

在 60% 以上的图片 34 对，作为实验或练习图片。

通情境过马路决策眼动实验，以期较全面探讨交通

最后，同一数量组图片各 5 对，30 对图片作为实验

情境中儿童视觉搜索的发展水平和特点，为今后交

材料，另外 4 对为练习图片。

通安全教育提供实证依据。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被试
以小学生为研究对象。根据小学生不同年级的
认知发展水平，在江苏省南通市某小学一、二、四

采用 5( 年龄组 )×2( 性别 )×6( 不同处数量组 )
的混合实验设计。
其中不同处数量组为被试内变量，
因变量为“找不同”任务的效率 ( 正确数 / 反应时 )。
采用 E-prime 编辑刺激图片，刺激由 19 寸液晶宽屏
显示器呈现。
３.２ 程序

和六年级随机选择小学生各 45 名，共 180 名。其中

实验开始前向被试呈现指导语，随后练习，被

有效被试 160 人，包括一年级 42 名 (M age =6.7 岁，

试熟练后正式实验。实验时不告知被试每对图片不

SD =.81 岁 )；二年级 43 名 (M age =7.82 岁，SD
=.86 岁 )；四年级 41 名 (M age =9.78 岁，SD =.63 岁 )；
六年级 34 名 (M age =11.7 岁，SD =.82 岁 )。另外，
从南通某高校招募大学生志愿者 41 名作为对照组。
5 个年龄组被试性别比例相当，所有被试视力或矫
正视力正常。小学生被试均征得其家长及所在小学
老师的同意，成人被试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后
给予一定报酬。
２.２ 实验程序
所有被试完成两个实验：实验 1“找不同”任
务和实验 2 模拟交通情境过马路决策任务。为避免
顺序效应，一半被试完成实验 1 后参加实验 2。另
一半被试顺序相反。为减少被试疲劳，实验分两次
进行。被试在完成第一个实验后次日同时段进行第
二个实验。

同处的数量，要求被试用手指出并口头指示“这里”

３ 实验 １

准差之外的 2 个数据，199 个有效数据进入统计。

选择“找不同”这一经典视觉搜索研究范式，
设计交通情境图片，考察小学生的视觉搜索水平。
３.１ 实验材料与设计
收集交通情境高清图片 48 张，根据图片内容的

以报告发现的所有不同。主试记录“找不同”的正
确数量，E-Prime 记录反应时。30 张图片对随机呈现，
实验持续约 30 分钟。

图１

实验 １ 流程

３.３ 结果
根据被试正确指出的不同处数量及反应时，算
出被试“找不同”的效率，删除效率值在 3 个标
5( 年龄组 )×2( 性别 )×6( 不同处数量组 ) 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数量组主效应显著，F (5, 970)
=652.30, p <.001, ηp 2=.77。年龄组主效应显著，F (4,
194) =11.90, p <.001, ηp 2=.20。Bonferroni 事后检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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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随着不同处数量的增加，被试“找不同”的

无车辆、车辆从远处驶来和车辆从近处驶来 )、⑵斑

效率逐渐提高；成人“找不同”的效率 (M =4.59)

马线 (2 水平：有 vs. 无 )、⑶视线遮挡状况 (3 水平：

显著高于一、二年级小学生 (M 1 =3.35; M 2 =3.88)，

无遮挡、受路中央停车遮挡和受左前方弯道遮挡 )。

与 四、 六 年 级 小 学 生 差 异 不 显 著 (M 4 =4.37; M6

采用 5( 年龄组 )×2( 性别 ) 被试间实验设计，

=4.79)；一年级小学生“找不同”效率 (M 1 =3.35)

探讨小学生在模拟道路情境下的过马路决策行为及

显著低于四、六年级与成人。性别主效应不显著，

眼动特点。

F (1, 194) =1.11, p>.05。
数据结果还提示，年龄组与数量组的交互效应
显著：F (20, 945) =8.39, p <.001, ηp 2=.15。简单效应
检验发现，不同处为 1 处和 2 处时，年龄组差异不
显著 (p >.05)；当不同之处大于 2 时，年龄组之间差
异明显 (p <.01)，且随着不同处数量的增加，年龄组
之间的差异也逐渐加大 ( 见图 2)。
实验1研究了小学生视觉搜索水平的发展特点，
总体表现为随着年级升高，小学生的视觉搜索水平
不断提高。一、二年级小学生的视觉搜索水平表现
出明显不足，与中、高年级小学生及成人差距明显。
但在具体交通情境中，小学生表现出怎样的视觉搜
索特点？实验 2 将运用模拟道路情境过马路决策的
眼动实验任务，分析小学生视觉搜索策略的发展特
点。

４.２ 实验设备与眼动指标
采 用 瑞 典 SmartEye AB 公 司 开 发 的 Smart
Eye pro 5.9 三维非侵入式眼动仪，采样率 60Hz。
视频采用 32 寸宽屏显示器播放，屏幕分辨率为
1280*1024，刷新率为 70Hz。视频编辑与眼动数据
收集由 Gaze tracker 9.0 软件实现。
借 鉴 Karatekin (2007), Kovesdi 和 Barton (2013)
的研究，分析 4 个常被用来评估视觉搜索的敏感指
标：注视持续时间、注视次数、眼跳距离和眼跳速度。
４.３ 程序
被试安排坐在距离眼动仪 60cm 的位置，根据
被试身高微调摄像头，建立被试头部模型，采用 12
点定标法完成定标过程。实验开始前给被试呈现一
段练习视频，告诉被试假设他 / 她站在路边 ( 视频
中用红箭头标示 )，需要过马路，要求他判断安全
过马路的时机，并按键反应。练习结束后正式实验。
Gaze tracker 软件随机呈现 18 种交通情境，并记录
被试的反应时及眼动数据。实验持续约 20 分钟。
４.４ 结果分析
４.４.１ 数据预处理
依据以下三个标准剔除无效数据：一、因头部
移动幅度过大、眼睛疲劳或其它生理原因致使眼动
数据记录错误的 19 个数据；二是过马路决策反应时
在 3 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 21 个；三是眼动数据均值
在 3 个标准差之外的 17 个数据，最后保留有效数据
144 个 ( 占总数据的 71.6%)。
４.４.２ 过马路决策行为分析

图 ２ 不同年龄组被试找不同的效率 （ 正确数 ／ 反应时 ）

根据本交通情境的特点 ( 车辆速度均较快，约

４ 实验 ２

40km/h)，研究设定安全过马路时机为同、对侧车道

４.１ 实验材料与设计

之后。对冒险过马路的判定标准为：同侧或对侧车

借鉴Meir, Parmet和Oron-Gilad (2013)的实验范式，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实际，在任务设计上丰富了道路
情境设置。请专业技术人员制作 18 个模拟城市道路
情境的动画视频。道路为双向两车道，对侧车道有 2
辆车以不同速度行驶。每段视频时长 21s。18 种交通
情境包含 3 个变量：⑴同侧车道车辆状况 (3 水平：

车辆均通过箭头标示的位置 ( 即假定被试所在位置 )
道车辆在没有到达箭头标示的位置之前，被试决定
过马路。将同、对侧车道车辆驶离箭头标示的位置
6s 后被试才决定过马路，或整个过程没有过马路决
定，确定为错失过马路。结果见表 1。
对 5 个年龄组 3 种决策行为的比例进行卡方检
验，χ 2(8, N =502) = 25.47，p <.01，cramer'v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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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性别、年龄组被试冒险、错失及安全过马路比例 （ 频次 ／ 年龄组（性别）人数 ， ％）

注：①为具体分析小学生过马路决策的性别差异，在统计“男、女”冒险和错失行为频次时，没有统计成人组数据。

p <.01，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组被试在 3 种决策行为中
的比例分布存在差异。非参数 Kruskal-Walis H 检验
进一步发现：冒险比例的年龄组差异显著，χ 2(4, N
=90) = 12.94，p <.05。两两比较结果显示，一年级小
学生冒险比例最高，四年级冒险比例最低，两个年
级差异显著，p <.005 ①。错失过马路的年龄组差异显
著，χ 2(4, N =90) =52.55, p <.001，一、二、四年级
小学生的比例显著高于六年级和成人组，其中四年
级比例最高；成人错失比例显著低于小学生 (p <.005)。
此外，安全过马路的年龄组差异也显著，χ 2(4, N
=90) = 14.94, p <.01，成人安全过马路比例显著高于
一年级和四年级小学生 (p <.005)。
另外，卡方检验结果发现，小学生在 3 种行为决
策的分布模式上不存在性别差异，
χ 2(2, N =199) = 1.67,
p >.05。但 Kruskal-Walis H 检验发现，女生错失过马
路比例显著高于男生，χ 2(1, N =34) =7.50, p <.01。
４.４.３ 过马路决策任务的眼动分析
①在模拟道路交通情境中的眼跳特征
对不同年龄组、性别被试在模拟道路交通情境
中的平均眼跳距离与眼跳速度进行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年龄组、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p >.05)，交互
作用也不显著 (p >.05)。
②在兴趣区的注视特点
根据研究设想，将交通情境中的斑马线、弯道、
路中央停车、同侧及对侧车道车辆等 5 个要素划为
兴趣区 ( 其中同侧及对侧车辆为动态兴趣区，两个
兴趣区的激活时间不同，均随车辆的出现自动激活 )，
探讨小学生对交通情境中关键信息的注视特点。根
据被试在 5 个兴趣区及整个交通情境中的注视持续
时间和注视次数，算出被试有效注视持续时间和注
视次数的比率 ( 比率越高，表明对交通情境中的关
键信息关注越多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组主效
应显著，F 注视持续时间 (4, 122) =24.89, p <.001, ηp 2=.46，
①注：对卡方检验结果进行两两比较时，需校正 α 水平，本次
5 个年龄组两两比较，需要比较 10 次，因此检验水准降低为 .05/10
=.005. p >.005 表明两组差异不显著，p ≤ .005 表明两组存在显著差异。
以下进行卡方检验两两比较时均采用此方法。

F 注视次数 (4, 122) =1.27, p <.001, ηp 2 =.26。Bonferroni 事
后检验发现，成人组的有效注视持续时间比率 (M
=.47) 显著高于小学生组 (M 1 =.21; M 2 =.20; M 4 =.19;
M 6 =.17)，有效注视次数比率 (M =.26) 也显著高于小
学生 (M 1 =.19; M 2 =.19; M 4 =.18; M 6 =.16)，各年级之
间差异不显著。性别主效应不显著 (p >.05)。
另外，在有效注视持续时间比率这一指标上，
年 龄 组 与 性 别 的 交 互 效 应 显 著，F (4, 122) =3.71,
p <.01, ηp 2=.11，表现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被试，
成人有效注视持续时间比率均高于小学生 (p <.001)。
③对不同兴趣区的注视特点
考虑 5 个兴趣区的面积大小存在差异，为避免
兴趣区面积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根据各兴趣区的
面积及对应的注视持续时间和注视次数，算出单位
面积内各兴趣区的注视持续时间及注视次数。
5( 年 龄 组 )×2( 性 别 )×5( 兴 趣 区 ) 重 复 测 量
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兴趣区主效应显著，F 注视持续时
2
间 (4, 536) =138.5, p <.001, η p =.48，注视持续时间由
长到短依次为斑马线 (M =.135)、对侧车道来车 (M
=.094)、同侧车道来车 (M =.091)、路中央停车 (M
=.031) 及 弯 道 (M =.005)；F 注 视 次 数 (4, 536) =338.06,
p <.001, ηp 2 =.68，注视次数由多到少依次为同侧车
道来车 (M =.355)、
斑马线 (M =.278)、
对侧车道来车(M
=.247)、路中央停车 (M =.111) 及弯道 (M =.019)。年
龄组主效应显著，F 注视持续时间 (4, 134) =32.09, p <.001,
ηp 2=.46；F 注 视 次 数 (4, 134) =11.47, p <.001, ηp2=.22。
Bonferroni 事 后 检 验 发 现， 成 人 的 注 视 持 续 时 间
(M =.137) 显著高于小学生组 (M 1 =.056; M 2 =.057; M 4
=.059; M 6 =.047)，注视次数 (M =.265) 也显著多于小
学生 (M 1 =.182; M 2 =.186; M 4 =.213; M 6 =.164)。性别
主效应不显著 (p >.05)。
同时，数据结果还提示，年龄组与兴趣区的交
互作用显著，F 注视持续时间 (16, 536) =16.92, p <.001, ηp 2
=.34; F 注视次数 (16, 536) =6.32, p <.001, ηp 2 =.14。兴趣
区、年龄组与性别的三者交互作用也显著，F 注视持续
2
时间 (16, 536) =4.28, p <.01, η p =.10。简单效应分析发
现，除弯道外，成人组在兴趣区的注视次数明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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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小学生 (p <.05)。四年级小学生对弯道的注视次数

(Donnelly et al., 2007; Kovesdi & Barton, 2013; Meyer,

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 (p <.05)。简单简单效应检验提

Sagberg, & Torquato, 2014; Meir, Oron-Gilad, & Parmet,

示，成人男性对斑马线及对侧车辆的注视持续时间

2015;Woods et al., 2013)。Lidzba 等 (2013) 研究发现，

长于女性 (p <.05)；四年级男生对弯道的注视持续时

枕部和顶叶皮层是大脑视觉搜索网络的核心区域，

间多于女生 (p <.05)。 ( 见图 3)

其活动性随年龄增长而不断提高，揭示了生理性成
熟对视觉搜索发展的影响。这一结果也表明小学生
在处理交通情境信息时仍相对弱势。
眼动结果发现，小学生与成人在模拟交通情境
中的眼跳特征相似。Fukushima, Hatta 和 Fukushima
(2000) 认为这是由于眼跳的早期发生器始于脑干，
较之于其他脑区，脑干发育成熟较早。但是，对特
定兴趣区的关注，小学生明显不及成人，反映出小
学生在交通情境中的视觉搜索策略仍不成熟，对交
通情境中的关键信息缺乏有效关注。
与成人结果不同，小学生视觉搜索的成绩不能
有效预测其在交通情境的搜索策略水平。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小学生视觉搜索能力的提升与有效搜

图 ３ 不同年龄组在各兴趣区的平均注视次数

５ 小学生视觉搜索水平对有效搜索策略的预
测回归
实验 1、2 分别从搜索水平及搜索策略两个角度

索策略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Whitebread 和 Neilson
(2000)、Seassau 和 Bucci (2013) 就 曾 先 后 发 现， 儿
童 7~8 岁时视觉搜索策略开始发生明显变化，而视
觉搜索能力在 10 岁时已接近成人。至于两者的关系
具体如何？还需今后研究进一步分析证实。
本研究还有趣地发现，四年级小学生错失过马

关注小学生视觉搜索的发展，为进一步探讨两者的

路比例最高，而冒险过马路比例最低，对弯道这一

关系，研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被试“找不同”任务

潜在危险的注视较其他年龄组更多。
这一结果提示，

成绩对过马路决策任务中兴趣区注视的预测效果。

四年级 (9~10 岁 ) 是小学生视觉搜索策略发展的重

结果表明，“找不同”的正确率与 5 个兴趣区的注
视点平均注视时间 ( 注视持续时间 / 注视次数 ) 呈显
著正相关 (r = .18, p <.05)。回归分析发现，“找不同”
正确率能显著预测被试在兴趣区的注视点平均注视
时间，Β =.44, R 2=.03, p <.05，表明被试的视觉搜索
水平越高，在视觉搜索过程中对关键信息 ( 兴趣区 )
的关注越多。
有趣的是，当剔除成人数据，只保留小学生数
据后重新进行回归拟合分析发现，两者相关不再显
著 (p >.05)。

要时期，该阶段儿童对交通情境有较好的危险感知
(Hill, Lewis, & Dunbar, 2000)，并开始运用更为有效
的搜索策略。这一结果与 Whitebread 和 Neilson (2000)
的结论不一致，他们认为 7~8 岁儿童是视觉搜索策
略变化的重要时期。出现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可
能与实验任务的难度有关。虽然都是过马路决策判
断任务，但 Whitebread 和 Neilson (2000) 的道路交通
情境相对简单，只有车辆行驶方向的变化，被试只
需要根据车辆信息作出决策。本研究设计的道路交
通情境相对复杂，被试需要综合道路及车辆信息作

６ 讨论

出决策，因此任务难度相对较大，在视觉搜索的年

６.１ 小学生交通视觉搜索的发展特点

６.２ 小学生视觉搜索发展的性别差异

研究表明，小学生的交通视觉搜索能力随年
龄 增 长 逐 渐 提 高， 这 不 仅 体 现 在“ 找 不 同” 任
务 中， 也 表 现 在 过 马 路 决 策 行 为 中。 但 与 成 人
仍 存 在 明 显 差 距。 这 与 已 有 研 究 结 果 基 本 一 致

龄发展上，继而表现出向后推迟的趋势。
小学生的过马路决策行为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
异，仅在错失行为上女生高于男生，表现出谨慎的
出行特点。这一结果与 O’Neal, Plumert, McClure
和 Schwebel(2016)、Tabibi, Pfeffer 和 Sharif (201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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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研究相似，说明小学生行人行为的性别分化总体不
明显。
研究显示，男、女小学生视觉搜索的发展整体
上不存在差别 (Barton et al., 2012)，与 Underwood 等

科

学

本研究发现，小学生的视觉搜索能力随年龄逐
渐提高，但视觉搜索有效性低于成人；四年级小学
生 (9~10 岁 ) 的视觉搜索有较明显发展。男、女小

(2007)、Tom 和 Granié (2011) 的结论有所不同。他

学生的视觉搜索发展分化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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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Pupil’s Visual Search in Traffic Situation
Wang Huarong1, Shi Licheng1, Miao Lvqing1, Tan Dingliang2
(1 Institute of Nautical Medicine，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19)
(2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Visual search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pedestrians’ interaction with traffic situation, which allowing them to successfully identify

external cues that impact their decision-making. Previous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that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4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road
accidents as pedestrians, and a number of motivational and cognitive skill factors which may play a part in i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hildren with
low visual search are more likely to take risks when crossing the road. However, in traffic situations, whether children's level of visual search, and
searching strategy is the same with that of the adults is less mentioned in previous studi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pupils’ visual
search as pedestrians.
The sample consisted of 160 Chinese pupils from a common primary urban school, including 42 in Grade 1, 43 in Grade 2, 41 in Grade 4 and
34 in Grade 6. In addition, 41 adult volunteers aged between 18 and 27 were recruited from a university in Nantong city. All subjects completed two
experiments: ‘spot the difference’ was used to assess subject’s visual search ability, while visual search strategies were studied by analyzing the eye
movements of the children and the adults while they were carrying out the video task. In experiment 1, there were 34 pairs of pictures chosen as
stimulus materials, including 30 pairs for experiment and 4 pairs for practice. Th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spot all the differences on each of the picture
pair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but they were not told there were how many differences in each pair. In experiment 2, a simulated road environment of
moving traffic was designed by video designers. The subjects’ eye movement was recorded by Smart Eye 3D Eye Tracking System.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observe the traffic video, and give a response when they thought it was safe to cro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s pupils growing, their efficiency in “spot the differences” task improved continuously. However, pupils in grade 1 and
2 still did not perform as well as the adults, (p <.01). The performance in “spot the difference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boys and girls
(p >.05). Compared with adults, the pupils behaved much more in missing crossing and less in safety crossing (p <.05). Specially, among the pupils,
the pupils in grade 4 had the least times of adventure crossing, while missed the most times to cross the road (p <.05). The girl’s missing crossing was
much more than the boys (p <.01). Pupils’ eye gaze in the region of interest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adults’ in that the adults’ fixation duration was
much longer than the pupils (p <.001), and the fixation counts were much more than the pupils (p <.05), except on the curve. However, pupils’ saccade
amplitude and saccade velocity in the whole traffic video were not different from the adults’ (p >.05).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pupils' traffic visual searching ability went up as they grew, and visual searching strategies became more reasonable
and useful. However, they were still on a low level compared with adults. Visual search for grade 4 pupils (9~10 years of age) developed significantly.
Visual search did not vary with gender on the whole.
Key words visual search, pupil, spot the difference, eye mov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