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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诱导的注意力转换对抑制性控制的影响
莫妮卡克里斯托弗，德文罗塞利
美国心理学系，美国信息技术部门
摘 要：决定我们关注什么信息对我们在各自的学术和经济领域保持价值和生产力的能力有所影响。本研究调查了由
于信息技术的中断而引起的注意力转换是否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消耗资源，并损害反应抑制任务的表现。三组（120
名女性，57 名男性，平均年龄 =21.56，年龄范围：18-40 岁）在自我调节任务中接受或不接受中断后，在西蒙任务中
进行了比较。出乎意料的是，没有接受中断的参与者发现了较大的西蒙效应。这些结果符合以前的证据，即持续的定
向注意可能导致消耗并影响随后的抑制性控制。尽管不支持预测，但这些结果可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特别
是由于年轻一代比前几代人在一个更多联系的世界中发展。通过了解这些差异，年轻一代可以更好地适应技术进步，
并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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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ciding what information we attend to has implications on our ability to remain valuable and productive in our
respective academic and economic domai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if attentional switching due 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ruptions would deplete resources in a unique way and impair performance on a response inhibition task. Three groups (120
women, 57 men, Mage = 21.56, age range: 18–40 years) were compared on the Simon task after participants either did or did
not receive interruptions during a self-regulation task. Unexpectedly, a larger Simon effect was found for participants who did
not receive interruptions. These results conform to previous evidence showing sustained directed attention may result in
depletion and effect subsequent inhibitory control. Although not supporting predictions, these results may provide a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particularly because younger generations are developing in a more connected world than preceding
generations. By understanding these differences, younger generations may better adapt to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leverage
them to their advantage.
Keywords：Atten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hibitory control; Simon effect; Switching
引言
IT 部门确保组织的系统、网络、数据和应用程序都
信息技术（IT）是指使用任何计算机、存储、网络
能正常连接和运作。IT 团队处理三个主要领域：（1）
和其他物理设备、基础设施和流程来创建、处理、存
部署和维护业务应用程序、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器、
储、保护和交换所有形式的电子数据。通常情况下，信
网络、存储）；（2）监控、优化应用程序、服务和基础
息技术是在商业运作的背景下使用的，而不是用于个人
设施的性能并排除故障；以及（3）监督应用程序、服务
或娱乐目的的技术。IT 的商业用途包括计算机技术和电
和基础设施的安全和治理。
IT 研究将信息定义为对接收者有意义的、对当前或
信。
《哈佛商业评论》创造了信息技术这个术语，以区分
潜在行动或决策有价值的数据。信息技术通过提供一种
旨在执行有限功能范围的专用机器和可以为各种任务编
手段，让我们积累完成工作所需的有价值的信息，从而
程的通用计算机器。随着 IT 行业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的
实现实现目标所需的持续连接。然而，我们的电脑和智
发展，计算能力提高了，而设备成本和能耗却降低了，
能手机也诱发了注意力的转换，因为它们以电子邮件、
这种循环在新技术出现时一直持续到今天。
短信、应用程序通知、RSS 订阅和社交网络的形式提供
了大量的干扰，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保持对主要任务的
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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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切换，定义为在有限的时间内在一个以上的
任务或目标之间来回切换，是一种目标干扰的基础：中
断。本文的目标是指导行动的计划；它们帮助个人决定
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外部事件。目标干扰可以被定义为
一个外部产生的事件，它使用认知资源来处理与主要任
务或目标没有直接关系的信息。干扰，一个外部产生的
事件，作为一个同时进行的次要目标或任务，一个人可
能需要比保持对主要任务的注意力更多的努力。
由于任务需求因外部中断事件而增加，如果一个人
的注意力因信息技术（IT）中断而不由自主地被转移，
他可能会经历更大的资源消耗。卡尼曼将注意力细分为
定向和非定向。非自愿的注意力与唤醒水平有关，它更
多地是自动的，大部分是刺激驱动的，而且目标指向性
较低。令人惊讶的刺激会自动吸引注意力，与熟悉的刺
激相比，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处理。O'Conaill 和 Frohl
ich 将中断定义为非计划性的。因此，外部产生的事件，
如到达的、非计划的或令人惊讶的中断，也可能需要比
保持对主要任务的定向注意更重要的努力。
以前关于自我调节和执行功能的研究已经确定了一
种关键的资源，它是该领域的核心，容易被耗尽。在这
些研究中执行的任务是相互作用的（表明它们可能共享
一个共同的资源），启动自我调节活动似乎会显著损害
随后的意志控制。然而，以前的研究没有测试过频繁的
注意力转换过程作为耗竭的来源，以及它可能对随后的
执行功能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冈萨雷斯和马克确定了这
一领域现有知识的空白，宣布明确缺乏关注信息技术和
注意力转换作用的研究。尽管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
面越来越依赖 IT，不仅在工作场所使用，而且在教育、
跟踪健身和健康以及保持社会联系方面也是如此，但人
们对与 IT 有关的中断的后果了解甚少。
我们无法抑制社会上不适当的反应可能会造成影
响，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和那些越来越喜欢在多种技术
之间切换注意力的人来说。Ophir、Nass 和 Wagner 设计
了一系列实验来研究重度媒体多任务者（HMMs）和轻
度媒体多任务者（LMMs）的信息处理风格之间的区
别。结果显示，HMMs 在任务切换能力的测试中表现较
差。为了识别 HMMs，开发了一个基于问卷的媒体多任
务指数，以确定一个人同时消费的媒体的平均数量（H
MMs 在这个指数上比平均值高出一个标准差或更多）。
Ophir 等人研究了 HMMs 对环境刺激的注意力分配和进
入工作记忆的能力，在工作记忆中对刺激和任务集表征
的保持和操作，以及对刺激和任务反应的控制。HMMs
显示出过滤掉不相关刺激和不相关任务集的干扰的能力
下降（任务切换）。作者认为，通过技术促进的注意力
切换是一种日益增长的社会趋势，它对认知处理提出了
新的要求，特别是注意力的分配，并进一步指出 HMMs
使用 "认知控制的广度偏向 "来管理多个输入流。

尽管在技术设备之间的注意力切换很普遍，一些人
平均每分钟切换四次以上，许多成年人旨在实施策略，
以限制他们在任何时候消费的媒体流的数量。然而，对
于年轻一代来说，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因为年轻人会继续成熟）。对来自三代人的 1319 名美国
人的回答的分析显示了一个明显的代际效应；最近几代
人，即 "网络一代"，比老一代人更多地因技术而转换他
们的注意力。网络一代发现注意力的转换更容易，并声
称他们在不同任务之间的注意力转换比上一代人更有
效。尽管如此，迄今为止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说法；在
复杂的任务中，任务切换会消除有效执行任务所需的线
索，从而导致性能下降。
如果像 Ophir 等人的研究结果所表明的那样，信息
技术处理有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是在任
务之间快速切换，如果信息技术引起的注意力切换导致
资源更多或更快的消耗，那么调查对随后的意志行为的
表现的任何后果就很重要。由于注意力冲突导致过滤无
关刺激的干扰的能力下降，从而损害了复杂的任务表
现，因此解决注意力转换和目标表现之间的冲突对所有
的人，从办公室工作人员到学生和教师，似乎都很重
要。
由干扰引起的注意力转换所耗费的精力可能会独特
地耗尽个人的资源。尽管对资源消耗的认识在不断发
展，但该领域缺乏一个一般的框架来识别资源，并理解
为什么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行为会使用这种共同的资
源。显而易见的是，当一个人执行一项需要集中注意力
的任务时，由于可用的资源减少，紧接着的任务的表现
就会受到影响。易被耗尽的资源在执行功能和自我调节
之间是共享的，研究发现一系列行为因资源耗尽而受到
影响。如果由中断引起的注意力转换导致了更大或更快
的资源耗尽，那么研究这种表现对随后的意志行为（包
括抑制）的潜在影响是很重要的。
抑制性控制，是对干扰目标驱动行为的外部刺激进
行抑制的自动行为的能力，是个体功能的基础，是注意
选择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减少目标干扰很重要。自我
调节活动似乎会显著损害随后的意志控制，这表明个体
可用的能量在最初的行为中被消耗了。在进行了自我调
节后，个体似乎有更少的资源可以用来达到随后的目
标。目前的研究调查了 IT 中断及其对个体抑制过程的影
响。抑制性控制的特点是抑制对环境突发事件的预设或
习惯性反应的能力。反应选择中的干扰概念可以用西蒙
任务来评估，这是一个用来测量反应抑制的既定范式。
我们如何适应技术进步，并通过决定我们在任何时候关
注什么信息来利用它们的优势，对我们在各自的学术和
经济领域保持价值和生产力的能力有实质性的影响。可
以观察到注意力转换的一个方面是无处不在的技术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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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耗尽和中断
有几种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信息技术的中断会独特
地消耗个人的资源。研究表明，中断会不由自主地操纵
和转移注意力。信息技术的中断可能涉及到一种看不见
的成本，即焦虑。最后，信息技术的中断需要个人做出
额外的决定。
冈萨雷斯和马克认为，可能导致资源消耗的不是中
断，而是整个注意力频繁转换的过程（比如工作时收到
电子邮件的提醒）。在关注一封电子邮件后，一个人可
能会意识到（通过信息内容）有几个额外的任务需要执
行。此外，许多电子邮件不能在一次会议中被丢弃，而
是需要采取多种行动，以及来自其他人的输入或决定，
进一步增加了任务需求。诸如此类的繁重要求，往往由
于反复的 IT 中断而加在个人身上，会耗尽资源。此外，
一个人所花费的精力不仅是在中断上，而且在中断后，
一旦重新审视主要任务，重新调整方向的过程。中断后
重新定位到主要任务所需的额外时间被归类为中断成
本。马克、冈萨雷斯和哈里斯报告说，在一次中断后，
个人花了大约 25 分钟才回到原来的任务上。杰克逊、道
森和威尔逊报告说，电子邮件在一天 8 小时内造成了 96
次中断，每天要增加一个半小时的恢复时间。虽然这些
结果很有说服力，但这里提出的大部分数据都是详细的
实地观察结果，不容易被复制。
信息技术中断在几种情况下会产生焦虑：如果一个
人工作得更快，以弥补因被打断而损失的时间；如果一
个人意识到即使他们工作得更快，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
间来完成他们的主要任务；或者，当他们完成任务的时
间结束时，任务仍然没有完成。贝利（Bailey）、康斯
坦（Konstan）和卡利斯（Carlis）通过设计一个实验研
究了中断对焦虑的影响，在这个实验中，中断是在执行
主要任务时向使用者提出的一个外围任务。他们工作的
主要发现之一是，当外围任务打断他们的主要任务时，
用户的焦虑会比不打断时增加得多。
作者还发现，当他们在文档编辑任务中打断用户
时，用户完成任务的速度比不打断他们执行相同任务的
速度快。其他研究证实了这一发现，并且还表明，随着
干扰在一天中的积累，个人不一定表现出绩效的下降；
然而，为了避免生产力的损失（未完成的任务）而加快
工作，可能伴随着焦虑的感觉。格拉斯、辛格和弗里德
曼的结论是，适应不可预测的压力涉及 "心理成本"，这
表明资源的耗尽。即使一个人在主要任务和 IT 中断之间
有效地转换，他们也可能无法在足够的时间内恢复暂停
的主要任务来完成它。一项研究报告指出，41%的中断
导致被中断的工作完全中断。预期的生产力损失可能会
使反复经历信息技术中断的人感到焦虑。
二、 目前的研究

本研究在受试者之间的设计中调查了信息技术引起
的注意力转换的代价，考虑了以下几点：(a)注意力资源
的消耗，以及当注意力不由自主地从一个主要任务转移
到一个或多个次要任务时，这些资源如何更快地被消耗
掉，以及(b)信息技术引起的注意力转换过程和随之而来
的资源消耗如何可能产生超出主要任务的后果。目前的
研究要求信息技术中断组的参与者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分
配他们的注意力。该研究旨在通过模拟一个典型的工作
环境来实现生态有效性，适用于商业或学术环境，并通
过调查由于 IT 中断而在两个或多个任务之间的注意力转
换是否会导致有限能力的资源耗尽，以及由于耗尽而损
害表面上无关的测量反应抑制的任务的表现，来帮助弥
补这一领域的现有知识差距。
我们假设，如果 IT 诱发的注意力转换在参与者被打
断时消耗得更多（IT 组），他们在西蒙任务（一项测量
抑制控制的任务）上的表现会比那些没有被打断的参与
者（PT 组）差。第一个假设使用西蒙效应（即用正确的
一致试验的平均反应时间减去正确的不一致试验的平均
反应时间来测量反应时间）作为结果，并预测 IT 组的参
与者比 PT 组的参与者有更大的西蒙效应。第二个假设
考察了不协调试验的正确比例（第二个因变量）。本研
究预计 IT 组的参与者比 PT 组的参与者有更少的不协调
测试试验的正确比例。
由于注意力分配观点认为，注意力是一种有限的、
可分割的资源，它来自于有限的注意力能力库，并且由
于任务要求因中断性的外部事件而增加，因此预计 IT 中
断组的参与者在测量反应抑制的西蒙任务上的表现会比
过程时间（PT）或控制（C）组的参与者差。
目前的研究调查了平均年龄为 21.56 岁的参与者，
是在主要由传统大学生组成的样本中调查这一现象的首
批研究之一，从而提供了一些最早的结果，表明今天的
网络世代大学生（他们在广泛接触技术的情况下长大）
是否比上一代人发展了更多的数字素养，以及这是否使
他们有能力更有效地转换注意力。
三、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由于 IT 中断而导致的注意力转
换是否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消耗资源，并损害用于评估
抑制性处理的任务的表现。在自我调节任务中，参与者
接受（IT）或不接受（PT）中断后，在西蒙抑制性控制
任务上对三组进行了比较。PT 组完成了四项次要任务
（与打断 IT 组参与者的任务相同），在这一时间段内，
为了本研究的目的，被确定为 "过程时间"。然后，PT 组
在一个被称为 "沉浸式时间 "的时间块中不间断地完成自
我调节任务。控制条件下的参与者在没有次要任务的情
况下完成自我调控任务。出乎意料的是，结果表明，PT
组的参与者比 IT 组的参与者在西蒙效应方面有微小的显
著增加，P=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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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样本中的西蒙效应与以前相应年龄组的研
究相似。通过比较不协调测试试验的正确比例的平均
值，没有发现组间的明显差异。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
明，IT 诱导的注意力转换对 IT 组参与者的消耗并不比 P
T 组的参与者大。具体来说，这些结果符合以前的证
据，即持续的定向注意会导致消耗和在随后的抑制行为
中的表现减弱。目前的数据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存
在的目标干扰中断（在注意力转换的背景下）的影响超
出了主要任务的范围，即延伸到需要抑制控制的后续任
务或目标。目前的研究没有发现预测的接受干扰的参与
者的西蒙效应增加，而是发现没有被干扰的参与者的表
现减弱（通过测量西蒙效应的手段）。这些发现可以从
几个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这些结果可能与这样的观点相一致，即网络
世代的大学生（他们在技术中长大）比上一代人有更高
的数字素养，并且由于信息技术贯穿于他们的日常生活
中，所以他们有能力更有效地转换注意力。考虑到年轻
一代已经普遍使用即时通讯（IM）作为主要的沟通工
具，目前的研究结果也可以得到解释，这种沟通偏好可
能揭示了代际之间的认知差距。在 18 至 29 岁的年轻人
中，68%的人表示 "经常 "发短信。18 至 24 岁的年轻人
发短信的数量持续增加，超过了前几代人发短信的数
量，而他们对电子邮件和电话的使用却下降了。当考虑
到老一代人较少发短信时（30 至 49 岁的人中有 47%，5
0 至 64 岁的人中有 26%报告说 "经常 "发短信），这种
对电子邮件和电话的偏好可以推断出年轻一代人认为即
时通信可以提高生产力，并由于更短、更快的对话而减
少中断的次数。据报道，这种持续的趋势解释了网生代
将即时通讯作为一种主要的沟通工具（74%的青少年与
44%的在线成年人相比），并使用 "谈话 "一词来描述即
时通讯，而不是认为它是技术。因此，由于年轻一代非
常习惯于使用 IM，弹出式窗口（包括那些在当前研究的
实验中提供 IT 中断的窗口）可能会融入背景，可能不会
出现令人惊讶或未经计划的情况，因此可能不会产生焦
虑。
本研究探讨的另一个细节是关于网际网路世代声称
比老一代人更有效地转换他们的注意力。在信息技术转
换过程中，个人在中断和主要任务之间进行注意力冲
突，这可能会增加个人的唤醒水平（如焦虑），并促进
简单任务的执行。目前的研究，其样本主要由传统的大
学生组成，考察了自我调节任务的表现，发现三组之间
的自我调节任务的平均得分没有明显差异。也许是因为
每个实验组报告的焦虑水平都很低（在 PT 组和 IT 组
中，大约 75%的参与者将他们的焦虑评为 "完全没有 "或
"有一点"），根据 HabitE 的得分计算，没有发现组间的
显著差异。

作者已经发现明显缺乏关注 IT 和注意力转换作用的
研究，而且已经收集的调查 IT 中断的数据大多是详细的
实地观察结果。此外，之前的工作也没有调查 IT 中断作
为资源消耗来源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旨在模拟一个典
型的工作日，包括 IT 中断（在自我调节任务中提供），
并调查它们是否会消耗资源并导致西蒙任务的表现下
降。目前研究中收集的数据支持了大量的结果，这些结
果表明，当一个人执行一项需要定向注意的任务时，由
于可用资源较少，紧接着的任务的表现会受到影响（正
如在 PT 组所看到的那样）。
据我们所知，这是在耗尽模型的背景下分析 IT 转换
的影响的第一个研究之一。我们的结果是新颖的，因为
它们补充了以前在耗竭研究中所研究的其他背景（例
如，压制情绪或想法，面对失败坚持下去，延迟满足，
或做出选择）。由于信息技术的普遍使用以及它促进注
意力转换的方式，目前的研究结果是相关的。目前的研
究有几个局限性。首先，只有一项抑制性任务被用来作
为因果测量。西蒙任务是一个既定的范式，被认为是评
估反应抑制的一个子成分，然而还有其他任务被用来评
估其他子成分，包括行动取消和行动隐瞒。这些额外的
子成分可以通过停止信号（SST）任务和诱导去/不去
（GNG）任务来测量。行为抑制的子过程可能影响目标
导向行为。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一个特定的抑制性子成
分更适合于评估 IT 诱导的注意力转换的效果，包括这两
个额外任务所测量的因果变量可以证实目前的研究结
果。
此外，西蒙的任务很简短（28 次试验）。根据 Milli
second 软件公司（Inquisit 的制造商）提供的支持，该任
务是基于 Bialystok, Craik, Klein, & Viswanathan 发表的一
项研究，试验的数量直接取自实验 1。该任务已被其他
研究证明是可靠的，无论是作者还是 Inquisit 提供的支
持，都不知道任何关于西蒙任务需要更多试验的信息
（也不知道研究人员是否通常用 Inquisit 西蒙脚本进行 28
次以上的试验）。然而，也许增加试验可以提供一个更
准确的反应抑制的测量。
结论
总之，尽管不支持预测，但目前的研究结果可能为
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起点，特别是因为年轻一代正
在一个比前几代人更有联系的世界中发展。通过了解这
些差异，年轻一代可以更好地适应技术进步，并利用它
们的优势，这对他们在各自的学术和经济领域保持价值
和生产力的能力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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