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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目的院本研究对羽毛球运动经历与非注意盲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袁探

索羽毛球运动是否能够减少大学生非注意盲现象的发生遥 方法院研究选取符合要求
的羽毛球专项大学生 20 名作为羽毛球专项组袁非体育专业无规律运动习惯的普通

大学生 20 名作为对照组袁进行动态和静态非注意盲两项测试遥 结果院在静态非注意
盲任务上袁两组被试主任务正确率无显著差异袁羽毛球专项大学生在关键试次中对

新异刺激的觉察率渊25%冤与普通大学生渊10%冤相比无显著差异渊P＞ 0.05冤曰在动态
非注意盲任务上袁两组被试主任务正确率无显著差异袁羽毛球专项大学生在关键试

次中对新异刺激的觉察率渊30%冤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渊5%冤渊P＜ 0.05冤遥 结论院羽毛
球运动经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动态非注意盲现象的产生袁 但无法减少静态非
注意盲现象的产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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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dminton experience an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so as to explore whether badminton sports can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20
badminton-majored college students. 20 non-sports majors without regular exercise habits constit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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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the control group. All the participants had to finish the dynamic and static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tests. Results: In the statistic tes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main task,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extraneous stimulus in the badminton group (25% )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10%)(P>0.05). As for the dynamic task,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main task, but the detection rate of extraneous stimulus in the badminton group
(3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5%)(P<0.05).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reveal that badminton sports experience could decrease dynamic rather than static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rate.
badminton experience; dynamic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static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以很好地解释非注意盲现象院 实验要求被试观看两
非注意盲渊Inattentional Blindness袁IB冤 是指当人
的注意资源集中于某项进行中的任务时袁 无法觉察
预期之外的新异刺激的现象 [1] 遥 一个著名的实验可

组人传接球的视频袁 被试需要计算其中一组人传接
球的次数渊实验主任务冤遥在视频播放的过程中袁一个
穿着大猩猩服装的人渊非注意盲实验中的新异刺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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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侧走入屏幕袁到人群中间时停下并拍打胸膛袁然

试遥因此袁本研究将采用动态和静态两个非注意盲任

后缓慢走出屏幕遥当视频播放结束袁询问被试是否看

务袁 探讨羽毛球专项大学生非注意盲的特征遥 一方

见大猩猩袁超过一半的被试都报告未看见 遥

面袁 长期的专项运动经历能够提高个体的一般注意

[2]

非注意盲现象在生活当中十分常见袁 有时甚至

会导致伤害性的后果袁 例如司机在开车时对障碍物
的忽视引发的交通事故等遥 已有研究揭示了不同人

群非注意盲的特点袁包括老年人 尧儿童 尧孤独症患
[3]

[4]

者 尧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患者 尧运动员 等遥 在体
[5]

[6]

能力 [18-19] 袁可以减少静态非注意盲现 象的产生曰另一

方面袁羽毛球运动是在动态的环境中进行运动的项目袁
与羽毛球运动相关性较高的动态非注意盲任务中更
能够表现出与运动经历相关的注意能力的提高遥

[7]

育运动中袁特别是在开放性运动项目中袁运动员会接

收到丰富的信息袁因为运动的节奏较快袁所以要求他
们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对接收 到的信息进行处理袁在
这一过程中袁 运动员常常会因为将注意力集中在某

一方面而看不到其他相关信息 渊即使这个信息十分
明显冤袁这即是发生了非注意盲现象袁进而可能导致
决策的失误遥 所以运动员能否及时全面地捕捉到最

羽毛球专项组来自体育学院羽毛球专项班的大
学生袁对照组来自非体育专业的普通大学生遥对招募
来的被试进行运动情况调查遥 运动情况问卷内容包
括院有无羽毛球运动经历袁运动的频率袁每次锻炼持

全面相关的信息袁是取得优异运动成绩的关键 [8] 遥 目

续的时间以及进行这一运动的年限遥 两组被试的划

非野暗面冶 [9] 袁即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运动员野注意到

3 次羽毛球运动并有专项基础曰 对照组普通大学生

前大多数研究关注在运动员视觉注意的 野明面冶袁而

分标准院 羽毛球专项组在过去的两年每周至少进行

了 什 么 冶袁而 非 运 动 员 野没 有 注 意 到 什 么 冶袁因 此 袁将

在过去的两年无规律运动锻炼的习惯遥 最后根据问

非注意盲实验拓展到体育运动领域有重要的应用价

卷调查结果确定每组各 20 人遥 被试的基本情况见表 1遥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表渊X依SD冤

值和现实意义遥
Memmert 等人与 Furley 等人采用了动态非注意
盲范式分别揭示了手球运动员和篮球运动员的非注

羽毛球专项组

对照组

渊N＝ 20冤

渊N＝ 20冤

23.10依0.89

22.85依0.96

意盲表现的优势 [9-10] 遥 朱瑜等人采用静态非注意盲研

年龄 / 岁

探索袁 发现运动员的非注意盲的发生概率低于普通

男/女

10/10

10/10

身高 /m

1.70依0.07

1.66依0.06

体重 /kg

57.75依9.77

60.65依11.35

非注意盲的影响遥 羽毛球运动作为一种典型的小球

身体活动总量渊梅脱 / 周冤

5 953.28依1 244.34

3 818.68依886.83

类项目袁要求参与者在极短的时间内判断来球的特点袁

运动年限 / 年

5.35依2.10

-

究范式袁 对定向越野运动员的非注意盲特征进行了
人 [11] 遥 目前还未有研究揭示小球类专项运动经历对

包括球 的路线尧速度尧角度尧落点袁快速做出反击

[12]

袁

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又训练了脑力 [13] 遥 在羽毛球运动
的过程中袁 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些

预期之外但与当前运动相关的事件上遥 小球类项目

静态非注意盲任务采用 Horwood 等人的研究范

袁

式 袁如 图 1 所示 院实验 按下 开 始 键 后 袁在 屏 幕 的 中

因此袁可以假设袁长期羽毛球运动经历可以减少非注

500 ms袁接着在小圆点位置会呈现一个野＋ 冶字图形袁

运动员常会采用野预期意料之外的事件冶的 策略

[14]

这一策略可以帮助他们处理预期之外的有用信息 遥
[15]

意盲现象的产生遥
一般非注意盲的实验袁新异刺激只会出现一次袁
因为刺激多次出现也就不能谓之野新异刺激冶了遥 但
是袁有研究发现袁在同一个任务中袁多次 出现种类不

同的新异刺激袁也会引发多次非注意盲现象的产生 遥
[16]

Kreitz 等人发现袁同一个被试袁在一个实验中既完成

动态非注意盲测试又完成静态非注意盲测试袁 被试
在这两个任务上的结果并无相关 [17] 袁这就提示袁可以
使用多种不同形式的非注意盲测试施于同一个被

[3]

央出现一个黑色的小圆点作为注视点袁 呈现时间为

为任务图形袁呈现时间为 200 ms袁野＋ 冶字的横尧竖长
度为 70~80 像素遥 为避免视觉后像对任务操作的影

响袁在任务图形消失后屏幕会出现一幅掩蔽图形袁掩
蔽图形呈现的时间为 1 000 ms遥 新异刺激为野＋ 冶字

图形第一象限内的一个黑色的小点袁半径为 5 像素袁
只会出现在特定试次遥
该实验的实验流程如下院 首先告知被试实验任

务是判断野＋ 冶字图形的哪条臂更长渊主任务冤袁然后
要求被试进行一次练习袁 使被试了解该实验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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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遥 宣布任务开始后袁 按下确认按钮任务正式开
始遥 每人进行 5 个试次袁在前 4 个试次中袁都会询问

出现袁如果被试回答否袁则直接进入下一试次 袁若回
答是袁则需要进一步询问此物体的颜色尧形状和运动

被试该次任务图形的哪一条臂更长袁选项包括横长尧

方式遥 第 4 试次任务与第 3 试次相同袁作为分散注意

竖长尧一样长遥 第 1尧第 2 试次不会有新异刺激出现袁

试次遥 第 5 次为完全注意试次袁不要求被试计数目标

第 3尧第 4尧第 5 试次会在第一象限出现一个黑色的

碰撞边缘的次数袁只需注视整个屏幕袁该试次结束后

小点作为新异刺激遥 第 3 试次为关键试次袁结束后会

同样询问被试是否看到其他物体袁 并询问看到物体

被询问有没有看到除任务图形以外的物体遥 如果回

的特征遥

答野有冶袁继续问该物体的位置尧形状尧颜色遥 回答全
部正确认为觉察到新异刺激袁反之袁认为未察觉到新
异刺激曰如果被试回答野没有冶袁直 接进入下一试次遥
第 4 试次流程与第 3 试次相同袁 但由于前一试次被
询问到是否有新异刺激袁 被试可能会分散部分注意
到可能出现的新异刺激上袁 所以第 4 试次也被称为
分散注意力试次曰第 5 试次为完全注意试次袁要求被
(a)第 1尧2 试次

试不要观察任务图形的哪一条臂长袁 只需要认真观
察整个屏幕袁在该试次结束后袁仍会被询问有没有觉

(b)第 3尧4尧5 试次

图 2 动态非注意盲实验示意图

察到除任务图形以外的物体袁 并询问其觉察到的物
体的特征遥

首 先 袁发 放 问 卷 袁向 被 试 发 放 运 动 情 况 问 卷 和

第 1尧2 试次

基本信息调查表袁并在主试的引导下完成问卷 的调

查遥 随后选取符合条件的被试并通知他们袁告知他
们在约定的时间进行一项认知能力测试遥 被试均不
知道真实的实验目的遥 当被试到达实验室后袁均阅

第 3尧4尧5 试次
50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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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ms

1 000 ms

图 1 静态非注意盲实验示意图

读 并 签 署 知 情 同 意 书 袁随 后 袁按 顺 序 进 入 一 间 安 静
的实验室中袁在主试的引导下完成静 态或动态非注

意盲的测试遥 实验任务呈现在 23 寸显示器上袁分辨
率为1920伊1080袁 被试视线与显示器中心保持水平袁
眼睛距离显示器中心 80 cm遥 按实验顺序进行被试
本实验的动态非注意盲实验流程与经典研究中
的范式类似

[20]

间的平衡遥

袁如图 2 所示袁首先在屏幕上会出现 8

个大小相同的圆形袁半径为 30 像素袁其中 4 个 白 色

圆形为任务目标袁其余 4 个黑色圆形为非任务目标遥
试次 开始 后袁8 个 图 形开 始在 屏 幕 的 矩 形 方 框 内 做
无规则尧随机的运动遥要求被试计数任务目标碰撞矩
形边框的次数渊主任务冤袁在每一个试次结束后主试
询问被试任务目标撞壁多少次并记录遥 每个被试需

对羽毛球组和对照组的动态和静态实验中关键

试 次和 分散 注 意力 试次 渊第 3尧第 4 试次 冤中 觉 察 和

未觉察到新异刺激的人数比例进行卡方检验曰 对每
组被试在动态和静态实验主任务中的正确率进行卡
方检验遥

要进行 5 个试次遥 新异刺激不会出现在前两个试次
中袁 但在后 3 个试次中都会出现袁 每个试次均持续
15 s遥 新异刺激为灰色野＋ 冶字形袁其横尧竖长度均为
60 像素遥 第 3 试次为关键试次袁新异刺激从区域右

两组被试主任务正确率如表 2 所示遥 静态非注

侧的水平中央处出现袁 匀速水平地横穿整个矩形区

意 盲实验 4 个试次卡方检验结 果分 别 为院字2=0.102袁

域袁最后 从左 侧 消失 袁速 度为 380 像 素 / 秒 袁该 试 次
结束后询问被试除任务图形外是否注意到其他物体

P=0.794曰字2=0.404袁P=0.525曰字2=0.417袁P=0.519曰字2=0.4袁
P=0.527遥动态非注意盲实验 4 个试次卡方检验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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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125袁P=0.723曰字2=0袁P=1曰字2=0.36袁P=0.548曰字2=0.229袁

P=0.633遥 两组被试在主任务的正确率上不存在显著

差异袁 提示两组被试在实验任务上的认知资源的投
入程度不存在差异遥

表 2 主任务测试正确率
类型

组别

第 1 试次

第 2 试次

第 3 试次

第 4 试次

静态非注意盲实验

羽毛球专项组

60%

50%

55%

55%

对照组

55%

60%

65%

45%

羽毛球专项组

70%

85%

95%

85%

对照组

75%

85%

90%

90%

动态非注意盲实验

所有被试在完全注意试次都报告看到新异刺激

所有被试在完全注意试次都报告看到新异刺激

并准确说出其特征袁 证明在关键试次中未觉察到新

并准确说出其特征遥 两组被试在动态非注意盲测试

异刺激的被试仅仅是因为注意的缺失而不是视力问

中结果如图 4 所示遥 在关键试次中出现新异刺激时袁

题导致的遥 被试在关键试次和分散注意试次上实验
结果数据见图 3遥 羽毛球专项组有 5 人报告发现新

羽毛球专项组有 6 名被试报告发现了新异刺激 渊觉
察者冤袁觉察者比例为 30%曰而对照组只有 1 名被试

异刺激渊觉察者冤袁剩余 15 人没有发现新异刺激渊未

发现新异刺激袁觉察者比例为 5%遥 卡方检验分析结

觉察者冤袁觉察者的比例为 25%曰对照组有 2 人报告

果显示袁 羽毛球专项组对新异刺激的觉察率显著高

发现新异刺激袁剩余 18 人报告没有发现袁觉察者 比

于对照组渊字2=4.329袁P＜ 0.05冤遥 在分散注意试次上袁

例为 10%遥 卡方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两组被试新异刺

羽毛球专项组有 17 名觉察者袁 觉察比例为 85%袁对

激觉察率不存在显著差异渊字2=1.558袁P=0.212冤遥 在分

照组有 9 名觉察者袁觉察比例为 45%遥卡方检验分析

散注意试次上袁羽毛球专项组有 16 名觉察者袁觉察

结果显示袁 羽毛球专项组对新异刺激的觉察率显著

比例为 80%袁 对照组有 11 名 觉察 者 袁 觉察 比例 为

高于对照组渊字2=7.033袁P＜ 0.01冤遥

55%遥 卡方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两组被试新异刺激觉
察率不存在显著差异渊字2=2.849袁P=0.09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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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静态非注意盲实验结果

图 4 动态非注意盲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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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非注意盲现象在体育实践中广 泛存 在 袁但

对其进行研究的数量却不多袁 现有的几项研究多以
集体对抗项目运动员为实验对象袁 使用具有运动情
景特征的动态非注意盲测试任务袁 对其非注意盲的

特点进行探索 [9-10,21] 遥 本研究有以下 3 点区别于前人

研究院首先袁本研究的被试为羽毛球专项大学生袁区
别于以往的集体对抗项目运动员曰其次袁本研究测试
任务为一般认知功能任务袁不包含运动情景特异性曰
最后袁 测试任务由静态和动态非注意盲测试两部分
组成袁区别于前人研究中的单一动态非注意盲测试遥
出现这 3 点区别的原因是院首先袁羽毛球运动具有鲜
明的特征袁 以专项大学生作为被试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曰其次袁关于运动员的认知优势是否仅在运动情境

相关的认知任务上有所体 现存 在争 议 [22] 袁所 以本 研
究将非注意盲测试任务设定为非运动情景袁 尝试对

该争议问题进行探索曰最后袁动态与静态非注意盲测
试任务有着巨大的区别袁 多数研究只采用了一种非
注意盲测试袁 没能对非注意盲的特征进行全面的探
索袁 所以本研究同时采用动态与静态非注意盲测试
任务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在动态非注意盲测试中袁羽
毛球专项大学生的表现要优于普通的大学生曰 而在
静态非注意盲测试中袁两组被试之间的差异不显著遥
说明羽毛球专项大学生在非注意盲上的优势具有动
态情景特异性袁这可能与羽毛球运动的特点有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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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注意盲的测试任务中均包括一个主任务和一
个探测新异刺激的任务遥 主任务难度会影响被试对
新异刺激的觉察 [23] 遥 动态非注意盲测试中的主任务

是一个多目标追踪任务袁 它的难度可以由追踪目标

数目决定遥 基于前人研究 [24] 袁本研究中将目标数目设

象出现 [25] 遥 记忆失败说认为非注意盲是对已经察觉

到的事物的选择性遗忘袁 而导致大脑无法获得某种

信息 [20,26] 遥 有研究控制刺激的特征如 颜色尧亮度尧形
状 尧位 置等 [20,27-28] 袁考 察 被 试 的 注 意 定 势 对 非 注 意 盲

的影响遥此类研究结果表明袁新异刺激的某一属性和
目标事物的属性的相似程度袁 对受试者能否感觉到
新异刺激的影响较大遥 在本研究的动态非注意盲任

务上袁新异刺激为灰色野＋ 冶号袁而追踪目标为 4 个白
色圆形袁 两者之间特征属性无重叠袁 故较少受到影

响遥后续实验可以通过控制目标尧非目标和新异刺激
间各特征的相似程度及目标数量袁 进一步探讨专项
运动经历影响动态非注意盲的机制问题遥
在本实验中袁当注意集中在主任务上时袁绝大多
数被试未发现新异刺激的存在渊关键试次冤袁在 分散
注意试次袁更多的被试觉察到了新异刺激的存在袁而
当主任务消失时袁 所有的被试都能发觉新异刺激的
存在渊完全注意试次冤遥 事实上袁关键试次尧分散注意
试次尧 完全注意试次中的注意资源的投入程度是递

增的遥 这与 Mack 与 Rock 的观点相一致 [1] 袁他们发现
有意识的知觉过程是需要注意参与的袁 如果没有注

意的参与袁即使刺激物出现在个体的视野中袁个体也
无法觉察到它的存在袁 即人们只能知觉到得到注意
的物体遥 本研究的结果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新的证
据遥 本研究发现袁在动态非注意盲任务上袁羽毛球专
项大学生在关键试次中的觉察率显著高于普通大学
生袁在分散注意试次上袁这种优势仍然存在袁揭示羽
毛球专项大学生动态非注意盲不受注意投入程度的
影响遥
羽毛球是典型的开放性运动项目袁 优秀的运动
员在运动过程中袁 需要将更多注意集中在小概率发

定为 4 个袁确保被试投入足够的注意资源的同时袁使

生的事件上袁而非大概率发生的事件上 [29] 遥 这可能是

得任务难度对两组被试而言保持接近袁 以避免主任

进行体育运动袁比如网球尧乒乓球尧羽毛球袁需要在最

务的难度可能产生额外影响遥 两组被试在动态非注

短时间内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些预期之外但与当前运

意盲的主任务上确实没表现出显著差异袁 从结果上

动相关的事件上遥小球类项目运动员常会采用野预期

验证了该主任务的难度设置较为合理遥 在静态非注
意盲测试中袁主任务是判断横竖的长度袁两组被试在
判断臂长的任务上未出现显著差异遥综上袁本研究中
的动态与静态非注意盲测试的主任务均较为合理袁

因为这些运动员长期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

意料之外的事件冶的策略 [14] 袁这一策略可以让优秀运

动员快速缩小视空间注意的范围袁 帮助他们处理预
期之外的有用信息 [15] 遥 这些决策往往是在快速运动
的过程中进行的袁 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羽毛

两组被试在主任务的认知资源投入上不存在组间差

球专项大学生在动态非注意盲测试中体现出的优

异袁 因此排除了主任务上投入程度不同而导致了非

势袁而在静态非注意盲任务上没有体现出优势遥开放

注意盲任务表现不同的可能性遥

性运动常常会要求参与者同时协调多种信息 加工袁

非注意盲的产生机制存在知觉失败与记忆失败

比如篮球运球的同时需要进行视觉搜索袁 以便将球

两种假说遥 知觉失败说认为新异刺激具有内隐性的

传给最合适的队友袁 因此对体育运动中的注意加工

特征袁在显性言语报告不适用袁从而导致非注意盲现

过程进行研究十分必要遥 Singer 指出袁在开放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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