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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快速与慢速读者的中央凹加工对副中央凹预视的影响 

作者：张慢慢  臧传丽  徐宇峰  白学军  闫国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意见 1：使用阅读句子判断对错的速度，界定快速与慢速读者，稳定性标准是什么？ 

回应：对于快速与慢速读者的界定，目前还没有稳定性的标准。在考察成人阅读个体差异的

研究中，以往研究主要有两类方法来区分被试：（1）采用中位数划分法，例如 Rayner, Slattery

和 Bélanger（2010）按照阅读速度的中位数将 32 名被试平均分为快速与慢速组（类似地，

请见 Ashby, Yang, Evans, & Rayner, 2012; Chace, Rayner, & Well, 2005; Jordan, Dixon, 

McGowan, Kurtev, & Paterson, 2016）。（2）从一定数量样本中筛选被试。例如，Hawelka, 

Schuster, Gagl, & Hutzler（2015）从 309 人中，按照阅读速度分别筛选出 35 名快速读者和

32 名慢速读者（类似请见 Ashby, Rayner, & Clifton, 2005）。此外，还有研究不划分快速组和

慢速组，而是将阅读速度作为连续变量，例如，Risse（2014）将 57 名被试的阅读速度作为

连续变量来分析快速与慢速读者预视的差异。本研究采用第（2）种方法，从 234 名有效被

试中筛选出快速与慢速读者，与中位数法相比，该方法更有区分度。 

我们在引言第二段补充解释了以往对阅读个体差异区分的方式。 

意见 2：摘要中是“不同阅读效率个体”，题目是快速与慢速读者。快慢能否代表效率？依据

是什么？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我们重新梳理了阅读速度与阅读能力、阅读效率之间的关系，请见

引言第二段的解释。在保证阅读理解准确（即有效阅读）的前提下，阅读速度越快，说明阅

读效率越高（Ashby et al., 2005; Rayner et al., 2010）。本研究选取的快速与慢速被试对句子阅

读理解的正确率都很高且无差异。为了准确使用术语，我们将摘要“不同阅读效率个体”改为

了“快速与慢速读者”，并对论文其他位置的内容也进行了更改。 

意见 3：摘要中“读者在阅读含有中央凹词（高、低负荷）和副中央凹词（相同、假字预视）

的句子时的眼动轨迹”，一种句子含有中央凹和副中央凹词，这种界定对吗？比如可以说句

子含有名词、动词、形容词。本文的说法，是否合理？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我们将该句改为了“通过操纵句子中前目标词的加工负荷（高、低）

与目标词的预视（相同、假字）来考察快速与慢速读者的中央凹加工对副中央凹预视的影响”。

本研究在实验句子中，设定了前目标词和目标词。当被试眼睛注视前目标词时，对前目标词

的加工即为中央凹加工；从目标词提取信息，即为副中央凹预视。 

意见 4：摘要中“快速与慢速读者对副中央凹目标词的注视时间和跳读率相似，不受中央凹

负荷调节”，前半句是研究结果，后半句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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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我们将该句改为了“预视主效应显著；与假字预视相比，相同预视

使两组读者都对目标词的注视更短、向前眼跳更长、跳读率更高，而且该效应与中央凹负荷

没有交互作用。这表明两组读者能提取等量预视，且不受中央凹加工调节”。 

意见 5：引言第一段最后一句“不同阅读效率读者的副中央凹预视差异及其产生原因是怎样

的？这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本研究解决了预视差异的产生原因吗？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我们将该句改为了“在熟练阅读的个体差异研究中，比较关注的一

个问题是，预视是否及如何随个体阅读能力不同而变化”。 

意见 6：引言“低水平或慢速读者的预视范围小、预视少，是因为他们对中央凹词汇加工的

效率慢，没有额外的注意资源加工副中央凹信息”，速度用快慢说明，效率用高低说明，请

修改。“由于高水平或快速读者对中央凹加工的词汇效率高”，不通顺，请修改。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已对不恰当的搭配和不通顺内容进行了修改，请见引言 1.2 第二段

“阅读能力低的读者之所以阅读速度慢，是因为他们对中央凹的词汇加工耗费了更多的注意

资源、加工效率更低，只有很少的注意资源可以提取副中央凹信息；而阅读能力高的读者之

所以阅读更快，是因为他们对中央凹词汇的加工效率高，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注意资源来提取

更多和更广的预视”。我们对文中其他不通顺的语句也进行了修改。 

意见 7：“在拼音文字阅读中，尽管 Henderson 和 Ferriera（1990）证明了随着中央凹负荷对

预视量的调节作用”，不理解这句话。 

回应：已对该句进行了修改：“尽管 Henderson 和 Ferriera（1990）证明了随着中央凹加工负

荷增大，提取的预视量减小”具体见引言 1.4 第一段。 

意见 8：“对中文儿童和留学生读者的研究发现”，这里什么样的儿童是中文儿童？ 

回应：我们改为了“中文阅读中的儿童读者和汉语留学生读者”。这一节回顾了“中文阅读

中的副中央凹预视”，因此这里指的是中文阅读中的儿童与留学生读者。 

意见 9：“本研究以成人读者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阅读效率读者的预视是否存在差异，以

及这种差异是否由于个体中央凹加工效率不同导致的”。如何测量个体中央凹加工效率？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我们重新思考了这个术语，认为“中央凹加工效率”的表达在这里

并不准确，因此，我们改为了“本研究以成人读者为研究对象，考察快速与慢速读者的预视

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是否由个体中央凹加工的差异导致”。这是因为 E-Z 读者模型

和 SWIFT 模型对快速与慢速读者的中央凹加工如何影响预视作出了相反的预测：E-Z 读者

模型认为词汇加工是序列进行的，快速读者对中央凹词的加工更快（效率更高），因此可以

提取更多的预视；而 SWIFT 模型则认为若干个词汇可以同时加工，慢速读者在中央凹词上

的停留时间更长，则意味着他们提取预视的机会更多，会提取更多的预视量。 

意见 10：“并尽快且准确地对句子表达意思的进行‘是’或‘否’判断”不通顺。 

回应：我们将该句改为了“并对句子表达意思既快又准地作出‘是’或‘否’的判断。” 

意见 11：表 2、图 1，表格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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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调整了表 2、图 1 的格式，还调整了表 3 和表 4 的格式。 

意见 12：结论“（2）在特定的预视空间范围内，不同阅读效率个体的副中央凹预视没有差

异，而且与个体的中央凹词汇加工效率无关。”阅读效率不同，副中央凹预视没有差异，也

就是说：阅读效率的不同，是由中央凹加工导致的！也就是说，副中央凹加工效果是固定的。

怎么解释呢？ 

回应：我们将结论改为了“（1）在词汇加工早期，与慢速读者相比，快速读者可以更快利用

词汇特征加工中央凹词汇，更快完成词汇识别。（2）在单字预视范围内，快速与慢速读者可

以提取等量的预视，且不受中央凹加工的调节。”我们在讨论中对导致该结果的原因提供了

两个解释：第一，在中文阅读中，快速与慢速读者的预视差异可能只发生在预视空间范围上，

并可能会通过中央凹加工来调节。第二，不同阅读速度读者的预视差异，或者中央凹加工负

荷的调节效应可能表现在某个具体预视类型上（如正字法、语音或语义预视）。具体请见，

讨论 4.2 部分。 

……………………………………………………………………………………………………… 

 

审稿人 2意见：本研究考察了中央凹加工负荷对不同阅读效率个体预视的影响，发现快速与

慢速读者的中央凹加工效率差异并不影响预视范围大小，E-Z读者模型和 SWIFT 模型都不能

完全解释本研究结果。文章总体思路清晰，语句通顺，实验数据处理恰当，研究问题有理论

意义。有以下问题需要作者考虑。 

意见 1：前言中提到了高和低负荷、高和低水平读者、高和低阅读效率、快速和慢速读者，

这些指标在实验中都是如何测量的？研究采取的是相对的划分标准，还是绝对的划分标准？

研究中若采取相对的划分标准是否会对结果产生影响，由此造成了研究结果之间的不一致？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首先，本研究使用词频来衡量中央凹加工负荷，即高频代表加工负

荷低，而低频代表加工负荷高。我们在引言 1.2 部分的第一段补充了对高、低负荷的解释：

“以往通常选择词频来考察词汇加工情况（Clifton et al., 2016; Rayner, 2009），这是因为影响

词汇加工难易的首要属性是词频。高频词加工更容易、加工负荷低，而低频词加工更难、加

工负荷高。” 

关于高、低词频或高、低加工负荷的界定范围没有统一的标准，但这可能不会造成对结

果的影响。我们在讨论 4.2 第二段补充了该部分的解释：“与以往大多数研究类似，本研究

也使用词频来衡量中央凹词汇加工负荷。在中文阅读研究中，不同研究间选取的高频和低频

范围不同，例如，Liu 等人（2015）选用的高频为 120.5 次/百万，低频为 2.17 次/百万；王

永胜等人（2018）选用的高频为 405.08 次/百万，低频为 7.64 次/百万；本研究的高频为 242.9

次/百万，低频为 0.4 次/百万。尽管如此，本研究与 Liu 等人和王永胜等人一样，在注视时

间上没有发现中央凹负荷与预视的交互作用。这说明不同范围的中央凹加工负荷调节中央凹

负荷效应的可能性不大” 

对“高和低水平读者、高和低阅读效率、快速和慢速读者”的解释，请见引言 1.1 第二段，

以往研究以阅读测验分数来区分个体阅读能力或阅读水平，也有研究以有效的阅读速度作为

衡量阅读能力的一个综合指标。在有效阅读情况下，阅读速度越快表明阅读效率越高（也请

见对专家 1 的意见 1 的回复）。以往研究对被试的划分没有绝对标准，其划分方法可归为两

类：（1）采用样本群体的阅读测验分数或阅读速度中位数来划分。（2）从一定数量样本中筛

选被试。此外，还有将阅读测验分数或阅读速度作为连续变量，不划分组别。本文采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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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种方法，从一个较大的样本中筛选出快速与慢速被试，比中位数划分法（例如，Ashby 

et al., 2012; Chace et al., 2005; Jordan et al., 2016）更有区分度。对被试划分或筛选标准不同，

可能会造成结果的差异，例如，本研究发现在对中央凹词的首次和单次注视时间上，快速读

者有明显的词频效应；而慢速读者则没有表现出词频效应，对高频词的注视时间与低频词一

样都需要更长的时间，一直到了较后的阶段（在凝视时间上），慢速读者才开始表现出词频

效应。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的词频效应在不同组别上的作用模式不同，例如，Ashby 等（2005）

发现，阅读能力低的读者比阅读能力高的读者表现出更大的词频效应，他们对高频和低频词

的加工都需要较长时间，但是对低频词的加工时间尤其长（具体请见讨论 4.1 部分）。在目

标词上，本研究没有发现预视信息的提取存在个体差异，特别是中央凹加工对两组读者的预

视没有调节作用。结合以往研究的两个结果可知：（1）中央凹负荷对预视量的调节效应很不

稳定，（2）以往研究一致发现读者的预视范围随着阅读能力或阅读速度提高而越大，我们认

为预视的个体差异可能发生在预视范围上。具体请见讨论 4.2 部分。 

意见 2：E-Z 读者模型通过中央凹加工效率解释预视范围的结果，而 SWIFT 模型通过中央

凹加工时间和中央凹加工难度来分别解释慢速阅读者和快速阅读者中预视范围的结果。这两

种解释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如何理解采用不同的指标来解释预视范围的不同结果？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我们重新整理了模型对个体预视差异的解释，从预视的时间和空间

维度两个方面分别阐述：（1）预视量的个体差异，（2）预视范围的个体差异。E-Z 读者模型

和 SWIFT 模型对预视量的个体差异的解释是相互矛盾的，而在预视范围的个体差异方面的

解释较为一致。具体请见“1.3 副中央凹预视个体差异的理论解释”。 

本研究关注预视量的个体差异，选择单字词作为预视目标词，将预视范围控制在最小空

间单元内。我们选用了首次注视时间、单次注视时间和凝视时间三个指标（具体解释请见“3 

结果”部分第三段）来分析目标词的预视量（假字预视下对目标词的注视时间减去相同预视

下对目标词的注视时间）。如果预视效应表现在首次注视时间或单次注视时间上，则说明注

视一旦落在目标词上，预视信息立刻就对目标词加工发挥了作用；单次注视时间还表示预视

信息对目标词识别的整个过程都发挥了作用。如果预视效应表现在凝视时间上则反映了预视

信息在整个词汇识别过程都发挥着作用。三者的联系是：当对目标词有且仅有一次注视时，

三个指标等同；而如果有多次注视，首次注视时间反映了最早的词汇加工阶段，凝视时间反

映了整个词汇识别过程。三个指标相互补充，共同揭示早期的词汇识别过程（这里的“早期”

是针对整个句子阅读理解过程而言）。如果三个指标出现不同结果，则可能反映了词汇加工

的最早阶段与较后阶段的差异，或者一次注视与多次注视情况下的差异。本研究对目标词的

分析结果显示，三个指标的结果是一致。 

意见 3：前言中提到：“他们所使用的目标词词长变异非常大，也就说在考察中央凹加工对

预视加工深度时，没有很好地控制预视空间信息的作用（Zhang, Liversedge, Bai, Yan, & Zang, 

2019）。相比之下，中文的词长变异小，在特定的空间内来操纵副中央凹预视具有优势。”

在拼音文字中可以匹配目标词词长相当进行研究，而中文的词长也可以发生较大的变异。所

以，作者利用中文的特殊性对研究该问题的贡献需要更进一步的阐述，并需要详细阐述本文

的创新和贡献是什么。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梳理了本研究的创新和贡献，并补充了相应的内容：（1）将预

视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来考虑，将其分为预视程度和预视范围，并分别从这两个维度来阐述预

视的个体差异，以及两类模型对预视两个维度的解释（具体请见引言 1.1 和 1.3 部分）。 

（2）补充了中文特殊性对本研究问题的贡献（请见 1.4 第一段），“如前文所述，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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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空间维度来看，副中央凹的信息加工涉及预视程度和预视范围。在考察预视程度时，理

想的方式是可以在限定的预视空间单元内最大化地操纵预视程度。相比之下，中文的词长变

异较小，约 90%的常用词是 1~3 字长（Li, Zang, Liversedge, & Pollatsek, 2015）；更重要的是，

每个汉字所占空间相同，但是每个汉字视觉和词汇复杂程度不同，这意味着在一个词单元内

呈现的副中央凹信息量更多，可能受中央凹加工影响的敏感性更大（Zhang, Liversedge, Bai, 

Yan, & Zang, 2019）。”另外，中文的优势还体现在（请见 1.4 第四段）“利用中文优势，选用

双字词作为前目标词（中央凹词），选用单字词作为目标词（副中央凹词）。双字词被注视的

概率很高（Zang, Fu, Bai, Yan, & Liversedge, 2018），而使用单字词可将预视空间限定在最小

词汇单元内，从而大大提高了副中央凹词被预视的概率。” 

（3）关注中文阅读中预视的个体差异。现有中文阅读中关于中央凹加工负荷是否及如

何调节预视还没有一致的结论。而个体的阅读差异可能是造成这种不一致结论的一个原因。 

意见 4：在解释中文儿童和留学生的研究发现时，作者提到了注意资源分配的问题，E-Z 和

SWIFT 模型中是否提到了有关注意资源机制，分别持什么观点。 

回应：E-Z 模型和 SWIFT 模型根据注意资源在词汇加工过程中的不同分配机制分别提出了

各自的观点。E-Z 读者模型认为，词汇加工是按照序列逐个进行的，注意每次只分布在一个

词上。SWIFT 模型假设，注意按照梯度分布在知觉广度内的词上，知觉广度内的词是平行

加工的。请见“1.3 副中央凹预视个体差异的理论解释”。 

意见 5：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快速读者和慢速读者与已有研究中的水平是否相当？ 

回应：我们整理了本领域中考察快速与慢速读者的相关文献，不同研究选用的快速与慢速水

平如下表所示（由于中文阅读中缺乏对成人快速与慢速读者的相关研究，这里主要从几个阅

读眼动研究中列出了一般成人读者的阅读速度）。尽管不同研究选用的标准有差异，但本研

究所选用的快速和慢速读者的水平是相当的。 

相关文献 考察对象 
快速组阅读速度 

（字/分） 

慢速组阅读速度 

（字/分） 

一般读者阅读速

度（字/分） 

Rayner 等人（2010） 英文阅读 337 

（n=16） 

207 

（n=16） 

/ 

Hawelka 等人（2015） 英文阅读 303 

(n = 35) 

138 

(n = 32) 

/ 

Jordan 等人（2016） 英文阅读 325~443 

(n = 15) 

226~318 

(n = 15) 

/ 

本研究 中文阅读 458 

(n = 28) 

299 

(n = 28) 

/ 

王丽红 , 白学军 , 闫国利 

(2014) 

中文阅读 / / 316 

(n = 16) 

闫国利 , 王丽红 , 巫金根 , 

白学军(2011) 

中文阅读 / / 321 

(n = 20) 

臧传丽,张慢慢, 岳音其, 白

学军, 闫国利(2013) 

中文阅读 / / 340  

(n = 45) 

宫准,白学军(2012) 中文阅读 / / 354 

(n = 21) 

注：“/”表示研究中不涉及该指标。 

意见 6：实验设计中，负荷的高低通过词频操纵，需要有参考文献的支持，并进行相应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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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首先在引言 1.2 第一段补充了相关介绍“以往通常选择词频来

考察词汇加工情况（Clifton et al., 2016; Rayner, 2009），这是因为影响词汇加工难易的首要属

性是词频。高频词加工更容易、加工负荷低，而低频词加工更难、加工负荷高”。同时，在

2.2 实验材料部分对中央凹负荷的操纵补充了解释和参考文献：“以往研究主要以词频来操纵

中央凹词汇的加工负荷（如，王永胜 等, 2018; Henderson & Ferriera, 1990; Liu et al., 2015; 

Veldre & Andrews, 2018; White et al., 2005; Zhang et al., 2019），本研究以同样的方式来操纵中

央凹负荷，即选取高频、低频双字词作为前目标词（中央凹词）。高频词容易被加工，意味

着中央凹加工负荷低，低频词加工难度大，意味着中央凹加工负荷高”。 

意见 7：实验设计的变量副中央凹预视包括了一致和假字两种条件，为什么要设置这个条

件？这需要在前言中进行阐述。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在引言最后一段补充了对预视条件设置的解释：“目标词的预

视包括相同预视（目标词本身）和假字预视。假字预视为基线条件，提供了‘零’预视，而相

同预视则提供了‘全’预视，对比假字预视与相同预视条件下对目标词的注视时间，即为获得

的所有预视量（Rayner, 1975, 2009）”。 

意见 8：在图中标记出达到显著差异的对比。表 5 中的单词注视时间应该提供标准差。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在图 3 中标记了显著性。由于图 4 呈现的不同条件下的单次注

视时间与表 5 中单次注视时间重复，因此，修改稿中删除了图 4。 

十分抱歉，我们在第一稿中遗漏了单次注视时间的标准差。在修改稿中，已经填补了该

信息。 

意见 9：数据分析中包括了多个指标，作者需要阐述各个指标的认知涵义及其联系与区别。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补充了各个指标的阐释，具体请见“3 结果”部分的第一、二段。 

意见 10：建议作者在修改前言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的结果进行修改讨论。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已经根据引言内容对讨论部分进行了修改，具体请见讨论部分的蓝

色字体。 

次要问题： 

意见 1：统计结果中的 η
2应该为 ηp

2。 

回应：感谢专家指出该错误，我们已修改为 ηp
2。 

意见 2：实验范式的介绍中混杂了英文词 block，用中文表达。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将“block”替换为了中文“组块”。 

……………………………………………………………………………………………………… 

 

审稿人 3意见：该研究采用眼动方法，考察了中央凹加工负荷对不同阅读效率个体预视的影

响。研究方法合理，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语言流畅，撰写严谨规范，数据分析可

靠，结论明确。以下问题请作者修改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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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建议调整以下几处的表述：（1）第 1 页 1.1 副中央凹预视的倒数第 4 行“预视是成

为熟练读者的一个标志性内容”。（2）第 4 页 1.3 中央凹词汇加工对预视的影响及其个体差

异的第 1 行“对中央凹的词汇加工存在个体差异”。（3）第 6 页第 2 段第 5-7 行“阅读速度快

的读者称为高效率阅读者（high proficient readers）或快速读者（fast readers），阅读速度慢

的读者称为低效率阅读者（less proficient readers）或慢速读者（slow readers）（Ashby et al., 

2005）”，对应的英文名称可以删除。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分别对上述表述做了修改： 

（1）为了精简内容，我们删除了“预视是成为熟练读者的一个标志性内容”。 

（2）将“对中央凹的词汇加工存在个体差异”改为“在中央凹词汇加工方面，阅读能力较

低的读者对低频词的加工时间更长、效率更低，表现出更大的词频效应（Ashby et al., 2005）；

而阅读能力高的读者对低频词的加工时间更短、效率更高，词频效应更小”。 

（3）删除了“阅读速度快的读者称为高效率阅读者（high proficient readers）或快速读者

（fast readers），阅读速度慢的读者称为低效率阅读者（less proficient readers）或慢速读者

（slow readers）（Ashby et al., 2005）”这部分内容。我们重新梳理了对阅读能力和阅读速度

的概念的描述，并将该内容调整到引言第二段。 

意见 2：对“中央凹加工负荷”这一变量进行操作时，是否考虑了前目标词与目标词的搭配概

率，例如挑战熊/诱捕熊，哪个更符合人们的表达习惯，这种习惯是否会影响中央凹的认知

负荷？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实际上，我们评定了与搭配概率相关的指标——目标词的预测性。

具体来说，首先删除目标词及其之后的内容，向被试呈现目标词之前的内容，要求被试根据

句子前半部分内容（特别是前目标词，如“挑战”）来补充句子。如果搭配概率大的话，则意

味着读者更有可能会猜出目标词（如“熊”）。然而，评定结果（具体请见文中表 2）显示，

被试根据前目标词能猜出目标词的概率非常低（中央凹低负荷条件下的预测性为 2.3 %，中

央凹高负荷条件下为 4.5%，二者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前目标词与目标词的搭配被预测出

来的可能性非常低，排除了搭配概率对结果的影响。 

意见 3：请补充说明第 23 页中研究结论的意义。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我们补充了本研究结论的意义（具体请见讨论部分最后一段）“总

的来说，本研究关注中文阅读中的成人个体差异，探讨了在有效阅读中快速与慢速读者的中

央凹词汇和副中央凹预视特点。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央凹加工对预视作用的个体差

异，还可以帮助我们初步了解阅读速度与词汇加工环节之间的联系，进而为探讨高效率阅读

的作用机制提供一些实证数据的支持。本研究结果为检验“中央凹负荷假说”进一步提供了个

体差异方面的证据，也为当前阅读眼动控制模型在解释中央凹负荷对预视的作用及其个体差

异方面提供中文阅读的证据，对日后修订模型及拓展模型范围提供一些启示。” 

除了上述修改，为了使引言结构更合理，我们对引言结构稍微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1.1

副中央凹预视”和“1.2 副中央凹预视的个体差异”合并为“1.1 副中央凹预视的个体差异”，将

原来的“1.3 中央凹词汇加工对预视的影响及其个体差异”分离为“1.2 中央凹词汇加工对副

中央凹预视的影响及其个体差异”和“1.3 副中央凹预视个体差异的理论解释”。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的审阅与宝贵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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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作者已经按照审稿意见进行了修改。本人没有新的问题。同意发表。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与认可！ 

 

审稿人 2意见：作者根据上次的意见做了全面细致地修改。建议作者的结论不要仅仅局限于

列举本研究的发现，阐述一下研究结果的理论意义。修改后建议接受发表。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与认可！我们在研究结论部分增加了研究结果的理论意义：“该结果

初步揭示了中文成人读者的阅读速度与中央凹词汇和副中央凹预视之间的关系，为检验“中

央凹负荷假说”进一步提供了个体差异方面的证据，也为当前阅读眼动控制模型在解释中央

凹负荷对预视的作用及其个体差异方面提供中文阅读的证据，对日后修订模型及拓展模型范

围提供一些启示”。具体请见“5 结论”部分。 

 

审稿专家 3：作者对稿件做出了合理、认真的修改，建议发表。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与认可！ 

此外，我们通读了全文，对语言表达做了少量修改，请见正文中的红色字体部分。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的审阅与宝贵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委意见：这篇稿件经过几轮修改，已经解决了评审人提出的问题。所以，建议接受发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编意见：同意外审和编委意见，建议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