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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反应手的不同状态对联合任务中观察学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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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该研究通过三个实验，考察了反应手的状态和位置对联合西蒙效应中观察学

习的影响，根据所获结果，作者认为在手看不见和手运动受限的情况下，均不会在联合西蒙

任务中产生观察学习效应。该研究理论意义欠明确，实验设计也存在一定问题，具体意见如

下： 

意见 1：作者在提到 Ferraro 等人使用联合任务考察观察学习现象的研究后，提到手离现实

器的位置远近会影响联合西蒙效应的大小，然后就提出要考察双手位置（但实际上作者实验

中操作的是可见性和“潜在运动能力”）对联合任务中观察学习效果的影响。那么，研究这个

问题对于观察学习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要考察手的位置对于观察学习的影响，为什么要在联

合任务中做？作者提出研究问题的动机令人难以理解。在后面一段中，作者提到前人研究发

现观察者运动受限时学习效果下降，那么在联合任务中做，能知道什么更多的东西？为什么

作者认为当观察学习的对象是自己合作者时就会有不同，有任何理论做出这样的预测吗？此

后关于具身认知研究中回避/趋近反应也看不出与作者研究的联系。因此，从作者所介绍的

研究背景中，难以梳理出一个充分的理论动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观察学习是人类重要的认知能力之一。Ambrosini, Sinigaglia 

和 Costantini (2012) 发现，观察者的运动能力对加工他人的动作及其动作结果至关重要，

Iani 等人（2013）发现，在知觉-运动任务（标准 Simon 任务）中，观察学习的发生依赖于

被观察动作的可见性和观察者的潜在运动能力。当观察者的潜在运动能力受到限制时，观察

学习不会发生；然而，当观察者具备做出反应的可能性时，则会出现观察学习；而且，只要

观察者具备做出反应的潜在运动能力，即使被观察的动作不可见，观察学习也依然会发生。

然而，前人对观察学习的研究多采用单人认知任务，较少关注联合任务中观察学习现象。但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地需要与他人一起合作来完成联合任务，因此，研究双手可见性与

潜在运动能力对联合任务中观察学习的影响对我们日常生活中联合任务的完成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例如，儿童在上课听老师讲解时双手的位置与状态对学习动作的结果会产生一定影

响。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联合 Simon 任务情境下观察学习的存在，以及其发生条件和影响

因素是否类似于单人任务情境？联合 Simon 效应所反映的共同表征能力是人类发生合作行

为的重要前提，而探究观察学习对联合任务的影响结果不仅可以加深对观察学习的发生条件

和潜在机制的理解，还可以为具身认知理论提供动作观察领域内的实证研究支持，同时，也

有助于改进动作观察疗法，从而发展出更有效的医疗康复措施。提出对具身认知观点支持的

说法是想考察通过改变观察者双手潜在运动能力与位置使得身体形式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

了任务绩效的结果是对具身认知理论的实证支持。 

 

意见 2：实验设计上，作者在 Ferraro 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去掉了练习前基线联合西蒙效应

的前测部分（实际上实验一是对 Ferraro 等人研究的部分重复）。这个简化实验的操作使得实

验设计不完整，研究逻辑就不成立了。只有在练习前存在效应，而通过练习，效应消失，才

能说明练习过程中观察学习的存在。遗憾的是，作者的三个实验中，均未设置前测，因此无



法得知是本来就没有效应，还是通过练习消除了效应。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在证实标准 Simon 效应存在的基础上，Proctor 和 Lu (1999) 

率先设计学习迁移范式 (transfer-of-learning paradigm, ToL paradigm)。在此范式中，要求被

试首先完成空间相容任务中的不相容匹配试次（练习任务阶段），然后再执行标准 Simon 任

务（迁移任务阶段）。结果发现，练习不相容试次后，Simon 效应减小、消失甚至发生反转 

(Iani, Rubichi, Ferraro, Nicoletti, & Gallese, 2013; Iani, Rubichi, Gherri, & Nicoletti, 2009)，该现

象即称为学习迁移效应 (transfer-of-learning effect, ToL effect)。后来，Milanese, Iani 和 

Rubichi (2010) 把个体任务情境中的学习迁移范式推广到联合情境中，演变为学习迁移范式

的社会版本，称为社会学习迁移范式 (social transfer-of-learning paradigm, SToL paradigm)。

此范式共包含三个任务阶段：首先，要求被试与另一名合作者共同完成联合 Simon 任务（基

线任务阶段），证明存在联合 Simon 效应；然后，两人共同完成空间相容任务中的不相容匹

配试次（练习任务阶段），最后，共同完成联合 Simon 任务（迁移任务阶段）。许多研究已

经证明只要行动者相信他是与他人一起执行任务，就会出现联合 Simon 效应(Sebanz, 

Knoblich, & Prinz, 2005; Tsai et al., 2008; Vlainic, Liepelt, Colzato, Prinz, & Hommel, 2010; 

Sellaro et al., 2013; Baess & Prinz, 2015)，以上述研究结果（联合 Simon 效应真实广泛存在）

为依据，Milanese, Iani, Sebanz 和 Rubichi (2011) 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学习迁移范式精简版，

仅包括练习任务阶段和迁移任务阶段。Ferraro 等（2012）沿用了 Milanese 等（2011）的社

会学习迁移范式，且不再标注为精简版。本研究设计以 Milanese 等（2011）和 Ferraro 等（2012）

的研究为基础，故同样只包括练习阶段和迁移阶段。 

 

意见 3：此外，该研究还存在以下小问题： 

引言第一段末尾，引出观察学习用的例子是 Bargh 等人的社会启动实验。这属于启动效应，

并非观察学习，因为在这些实验中启动的动作是被试之前就会的，而不是通过这次观察习得

的。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将引出观察学习的这一部分内容做了修订。 

 

意见 4：引言中提到社会学习迁移范式时，对范式交代不够详细，对于不熟悉该领域的读者

来说，很难理解其中的实验逻辑。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社会学习迁移范式（social transfer-of-learning paradigm, 

SToL paradigm）是前人研究中考察联合任务中学习迁移现象常用的任务范式，要求被试与

另一名合作者共同完成空间相容任务中的不相容匹配试次（练习任务阶段），两人分别根据

刺激的空间位置进行按键反应；之后再共同完成联合 Simon 任务（迁移任务阶段），结果在

练习不相容试次后联合 Simon 效应减小、消失甚至发生反转的现象即为社会学习迁移效应。

已在引言部分加入社会学习迁移范式的具体内容。 

 

意见 5：实验采用同一键盘供被试按键反应，标准键盘上“Z”和“/”键之间距离不足 20cm，两

人手几乎挨在一起，难免相互影响；所坐位置距离也必然较近，小于正常心理距离，可能对

结果产生影响。建议换用分离的反应盒或手柄。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Milanese 等（2011）以及 Ferraro 等（2012）的研究空间

相容任务和联合 Simon 任务中两名共同行动者使用的是同一意大利键盘中的“Z”键和“-”键，

对应于我们所使用的键盘即为“Z”和“/”键，因此本研究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了这两

个键。对于审稿专家提出的问题，可能存在这种小于正常心理距离对结果的影响，然而本研

究是在所有情况下均使用同一键盘，实验 1 中用转换组和非转换组结果进行对比，实验 1

中非转换组和实验 2 与实验 3 的结果进行对比，得出本研究最终结论，并最终支持了本研究



假设。以后的研究中可以使用分离的反应盒或手柄排除心理距离潜在的影响，这一建议在研

究不足与展望中体现。 

 

意见 6：实验三设置了背手条件，这个操作在影响可见性的同时也影响了“潜在运动能力”，

因为背手情况下食指向下按键（实验要求的反应方式）受限。因此两个因素是混淆的。同样

的情况也出现在实验二，双手绑缚在身前情况下，平视屏幕时无法看见手。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 Iani 等（2013）单人认知任务中反应手的放置位置，

本研究实验 1（自由放置于身前）和实验 2（被缚于身前）中均要求观察者将双手放置于桌

面上，首先从双手潜在能力受限角度考察其对观察学习效果的影响；在明确了潜在运动能力

对联合任务中观察学习的影响后，实验 3 则进一步从视野范围的角度考察被试双手置于身后

（视野范围之外）对观察学习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做了双手被缚于身后的实验条件下观察学

习的效果，和实验 3 双手自由置于身后的结果做了对比，发现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因此可

以认为观察者双手在视野范围之外时，反应手操作能力是否受限不会影响社会学习迁移效

应。出现此结果的可能原因是，身体部位位置和潜在运动能力不仅仅单独对观察学习结果产

生影响，两者还会相互作用，从而对观察学习结果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 

 

意见 7：实验二和实验三的方法部分，均提到除了绑缚/背手之外其他流程同实验一，但似乎

没有转换位置的设计？如此重要的区别为何不提？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实验 2 和实验 3 均无转换位置的设计，已在文中相应部分

进行改正。  

 

意见 8：此外，实验二和实验三还应排除被试猜测实验目的（因为绑缚、背手操作不合常理）

而导致高层认知影响实验结果的可能性。由于作者并未交代具体指导语，也未对被试理解（或

猜测）的实验目的进行测量，因此无法得知被试是否有可能采用一些特殊策略。建议作者根

据 Firestone 等人的标准（见 cognition do not affect perception 等一系列论文）对自己实验的

可靠性进行检验。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中空间相容任务阶段的指导语为“如果你坐在左（右）

边，请用左（右）手食指按“Z（/）”键需对屏幕右（左）侧的方块做出反应。如果你坐在右

（左）边，请认真观察左（右）侧同学的按键反应，计算其错误次数”；联合 Simon 任务阶

段的指导语为“如果你坐在左边，请用左手食指按“Z”键对红色（绿色）方块做出反应；如果

你坐在右边，请用右手食指按“/”键”对绿色（红色）方块做出反应。”本研究中两个任务均

为反应时实验，记录被试当下即时的反应。根据 Firestone（2015）等的标准，本研究中捆绑

或背手对于被试的影响机制，不在于是他们知道了实验目的，而在于其即时的具身体验造成

的这种反应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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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人 2 意见：本文立意清晰，实验和数据分析相对清楚。 有几点改进的意见：  

意见 1：作者实际上主要采用了联合 Simon 效应，但在前言部分介绍了内容有些杂乱，建议

突出联合 simon 效应的研究文献。研究的三个实验目的，特别是第 2，3 个实验，未能和当

前文献有效结合，即不能很好、自然地推导出当前的研究目的。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是在单人认知任务的基础上采用经典的联合任务范

式——联合 Simon 任务，考察联合任务中是否同样存在观察学习，并进一步探索联合任务

中观察学习的发生条件和影响因素。本研究已在前言部分增加了联合 Simon 效应的研究文



献，考察联合 Simon 任务中，观察者反应手的不同状态对观察学习产生的影响，以期揭示

联合任务中观察学习的发生条件和影响因素。实验 1 的目的是验证联合 Simon 任务中存在

观察学习；实验 2 和实验 3 在实验 1 的基础上，分别探究观察者的潜在运动能力和身体部位

位置对联合 Simon 任务中观察学习的影响。 

 

意见 2：图 1，2，加上详细的图注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在图 1，2 中加入详细的图注。 

意见 3：作者使用的专业名词有些混淆，比如“社会迁移效应”，“社会学习迁移效应”，这些

能等同吗？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社会迁移效应”和“社会学习迁移效应”不能等同，文中主

要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学习迁移效应”，已将全部有关名词统一为“社会学习迁移效应”。 

 

意见 4：实验 1 的正确率达到 98%以上，是否该任务的难度较低，区分度不高？ 另外，实

验 2，3 的正确率数据呢？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与以往大多数研究一样研究对象为成人，对于成人

来说联合 Simon 任务相对简单，正确率普遍较高，这就使得反应时成为我们研究中更为重

要的因变量，因此在研究中主要分析反应时的差异。实验 2 和实验 3 的正确率均为 96%以

上，方差分析的结果并不显著，文中均有相应内容表述。 

 

意见 5：“局限和展望”部分，没有写到点子上，写得太笼统，建议重写。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在文中相应部分进行了改进。 

意见 6：实验 2 和实验 3，事实上“位置”（双手缚于身前，实验 2）和“视野（双手均处于身

前或身后，实验 3）“这两个条件不能很好分离，作者有什么改进实验的考虑和讨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实验 2 中观察者双手缚于身前并且置于桌面上，与实验 1

中非转换组观察者的结果进行联合分析，进一步说明了潜在运动能力受限对于观察学习的影

响。而实验 3 考察的是双手处于视野范围之外对于观察学习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做了双手被

缚于身后的实验条件下观察学习的效果，和实验 3 的结果做了对比，发现两者之间差异不显

著，因此可以认为观察者双手在视野范围之外时，反应手操作能力是否受限不会影响社会学

习迁移效应。说明不仅观察者的身体部位位置效应和双手运动能力会单独影响观察学习的效

果，这两个因素还会通过复杂的交互作用对观察学习产生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2 意见：作者做了一些修改和回复，以下三处提请修改：  

意见 1：3.4 讨论 实验 2 旨在考察联合任务中观察者潜在运动能力受限时，是否会对观察学

习产生影响。结果发现当观察者双手缚于身前时出现了显著的联合 Simon 效应，这意味着

在联合任务中，当观察者双手的潜在运动能力受限时，观察学习的效果会受到影响。4.3 讨

论 实验 3 旨在考察观察者反应手的位置对观察学习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反应手处于

视野范围之外时对观察学习产生了影响。基于以上结果，本研究可以认为，联合任务中观察

者的任务表现会受其双手所处位置的影响。 以上的讨论还需要具体一些，到底是什么影响？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3.4 讨论部分当潜在运动能力受限时，观察者动作观察的

能力也会受到限制，对行动者动作的模拟不会发生，观察学习就不会发生。4.3 讨论部分实



验 3 旨在考察观察者反应手的位置对观察学习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反应手处于视野范

围之外时，观察者的动作模拟也受到了限制，观察学习也没有发生。而对结果的解释则是具

身模拟是否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自身的行动能力，当身体资源被占用或是潜在运动能

力受到限制，个体的具身模拟将不会发生(Witt et al., 2010)，本文已在正文中加强了关于此

问题的解释，具体见文中相应部分红色修订部分表述。 

 

意见 2：摘要部分，refer to improve 改成 refer to improving ....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在文中相应部分做了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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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人 3 意见：本研究采用社会学习迁移范式，在三个实验中通过分别设置被试的座位转换、

反应手是否绑缚以及其是否可见探讨了联合任务中反应手的状态与位置对观察学习的影响。

作者对两个审稿专家的意见给出了相应的回答，文中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改。文章中仍存在以

下几个问题需要修改完善：  

意见 1：正如第一位审稿专家的第一个意见，作者考察双手位置（“潜在运动能力”和可见性）

对联合任务中观察学习效果的影响，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虽然作者回答了审稿专家的意

见，但在文中该问题仍不清晰。作者在引出观察者反应手的不同状态（文中操纵的是双手是

否束缚）对观察学习的影响问题时，所引用 Milanese, Iani, Sebanz 和 Rubichi (2011) 的研究

考察的是被试在练习阶段和迁移阶段位置的变化，与作者提出的问题联系不紧密。作者在引

出观察者身体或双手所在位置（文中操纵的是可见性）对观察学习的影响问题时，引用的以

往文献大多操纵的是被试双手的时空位置（运动）、空间位置的变化，视野的可见性是否与

位置等同？如果相同，请说明共性。如果不同，建议引用关于被试身体或双手可见性的文献，

并进一步的阐明该文的研究问题，以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该研究的研究目的、核心内容。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基于具身认知的观点，具身模拟是否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个体自身的行动能力，当身体资源被占用或是潜在运动能力受到限制，个体的具身模拟将

不会发生(Witt et al., 2010)，基于此，本研究旨在考察在联合任务中观察者的身体条件如行

动能力受限或反应手的不同状态对观察学习的影响，而在引出观察者反应手的不同状态对观

察学习的影响问题时，所引用的是 Ambrosini, Sinigaglia 和 Costantini (2012)的研究，其考察

的是观察者行动能力受限时对视频中目标物体的注视和眼跳行为，得出当双手被缚不能做出

动作时注视和眼跳行为变慢的结果。在引出观察者身体或双手所在位置对观察学习的影响问

题时，引用的 Liepelt (2014)操纵的是被试双手的空间位置的变化，其考察的是反应手靠近或

者远离显示器位置的对观察学习的不同影响，而本研究中反应手的不同位置是基于实验 1

与实验 3 对比的情况，考察的是反应手处于身前与身后不同位置时对观察学习的影响，此处

可以用视野范围来明确不同位置，我们认为此处的视野是否可见与身前身后的位置是等同

的。本文已在正文中增加了关于此问题的解释，具体见文中相应部分红色修订部分表述。 

 

意见 2：以往研究 Milanese, Iani, Sebanz 和 Rubichi (2011) 发现，在社会学习迁移范式中，

如果被试在练习阶段和迁移阶段更换座位，则联合 Simon 效应依然存在，不会出现社会学

习迁移效应。那么，作者的研究对上述研究有什么推进？实验 1 也操纵被试的座位更换，是

不是复制上述研究？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Milanese,Iani,Sebanz 和 Rubichi(2011)研究采用社会学习迁

移范式，通过两个实验考察的是联合情境下迁移效应的潜在机制。在实验 1 中，要求被试与

一名特定合作者共同完成练习任务，在后继的联合 Simon 任务中，被试所坐位置不变，但



是，需要与另外一名不同的合作者共同完成迁移任务；在实验 2 中，被试与一名合作者共同

完成练习任务，在后继的联合 Simon 任务中，要求被试与合作者互换位置。结果发现，仅

实验 1 中出现社会学习迁移效应（即联合 Simon 效应消失），实验 2 中依然存在联合 Simon

效应。这表明，社会学习迁移效应的出现可能依赖于练习任务和迁移任务中的被试间空间关

系的重叠，而非取决于特定的合作者。而本研究考察重点是联合任务中观察学习的存在以及

影响因素，实验 1 是在 Milanese 等(2011)和 Ferraro, Iani, Mariani, Nicoletti, Gallese 和

Rubichi(2012)的研究基础上，考察联合任务情境下观察学习的存在，故在练习任务中只有行

动者完成练习任务，观察者只是观察其行动表现，并非 Milanese,Iani,Sebanz 和 Rubichi(2011)

练习任务中两个共同完成练习任务；操纵被试的座位更换也是为了考察影响观察学习的因

素，所以本研究实验 1 是在 Milanese 等(2011)研究基础上结合本研究想关注的问题，对其研

究设计做了一定的修订而并非简单对其研究的复制。 

 

意见 3：实验 1 结果部分，对正确率统计分析中，请补充描述统计。在对联合 Simon 效应分

析中，除了分析反应时指标，作者分析了正确率，而且正确率得出的联合 Simon 效应与反

应时的并不一致。反应时指标下，在非转换组中，观察者和行动者均未出现联合 Simon 效

应；在转换组中，观察者和行动者均出现了联合 Simon 效应。正确率指标下，非转换条件

下，行动者出现了联合 Simon 效应，观察者未出现联合 Simon 效应；转换条件下，观察者

出现了联合 Simon 效应；行动者未出现联合 Simon 效应。建议作者首先明确联合 Simon 效

应的行为指标，以使的研究更具科学性。如果反应时和正确率指标均能反应联合 Simon 效

应，而该研究中两者的结果不一致，请对这两种结果作出合理的解释。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在表 1 中加入了正确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反应时和正

确率均是联合 Simon 效应的行为指标，在以往相关研究中也有反应时与正确率结果有部分

不一致的情况(Lugli,Iani,Milanese,Sebanz,& Rubichi, 2015)，甚至大部分研究因任务难度较低

并未分析正确率的结果（Wen,& Hsieh,2015; Liepelt, Klempova, Dolk,Colzato,Ragert,& 

Michael,et al.,2015; Klempova,& Liepelt,2016），本研究与以往大多数研究一样研究对象为成

人，对于成人来说联合 Simon 任务相对简单，正确率普遍较高，此时正确率的分析结果对

于结果的解释力度有限，而反应时结果则更具有说服力。 

 

意见 4：总讨论部分，“5.1 联合 Simon 任务中的观察学习”的第二段第一句 “实验 1 的结果

还发现，在转换和非转换两种条件下，观察者与行动者联合 Simon 效应的大小均无显著差

异。”，在实验 1 结果分析并未对此进行统计分析，请补充相应的结果分析，建议在解释结

果时根据现有的结果展开。而且，对该部分的解释让人难以理解，难以将参照编码假说与该

研究结果结合起来理解。 “5.2 反应手的状态对观察学习的影响”第二段也有类似上述问题，

“根据具身认知的观点，在实时(real time)环境中，具体的个体通过身体运动（或感知运动）

才产生了认知加工（叶浩生，2010），如点头的身体动作可以强化被试的积极态度，而摇头

的身体动作则使得被试的消极态度增强（Wells&Petty , 1980)。同样地，在实验 2 中，由于

观察者双手被缚，与双手处于自由状态相比，其身体形式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可能对认知

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故而阻碍了观察学习的发生。”根据具身认知观点中身体动作强化积

极/消极态度，难以与作者研究结果结合起来理解。建议进一步对研究结果进行阐释。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在实验 1 结果部分加入了讨论 5.1 部分“实验 1 的结果

还发现，在转换和非转换两种条件下，观察者与行动者联合 Simon 效应的大小均无显著差

异”的统计分析内容；因参考编码假说旨在澄清联合 Simon 效应的产生机制，本文接受审稿

专家的意见，正文中删除了用参考编码假说对本研究结果的解释，而在讨论中分加强了与本

文研究设计及结果更密切相关的具身认知观点，同时关于研究结果的进一步解释也已在讨论



相应部分加强阐述，具体修改补充见文中相应部分红色字体表述。 

 

意见 5：作者在回答两位审稿专家意见中，均提到实验 3 设置了两种条件，一种是双手自由

置于身后，另一种是双手被缚于身后。但是，在实验 3 中并未出现“双手被缚于身后”条件，

也没有相应的数据分析，请作者核实，并作全文检查，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实验 2 考察的是观察者双手潜在运动能力受限的情况下观

察学习产生的变化，实验 3 考察的是双手所处位置对于观察学习的影响；而实验之后我们额

外设置了“双手被缚于身后”这一实验条件来综合双手所处位置与潜在运动能力两个因素，得

出了类似于实验 2 和实验 3 的结果，该结果更加印证了反应手位置与潜在运动能力对观察学

习的影响，因结果与实验 2,3 类似，因此并未在实验设计中写出来，只在总讨论部分提到。 

 

意见 6：文中存在参考文献引用方式上的小问题需要调整，如：“(Ferraro, Iani, Mariani, 

Nicoletti, Gallese, & Rubichi, 2012)”第二次出现应为“(Ferraro et al, 2012)”，建议参照 APA 格

式，全文检查并修改。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参照 APA 格式对文中参考文献引用方式上的问题进行

了调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如前面几位审稿人所述，实验三设置了背手条件，这个操作在影响可见性的同时也

影响了“潜在运动能力”，因此存在因素的混淆。作者对此做出了相应的阐述，但是所谓因素

的混淆，是实验一”双手自由置于身前“，以及实验三”双手放置身后“，二者的差异不仅体现

在可见性上，也体现在潜在运动能力上。”双手被缚于身后“和”双手自由置于身后“没有差异，

可能是因为这两种条件下潜在运动能力均受限，只是受限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目前来看，

实验一和实验三的差异并不能确定是因为可见性，相反，潜在运动能力受限完全可以解释上

述结果。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专家的说法很有道理，本文已经在行文表述上区分了不同

的实验设置，前人研究有考察过反应手处于不同位置时对单人认知任务的影响，本研究实验

三的设计初衷也是从反应手的位置这一角度来探讨反应手处于不同位置（放置于身后）对联

合任务表征中观察学习的影响，而实验二的设计初衷旨在实验一反应手正常身前放置的基础

上通过改变反应手的状态（即身前被缚）来考察其对联合任务表征中观察学习的影响，但是

反应手放置身后的设置的确存在混淆视觉可见性与潜在运动能力受限的现象，为了进一步区

分此设置和表述可能产生的混淆，我们在结果解释部分时已将此表述校正为从反应手位置和

状态两个方面改变所导致的潜在运动能力受限来解释，同时在局限与展望部分将这一设计可

能存在的混淆与不足提出，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更加严谨的实验设计来进一步澄清反应

手位置的影响。已在文中相应部分做了进一步区分和阐释，具体见文中红色字体表述。 

 

意见 2：前言部分,从文献综述到问题提出以及研究假设形成的逻辑仍不是很清晰。如第三段

的“因而探究观察学习对联合任务的影响结果不仅可以加深对观察学习的发生条件和潜在机

制的理解，还可以为具身认知理论提供动作观察领域内的实证研究支持，同时，也有助于改

进动作观察疗法，从而发展出更有效的医疗康复措施”的这部分内容，前文并没有对联合任

务、观察学习的发生条件和潜在机制、具身认知理论、动作观察疗法等内容进行铺垫，显得



较为生硬。后面的内容也未与这段话形成呼应。对于为何要“关注联合任务中的观察学习现

象“，也未进行详细而令人信服的阐述。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前言部分首先阐述了作为人类最基本且非常重要能力的观

察学习的界定及发生条件，并进一步提出前人对观察学习的研究多采用单人认知任务，较少

关注联合任务中的观察学习现象，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类并非独立的个体，常常需要与他

人合作来共同完成联合任务，进而提出并阐述了在联合任务中的观察学习是否发生以及影响

联合任务表征的因素，阐述了观察学习中常用的任务范式社会学习迁移范式和联合任务表征

常用的联合 simon 任务范式的整合作为本研究的任务范式，考察了观察者与行动者之间空间

关系的变化从而证明联合任务中观察学习的存在，以及观察者手部状态与位置的变化对观察

学习的影响。由于三个实验的设置均涉及身体形式（反应手的状态和位置）的改变对认知任

务的影响，因而研究结果可以为具身认知理论提供实证研究支持。已在前言部分重新梳理了

本研究的逻辑，具体见文中红色字体表述。 

 

意见 3：文中 4.3 讨论部分，“结果表明，当反应手处于视野范围之外时，观察者的动作模拟

也受到了限制，观察学习没有发生。基于以上结果，本研究可以认为，联合任务中观察者的

任务表现会受其双手所处位置的影响。”此处表述混淆了研究结果和研究推论。研究结果是，

“联合任务中观察者的任务表现会受其双手所处位置的影响”，而研究推论是，“这可能是因

为观察者的动作模拟也受到了限制”。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在 4.3 讨论部分做出更正：结果发现，当反应手自由放

置在身后时，观察者出现了显著的联合 Simon 效应，说明联合任务中观察者的任务表现会

受其双手所处位置的影响，当反应手处于身后时，无论双手在身后是正常还是被缚放置，观

察者的动作模拟都受到了限制，从而影响了观察学习的发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审稿人 3 意见：文章中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修改完善：  

意见 1：本研究中提到实验 3 的目的是，“上述实验表明联合 Simon 任务中观察者反应手潜

在运动能力受限时会对观察学习产生影响，但在实验 1 和 2 中，观察者的双手均处于身前（视

野范围内），因此，在实验 3 中，我们将观察者双手自由放置在身后（视野之外），以进一步

探讨在联合 Simon 任务中，观察者反应手位置的改变对观察学习的影响”，实验 3 与实验 1、

2 的逻辑不够清晰。实验 2 中双手于身前约束，如果是考虑视野范围的话，那么实验 3 应是

将观察者双手于身后约束。请进一步阐述实验 3 与前两个实验的关系。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专家的意见非常有道理，本研究现将实验 3 改为双手缚于

身后的条件，与实验 2 双手缚于身前条件的比较分析可更纯净地揭示在控制潜在运动能力受

限后视野范围是否在其中起一定作用。现整篇研究的逻辑顺序为：实验 1 中非转换组观察者

的双手是自由放置于身前的条件出现了观察学习，实验 2 观察者双手被缚于身前以考察双手

潜在运动能力受限对观察学习的影响，实验 3 则进一步从视野范围的角度设置为观察者双手

缚于身后的条件以澄清视野范围可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实验 3 双手被缚于身后时出现了显

著的联合 Simon 效应，说明手被缚于身后时同样限制了潜在运动能力，导致观察学习的消

失；实验 2 和实验 3 的联合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差异不显著，说明只要观察者双手的运动能力

受到限制，无论双手所处位置在视野范围之内或者之外，观察学习均不会发生。 

 

意见 2：P22 第 2 段最后一行“综合以上结果，不仅观察者的身体部位位置和双手运动能力会



单独影响观察学习的效果，这两个因素还会通过复杂的交互作用对观察学习产生影响”。本

文认为通过变化身体部位位置是可以操纵双手运动能力的，围绕双手运动能力受限展开的，

那么这里的结论不够恰当。而且观察者的身体部位位置和双手运动能力会单独影响观察学习

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尚不清晰，请给出合适的结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通过实验 2 和实验 3 的结果分析说明无论双手所处位置在

视野范围内或外，当观察者的双手运动能力受到限制、没有可能对刺激做出反应时，观察者

便不会习得相应的空间联结，不会出现观察学习。此处说明的还是双手运动能力受限导致的

观察学习效应的消失。身体部位位置主要是针对实验 1 身体位置转换条件下观察学习的消失

而言的。已对该部分重新做出明确说明，具体见文中修订部分红色字体表述。 

 

意见 3：应说明设立剔除实验数据的标准“每一试次中 RT<200ms 或 RT>1000 ms 在随后分析

中被剔除”。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剔除标准是按照 Yamaguchi, Wall 和 Hommel（2016）研

究中的标准，该研究中联合任务与本研究中所用的实验范式一致，处理方法也一致。已在文

中相应部分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意见 4：自检报告问题 9，应归纳出各年度段文献的篇数和所占百分比。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在自检报告中作出更正：参考文献共 29 篇，其中近五

年（2013 年至 2017 年）共 10 篇（占比 34.5%），2008 年至 2012 年共 10 篇（占比 34.5%），

2000 年至 2007 年共 5 篇（占比 20.7%），2000 年以前共 4 篇（占比 10.3%）。由于涉及到一

些基本的参考研究，参考文献因此基本以近 10 年的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