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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本研究利用PWI范式考察口语产生过程中的语义抑制效应和语义促进效应，并利用ERP

技术高时间分辨率的特点，进一步研究这两个效应的发生时窗，从而验证两个重要的理论孰

是孰非。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以下是几个问题，供作者思考： 

 

意见 1：研究综述不够全面。作者希望利用 ERP 技术验证两个重要的理论（词汇竞争理论

vs.反应排除理论）孰是孰非，但是对于这两个理论相关的实验证据，尤其是 ERP 相关的证

据综述过于简单，尤其是关于反应排除理论的支持证据，作者只提供了一篇支持证据，让读

者较难评估这项研究的研究价值。建议作者充分综述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尤其是要补充利用

中文为材料的相关研究（如 Wong et al., 2019 LCN; Wong et al., 2017 LCN; Wang et al., 2017 

Scientific reports），在此基础上，从关键的研究争议的焦点出发，并详细说明作者的这项研

究相较于前人研究，在设计上和技术上存在何种优势，有何预期。否则，从目前的手稿，无

论是研究设计和研究结果上，未能看出这项研究相比于前人研究有何独特之处。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对本研究的肯定和专业性的建议。首先，我们在文献综述部分增加了新

的文献。我们重点增加了有关干扰词频效应研究在行为和 ERP 方面的发现，为反应排除理

论提供了支持证据（见 P. 2）。 

第二，非常感谢审稿老师推荐的三篇文献。Wong et al. (2017; LCN)的研究采用 ERP 技

术和 PWI 任务，考察语义联想相关和语义范畴相关两种不同类型语义关系激活的时间进程，

结果发现语义效应出现在图画呈现后的 275-400 ms 之间，支持了词汇竞争说的观点。Wong 

et al (2019; LCN)和 Wang et al (2019; Scientific Reports)主要考察的是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的

音韵编码过程发生的时间进程，与本研究所针对的语义效应无关。我们在文中引用了审稿老

师推荐的且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第一篇文献。3 篇文章的具体信息如下： 

Wong, A. W. K., Chiu, H. C., Wang, J., Cao, J., Wong, S. S., Chen, H. C. (2017). An early locus of 

associative and categorical context effects in speech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an ERP study 



using the picture–word interference paradigm, Language, Cognition and Neuroscience, DOI: 

10.1080/23273798.2017.1355060 

Wong, A. W. K., Chiu, H. C., Wang, J., Wong, S. S., Chen, H. C. (2017).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time course of syllabic and sub-syllabic encoding in Cantonese spoken word 

production, Language, Cognition and Neuroscience, 34(6), 677-688, DOI: 

10.1080/23273798.2018.1562559 

Wang, J., Wong A. W. K., Wang, S., & Chen, H. C. (2017). Primary phonological planning units in 

spoken word production are language-specific: Evidence from an ERP study. Scientific 

Reports, 7, 5815. DOI:10.1038/s41598-017-06186-z 

第三，在文献综述中，我们进一步阐述了本研究的贡献，并基于已有研究发现提出了预

期。已有行为研究发现在 PWI 任务中，当干扰词和目标词之间具有基本概念范畴水平上的

语义相关关系时，变化干扰词和图画呈现的时间间隔，会产生不同方向的语义效应。行为指

标反映的是各个阶段综合后的最后结果，并不能即时地反映语义相关条件在概念准备和词汇

选择两个阶段的加工，以及两个阶段可能存在权衡。Bürki 等（2020）的研究中指出目前对

于负 SOA 增大时语义效应方向变化的研究证据较少，发生机制尚不明确。高时间分辨率的

脑电技术有利于探索概念准备和词汇选择中的即时加工过程，能进一步明确口语词汇产生中

语义抑制效应和语义促进效应的发生机制。综上，本研究采用脑电技术使用 PWI 任务，通

过设置-400 ms 和 0 ms 两个 SOA 水平，以及干扰词和目标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考察汉语口

语词汇产生中语义抑制效应和语义促进效应发生的时间进程。具体的预期见文献综述的最后

一段（见 P. 4-5）。 

 

意见 2：作者在研究中使用了 2*2*2(呈现次数：第一次 vs. 第二次)，然而对于第三个变量

（呈现次数）在研究中的作用是什么，在作者的前言中几乎没有涉及。从作者的数据分析和

讨论上，似乎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变量，虽然该变量的结果似乎并不完全符合作者的预期。建

议作者应该在前言中就提及这个变量，以及它的引入可能会带来帮助解决何种理论问题。不

然让人感觉作者是基于数据结果进行事后分析，不太可取。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的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在文献综述部分增加了有关重复次数对语义

效应影响的研究，并阐述了重复次数可能对语义效应影响的认知机制（见 P. 4-5）。 

在口语词汇产生的 ERP 研究中，所使用的目标刺激为图片，且要匹配各个干扰条件之

间的各项指标，符合要求的刺激数较少。为了得到稳定的波形，满足各个条件叠加次数的要

求，研究中经常会重复呈现干扰词和目标图画这一刺激对（e.g. Miozzo & Caramazza, 2003；

Rose & Rahman, 2017；Zhang et al., 2016；Zhu et al., 2015）。已有研究发现语义效应的大小

会受到重复次数的影响。Stroop（1935）发现在颜色命名任务中，颜色干扰词的语义抑制效



应会随练习减弱。Lupker（1979）的研究中发现第二次呈现相同图词刺激时，语义抑制效应

减弱。Miozzo 和 Caramazza（2003）的研究中每个语义相关图词对随机重复呈现 5 次，结果

发现在五次呈现中语义抑制效应都是显著的，但随着呈现次数的增加，语义抑制效应的效应

量显著减小，分别为 69 ms，51 ms，27 ms，19 ms 和 23 ms。上述结果表明重复次数影响了

语义效应的大小。在口语词汇产生中，语义效应可能来自三个阶段：概念准备、词汇选择（词

汇竞争说）或反应输出阶段（反应排除说），目前尚未有研究考察重复次数及其与其他变量

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了口语词汇产生过程，采用高时间分辨率的脑电技术可以细致地考

察这一因素影响口语产生过程的认知机制。 

 

意见 3：总的来说，作者操纵了-400msSOA，在行为学上并没有看到经典的语义促进效应。

作者将这一阴性结果归结于效应量的问题，并做了进一步的数据分析（P16, 图 2）。首先，

如果这是效应量的问题，那么作者应该明确自己的这项研究的样本量是否有足够的统计检验

力，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如果样本量不够导致了目前的阴性结果，那么是否应该增加样本量

呢？其次，本人基本不明白作者在这一部分的数据分析的目的是什么（P16, 图 2），是要说

明作者的阴性结果是可信的还是不可信呢？最后，如果观察这项研究的 ERP 结果，可以看

到在-400ms SOA 条件下，在早期时窗下，相关条件是比不相关条件诱发了更大的波幅，晚

期时窗下，不相关条件相比相关条件诱发了更大的波幅，是否是由于在不同时窗下的两个条

件之间不同的关系导致了行为学上的阴性结果（相互抵消）？这个结果是否在之前的研究中

有所发现？它反映了什么理论问题，作者可以考虑进一步进行讨论。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的建议。首先，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中的被试量是多于已发表研究

的被试量的。大多数口语产生语义效应的研究中被试数量都在 30 人左右，未超过 40 人。例

如，Janssen 等（2008；JEP：LMC）研究中为 32 人，Costa 等（2012；PNAS）的研究中为

24 人，Janssen 等（2015）的研究中为 31 人，Wong 等（2017；LCN）的研究中为 36 人，

Zhu 等（2015；2016）的研究中分别为 30 人和 37 人，Qu 等（2021）的研究中为 24 人，而

本研究中的被试人数为 44。我们认为被试量应该不是造成语义效应不显著的原因。更进一

步，根据您的建议，我们计算了语义效应的叶斯因子 BF10，结果显示，SOA 为-400 ms 时，

当前研究的 BF01=25.71，表明这一效应不显著的概率是显著概率的 25.7 倍。即这一效应不

显著的结果是可靠的。 

第二，文章中图 2 目的是想呈现在同一组被试（44 人）在完全相同的材料下，语义效

应随着 SOA 的变化所呈现出的个体差异。已有研究表明当效应大小为 15 ms 左右时会达到



显著（Burki et al., 2020）。以 15 ms 为临界点，我们统计了达到不同 SOA 条件下不同语义效

应方向达到显著的人数百分比。从图 2 可以看出，当 SOA 为-400 ms 时，呈现出语义抑制效

应的为 19 人，其中大于 15 ms 的人数为 6；表现出语义促进效应的为 25 人，其中大于 15 ms

的为 13 人，更多的人表现出语义促进效应。当 SOA 为 0 ms 时，呈现出语义抑制效应的为

33 人，其中大于 15 ms 的为 25 人；表现出语义促进效应的为 11 人，其中大于 16 ms 的为 3

人，更多的人表现出语义抑制效应。我们在结果和讨论部分对图 2 中所呈现的个体差异进行

了描述和讨论（见 P. 16-17）。 

第三，我们在解释 ERP 结果时采纳了您的建议。根据词汇竞争假说的观点，早期时间

窗和晚期时间窗的相反的语义效应方向可以解释为：概念准备阶段的促进效应和词汇选择阶

段的抑制效应在脑电指标上产生了抵消平衡（见 P. 17）。 

 

意见 4：讨论部分可以考虑重新组织。整个讨论部分给读者的感觉是有大多的事后分析，作

者应该基于研究的基本问题，例如两个关键的理论在 ERP 结果的不同时窗的预测，并通过

所发现的结果跟预测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展开讨论。而不是像现在的讨论的框架：不同条件在

何种时窗发现了差异，这个时窗可能跟什么有关，说明了什么问题。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的建议，我们重新组织了文献综述（参见对问题 1 的回复）和讨论这两

个部分。在文献综述部分，我们明确了两个理论对时间进程的预期。相应地，在讨论部分，

我们增加了子标题，分别为“4.1 语义抑制效应和语义促进效应”和“4.2 语义抑制效应和

语义促进效应的时间进程”，讨论了行为和 ERP 结果，并注意了两部分之间的呼应。例如，

都是先讨论语义抑制效应，再讨论语义促进效应。在 4.2 讨论部分，我们首先阐述了各个理

论对时间进程的预期，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讨论。 

与此同时，我们承认修改稿中仍然存在一些事后解释的部分，比如晚期时间窗口中语义

相关和无关条件之间在平均波幅上的差异。我们在文中对此差异进行了分析对比和讨论，指

出这一差异可能反映了对语义信息的自我监测。 

  

意见 5：建议重新修改 ERP 的结果部分的写作，现在的写作让读者阅读起来比较吃力。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的建议。首先，为了让读者能够容易地理解 ERP 的结果，我们在“3.2 

ERP 结果”部分的第一段首先描述了 ERP 分析的步骤和思路。在呈现结果时分成了“3.2.1 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和“3.2.2 基于簇的置换检验结果”两部分来呈现。第二，针对具体的分

析，我们补充了平均波幅分析所发现的语义相关类型和兴趣区间的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或边缘



显著的时间窗内的语义效应（见表 3）。希望修改后的 ERP 结果呈现部分能够清晰地呈现数

据分析目的和思路。 

 

意见 6：错误率的统计分析还是应该加上，这是基本的学术规范。 

回应：谢谢审稿老师的建议。修改稿中，我们添加了错误率的统计分析结果（见 P. 10）。 

 

意见 7：建议重新编辑图 4。内容上，需要说明图中的方框代表的含义，地形图是何种时窗

的结果，此外，要补充 SOA 为 0ms 时第一次和第二次呈现的结果。格式上，图例要更大一

些，波形的线条也要更粗一些，目前显得不美观而且不够直观。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的建议。修改稿中，我们补充了波幅图和地形图的说明文字，增加了

SOA 为 0 ms 时两次呈现的波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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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人 2意见： 

 

意见 1：“当 SOA 为-400 ms 时，第一次呈现时在 0~76 ms 时间窗内语义效应处于边缘显著

水平，表现为语义相关条件波幅大于语义无关条件”，作者将这一效应解释为“语义相关性

对口语词汇产生概念准备阶段的影响”。参考 Ouyang 等（2019）发现的 100~200 ms 的 ERP

效应，这一 0~76 ms 的效应是否早于概念准备阶段？是否仍处于图片视觉加工阶段？尤其在

ERP 波形图中可以看到语义相关和无关两个条件的波形差异从 0 ms 之前就开始出现。如果

将-100~0 ms 的数据也加入基于簇的置换检验中，是否会检测到 0 ms 之前的差异？如果出现

这一结果，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实验过程中 EEG 的记录主机所接收到的 trigger/marker 有延时

（即图片呈现的真正起始时间是目前波形图中的 0 ms 之前）。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仪器测试来

得出延时的具体时长，对波形图进行校正。但即使延时存在，这一早期效应很可能仍然出现

在 100 ms 之前，似乎早于概念准备阶段。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的意见。口语词汇产生的元分析表明概念准备阶段是发生在图画呈现后

的 0~175 ms 之间（Indefrey, 2011; Indefrey & Levelt, 2004）。因此，本研究中发生的语义效应

和 Ouyang 等（2019）发现的语义效应时间窗都是处于概念准备阶段。文章修改稿中，我们

分析了本研究与 Ouyang 等（2019）实验的不同，并尝试解释了为什么本研究中发现的效应

要更早（见 P. 19）。 

本研究中不存在审稿老师所提到的 EEG 的 trigger/marker 有延时的情况。在实验设计和



EEG 记录时，实验设计的零点 marker 是标记在图画呈现的时间点上的。本课题组已经进行

了多项有关的研究，积累了相关的经验，我们确信脑电记录中的 trigger/marker 无延时。 

 

意见 2：“当 SOA为 0 ms时，第一次呈现中在晚期的时间窗口（344~414 ms和 462~500 ms）”…

类似地，是否可以将数据分析的时间窗延长到 600 ms 或更晚，以便获取 462~500 ms 这一效

应的完整时长，这样或许有助于解释其背后机制。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的建议。在方差分析和基于簇的置换检验分析中，我们将分析的时间窗

口都延长至图画呈现后的 600 ms。具体结果见数据分析部分。总体的结果模式与先前相似，

仅在具体的时间窗口上有一些变化。根据新的结果，我们修改了相应的讨论部分（见 P. 18）。 

 

意见 3：图 4 左上波形图的纵坐标范围是-5~5，而右上是-3~5，建议将右上统一成-5~5，以

便横向比较。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的建议。我们按照您的建议修改了波形图，纵坐标的范围统一为-5~5 。 

 

意见 4：图 5 中时间坐标太小，上下图的时间线未完全对齐。另建议添加每个显著 cluster

所在时间窗的差异波地形图，以便看清其电极分布。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的建议。我们同意您的观点，已经对置换检验的显著或边缘显著电极和

时间点分布图做出修改，并补充了每一簇所在时间窗的差异波地形图（见图 5）。 

 

意见 5：另有一些细节问题已在原文中高亮标出，请查看。 

细节（1）：无关干扰词是语义相关条件后重新与图画匹配产生的，匹配时避免了干扰词与目

标图名称间的语义或语音相关关系【字形也无关？】。目标图及其相应的语义相关和无关干

扰词的完整列表见附录【附录中只有相关干扰词】。 

回应（1）：在选择无关干扰词时，我们也注意避免了目标词和干扰词之间的正字法相关关系。

相应的句子已经做了修改。 

细节（2）：在两个 SOA 条件下分别对在 0~600 ms【0~500 ms？】内每 100 ms 时间窗的平

均波幅进行干扰词语义相关类型和所选取兴趣区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法校正不符合球形检验统计结果的 p 值，并在报告事后比较分析结果时

采用控制错误率发现率【错误发现率】校正法对 p 值进行校正（false discovery rate, FDR, 

Yekutieli & Benjamini, 1999）。 

回应（2）：按照您的建议，我们将分析的时间窗口都延长至图画呈现后的 600 ms，并做了



相应的分析（结果见表 2 和表 3）和修改。 

细节（3）：在被试分析（F1）中，语义相关类型、SOA 和重复次数为被试内因素；在项目

分析（F2）中，语义相关类型、SOA 和重复次数为项目间【项目内？】因素。 

回应（3）： 确实语义相关类型、SOA 和重复次数均为项目内因素，已经修改了此错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感谢作者的修改稿。作者对于图 2 的说明以及相关展开的讨论，还是值得商

榷。基于图 2 的分析作者要展示的是个体差异。可以说，在心理学的任何领域都存在个体差

异，任何一个研究似乎都可以表现出作者显示的图 2 的结果，关键在于作者要说明个体差异

是如何影响到研究结果。起码在图 2 的分析以及之后的讨论中并没有详细地涉及。如果作者

真要探讨这一问题，应该增大被试量，对个体差异在行为学和脑电数据之间进行精细的相关

分析，否则目前的结果和结论都有些似是而非（例如，到底作者认为是有差异还是没有差异）。

此外，考虑到作者已经对没有差异（起码在统计上）的结果，在 ERP 上做了一定的解释，

是否可以考虑修改，甚至删除这部分的内容。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的中肯建议。我们接受您的建议，删除了图 2 及其相关的讨论部分。有

关反应时和脑电指标之间的关系，我们尝试进行了相关分析，但均未发现显著的相关。我们

考虑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与语义效应量的大小有关。本研究中语义效应均值为

20 ms 左右，表明语义效应量的大小差别不大，数据比较集中，因而很难得到相关显著的结

果。第二，与被试数量有关。尽管我们的研究中包括了 44 名被试，但对于个体差异的考察

这一被试数量仍有不足。后续研究中我们将增加被试量，通过脑电指标与行为反应时之间的

相关分析，考察语义效应个体差异的行为表现与脑电指标之间的关系。 

 

 

审稿人 2意见： 

意见 1：感谢作者对数据分析所做的调整和补充，修改之后的结果更加完整清晰。但是就 0~76 

ms 时间窗内这一效应的解释，我仍保留我的意见。首先，这一效应仅在第一次呈现中达到

p = 0.08 的边缘显著，其稳定性存疑。其次，尽管作者强调干扰词在 SOA = -400 ms 条件下

提前呈现，但目标图呈现后仍然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视觉加工，而这一效应似乎在目标图呈现

之前就出现了（从波形推断），无法合理解释。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的问题。根据图画命名的认知加工过程，图片呈现后即刻所出现的语义

效应是发生在概念准备阶段的。这一过程发生在图片呈现后的 0~175 ms 之间，是一个非常

快速的加工过程（Levelt, Roelofs, & Meyer, 1999）。已有研究发现即使仅仅呈现图片刺激 20 

ms，人们就能快速知觉到其中所呈现的信息并进行加工（Thrope, Fiez, & Marlot, 1996）。基

于已有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当图片呈现时被试已经通达了干扰词的语义，激活了其相应的概

念范畴，在图片呈现之后影响了对图画概念水平的激活。 

语义效应是语义相关条件和无关条件之间的比较得到的，为了验证图片呈现之前是否已

经出现了差异，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干扰词出现后图片呈现之前的时间窗口内（即-400~0 ms）

语义相关性和重复次数对波幅的影响。数据分析发现语义相关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1, 43) = 

0.84，p = 0.366，ηp2 = 0.02，语义和兴趣区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8, 344) = 0.59，p = 0.550，

ηp2 = 0.01，重复次数和语义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43) = 0.87，p = 0.355，ηp2 = 0.02，

重复次数、语义和兴趣区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8, 344) = 1.13，p = 0.330，ηp2 = 0.03，表

明在图片呈现之前相关和无关条件之间并未出现差异，其差异出现在图片呈现之后。 

我们修改了讨论中相关的部分（见 P.19）。 

 

意见 2：P1 摘要部分：“462~500 ms 时间窗口内的语义效应可能表明讲话者对语义信息 的

自我监测”。“ 462~500 ms”不是基于 0~600 ms 数据分析的最新结果。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的细致审阅，我们已经修改了这一数据。 

 

意见 3：P14 3.2.2 基于簇的置换检验结果：这一段落中对于两条件下 ERP 波幅孰大孰小的

描述有误，需仔细检查。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指出这一表达模糊的描述。基于簇的置换检验考察的是两条件间的波幅

差异，我们将波幅大小比较的描述修改为“语义相关条件的波形比无关条件下更正（或更

负）”，描述了波形的朝向和哪种条件的波幅更大。 

 

意见 4：P17：“当 SOA 为-400 ms 时，我们发现了语义效应的起始点(第一次:344-284;第二

次:356-274)表现出 60~80 ms 左右的延迟。与 SOA 为 0 ms 时相比，当 SOA 为-400 ms 

时，干扰词对口语词汇产生过程的干扰出现得更早。”前后描述矛盾。 

回应：谢谢审稿老师指出的问题。我们将上述描述修改：“与 SOA = 0 ms 条件相比，当 SOA 

= -400 ms 时干扰词对口语词汇产生过程中词汇选择阶段的影响出现得更早，具体表现为语

义效应的起始点早了大约 60~80 ms（见图 4）”。 



 

审稿人 3意见：作者根据审稿人的建议，做了合理的修改，建议接收。 

回应：衷心感谢审稿老师对修改稿的肯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审稿人 1意见：作者基本上回答了审稿人提出的问题，建议接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委复审 

 

编委复审意见：该文共由三个审稿人进行审理，首轮两位审稿人意见不一致，故送第三位审

稿人。作者经过多轮修改，已基本解决审稿人提出的问题，数据和写作都比原稿质量有了较

大的提升，同意接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编终审 

 

主编终审意见：经审阅，xb21-137稿件修改已经达到了刊发的水平。同意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