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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首先真诚感谢审稿专家为本文提出的非常细致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也为自己未能准确有

效地表达清楚研究思路与过程深表歉意。在此轮修改中，作者针对老师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

了认真修改与完善。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审稿人 1 意见： 

文章主要关注追踪手势对空间导航能力的影响，通过 3 个实验分别考察了无追踪手势、

追踪手势、遮挡追踪手势、观察他人追踪手势对空间导航绩效的影响，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

性和理论意义，但是，在文章的撰写和数据采集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意见 1：文章的前言部分：过于冗长，且条例不够清晰，应加强对文献的梳理和行文的逻辑

结构。例如文章关注的是追踪手势，那么为什么选用这一手势，优势是什么？文中还写了其

他手势，建议又清晰的描写和对比，如果觉得结果较多，可采用表格的形式，方便读者阅读

和理解。另外，表象理论和具身认知在文中的关系是什么，没有描述清楚？为什么选用地图

任务和立体任务？整个前言部分缺少总结和过度，可读性需要进一步提高。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已按专家意见将引言部分按照研究逻辑进行了重新梳理，

并以表格形式补充了手势类型、选择追踪手势的依据和优势；同时进一步深入阐述了两个理

论间的关系、以及选用二维地图任务和三维立体任务的原因等内容。具体修订内容见文中相

应部分红色字体表述。 

 

意见 2：假设部分：实验的假设需要自变量影响的明确方向，缺少研究目标的描述。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增加对自变量影响方向和研究目标的相关描述：本文研

究目标为探究追踪手势对视空间学习的增强作用、增强机制和增强方式三个问题；实验 1

首先假设产生追踪手势可以对视空间学习起到增强作用；实验 2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假设产生

追踪手势能够提供多种类型的感觉信息和身体存在感，帮助个体减轻任务中的工作记忆负

荷，从而更好地完成视空间学习任务；实验 3 假设以自我为参照的产生追踪手势是一种效果

更佳的视空间学习增强方式。具体修订请见文中第九页假设部分的红色字体表述。 

 

意见 3：方法部分：作者的三个实验每个的被试人数均为 50 人左右，但看上去作者采用的

是组间设计，作者在文中未明确说明手势是否组间设计，如果是的话，分到自变量每个水平

这样的被试量是否足够？建议用 Gpower 计算统计所需被试量，补充足够被试。另外，为什

么只有实验 2 不做性别，这个也很奇怪。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由于实验二探究的是机制问题，因此未将性别因素考虑在

内；而实验三原想探究观察追踪手势和产生追踪手势在视空间学习方面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但二者交互作用并不显著，且考虑到研究逻辑问题，因此已将实验三的性别因素删除。至此，

除实验一为混合实验设计外其他两个实验均为被试内设计。此外，已在文中将 G*power 计

算的所需被试量补充在文内，且各实验被试量均达到标准。 

 

意见 4：精炼全文：目前各个部分的描述都太长，建议进一步缩减字数、精炼内容。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对全文进行了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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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人 2 意见： 

本研究通过 3 个实验考察了被试在观看平面地图或路线视频时产生或观看手势对其空

间记忆成绩的影响，实验设计和统计规范，研究内容有一定新意，但在理论创新性和论述逻

辑性上有较大欠缺。 

 

意见 1：首先，本研究的逻辑基础和创新性的论述有待加强： 

(1)本研究的创新基础在于“尽管前人研究已经确立了在平面地图的空间导航过程中观

察追踪手势的有益影响(Wermeskerken, Fijan, Eielts, & Pouw, 2016)，但产生追踪手势在空间

导航中的作用研究较少，特别是对立体地图的研究更是缺乏，且观察追踪手势和产生追踪手



势何者能更好地提高空间导航能力还未可知”，但作者并未进一步展开论述，需要有文献支

持来论述说明观察与产生手势在认知机制和影响上存在重要不同，以及平面地图为何不同于

立体地图； 

(2)在引言部分作者提出了表象维持理论和具身认知理论，但这两种理论对本研究的结

果有何相同或不同预测？即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具体有哪些，还需进一步明确； 

(3)在引言部分，有多处论述空间能力的个体差异，但实际上本研究并未研究个体差异

问题； 

(4)作者在 3 个实验中都将性别作为变量进行统计，但是在引言部分并未具体论述性别

可能的影响作用，在论述逻辑上需要进行补充完善； 

(5)论文题目是“追踪手势对空间导航能力的增强作用”，“导航”和“能力”二词有待

商榷，3 个实验的“立体地图”组观察到的是不同类型的手势可以提升被试在学习空间路径

后的路径复制成绩，更像是空间记忆的学习成绩的提升而非导航能力的增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1)关于观察手势和产生手势在影响和认知机制上的区别问题，前人多在词汇学习、路

线学习等任务中比较有无手势的差异，而未具体比较观察与产生手势的差别，因此本研究假

设产生手势相较于观察手势而言提供了更多的感觉运动信息，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完成路线

学习任务，这也是本研究前两个实验主要探究的问题； 

关于平面地图和立体地图的区别问题，在 van der Ham 等(2020)的研究中曾提到，平面

地图主要是提供了一种俯瞰式的场景地图，即提供 survey knowledge，它可以帮助个体更好

地形成认知地图，而立体地图路线视频则仿照步行时第一视角，因此本研究假设无论是观察

手势还是产生手势的条件下，平面地图路线学习的成绩都高于立体地图路线，对于二者的区

别已在文中进行补充(P8)。 

(2)关于引言中对两种理论的可能贡献，本研究认为观察追踪手势更多涉及的是视觉信

息，因此更可能与表象维持理论的观点相关；而产生追踪手势不仅提供了多种感觉信息，还

可能提供更强的身体存在感，帮助个体减轻任务中的工作记忆负荷，从而更好地完成视空间

学习任务，因此更可能支持手势的具身认知理论。具体请见文中第八到九页中理论描述和假

设部分的论述。 

(3)已删除了文中无关的个体差异相关内容，对文章进行了精简，具体请见第六页。 

(4)由于前人研究中常有“女性的空间能力相对较低”、“在地图学习任务中更偏好于使

用地标策略”(van der Ham et al., 2020)等相关论述论述，因此本文试图探索产生手势是否能



增强女性的视觉视空间学习，因此在实验 1 中增加了性别这个自变量。该部分已在第八页引

言部分中增加了相关论述。 

(5) 前人在相关研究中主要采用 Route Learning 、 Path Learning 、 Visuo-spatial 

Abilities/Skills、Spatial Skills、Navigation 等词(Meneghetti et al., 2016; van Wermeskerken et al., 

2016; Wing-Chee et al., 2015; Zancada-Menendez et al., 2015)，“导航(Navigation)”一词相对较

为宽泛，而前人也有“视空间能力(Visuo-spatial Abilities)”的用法，结合“路径学习(Route 

Learning, Path Learning)”，本文已将文中关于“导航”的表述改为“视空间学习”。 

 

意见 2：其次，在建构本研究的文献基础时，还需要整合其他经典的空间认知研究： 

(1)作者对“地图”的定义与传统理论有出入。本文中的立体地图为“使用 Bandicam 录

制由主试操纵的在虚拟立体地图中的动态行走路线”，其本质上是序列呈现的路径，而非同

时呈现的包含纵览知识(survey knowledge)的地图。因此，对此术语的提出应该更加谨慎，或

增加相应的参考文献和论述支持该术语的提出。 

(2)实验 2、3 对比被试在观看路径视频时伴以产生、观察手势的异同，这非常类似经典

路径学习中控制本体感觉和视觉信息(如(Ruddle & Lessels, 2006; Waller, Loomis, & Haun, 

2004)等)，本研究结果和前人的研究结果有何异同，理论解释有何异同，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1)Meneghetti 等(2016)同样采用路线视频的学习方式，其表述只使用了视空间学习任务

(visuo-spatial tasks)、路线学习(route learning)、视频(video)等字样，但该研究只有立体视频

一种任务类型，未对平面和立体两类路线学习方式做出比较，因此本研究为突出其与平面地

图不同的立体属性而将其改为立体地图路线学习，并对其含义和视频属性做出了相关解释。

具体请见引言部分和实验材料部分。 

(2)已在第 18 至 19 页的讨论部分对研究结果的异同作了相应补充，但以往相关研究主

要证实了运动信息在视空间学习或导航中起到一定作用(及其对 HMD 空间知觉改进方面的

启示)，未提供更多相关理论解释，而本研究在探究手势所提供的信息类型的同时补充了手

势的具身认知理论。 

 

意见 3：再次，本文的研究细节需要进一步澄清或修正： 

(1)2.1.2 实验材料，正文中所写“图 2(b)”和“图 2(a)”应为“图 1(b)”和“图 1(a)”。 

(2)2.1.2 实验材料，“平面地图 4 条路线，立体地图 4 条路线，每条路线起点、终点以及



路径均不相同。”还应补充介绍各自包含多少段路径和拐弯、路线有无交叉，以及这些变量

在平面地图和立体地图两种条件间是否无差异。 

(3)本文的关键因变量成绩的计算，采用了 Wermeskerken 等(2016)的公式，还应补充对

具体数据的解释以及该公式的数值范围，以及使用该公式的合理性。比如正确路线是被试完

全按照学习路线从起点走到终点，计为 1 次正确路线，还是被试每正确走过一小段路径则计

为 1 次正确路线。 

部分参考文献： 

Ruddle, R. A., & Lessels, S. (2006). For efficient navigational search, humans require full physical 

movement, but not a rich visual scen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 460-465. 

Waller, D., Loomis, J. M., & Haun, D. B. M. (2004). Body-based senses enhance knowledge of 

directions in large-scale environments.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1, 157-163.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1)已在文中第九页作出了相应修改。 

(2)本研究所有作为实验材料的地图都有 8 个拐弯、9 段路径，路线皆无交叉，平面地图

和立体地图在这些方面无差异。已在实验材料处作了相应补充(P10、P13、P15)。 

(3)公式中的正确路线数指被试所走路线中正确的路线数量，正确总路线数为实验材料

种所呈现的总路线数，错误路线数是被试所走路线中与呈现路线不符的路线数量，地图总路

线数为整张地图的全部可走路线数，成绩取值在–1 到 1 之间。已对具体数据的解释以及该

公式的数值范围，以及使用该公式的合理性做出了补充，具体见文中相应部分红色字体表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2 意见： 

在本次修改稿中，作者较好地回答了审稿人提出的问题，并对论文进行了细致的修改，

论文的理论贡献和逻辑性有了大幅度提升：将研究定位于探讨追踪手势对视空间学习的增强

作用、增强机制和增强方式，恰当地体现了本研究的创新性；对应到对手势增强机制的两种

理论解释上也恰当地体现了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从进一步提升论文的流畅性和逻辑性的角

度，还可以对引言部分再进行加工润色，以下建议供作者参考： 

1、作者提到“前人对立体地图的研究较为缺乏……而立体地图路线学习则仿照步行时

第一视角……”这里还可以适当进一步补充解释为何平面地图的研究结论不适用于立体地



图，以及研究手势在立体地图学习中的重要价值(如探明手势是否能够帮助个体提升立体地

图的视空间学习能力)。 

2、“此外，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和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一段感觉和后面一段

“因此，本研究采用视空间学习任务中的典型范式……”的因果关系不明显，需要修改一下

语句。 

3、引言最后提出的 3 个研究假设出现得很突兀。从现有的文字来看，读者很可能理解

为是基于 3 个实验提出的假设，但我们不能够基于还没有做的实验提出假设。从逻辑上来讲

是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论述得出来的假设，所以这里还需要再把假设提出的理论基础写一

下，比如“基于手势的具身认知理论，我们认为产生追踪手势可以对视空间学习起到增强作

用”。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1)已在文中增加了平面地图与立体地图的区别及研究手势在立体地图学习中作用的重

要价值：平面地图能够提供一种俯瞰式的场景地图，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形成认知地图(van 

der Ham et al., 2020)，而立体地图路线学习则仿照步行时第一视角(Meneghetti, Zancada-Men

éndez, Sampedro-Piquero, Lopez, Martinelli, Ronconi et al., 2016)，与真实场景中的路线学习更

相似，可见平面地图与立体地图的路线学习方式有一定差异，追踪手势在平面地图路线学习

作用的结论是否适用于立体地图还未可知，且探究产生追踪手势对立体地图路线学习的影响

可以更好地帮助现实生活中的视觉空间学习，因此探讨产生追踪手势对立体地图路线学习的

作用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更有其应用价值。本部分修改请见第 11 页。 

(2)“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和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一段落主要介绍了当前视

觉空间学习研究的主流范式，而下一段开头“本研究采用视空间学习任务中的典型范式……”

这一句主要介绍了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范式，因果关系确不明显，已将句中的“因此”删除，

修改了段落间的逻辑关系，请见第 12 到 13 页。 

(3)已对研究假设部分进行了修改，并添加了相应的理论前提或前人研究基础。①基于

前人对观察手势促进作用的研究，本研究认为产生追踪手势也可以对视空间学习起到增强作

用。②基于手势的具身认知理论，本研究认为相比较观察手势，产生追踪手势能够提供多种

类型的感觉信息和身体存在感，从而更好地支持内部认知过程。③基于手势的具身认知理论

和前人对词汇学习中观察和产生手势的作用比较，本研究认为在视觉空间学习中，以自我为

参照的产生追踪手势是一种效果更佳的视空间学习增强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编委意见： 

建议按审稿人 2 的要求再做一些修改。另外实验 2 和 3 在立体地图中的发现是否可以在

平面地图中得到验证，是否有不同？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对文章做了相应修改，进一步增加了平面地图和立体地

图的差异以体现本研究主要探究立体地图路线学习的意义所在(请见第 13页红色字体表述)。 

本研究实验 2 结果发现产生追踪手势可以提供视觉和运动信息，并增强身体存在感，使

得立体地图路线学习成绩有了显著提高。对于平面地图路线学习，本研究实验 1 结果表明，

无论是呈现平面地图路线还是立体地图路线，产生追踪手势都可以显著提高被试的视空间学

习成绩，且产生追踪手势对立体地图学习的增强作用要高于平面地图路线。在无手势的条件

下，被试对平面地图路线的学习成绩要显著高于对立体地图路线的学习，这可能是由于被试

所反映的立体地图路线难度较大而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平面地图路线条件提供了俯瞰式的

路线图，使被试更易形成认知地图。而在产生追踪手势的条件下，平面地图路线和对立体地

图路线的学习成绩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产生追踪手势不仅显著提高个体视空间学习成绩，还

使立体地图的难度降低。Zancada-Menendez 等(2015)也认为这是由于产生追踪手势降低了被

试的认知负荷，而手势提供了何种信息帮助降低认知负荷 Zancada-Menendez 等及其他研究

者并未进行实验研究或讨论。 

实验 3 的结果发现产生追踪手势对立体地图路线学习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观察追踪手

势。前人研究发现，在词汇学习中，产生手势比观察手势的促进作用更强(de Nooijer, Van Gog, 

Paas, & Zwaan, 2013)，因此本研究假设产生追踪手势对路线学习有更好的促进作用。由于本

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立体地图，因此未对平面地图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究，但本研究认为，

虽然平面地图路线学习过程中视觉信息可能起到主要作用，但产生追踪手势仍比仅观察追踪

手势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也进行了更多的内部加工，因此对路线的记忆可能更深刻，任务成

绩也会更好。 

综上，本研究认为，平面地图路线的学习更容易使被试形成认知地图，产生追踪手势提

供的各种信息中视觉信息起到主要作用，从而帮助个体减轻了认知负荷，更好地记忆路线；

而立体地图路线学习相较于平面地图路线学习沉浸感更强，使被试有身临其境之感，且难度

更高且不易产生认知地图，特别是当被试的视觉空间学习能力或空间导航能力较弱时，因此

产生追踪手势所提供的视觉信息和感觉运动信息都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且手势所带来的

身体存在感的增强对立体地图路线学习也有促进作用。因此，虽然本研究主要关注日常生活



中越来越普遍使用的立体地图路线学习，而就产生追踪手势对平面地图路线学习的促进机制

没有充分讨论，但该促进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So 等(2014)发现用手势比划平面路线比在纸

上画路线和仅在脑中模拟路线有更好的记忆效果，说明手势帮助个体摆脱了即时表征，构建

了对路线更丰富的心理表征以巩固空间序列，从而对空间表征产生了更强大的影响和促进作

用。未来可以进一步开展平面和立体地图路线学习的脑机制研究，进一步解释产生追踪手势

对平面和立体地图路线学习促进作用的差异，进一步澄清产生追踪手势如何促进立体和平面

地图路线学习的机制(见第 26 页局限与展望部分的补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编委意见： 

作者对于平面地图和立体地图学习的不同有了描述，但是手势是如何对这两种学习产生

了不同的影响，为什么立体地图提高更多，这个机制并没有非常清楚的说明。建议作者更好

梳理逻辑，说明不同。 

回应：感谢编委编委专家的宝贵意见。关于手势增强机制的解释，与之相关的主要有两种理

论：一种是Wesp, Hesse, Keutmann 和Wheaton (2001)提出的表象维持理论(Image Maintenance 

Theory, IMT)，该理论认为手势的认知作用先于相应的语言表达，前语言思维过程中激活的

图像如果不断更新就会迅速衰减，而手势是重新激活空间信息的一种手段。他们通过实验发

现，手势在认知加工中的作用是通过空间表象建立了空间信息的前语言表征，这些空间表象

的维持是通过手势来实现的，即手势能维持空间表象(Wesp et al., 2001)，该理论可以很好地

解释了观察手势对视空间学习的促进作用。另一种是 Clark (2008)提出的手势的具身认知理

论(the embedded-extended cognition perspective of gesture)，该理论认为手势是耦合神经—身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认知相关，是思维过程的延伸，可以影响正在进行的思考和推理。

产生追踪手势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可以减少内部认知过程和认知负荷(Pouw et al., 2014; 

Pouw & Hostetter, 2016)。也就是说，它可以提供稳定的本体感受和视觉反馈，以产生或维持

与任务相关的信息。因此本研究提出产生追踪手势对认知表现如视空间学习的影响比观察手

势的作用更强。 

本研究实验 1 探究了产生追踪手势对视空间学习的增强作用，结果表明，无论是呈现平

面地图路线还是立体地图路线，产生追踪手势都可以显著提高被试的视空间学习成绩，且产

生追踪手势对立体地图学习的增强作用要高于平面地图路线；实验 2 采用遮挡范式进一步考



察了产生追踪手势促进视空间学习的作用机制，发现产生追踪手势所提供的视觉信息和感觉

运动信息共同作用于视空间学习过程；说明该手势通过提供稳定的本体感受和视觉反馈，以

产生或维持与任务相关的信息而将认知负荷最小化来支持认知过程，因此追踪手势的产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被试的空间工作记忆负荷，从而帮助个体更好地完成地图学习任务。实

验 3 从具身认知的视角探索了基于追踪手势的视空间学习增强方式，发现以自我为参照产生

追踪手势可以更好地促进个体的视空间学习。最终本研究结果很好地支持并补充了手势的具

身认知理论。 

而对于平面地图和立体地图学习提高的差异，平面地图的学习提供了俯瞰式的路线图，

使被试更易形成认知地图，其任务难度更低，工作记忆负荷负荷相对较小，被试更容易将相

应路线重现出来，因此追踪手势虽然对平面地图的学习有提高作用，但效果有限；而立体地

图的路线学习则仿照步行时第一视角(Meneghetti, Zancada-Menéndez, Sampedro-Piquero, 

Lopez, Martinelli, Ronconi et al., 2016)，与真实场景中的路线学习更相似，且沉浸感更强，不

仅涉及到视觉信息，还可能与感觉运动信息及身体存在感有关，可见平面地图与立体地图的

路线学习方式有一定差异且立体地图的学习难度更大，被试空间工作记忆负荷也相应增加，

追踪手势的加入通过提供稳定的本体感受和视觉反馈，以产生或维持与任务相关的信息而使

得该认知负荷有了极大的降低，从而使得被试的任务成绩有了更显著的提升。它就如同我们

使用笔记本一样，产生追踪手势提供了一种稳定的身体存在感(physical presence)，一种稳定

的本体感受和视觉反馈，以产生或帮助维持认知的稳定性，例如在词汇学习中产生描述性手

势比仅观察手势更为有效(de Nooijer et al., 2013)。 

对于这一问题，本文在实验 1 的讨论(p18)和总讨论部分(p25)均做了进一步补充和加强

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