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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信息的表征，知觉符号理论不仅体现了具身认知的特点，而且强调空间经验在表征中的

作用。然而，知觉符号理论既没能解释空间经验，其基于相似性和图解式概念的核心解释也不完善。大

量相关研究在证实知觉符号理论合理性的同时，也证实了心理空间的存在。若将知觉符号置入心理空间

的认知语境中，则不仅使该理论的表征相似性转向空间语境同一性，解答了一系列疑惑，而且借用心理

空间的拓扑性，知觉表征也更加符合心理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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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ern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perceptual symbol theory not only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bodied cognition,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role of spatial experience in representation. 
However, perceptual symbol theory does not explain spatial experienc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its core 
concepts such as similarity and illustration is not perfect.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proved the existence 
of mental spaces while confirming its theory. If perceptual symbols are put into the cognitive context of mental 
spaces, the similarity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perceptual symbol theory can be transferred to the identity of 
spatial context, and a series of questions can be answered. By using the topology of mental spaces, perceptual 
representation will be more in line with psychologic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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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关于信息如何表征的

问题，第一代认知科学背景下的命题符号理论在

实验证实过程中暴露了许多问题——无法证明命

题符号的存在；无法证实内在命题符号与外在刺

激原型是任意的语言学模式；无法验证如何从知

觉向命题符号转换，等等。这些实验恰恰给知觉

符号理论提供了契机，证实了记忆中存储的知识

并不是命题网络，而是知觉符号。巴萨洛（L. W. 
Barsalou）提出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知识表征理

论——知觉符号理论（Perceptual Symbol Theory），
[1] 强调认知本质上是知觉性的，知觉与神经机制

以符号形式共享系统，知觉符号是多模式、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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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通道信息组成的图解式；这些图解式与物体原型

具有相似性，在长时记忆中整合成具有模拟功能

的知觉符号系统，当物体不在眼前时仍能对其模

拟。这种集具身性、情境性于一体的知觉符号理

论更符合人类认知的实际，它所渗透的空间语境

理念在知觉符号加工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已得到

大量实验的证实。这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虽然蕴

含了“心理空间”的存在，但却忽视了它的作用，

更没有对其进行阐释。基于此，我们提出“心理

空间”概念，并将知觉符号置于心理空间的认知

语境中，通过修正、补充和完善知觉符号表征系统，

使其从相似性转向语境同一性，从静态性转向空

间拓扑性，进而拓展和完善心理表征的研究范式。

一、心理空间的存在与验证

心理空间概念不是凭空想象的，它源于心理

学的心理旋转概念，也蕴含于知觉符号理论与命

题符号理论的争论中。两种理论争论的焦点是：内

在符号与外在物体原型是什么关系。命题符号理

论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任意的语言学模式；知觉符

号理论强调两者的相似性，即以身体和空间经验

为基础，强调各感官通道所形成的符号表征与外

在物体之间的相似性。问题是，知觉符号和命题

符号赖以存在的空间感来自哪里？

我们以“兔子”的表征为例来探讨这个问题。

根据知觉符号理论，一方面，个体接受外界环境或

反思信息刺激后，通过各个感觉通道和内省等形成

兔子的各种知觉符号的神经表征，如白色、柔软的

毛，跳跃行为等；另一方面，选择性注意将这些特

征信息进一步分解，并且以图解式存储于长时记忆

中，形成表征兔子的基本符号。存储于长时记忆中

的特征信息不断整合，当兔子不在眼前由模拟器进

行仿真模拟时，这些仿真模拟最终整合为多个兔子

的框架，如吃东西的兔子，跳跃的兔子等。框架这

一认知结构与原物有相似关系，当原物变化时引起

知觉符号变化，框架也随着原物任意转换。

与命题符号理论相比，知觉符号理论更加突出

空间经验作为语境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体现在两

方面：其一，物体原型与神经表征的空间相似性，

只有这种相似性才能保证信息在各个感觉通道形成

各种模式的知觉符号。其二，物体原型与存储于长

时记忆中的图式相似，只有这种相似性才能保证达

到仿真效果。因此，空间性是相似性的前提。

然而，一个根本性问题是，空间性源于何处？

知觉符号理论尚未提及。我们尝试以心理空间概

念解答这一物体，即将空间经验置于其语境下，

这样空间相似性的理解将会更加清晰，心理现实

性会更强。许多实验验证了知觉符号理论的心理

现实性的同时，也证实了心理空间的存在。这些

实验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实验验证与现实空间关

系一致时的表征，第二类是与现实空间关系无关

的抽象空间概念表征。兹瓦（R. A. Zwaan）的两

个著名实验验证了第一类表征，[2]，[3] 一个实验表

明，当被试看到“树冠 - 树根”词对纵向一致呈现时，

他们比任何方位反应时间都短。另一个实验是句 -

图匹配范式，[4]即先让被试阅读一个句子，如“护

林员看到天空中有一只老鹰”，接着图片有的呈现

老鹰，有的没有。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对展翅老

鹰的反应时间短于合翅的老鹰，而对合翅的老鹰

的反应时间又短于没有老鹰的图片，证实了在知觉

符号系统中集聚了各感官通道的大小、形状、颜色

和位置等信息，被试在判断时自动激活内在心理空

间的相关语境。这两个实验证实了内外符号同构或

相似时，也证实了空间表征一致性的存在。

当知觉符号与外在物体原型有相似性关系时

是否存在表象表征效应？与现实无关的抽象概念

是否也存在知觉符号的心理空间表征？第二类实

验给出了答案。王瑞明等 [5] 设计系列语义空间判

断任务，即纵向呈现一系列词对材料，包括原型

距离相对较长的“树冠 - 树根”和原型距离相对较

短的“树冠 - 树干”，以及与材料语义无关的其它

词对。如果依据表象表征进行推则，被试对前者

词对的反应时间较后者长，但实验结果表明，被

试对两者的反应时间与准确率结果完全一致。这

说明指代物原型空间距离长短并不影响语义相关

判断，排除表象表征，抽象概念也会产生心理空

间表征，其中语义空间关系越接近，反应时间越短。

除了这些词对匹配、句图匹配和语义启动等语

言表征研究范式之外，抽象思维过程的研究范式同

样表明，人类依据心理空间表征形式进行思维，如

通过手势表达的空间表征比语言表征更容易，[6]更

加抽象的时间认知也是依赖心理空间表征，[7]如时

间线。因此，无论具体空间表征还是抽象空间表征，

与外界空间原型映射相对应的心理空间是存在的。 
鉴于心理空间的存在，我们可利用它修正、

心理空间：知觉符号理论的修正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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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和完善知觉符号理论。有研究表明，知觉符

号的相关实验证据只涉及部分具体可成像概念，

而对像逻辑、数学以及正义、民主等抽象概念的

证据不足。因此，我们认为，知觉符号理论并不

能取代命题符号理论，前者应对和处理的是具体

物体，后者应对和处理的是抽象概念，二者描述

的是认知的不同加工阶段。

此外，知觉符号理论还有一个问题，即如何

有效组织来自不同感觉通道的信息？人类的认知

系统是极其复杂的，信息表征是多元的，但如何

阐释多元表征呢？也可能存在一个高级的系统来

组织这些信息，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觉表征，[8]

但作为整合的高级系统是什么，我们仍不清楚。

我们提出心理空间理论旨在尝试回答上述种种疑

惑。事实上，上述实验在证实心理空间存在的同时，

也证实了相关的感知空间、情境空间和语义空间

的存在，这显然有别于表象表征。在信息存储和

提取过程中，模拟仿真需要灵活分解并重新整合。

这是一个整合的心理表征。

二、心理空间的含义及其认知神经机制

心理空间，类似于我们感知的外部三维空间。

具体说，心理空间不是外界环境因果关系的静态

表征，也不是先验的思维范畴，而是在有意识“自

我”主导下知觉环境、具身结构和空间特性等相

互作用耦合生成的关系域，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

因此，我们将心理空间定义为一种以自我为核心

包括感知空间、情境空间和语义空间的认知语境，

是身体接收内外刺激后所体验的内在关系表征。

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婴儿最早的心理空间体验

处于未分化状态，随后通过皮肤感知世界，渐渐

有了皮肤为边界的内外之分。随着神经机制的发

育，儿童则以大脑为核心接收和加工信息，奠定

建构心理空间的神经生理基础。身体也影响心理

空间的建构，因为身体本身也是经验的结构并存

储记忆，如运动记忆。心理空间还与语言密切相关，

即个体随着语言的发展与完善，逐渐以语言为桥

梁建构其体系，从而使心理空间不断更新和丰富，

促使认知加工逐渐从形象化走向抽象化。

根据上述定义，心理空间作为以自我为核心

的认知语境，属于第一人称方法，其中任何元素

都是自我对其感知和体验的结果，所以心理空间

是自我的心理空间。自我是多维的，包括身体、

社会、语言和生态等。每个个体的自我不同，其

主体性和协调性不同，心理空间则相异，心理空

间因此有了个体化和独特性。依据米德的自我理

论，自我有主我（I）与客我（Me）之分，自我

的客我部分是主我的知觉对象，承载自我的生理、

心理、社会和生态等种种维度和内容，[9] 而这些

内容来自于心理空间。主我不断对心理空间进行

感知、体验和协调，将加工后的心理内容纳入客

我并进行反思。所以，散乱的、毫无组织的心理

空间因自我的感知、想象、体验等功能，而成为

一个有特定语境的系列体系，从而使有组织和整

合能力的自我因心理空间而有了内容和资源。

从结构上看，心理空间包括身体、心理、社

会三个层次。我们将其归纳为一个同心球模型——

从球心向外依次为身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空间

以身体为基础，因为人类最初对心理空间的感知

源于皮肤，正是皮肤的感知逐渐将内在和外在世

界区分开。心理维度包括个体认知、情感、意志

和人格等心理现象；社会维度涵盖了内化于心的人

际互动模式、文化、规则、道德等社会因素。这

三层结构综合了主体和客体、抽象与具体、精神

和肉体、意识和无意识等方面，虽纷繁复杂但不

断处于对话和协调状态。

心理空间本身又包括感知空间、情境空间和

语义空间。感知空间是外在事物经过各种感官后

产生的相似性结构映射。情境空间是围绕某个具

体境遇的一个个事件经过记忆加工后以图像形式

呈现出的空间，它对事件的细节感知、清晰度和

真实体验度等比感知空间要小，通常所说的表象

空间和想象空间也在其中。语义空间是以语言符

号为基本元素，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形成的概念

或符号空间，包括命题符号。从感觉空间、情境

空间到语义空间，语义空间提供语义框架，感知

空间提供原材料，情境空间借助原材料和概念框

架演绎一件件生动而曲折的情景事件，个体正是

通过心理空间不断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

脑科学研究表明，心理空间有其相应的认知

神经机制，那就是大脑的海马区产生认知地图的

神经机制，对心理空间建构起关键作用。海马区

的三个功能细胞——“位置细胞”、“网格细胞”

和嗅脑的“方向细胞”——共同组成内置的“GPS”

运转机制，其中位置细胞绘制所处位置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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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细胞辨别方向，网格细胞则通过一个类似航

海中使用的经纬仪测试行进的距离。这一内置的

GPS 构成心理空间的认知神经机制。

而且，罗克（A. O. Roik）等通过实验进一步

证实心理空间与脑电图节律参数空间是同构空间。
[10] 他们采用一种逐渐刺激呈现法，实验材料选取

从物理形象空间到抽象语言逻辑思维逐渐变化的

认知刺激，实验过程设计了六种类型的任务，终

端任务是物理形象空间和抽象语言空间类型，中

间任务需要两种类型的思维参与。实验发现，当

所有被试执行形象思维和语言逻辑思维两种混合

任务时，两者的脑电图功率谱没有混合，说明空

间形象和语言逻辑思维的特征没有混合，因此依

据被试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建立的脑节律客观数据，

可以呈现出空间 - 言语和形象 - 抽象为两个坐标轴

的“心理空间”，从而证实了心理空间的存在。为

了进一步论证脑节律参数的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关

系，他们还通过类似实验进一步表明脑电图节律

参数是一个有序的空间，[11] 物理空间思维、图片

形象思维和语言抽象思维始终沿着相应的坐标轴

有序排列。因此，个体所构建的心理空间模型，

与脑节律所构建的参数空间模型是同构空间。

三、心理空间的语境同一转换

我们知道，在内在符号与外在物体原型的表

征关系问题上，命题符号理论与知觉符号理论存

在分歧。知觉符号理论强调不同层次状态的相似

性，许多实验也证实了相似性是知觉符号在“物

理域”、“神经域”和“心理域”中的相似，从语

境同一性看，就是认知语境相似。比如，波瑞（J. J. 
Prinz）认为所有概念表征，包括与概念类别相对

应范式的经验，都是固有的感觉或运动神经模拟，

并将其称为模式特异性假说。[12]

知觉符号理论进一步强调，实现相似性的途

径是在认知语境中使用仿真器模拟物体的外形、情

景和语义特征，神经生理学再现就是语境模拟的结

果。可见，认知语境是实现相似性的基底。因为模

拟是无意识粗略的图解，如对兔子的视觉模拟可能

只涉及形状而不涉及颜色，至于在多种图式的知觉

表征中激活哪个，模拟哪部分，视语境而定，即不

同的内容需要相应的认知语境。比如，正吃草的兔

子、跑的兔子等图式，各自依据特定的语境存储在

长时记忆中，一旦因需要被激活，则在模拟器的引

导下形成与外界相似的框架。这说明，每个零碎的

图式记忆片断都有其认知语境。

如果用心理空间解释，就能更加清晰地理解

基于认知语境下符号的加工过程。我们先将图式、

框架置于一个空间的认知语境，满足知觉符号理

论所强调的空间关系特性，然后借用舞台隐喻来

说明心理空间。心理空间的自我类似于导演，模

拟器是舞台上的光亮空间，聚光灯所在之处，就

是模拟器在自我的指导下，依据刺激原型对部分

图式进行加工的场所，正在加工的核心图式类似

演员，以其为核心在那里演绎一段情境，一段故事，

情境和故事随着模拟器的仿真作用不断变化。因

此，被激活的图式包括形状、大小、颜色和位置

等信息组成一个语境，其中包括生理、心理和社

会等内容，人们体验到加工后的心理空间不是混

杂的图式，而是一个个相互关联的空间语境，与

原型关系是语境同一的。“语境同一性是指表征关

系中两个客体通过语境叠加而形成的特定语境中

联系的性质，即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适应

的性质，它使两个客体在属性、结构、表达形式

和解释等方面取得一致性”。[13]如果将知觉符号理

论置于语境范式下审视，其内外表征关系就是语

境同一性，即外在的原型和内在心理空间的认知语

境同一性。依据语境同一性理论也可表述为，当且

仅当在特定的心理空间认知语境中，知觉符号这一

中介与外界信息发生部分或完全匹配，从而使外界

物理原型与内在心理空间在结构、属性和表述方式

上相一致，知觉符号表征的关联性和中介性满足语

境同一性的充要条件。因此，从语境入手，借助语

境同一性方法，可以整合知觉符号的具体概念和抽

象概念的表征，突出表征的意向性特征。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实现语境同一的动力

源泉又是什么？或用知觉符号理论的术语说，模

拟器加工的动力来自哪里？答案是心理空间的核

心——自我，自我充当决策和权衡信息的执行者，

在表征中起主体性作用。当接收外界刺激时，自我

在心理空间中组织和整理信息，基于一定的意义和

语义，主动选择中介客体和目标客体来建构表征关

系。因此，符号表征因有了自我使模拟有了主动性，

表征的客体因特定意义和语义而有了边界，知觉符

号表征随着外界物理原型的变化从一个心理空间进

入另一个，既说明了表征的动态转换，也表明了语

心理空间：知觉符号理论的修正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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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同一性方法扩展了知觉符号表征理论。

四、心理空间的拓扑空间转换

为了更好地解释知觉表征，知觉符号理论使

用模拟器、框架和图解式等概念，对知觉符号进

行静态元素分析，用隐喻方式分步骤诠释表征过

程。这背离了知觉格式塔的心理现实性，因为知

觉具有一定的特殊能力，超越了外界信息的感觉

登记，突破了视网膜上形成的二维信息，最终体

现多维性、流变性和整体性的本质特征。

首先，拓扑性质知觉理论证实了这种特殊拓

扑能力的存在。皮亚杰的实验证实，拓扑性质是

人类的早期知觉，即儿童的空间认知发展顺序是

从拓扑空间到投射空间，最后才是欧几里得空间。

因此，拓扑空间是儿童最初的直觉，是其它两种

空间形式推导的基础。拓扑空间作为最稳定的几

何图形，是最低级的空间形式，只含有内外和邻

近等最基本的形状属性。儿童早期看到的物体是包

含、连续和接近等特征，而不是直线、平行线和角

度等度量特征。儿童对空间物体定位的参照是一个

从自我参照框架到其它参照框架的发展过程。

其次，关于知觉拓扑性特征，“知觉组织拓扑

性的核心是知觉组织，应该从变换和变换中的不

变性知觉的角度来理解”，[14] 即知觉组织的大范

围性质可用拓扑不变性描述，如图形变形时连通

性和洞的个数保持不变，并且由拓扑性质决定的

整体组织知觉优先于局部性质知觉，是局部几何

性质的基础。视觉系统就是依据这些拓扑不变性

和整体与局部关系将图形与背景辨别开来。有实

验证实，视觉对拓扑结构的觉察非常敏感，实验

材料是实心圆和实心方块、实心圆和实心三角形、

实心圆和空心圆三对图片，当要求被试辨认每对刺

激是否相同时，拓扑结构有差别的实心圆和空心圆

这对图片辨认率最高，与其它两对图片相比差异显

著。也就是说，如果拓扑结构发生变化，则产生新

物体，相反，则没有新物体产生。因此，用拓扑变

换中的不变性来定义“知觉物体”，比如似动现象，

也是论证拓扑性存在的实例，[15] 这些均得到认知

神经科学的证实。[16] 这些实验再次证实了心理空

间的连续性和流变性等拓扑性质能更加充分解释邻

域关系和知觉过程。

既然心理空间是拓扑性质的表征，就应该有其

区域、边界、方向和位移等关系性特征。每个心理

空间都是一个认知语境，可以是语言的、模型的、

图像的和心理的等，也可以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三

个时段的定向行为，因为“每个概念、命题以及由

命题组成的理论体系都有其语境，先前的理论构成

后继理论的语境，它们的语境就是它们的语义域或

意义的限制边界”。[17]因此，我们可用认知语境的

区域性和边界性定义心理空间的区域和边界。每个

心理空间在自我的组织和管理下，将感知、情境和

语义三种类型的空间连通形成共同体，以整体状态

与邻近语境互动，突出了自我的意向性和特定主题。

那么，不同心理空间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

认为是包含、并列的几何关系。例如，“在图书馆

学习（A），接到电话要求马上完成一件事（B），

走出图书馆（C），朝向办事的方向走去（D）”，这

段话有四个语境，相应地有 A、B、C 和 D 四个心

理空间，它们之间是并列关系，显然，每个事件

就是一个区域，各自有清晰的边界。其实，心理

拓扑空间经常受个体意图、情绪和行为等内因影

响，也受社会和环境等外因干扰，进而产生生理

需求如饥饿、冷热或认知需求如意向、愿望。这些

成为各空间之间位移的动力，自我将依据这些需求

确定目标，设计达到目标的认知模式和途径，因而

可能和不可能的事件都在心理空间演变和转化，所

以心理空间经常处于不断分化之中，分化的区域又

可能再次分化。在上述例子中，在图书馆学习是 A，

目标是 G，学习过程中思维从一个语境的某个心理

空间 A1 开始，需要另一个语境的 A2 和其他语境的

A3，最终达到心理空间 G。其中每个空间都有自己

的区域和边界，从 A1 最终移动进入 G 的过程产生

心理位移。A2 和 A3 称为边界地带，如果没有经历

过则可能成为阻碍。在位移过程中，思维有可能跳

跃至一个生活事件 S，并且与 A2 有交集（见图 1）。

总之，知觉符号的空间拓扑性更加体现知觉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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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心理空间的包含、并列和位移关系



27心理空间：知觉符号理论的修正与扩展 

性和方向性，也是知觉加工过程清晰化的诠释。

结        语

综上，通过心理空间概念的修正、补充和完善，

知觉符号理论凸显了三个特征：第一是关系性。心

理空间是一个关系空间，它不是外在世界的内在

全等排列，而是以一定关系连结的内在表征。这

里所强调的关系不仅是外界事物之间联系的内在

表征，也是个体心理空间内部认知过程、情感状

态和意志倾向一致性关系的体现；不仅是人与事的

关系，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含自我之间的

关系；不仅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历时性关系，也

有当下共时性关系；不仅有线性一维和平面二维

关系，也有多维立体关系。它依靠边界区分关系，

保障每种关系的有序性；也可超越在场的事物，借

助符号意义从无数个相互关联的关系中提取出来，

跨越各种关系再重建，使心理空间不断解构和建

构；同时又可依据自我的需求，产生折叠和交叉等

状态。心理空间的关系性和边界性恰恰体现了连

续性和离散性表征的结合。第二是体验性。知觉

符号理论所涉及的体验性是体验到知觉符号的意

义，而心理空间理论赋予体验主体——自我，更

加突出主观体验性。李恒威用“我 - 觉知 -（X）”[18]

这一公式强调自我在体验中的作用，彰显了只有

自我才能产生体验的个性化特点。第三是多产性。

尽管知觉符号理论已突破了命题符号理论的单一

性表征，利用有限的符号建构无数概念和言语结

构，但是心理空间不仅满足知觉符号理论在内容

和形式上的多样性，而且其动态拓扑特点更加突

出多产性。

概言之，心理空间概念整合了知觉在“物理

域”、“神经域”和“心理域”三层次的表征，整

合了命题符号理论和知觉符号理论，推进了认知

表征的心理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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