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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工程心理学与人的作业

人 因 工 程 学（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以 及 与

然经典的工效学现在已经延伸到认知工效学（cognitive

其密切相关的人 – 系统整合原则（Booher，2003）、人

ergonomics） 或 认 知 工 程 学（cognitive engineering）， 后

机 交 互（Shneiderman & Plaisant，2009，Sears & Jacko，

两者显然已经关注到“脖子以上”人的工作（Vicente，

2009）和用户界面设计（Buxton，2007）都是研究人与

1999 ；Jenkins，Stanton et al.，2009）。与工程心理还

技术交互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后，实验

需要区别的是人因工程学，与工程心理学相比，人因

心理学家被招去搞清楚为什么飞行员在驾驶似乎很好

工程学更注重设计（如，产品设计和工作站设计等）和

的飞机时出现大量摔飞机的情况（Fitts & Jones，1947），

对 设 计 的 评 价（Wickens，Lee，Liu & Gordon-Becker，

为什么负责在英吉利海峡预警敌机的人常常心不在焉

2004）。归根结底，工程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Mackworth，1948），什么学习理论能给军事人员更好
的训练 (Melton，1947)，由此工程心理学得以诞生，并

而不是工程学的分支。
工程心理学还可以属于心理学，或者更具体一点，

随之迅速发展。自那时以来，在过去的 70 ～ 80 年，这

属于应用心理学（applied psychology）。应用心理学专门

一领域已经发展并扩展到商品生产、商业、高速公路安

研究实验室之外各应用领域内人的行为的原理和理论，

全、远程通信等领域，近年已发展到保健领域（Kohn，

如工业界、学校、咨询、心理障碍、运动。与如此宽广

Corrigan，& Donaldson，1999）。

的应用领域对应的是，工程心理学聚焦在工作场所中人
的作业（工作场所可以延展到包括交通运输、居家场合
的某些方面等）。如此，工程心理学又与研究劳动的工效

1.1

定义

1.1.1

工程心理

本 书 讨 论 的 核 心， 工 程 心 理 学（engineering psy-

学，特别是认知工效学，发生密切的联系。
我们还可以从工程心理学的本质来突出工程心理学
的独特性及其与认知工效学的差别，即工程心理学关注
可以应用于工作场所的理论问题，包括脑的理论、行为

chology）学科，是一个更加宽泛的学科人因学（human

的理论、认知的理论。工效学自然也需要理论，但是，

factors）的一部分（Proctor & Vu，2010），但是它不等于

作为一门宽泛的学科，它更关注任务描述、工作分析、

人因学。工程心理学是专注于“脖子之上的人因学”，而

设计、设计原则等，这些并非一定要形成理论。

人因学的很多应用在于“脖子以下”的问题，比如后下

工程心理学与广义的基础心理学（特别是实验心理

背的损伤、疲劳、劳动生理学等。后面这些问题多数属

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必须聚焦于其理论与原则的应用性，

于工效学（ergonomics），这是一门研究劳动的学科，虽

后者则不必。这就导致两个领域的研究有三个方面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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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首先，实验心理学非常强调实验控制（experimental

■

速度（越快越好）。

control），实验中除被考察的变量以外，所有其他变量必

■

精确（越准越好）。

须保持不变；其次，统计意义常常置于实践意义之上，

■

注意资源的需求（总体来说，越少越好）。

在实验室中 10 毫秒的差异可能就是一项新的发现，而在

这样，我们可以考虑最好的工程心理学原理，当

工作场所，这个意义就非常有限；最后，实验室研究的
参加者所执行的任务往往是为了理论研究的目的由研究
者特别设计的任务。
与此相反，在工程心理学中仍然注意实验的控制，

其应用于设计的时候，应该让使用者能够更快、更精
确地作业，同时减少对注意资源的需求（以便其他任务
得以同时完成）。

像上面提到的严格控制而出现的 10 毫秒的差别，很可能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以上这些愿望在实际中常

就因为在工作场所的人类操作者受到的各个方面的影响

会有互相补偿的问题。而且，工程心理学家对并非直

而被“抵消”（wash out）了。第二方面的差别类似于第

接反映作业的认知现象也很有兴趣，比如，对概念学

一个，工程心理学家虽然也重视统计学和统计意义，他

习和记忆的程度、对某件仪器所形成的心理模型的质

们同时还认识到如果不考虑实践意义，一项具体发现或

量、完成某一流程的情境意识的水平、决策中过度自

者原则对改进工作场所没有多大作用，那么实际从事设

信的水平等。进而言之，这些认知现象最终可能成为

计工作的人因工程师也不会买账。第三，在为参加实验

工作场所的作业的某种度量，因此，它们都可能成为

的人设计实验任务的时候，必须考虑实验任务与实际任

人类作业理论的核心部分。

务的相关性。工程心理学家必须始终知晓和懂得真实世
界环境与实验任务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类知识应该激
发工程心理学家对实验任务的设计。

1.2

研究方法

当然，在实际工作中，以上区别可能是比较含糊
的，不一定非常清晰。我们注意到，含糊存在于工作场

根据哪种方法可以用于研究人的作业，很多不同的

所的定义中，比如无论驾驶工作用卡车还是开私家车游

研究方法都可以用于帮助发现、构建、定义工程心理学

乐，驾驶安全都是工程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另一个

的原则。这些研究方法粗略地可以形成一个连续谱系，

这类含糊的例子是，脖子以下部分的问题常常会影响脖

从实验室实验，到有人参与的模拟实验，到现场研究，

子以上部分，如果座椅设计得不好，让人不舒服，就会

直到实地观察（Wickens & Hollands，2000）。这里说的

影响到心理的状态。进而言之，很多人因学涉及设计问

实地考察可以是用户调查、观察性研究、重大事故或者

题依赖于工程心理学的很多原则（Peacock，2009），即

严重故障（major accidents）的个案研究和分析。在某些

在实验室之外对设计进行评价，这些评价的结果也可能

领域，比如健康领域和航空领域，对一些小故障的研究

提出更多的实验室研究以对这些原则进行更新。如此，

也可以用来构建人的作业有关的数据库。就像在工作场

实践中的教训和面对的困难又由工程心理学家反馈给基
础心理学家，告知他们何处需要新的理论或者哪些老的
理论还有问题。实验心理学家总是对了解模型和理论在
指导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非常感兴趣，提供这样的反馈
也有助于确保心理学的可应用性。

所发生的人误，就可以用于此目的。每种研究方法都有
长处和短处，并不存在所谓的最佳技术。各种研究方法
都存在研究投入与是否与现场完全一致之间的平衡，训
练有素的工程心理学者应该掌握各种研究方法，并对各
类研究方法在具体领域所获得的结果有合理的认识和解
读。除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外，我们再增加两个近来越来

1.1.2

人的作业

本 书 标 题 的 第 二 部 分 是 人 的 作 业（human perfor-

越得到重视的工程心理学研究方法，并在后面的章节中
专门介绍。第一个是元分析技术（metaanalyses）
（Egger &

mance）
，也需要一些说明。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作业的质

Smith，1977 ；Glass，1976 ；Rosenthal & DeMatteo，2001，

量（即，好还是坏），我们特别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度量：

Wolfe，1986），它使得我们可以对同一方面多个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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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结果进行提取和整合，用“集体的智慧”来回答某

觉（senses）进行加工，如视景、声音、触觉等，然后可

个特定的问题。比如，一种训练方法是否比另外一种更

能短暂地储存于短期感觉存储（short term sensory store，

好？如果更好，好多少？这类研究通常都很费时间，用

STSS）中，不超过一秒钟。如此，那位进入十字路口的

元分析的方法可以避免从人类被试采集数据的
注意资源

很多麻烦，而且用元分析的方法常常能利用过
去的结果分析出带有定量味道的结果。第二

长期记忆

个是计算建模（computational models）（Gray，
2007 ；Pew & Mavor，1998），它是模拟人的行
为和认知的很方便的途径。对于相对简单的人
的行为，比如移动鼠标到一个光标，或者从列

选择
工作记忆
短时感觉
贮存

知觉

表中搜索某个项目，计算建模可以不需要采集

图 1-1

人的信息加工模型
了解在各种研究环境下（实验室环境、现场环境等）

可以度量的人的作业的不同维度（速度、精确度等）能
有助于人因工程师知道当系统设计或者环境改变时，人
的作业有多大程度的变化。但是，工程心理学家常常并

反应执行

系统环境
（反馈）

数据而获得非常逼近人实际作业的结果。

1.3

反应选择

人信息加工阶段模型

司机将看到交通信号灯、其车辆要通过的周边环境和其
他车辆，他还可能听到收音机发出的声音和车中乘客的
谈话声。
但是，感觉不等于知觉，如此众多的感觉信息中可
能只有一小部分被知觉（比如知觉到信号灯转换成黄色
了）。知觉涉及对感觉到的信号或者事件的意义的判断，

不满足于此，他们还对为何会发生这些变化有兴趣。譬

而此判断必定基于以往的经验，比如黄色的信号灯意味

如，一款车载汽车收音机新设计的人机交互界面导致的

着要当心。从图 1-1 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类过去的经验

人误可能出于以下原因：

存 在 于 我 们 的 长 期 记 忆（long term memory） 中， 这 些

■

接触某一控制器时会碰到其他控制器。

■

控制器太灵敏。

■

司机可能不知道向哪个方向调电台。

■

司机无法理解控制显示上的标识。

记忆包括实际情况、众多表象和对外部世界如何运行的
认识。
知觉之后，我们的信息加工通常流经两个通道之
一，或者两个通道都经过。从最下面一条线，对情境的
理解常常通过选择自对众多可能的动作而触发的即刻

区分由设计导致的不同心理和运动过程极其重要，

反应。此例中的司机要依据很多因素的变量做出决策，

这是因为它们一方面与心理学基础理论紧密相关，另一

或者踩油门或者刹车，不管 是哪一个，都必须快速决

方面则有助于确定不同的设计方案。

定。然后就是整个加工流的第四阶段反应选择（response

图 1-1 是 一 个 人 的 信 息 加 工（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模型，该模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使

selection），不仅仅是肌肉的反应，更有控制相应肌肉的
脑的反应。

得我们可以分析人与系统发生交互作用时的不同心理过

但是知觉和情境理解并不总是触发立即的反应。从

程，并进行任务分析；同时，该模型还展示了本书各

知觉发出的上面一条通路，司机可能使用他的工作记忆

个章节的安排。该模型描述了一连串的加工阶段（心理

（working memory）暂时储存信号灯的状态（黄色），同时

操作），这些阶段比较典型地（不总是）表达了人在完

扫视公路和看看前面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如，是否有

成作业任务时的信息流。假设一位司机驾车通过一个

其他的车或者是否有警车）。实际上，在众多场合下，知

十字路口，如图 1-1 左边所示，外界情况先由我们的感

觉并不伴随可见的反应。比如，你坐在课堂上听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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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听到一个很有趣的讲演，但是并不选择对其做任

图 1-1 提供了一个概念性信息加工的框架（也是本

何笔记（无反应选择和执行），而是思考、背诵和学习

书的组织体系），这非常有用，但是，我们不能僵化地看

（learn）讲义的内容。也就是说，是使用工作记忆，将有

待这个模型（Wickens & Carswell，2012）。虽然信息加工

关信息转移到长期记忆，以便未来用于考试或者实际工

不同阶段的主要活动，大体上和不同脑区的活动是相连

作。在这里，工作记忆的功能就不仅是储存信息，也包

的（见第 10 和第 11 章），这种相连不是非常分明的，也

括思考信息，也就是认知（cognition）加工。

不是严格地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比如，前面说到的

在此我们要注意，知觉加工和工作记忆并不是像

那位听课的学生，他也可以边听课，边背诵，边记录。

图 1-1 上的两个方框那样截然分开的，这两者之间的边

自然，在图 1-1 底端给出的主要反馈也就意味着，信息

界是很模糊的，因此，这个第二阶段加工，即在感觉之

加工流没有一个固定的起始点和终点。更进一步说，一

后、反应选择之前的加工，又常常被称为认知加工，也

项任务可能启动于灵感、思考、做某件事的愿望，这些

可以说是对感知到的材料进行解释的阶段。这个阶段，

都来源于长期记忆，然后被提取到工作记忆，再做出反

有的很快，比如前面说的对交通信号灯的反应。有的就

应，这个过程中就没有知觉的输入。不管怎样，正如我

比较慢，比如前述的听讲座的情况。

们可以看到的，这种阶段的划分在很多场合非常有利于

对此四阶段加上记忆的模型，我们再加上两个重要
的因子，即反馈（feedback）和注意（attention）。首先，

分析任务、描述原则、提出解决方案和构建工程心理学
赖以存在的各种理论。
图 1-1 给出的框架还提供了本书各章的组织体系，

在很多（但并非全部）信息加工任务中，执行反应往往
导致环境的变化，也就是产生了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信息

第 1 章我们通过信号检测和以不同维度对刺激的分类的

模式，并被感知，这一点用图 1-1 下方的反馈回路表示。

角度讨论基本知觉；第 3 章我们考虑注意过滤器，注意

比如，那位司机如果加速就不仅仅会感知到车辆速度流

的选择性；第 4 章、第 5 章、第 6 章论及了知觉和认知

动感的变化，还可能获得新的感知信息（比如，看到躲

更复杂的方面，它们与空间显示器的设计和空间操作

在交通标志牌后面的警车，然后可能需要对是走还是停

（第 4 章）紧密相关，也包括手动控制（第 5 章）和语言

的选择做新的考虑）。

（第 6 章）。第 7 章论及认知的作用与工作记忆、长期记

第二，注意在这类信息加工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

忆以及这两者与学习和训练的关系；第 8 章和第 9 章讨

节，它起到两个性质不同的作用（Wickens & McCarley，

论行动的选择，其中第 8 章谈及的选择与决策的精细过

2008）。 第 一个是 对被感 知和 知觉到 的信 息的过滤 器

程有关，这一过程很多涉及工作记忆，第 9 章中的行动

（ﬁlter）作用，注意选择具有某些特点的信息进行下一步

选择更多地与快速行动相关，比如在交通信号灯前采取

的加工，而挡住其他信息。这在图 1-1 上用进入的信息

的行动；第 10 章关于执行多重任务，不同种类信息加工

横线多，输出的信息横线少表示。比如，司机可能集中

阶段组合会对注意资源产生复杂的竞争状态；第 11 章从

全部注意力只看交通信号灯，而“关闭”对车上人员谈

神经工效学的角度谈脑力工作负荷、应激和个体差异；

话的注意，或者没看到有警察。注意的第二个作用，犹

第 12 章谈及人与自动化的交互作用；最后一个短小的章

如一个燃料（fuel）控制器，为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提供

节对一些重要议题进行了总结。

心理资源（metal resources 或者能量），这用图 1-1 上的
虚线表示，从注意资源发出，通达各个加工阶段。有些
加工阶段在某些状态下要求更多的注意资源，比如，司
机在有雾的情况下看清楚交通信号灯就比在晴天或者晚
上需要更多的注意资源。然而，我们的注意资源是有限

1.4

本书的用法
在读者开始阅读以下各章之前，我们希望强调以下

几点：

的，这就使得对一项任务较多注意资源的投入会影响到

首先，我们引用了很多文献，以指出我们给出的概

同时需要完成的其他任务获得必要的注意资源，进而导

念、原则和结果均基于大量的研究。为此，我们试图强

致难以同时完成多项任务。

调从众多研究中获得“带回家的信息”，而不是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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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具体研究的方法和结果。也是为此，我们避免在给

倾向于强调支持高效的人的作业的普遍原理（Peacock，

出各个研究的主要结论的同时，过细地谈具体的实验和

2009），而不是注重具体设计的案例（尽管我们并没有忽

研究。对任何具体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我们提供

略这个方面）。我们希望本书能为那些确实有心使用工程

的文献找到自己希望了解的详细内容。很多本书过去的

心理学原理于设计应用的人提供基本的知识和观念，然

读者现在已经是工程心理学家或者人因工程师了，他们

后，他们可以通过更加详尽的手册等参考材料来展开工

普遍认为在学过本课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本书都是

作，还可以通过本书提供的文献，找到需要的材料（e.g.，

他们职业生涯有用的帮手。

Salvendy，2012 ；Wickens，Lee，Liu and Gordon-Becker，

其次，读者可能会发现各章后面提供的文献之间

2004；Peacock，2009；Proctor & van Zandt，2008）。

有重复和交织。我们希望读者能够认识到，这恰恰反映

总之，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式提供一个对现存文献的

了人的作业的复杂性，实际工作考虑到人的作业的各个

全面总结。本书面向的读者是，具有人类科学背景（如

因素的时候，它们常常交织在一起。譬如，我们可以看

心理学、认知科学、生物力学）或者应用科学（如工程

到，过度自信（overconﬁdence）这一认识现象就以不同

学、计算机科学）背景的研究生或者高年级本科学生。

的形式反复出现在人的作业和认知的各个阶段，因此，

理科生可能对信息加工和人的作业如何应用到真实世界

也在本书不同的章节中出现。

更感兴趣；工科生可能对知道更多的心理学及其理论，

再次，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黑
体字。它表明新出现的术语，这些也列在每章的后面。

以及这些对工程产品和系统设计的重要性感兴趣。我们希
望，这两类的学生都会觉得本书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最后，为了有助于区别工程心理学和人因学，我们

关键术语
应用心理学 applied psychology

人的作业 human performance

注意 attention

干扰变量 intervening variables

认知 cognition

学习 learn

认知工程学 cognitive engineering

长期记忆 long term memory

认知工效学 cognitive ergonomics

严重故障 major accidents

计算模型 computational models

心理资源 mental resources

工程心理学 engineering psychology

元分析 meta-analyses

工效学 ergonomics

过度自信 overconﬁdence

实验控制 experimental control

知觉 perception

反馈 feedback

反应选择 response selection

过滤器 ﬁlter

感觉 senses

燃料 fuel

短期感觉存储 short term sensory store，STSS

人的信息加工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工作记忆 working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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