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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灵”人机对话系统对数学学习困难学生的

干预效果: 来自事件相关电位 P300 的证据*

姚 茹 张 冲 孟万金
(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习科学与创新实验室，北京，100088)

摘要 数学学习困难影响 6% ～ 14% 的学龄期智力正常儿童，对数学学习困难学生的干预

和矫治已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本研究使用国家专利产品“易学灵”( Enjoy Learning) 人机

对话系统( 批准号: ZL2012 2 0181187． 4) 对数学学习困难学生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干预，在行

为测验进步显著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事件相关电位 P300 成分为脑电指标评估干预效果。
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测后测设计，将 32 名初一数学学习困难学生分为同质的两组，训练组

接受每天 30 分钟的“易学灵”人机对话系统训练，对照组则只进行常规学习生活，不接受训

练。训练前后，两组被试均接受视觉 oddball 任务的脑电测试。结果发现，训练组的后测

P300 波幅比前测显著降低、枕区潜伏期显著缩短，而对照组前后测 P300 波幅和潜伏期则

无显著差异，表明“易学灵”人机对话系统能够提高数学学习困难学生的信息加工容量和信

息加工效率。
关键词 “易学灵” 数学学习困难 脑机制 P300
分类号 B849

1 引言

数学能力是人类日常生活必备的基本技能，学生

在校期间的数学能力对其终身发展具有很大影响。据

统计，约有 6% ～ 14% 智力正常、接受合适学校教育的

学龄儿童在数学学习上存在困难［1］。数学学习困难对

学生未来的工作成就、经济决策、医疗风险评估以及社

会活动都会产生终生影响［2 － 4］。如何对数学学习困难

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和干预，以帮助这些学生摆脱数

学学习困难方面的问题，是研究者们尤其是数学教育

者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数学学习困难(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

MLD ，MD) 又叫数学障碍( Mathematics Learning Disa-
bilities ) 、算 术 学 习 障 碍 ( Arithmetic Learning Disabili-
ties) 、计算障碍( Dyscalculia) 或发展性计算障碍( De-
velopment Dyscalculia) 等，是学龄儿童的一种主要学习

困难类型，指由于与数学学习有关的能力或技能的缺

损而导致学生数学学习成绩明显落后于同年龄或同年

级儿童的现象，此类型学生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标准化

数学测验上所得的成绩显著地与其自身的年龄、智力、

所在年级应有的教育水平的预期标准不相符，而这种

数学能力的缺损并不是由于身体或智力上的原发性缺

陷造成的［5］。数学学习困难的成因至今尚未完全明

了，一些研究认为，可能与遗传、发育、轻微脑损伤、中
枢神经系统功能失调或结构异常有关［6］。

研究者对数学学习困难学生的特征和解释主要从领

域特殊性因素( domain － specific factors) 和领域一般性因

素( domain － general factors) 两个角度进行，这两个方面都

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领域特殊性因素即数字因素，

包括单一数字加工能力和多个数字加工技能( 如数字系

统知识和估算) 两种，该假说认为，数学学习困难是由数

字加工缺陷或“数字感( number sense)”缺陷造成的［7］。
领域一般性因素即认知因素，包括语音技能、工作记忆、长
时记忆、视觉空间加工、推理、加工速度等，该假说认为，数

学能力包括一系列的认知技能，任何一种认知能力受损

都会影响行为，数学学习困难是由认知系统功能失调导

致的［8］。例如，与同龄普通儿童相比，数学学习困难儿童

的计数广度较差［9］，在非数字工作记忆任务中正确率较

低且加工效率较差［10］。
以上两种假说得到脑成像研究成果的支持。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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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特殊性因素方面，大量研究表明，顶叶是负责数字表

征的主要脑区，而数学学习困难儿童在顶叶结构和功

能上与普通儿童存在差异。例如，在进行数量比较、数
字符号比较和计算任务时，数学学习困难儿童顶内沟

( Intraparietal Sulcus，IPS) 激活比普通儿童少［11 － 13］，即

数学学习困难儿童在做这些任务时没有充分利用 IPS
脑区; 数学学习困难儿童负责基本数字加工的脑区灰

质较少，包括左侧 IPS［14］、右侧 IPS［15］和双侧 IPS［16］，即

数学学习困难儿童这些脑区的发育不如普通儿童; 弥

散张量成像研究发现，在与符号数字形式加工相关的

各顶区结构之间的连接以及各顶区结构与枕颞区之间

的连接 上，数 学 学 习 困 难 儿 童 与 普 通 儿 童 存 在 差

异［16］，即数学学习困难儿童协调计算能力所需的脑结

构发育不充分。在领域一般性因素方面，研究者发现，

前额叶皮质( prefrontal cortex，PFC) 等负责工作记忆、
执行功能等认知系统的脑区也参与到复杂的计算能力

中［17］，包括负责有意存储和提取的双侧额下回( inferi-
or frontal gyrus，IFG) 、多步骤计算时负责操纵工作记

忆信 息 的 双 侧 额 中 回 ( middle frontal gyrus，MFG )

等［17 － 19］，而数学学习困难儿童在这些脑区上也同样存

在活动异常。例如，符号数字比较任务中，数学学习困

难儿童右侧额中回和右侧中扣带回激活较少［11］; 非符

号数字比较任务中，数学学习困难儿童在左额回和左

侧额中回的数字距离效应减少［12］。
在数学学习困难干预方面，目前的研究较少，内容

也主要针对数学学习困难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的表征技

能和教学补救式干预训练，较少有对数学学习困难的

心理过程缺陷补偿和生理功能改善方面的研究［20］，

即，主要注重对领域特殊性因素的训练，亟需开发有效

的干预方法对领域一般性因素进行改善，提高数学学

习困难学生的信息加工容量和信息加工效率。“易学

灵”( Enjoy Learning) 快乐学习人机对话系统可以很好

地满足领域一般性因素和领域特殊性因素两方面的训

练需求。
首先，“易学灵”系统是以改善大脑结构和功能、

提高大脑神经网络工作效率为目的设计的。该系统以

大脑两半球特异性理论和具身认知理论为支撑，吸收

了认知神经科学和教育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可提高

神经系统信息加工的效率，促进大脑组织的神经连接

与协作。该系统使用平衡和身体运动将听觉、视觉、动
作计划、触觉、平衡、身体位置和神经反馈系统整合起

来，以加强大脑的神经传递，真正激发脑潜能［21］。其

次，“易学灵”系统注重学科知识的巩固和应用，并直

接将学科知识与身体运动结合在一起。此外，“易学

灵”系统还设置了各种与电脑互动的认知游戏，是一

个人机对话系统［22，23］。该系统已用于运动员、普通学

生、正常成年人、ADHD 儿童、阅读障碍儿童等人群中，

能够提高视觉听觉加工能力、记忆力、手眼协调性、阅
读、写 作、语 音、语 言、数 学 能 力 以 及 体 育 竞 技 能

力［21，22］，而对数学学习困难学生的干预效果尤其是干

预后大脑认知功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本研究将主要从认知和脑功能方面关注

“易学灵”系统对数学学习困难学生的干预效果。
事件相关电位( event － related potentials，EＲPs) 是

一种无创技术，具有很高的时间分辨率，已作为一种电

生理工具，用来研究认知活动的神经基础，并在临床应

用上用于研究精神病人、神经病人、学习障碍以及注意

缺陷、痴呆和其他认知缺陷［24］。使用 EＲPs 技术来评

估干预效果，能够客观地反映大脑认知加工过程发生

的变化，更具可靠性。最为人熟知的认知 EＲP 成分是

P300，它是较早发现的内源性 EＲPs 成分，目前已成为

研究得最多的人类电生理指标之一。对于 P300 成分

的意义，研究者至今无法将其锁定到某一特定的认知

加工上［25］，它是一种复合的、多样的成分，能够反映各

种基本认知功能，已被用于临床实践，以评估正常个体

和神经心理疾病患者的认知能力［26］。由于 P300 能够

反映各种认知加工过程，使用 P300 成分作为评估干预

后大脑认知功能变化的指标，将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P300 通常出现在 oddball 任务中非频繁呈现的靶

刺激之后，其潜伏期在 300ms 左右或更长。Oddball 任

务是认知神经科学中使用最广泛的实验范式之一，它

是一种简单的辨别任务，通过探测 P300 成分来研究信

息加工效率。该任务中，随机呈现两种感觉刺激，一种

刺激的出现频率高，另一种出现频率则很低。要求被

试忽略频率高的刺激( 标准刺激) ，只对出现频率低的

刺激 ( 靶 刺 激) 进 行 反 应。在 靶 刺 激 呈 现 后 300 ～
500ms，会出现一个长潜伏期的 EＲPs 正成分 P300，而

标准刺激呈现后则完全没有类似的反应［27］。
本研究以国家专利产品“易学灵”快乐学习人机

对话系统为训练载体，对河北省邢台市某中学初二 19
名数学学习困难学生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干预，并使用

视觉 oddball 任务进行前测和后测，以 P300 成分作为

训练效果评估的 EＲPs 指标，探讨符合实际的突破学

困路径。为排除同一任务的重复测量效应等无关变量

的影响，本研究设置了不参加训练的对照组。对照组

与训练组尽量保证同质，除了不参加训练外，其他测试

安排均与训练组相同。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使用学习适应性测验( AAT) 、学习障碍筛查量表

( PＲS) 和瑞文标准推理测验( SPM) ，结合学习成绩和

班主任推荐，从河北省某初中二年级学生中筛选出数

学学习困难学生 32 名。筛选的标准为: ( 1) AAT 测验

·84·



“易学灵”人机对话系统对数学学习困难学生的干预效果: 来自事件相关电位 P300 的证据 /姚 茹 张 冲 孟万金

等级在 2 等或 2 等以下; ( 2) PＲS 量表总分 ＜ 65; ( 3 )

上学期期末考试数学成绩 Z 分数低于 25% ; ( 4 ) 智力

测验 SPM 标准分数高于 50% ; ( 5 ) 无其他明显视、听

感官障碍、运动缺陷、情感障碍、社会文化适应不良或

其他躯体和精神疾病。将筛选出的数学学习困难学生

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易学灵”系 统 训 练 ( 训 练

组) ，另一组进行常规学习生活( 对照组) 。
2． 2 研究程序

2． 2． 1 前测

采用视觉 Oddball 范式，以字母 b 为标准刺激( 非

靶刺激，概率 80% ) ，字母 d 为偏差刺激( 靶刺激，概率

20% ) 。实验程序使用 E － prime 软件编制，屏幕背景

为黑色，刺激材料为白色。整个实验在光线微弱的环

境下进行，被试端坐于微机前，双眼平视计算机屏幕中

心，离屏幕的距离为 70 ～ 100cm。
屏幕中央先呈现注视点“+”200ms，空屏间隔在

700ms 到 1100ms 之间随机，之后出现刺激字母 b 或 d，

其中，对于一半的被试，“b”为靶刺激，出现的概率为

20%;“d”为非靶刺激，出现的概率为 80% ; 对于另一

半被试则相反，“d”为靶刺激，“b”为非靶刺激。b 和 d
出现的顺序随机。

实验过程中，要求被试注视屏幕中央的注视点，当

出现靶刺激时，又快又准确地按数字小键盘上的“3”
键; 当出现非靶刺激时，不按键。非靶刺激的呈现时间

为 1000ms，靶刺激则在被试按键反应后再停留 1000ms
后消失。如果被试反应错误，屏幕上会出现“错误”字

样的反馈。之后开始下一个试次。
正式实验开始前，被试先进行 20 个试次的练习，

如果练习正确率超过 90% ，则进入正式实验，否则继

续练习。正式实验共有 2 个组块，每个组块包括 180
个试次，两个组块之间被试可以自己控制休息时间。
视觉 oddball 任务程序流程图见图 1。

图 1 视觉 oddball 任务程序流程图

2． 2． 2 训练

每天对训练组学困生进行 30 分钟的“易学灵”快

乐学习系统训练。对照组则在同一时间段安排自学。

2． 2． 3 后测

同前测，不同之处在于标准刺激与偏差刺激与前

测相反。
2． 3 研究设计

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测后测设计，将数学学习困

难学生分为接受训练的训练组和不接受训练的对照

组，通过前测和后测，比较训练前后学困生的 P300 波

幅和潜伏期是否发生显著变化。
2． 4 EEG 采集

使用 NeuroScan 公司的 ESI － 64 系统对 EEG 数据

进行实时记录，电极安放位置符合国际 10 － 20 系统的

电极分布标准。64 导脑电测试的电极位置分布见图

4。使用左侧乳突做参考电极。使用放置在右眼中线

上方和下方的两个电极记录垂直眼电( VEOG) ，水平

眼电( HEOG) 的记录电极放置在左右眼外侧与眼球处

于同一水平线的位置。所有电极使用导电膏与头皮接

触，保证每个电极输入阻抗低于 5KΩ。EEG 数据采集

软件为 NEUＲOSCAN，放大器为 SYNAMPS2，采用 DC
连续采样，采样率为 1000Hz，低通为 100 Hz。

EEG 离线分析使用 SCAN4． 3． 1 软件进行。对原

始脑电数据进行 DC 校正，将左侧乳突参考电极转换

为双侧乳突作参考电极。眼电伪迹使用 NEUＲOSCAN
标准校正算法进行校正。将连续的 EEG 数据进行分

段，分段的时长为刺激前 200 ms 到刺激后 1000ms。以

刺激前 200ms 为基线进行基线校正。将除眼电以外波

幅超过一定范围的段视为伪迹片段进行排除，排除标

准为 ± 70μv 之外。最后，分别对两种刺激类型( 靶、非
靶) 的 EＲPs 波形进行叠加平均，并使用低通 30Hz( 24
db /octave) 进行滤波。
2． 5 数据分析

2． 5． 1 行为数据分析

行为数据使用 SPSS 17． 0 软件进行分析。因变量

为反应时和正确率。对于每名被试，剔除反应时大于

1000ms 的试次。统计显著性水平为 0． 05。
2． 5． 2 脑电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软件对靶刺激诱发的 P300 峰值和潜伏

期进行统计。
对两组被试的总平均波形图进行观察可以看出，靶

刺激锁时的 P300 成分主要出现在刺激呈现后 450ms 左

右，位置在额区、中央区、顶区和枕区电极，中央区和顶区

P300 波幅最大。以往研究中，视觉 oddball 任务中的典型

P300 成分是指靶刺激比非靶刺激诱发了一个更大的正

波，该成分在中央区和顶区波幅最大，时间窗口一般为靶

刺激呈现后 300 ～600ms 左右［28］。
根据已有研究，结合本研究的 EＲPs 波形视觉探

测，选定 350 ～ 550ms 的时间窗口进行 P300 波幅和潜

伏期的测量，并检查每名被试的测量结果，发现有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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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的 P300 峰值落在 550ms 之后，对这 3 名被试划定

较长的时间窗口( 350 ～ 750ms) 进行了单独测量。选

择 FZ、CZ、PZ、OZ 四个电极位置进行统计分析。
分别对训练组、对照组的 P300 波幅和潜伏期进行

2( 测试类型: 前测、后测) × 4 ( 电极位置: FZ、CZ、PZ、
OZ) 两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以探测训练前后两

组被试 P300 的变化。对 自 由 度 大 于 1 的 情 况 进 行

Greenhouse － Geisser 校正，多重比较使用 Bonferroni －
Dunn 方法，统计显著性水平为 0． 05。

3 研究结果

3． 1 行为结果

分别对反应时和正确率两个因变量进行 2 ( 测试

类型: 前测、后测) × 2 ( 被试类型: 训练组、对照组) 两

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测试类型的主效

应、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测试类型与被试类型的交互作

用均不显著( p ＞ 0． 05) 。
3． 2 EＲP 结果

“易学灵”系统训练前后，训练组和对照组被试在

各代表性电极上靶刺激锁时的 EＲPs 原始波形见图 2。
根据 EＲPs 总平均波形图特征可以看出，训练组和对

照组被试都出现了靶子诱发的 P300 成分，其脑区分布

从额区一直到枕区，最大幅值位于中央顶区和顶区附

近，波峰约在 450ms 左右。
为检验训练组和对照组在前测时是否同质，对两

组被试在所有电极上的前测 P300 波幅和潜伏期进行

了独立样本 t 检验，未发现显著差异，表明干预前两组

被试的 P300 波幅和潜伏期处于同一基线水平。

图 2 数学学习困难训练组和对照组前后测 P300 波形图

3． 2． 1 P300 峰值

对于训练组，测试类型( 前测、后测) × 电极位置

( FZ、CZ、PZ、OZ)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测试

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 1，15) = 10． 232，p = 0． 006，η2 =
0． 406) ，前测的 P300 波幅显著大于后测，表明训练后

训练组被试的 P300 波幅显著降低。电极位置的主效

应显著( F( 3，45) = 40． 012，p ＜ 0． 001，η2 = 0． 727 ) ，CZ
和 PZ 电极上的 P300 波幅最大，表明 P300 最大波幅出

现在中央区和顶区。测试类型与电极位置的交互作用

不显著( F( 3，45) = 0． 745，p = 0． 483，η2 = 0． 047 ) ，表明

各电极位置上后测 P300 波幅降低幅度不存在显著差

异。对于对照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测试

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 1，15) = 0． 052，p = 0． 823，η2 =
0． 003) 。电极位置的主效应显著( F( 3，45) = 85． 111，p
＜ 0． 001，η2 = 0． 850 ) ，CZ 和 PZ 电极上的 P300 波幅

最大，表明 P300 最大波幅出现在中央区和顶区。测试

类型与电极位置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 3，45) = 0． 717，p
= 0． 463，η2 = 0． 046) ，表明在各电极位置上对照组被

试训练前后的 P300 波幅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两组被试的前后测 P300 波幅比较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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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P300 潜伏期

对于训练组，测试类型( 前测、后测) × 电极位置

( FZ、CZ、PZ、OZ)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测试

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 1，15) = 0． 873，p = 0． 365，η2 =
0． 055) 。电极位置的主效应不显著( F( 3，45) = 2． 623，p
= 0． 085，η2 = 0． 149) 。测试类型与电极位置的交互作

用显著( F( 3，45) = 3． 042，p = 0． 047，η2 = 0． 169) ，进一步

分析发现，在 OZ 电极上，后测 P300 潜伏期显著小于

前测( F( 1，15) = 5． 436，p = 0． 034，η2 = 0． 266) ，表明训练

后训练组枕区 P300 潜伏期明显缩短。对于对照组，两

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测试类型的主效应不显

著( F( 1，15) = 0． 847，p = 0． 372，η2 = 0． 053 ) 。电极位置

的主效应不显著 ( F( 3，45) = 2． 223，p = 0． 111，η2 = 0．
129) 。测试类型与电极位置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F( 3，45)

=0． 138，p =0． 858，η2 = 0． 009) ，表明在各电极位置上对

照组被试训练前后的 P300 潜伏期都没有发生明显变

化。
两组被试在 OZ 电极上的前后测 P300 潜伏期比

较见图 4。

图 3 数学学习困难训练组和对照组前后测 P300 波幅比较

( 注: * p ＜0． 05)

图 4 数学学习困难训练组和对照组前

后测 P300 潜伏期比较

( 注: * p ＜ 0． 05)

4 讨论

本研究中，无论前测还是后测，数学学习困难学生训

练组和对照组都出现了靶刺激诱发的典型 P300 成分，其

峰值在 350 ～550ms 之间，在中央顶区最大，这与已有研究

结果一致［28 －29］。本研究使用 P300 作为“易学灵”系统干

预效果评估的脑电指标，通过考察训练组接受“易学灵”
快乐学习训练前后的 P300 波幅和潜伏期的变化来评估训

练效果。结果发现，接受“易学灵”快乐学习训练后，数学

学习困难学生训练组的 P300 波幅比训练前显著降低，且

枕区电极 P300 潜伏期比训练前显著缩短。而前测时基

线一致的对照组在后测时的 P300 波幅和潜伏期与前

测相比都未发生显著变化，说明训练组的 P300 波幅降

低、潜伏期缩短主要是由训练造成的，排除了重复测量

效应的影响。这一结果证明“易学灵”快乐学习训练

对数学学习困难学生是有效的，在脑电上表现为 P300
波幅降低、潜伏期缩短。

以往有关干预和训练方面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

果。例如，有研究者对睡眠剥夺被试进行了干预，结果

发现，干预后 P300 潜伏期缩短、波幅降低［30］。还有研

究者使用听觉 oddball 范式探讨了听觉训练对听障儿

童的影响，结果发现听觉训练后 P300 潜伏期比训练前

显著缩短［31］。
P300 波幅一般被认为是衡量加工容量和心理负

荷的指标［32］，主要反映信息加工强度［33，34］，也有很多

研究者认为其反映注意资源［35］ 或“知觉 － 中心”资

源［36］的需求。重复测量的 oddball 任务中，很多研究

者认 为 P300 波 幅 降 低 与 资 源 分 配 和 重 新 配 置 有

关［30 － 32，37］。另外，有研究发现 P300 反映被试主观感

受到的困难程度，而不是任务的客观难度［30，31，37］。本

研究中，训练组后测 oddball 任务 P300 波幅降低的原

因可能是由于训练组被试在重复接受 oddball 任务时

主观上感觉到的任务难度降低了，从而倾向于减少对

该任务的注意投入，或者只使用更少的心理努力和注

意资源便可成功完成任务，导致 P300 波幅较低。而对

照组被试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说明“易学灵”系统

训练使数学学习困难训练组信息加工容量有所提高，

资源配置更加有效。
此外，本研究中训练组 P300 波幅降低还可能是学

习带来的神经可塑性的结果。研究者发现，在单次测

量任务中，随着靶刺激的重复出现，P300 波幅越来越

来低［38］; 在训练任务或重复测量任务中，P300 既表现

出了短时可塑性，也表现出长时可塑性［39，40］。研究者

并没有将这些结果解释为重复效应，而是解释为学习

的作用，认为 P300 波幅降低是神经反应习惯化( Ha-
bituation) 的结果，反映了神经可塑性［41］。经过重复，

被试对任务相关的刺激更加熟悉，对其加工变得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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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神经反应便发生了习惯化，这是一种学习机制。
有研究者探讨了听觉 oddball 任务知觉学习对接受过

和没接受过音乐训练的人短时神经可塑性的影响，对

被试进行了两次听觉 oddball 任务重复测试( 第一天提

供反馈，第二天不反馈) ，结果发现，与未接受过音乐

训练的人相比，接受过音乐训练的人后测 P300 波幅降

低更明显，其神经可塑性更强且神经习惯化的脑区分

布更靠后［41］。本研究中，数学学习困难训练组后测

oddball 任务 P300 波幅降低，即出现了明显的神经反

应习惯化，而对照组 P300 波幅则没有变化不显著，可

能说明“易学灵”系统训练使数学学习困难训练组的

神经可塑性得以增强。
对于 P300 潜伏期，一般认为，它是衡量信息加工

效率的敏感指标［30，31，42，43］，反映心理加工的时程，在刺

激评估加工( 反应选择和反应准备之前的所有信息加

工过程) 之后出现［32］。大量研究发现，P300 潜伏期随

刺激分类难度的增大而增加［44］。本研究中，数学学习

困难训练组在后测时枕区 P300 潜伏期缩短，可能表明

被试对靶刺激的评估加工速度更快了，即: 训练后训练

组在 oddball 任务上对靶刺激的识别、检测、注意等加

工明显加快，信息加工效率明显提高。而对照组的后

测 P300 潜伏期较前测没有显著变化，说明“易学灵”
系统训练使数学学习困难训练组的信息加工效率得以

提高。
另外，本研究的脑电评估结果与训练组数学学习

困难学生的自我报告和学习成绩变化一致。训练结束

后，被试一致认为“易学灵”系统训练提高了自己的注

意力。把被试期中、期末两次考试的数学成绩放在年

级水平上进行名次变化比较，发现训练组数学学习困

难学生年级名次平均提高 5． 6，进步最快的在本年级中

前进 99 名［22］。这些质性资料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易

学灵”快乐学习训练对数学学习困难学生的训练效果。
“易学灵”人机对话系统之所以能够提高数学学

习困难学生的信息加工容量和信息加工效率，改善其

学习成绩，可能与其特有的干预手段有关，它能兼顾数

学学习的领域一般性因素和领域特殊性因素。在领域

一般性因素方面，“易学灵”系统特别注重脑功能和认

知能力的改善，其平衡训练设计通过训练前庭功能来

加强大脑两半球的沟通和协作，能够最终改善脑功能

与整个认知能力; 其视觉、听觉、注意、记忆等人机对话

训练模块中，根据各认知领域最经典以及最新的研究

成果设计了训练各项认知功能的电脑互动游戏，这也

必然能够提高数学学习困难学生的感知觉、注意、记

忆、想象等认知能力。在领域特殊性方面，“易学灵”
系统能够将数学学习困难学生的身体动作与认知联系

在一起，将数学学科知识融入到训练中( 例如，让学生

一边进行平衡训练一边复述当天学习的内容或进行数

学学习相关的电脑互动游戏) ，充分发挥了具身认知

的作用使数学知识形成具身的心理模拟，有助于提高

学习效果。此外，“易学灵”系统温馨舒适的训练环

境、轻松愉悦的训练过程以及游戏化生动有趣的训练

方式能够帮助数学学习困难学生在精神状态等非智力

因素方面取得明显进步［22］，对提高学习效果也起到辅

助作用。因此，通过一段时间的持续训练，数学学习困

难学生的各方面认知能力得到强化，信息加工容量和

效率提高，最终使脑可塑性和脑功能得以增强，学习成

绩得到改善。
总之，本研究认为，长期坚持“易学灵”快乐学习

系统训练，势必能够提高数学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成

绩，值得进一步推广使用。

5 结论

本研究使用 EＲPs 手段验证了“易学灵”人机对话

系统对数学学习困难学生的干预效果—不仅提高了学

业成绩，更进一步从脑机制方面揭示出其认知神经系

统信息加工能力的改善，即干预后数学学习困难学生

的 P300 波幅显著降低，枕区 P300 潜伏期显著缩短，表

明该系统能够优化数学学习困难学生的脑功能，尤其

能提升信息加工容量和信息加工效率，因而在进行数

学学习时调用的注意和认知资源更少，反应速度更快、
更准确，学习困难程度更低，学习负担更轻，为破解数

学学习困难题提供了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
由上可见，摆脱数学学习困难，提高数学教学与学

习效率，减轻数学学习负担，既要注重优化数学知识的

外在行为训练，更要注重优化大脑内在加工机制，只有

两者兼顾，才能标本兼治，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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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he Man-Machine Dialog System of“Enjoy Learning”
on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Evidence from the Event-Ｒelated Potentials P300

YAO Ｒu ZHANG Chong MENG Wanjin
( Learning Science and Innovation Laboratory，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Beijing，100088)

Abstract Since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affect 6% －14% of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normal in-
telligence，interventions and rehabilitation have become an urgent topic for study． This study，by using a na-
tional patent product，the Man-Machine Dialog System of“Enjoy Learning，”aims to assess the results of a
three-month intervention in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based on a behavior test and the EEG
( electroencephalogram) indicator of the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P300． A total of 32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aining group received 30-minute training per day with
the Man-Machine Dialog System of“Enjoy Learning，”whereas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rmal learning as usual．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the two groups received an EEG test in a visual oddball tas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ining group revealed a significantly lower P300 amplitude in the post-test than in the pre-test，and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latency in the occipital region，whereas the control group reveal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P300 amplitude and latency．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Man-Machine Dialog System of
“Enjoy Learning”can improve the information-processing capacity and efficiency．

Key words “Enjoy Learning”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brain mechanism 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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