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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认知闭合需要对个体的事件性和时间性前瞻记忆的影响。 方法：对 30 名高认知闭合需要个体和

30 名低认知闭合需要个体进行事件性和时间性前瞻记忆差异的实验研究。 事件性前瞻记忆实验任务是看到目标线

索，执行目标任务；时间性前瞻记忆任务是采用双任务实验研究范式，即执行背景任务（图形任务）的同时记住某个

时间点执行目标任务。 结果：高、低认知闭合需要组被试在时间性前瞻记忆任务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上不存在显著差

异（P>0.05），但在事件性前瞻记忆任务的反应时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高认知闭合需要组的事件性前瞻记忆反

应时显著短于低认知闭合需要组。 结论：认知闭合需要对个体的前瞻记忆有一定影响，高认知闭合需要被试的事件

性前瞻性记忆反应时短于低认知闭合需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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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on prospective memory. Methods: 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30 high-level and 30 low-leve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which in-
cluded event-based and time-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tasks. Event-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task was when seeing the
target cue, execute the target. Time-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task was to implement the background tasks(graphic tasks)
and the target tasks at the same time.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action time and the accuracy
of time-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action time of event-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between the high-level and the low-level individuals in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the reaction time of the high-
level individuals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low-level individuals. Conclusion: There are some influence of need for cog-
nitive closure on the individuals’ prospective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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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瞻 记 忆（prospective memory，PM）是 指，形 成

和保持一个意向直到合适的情境或时间执行 [1]。 调

查显示，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失败有 50%-70%属于前

瞻记忆失败 [2]，前瞻记忆不好（例如：忘记下午五 点

的会议；下班路上忘记买菜）会给人们带来很多麻烦

和挫败感， 所以深入研究前瞻记忆的认知机制是非

常必要的。 前瞻记忆分为事件性前瞻记忆 （event-
based prospective memory）和时间性前瞻记忆（time-
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事件性前瞻记忆是指形

成和保持一个意向， 在某个适当的线索出现时执行

这个意向（下班路上买菜）[3]；时间性前瞻记忆是 指

个体记得在未来的某一时间或间隔一段时间后做某

事（如下午五点开会）。近年来，研究者对前瞻记忆的

影响因素、神经生理基础、认知加工机制等问题进行

了一系列研究， 临床上对抑郁症等患者的前瞻性记

忆特点[4]也进行了一些探索。
研究发现被试的个体差异， 如认知方式 [5]、A/B

型人格 [6]、性别和智力 [7]等影响前瞻记忆的完成。 认

知闭合需 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是描述个 体

认知特征的重要变量， 反应个体应对模糊性时表现

出的动机和愿望。在面对模糊情境时，高认知闭合的

个体倾向于立刻做出决策并会有意无意地排斥新信

息，而低认知闭合者则对模糊性的容忍程度较高，有

强烈的动机进一步搜集相关信息或对信息进行更深

入的分析和思考[8-10]。 因此，高认知闭合个体具有时

间紧迫感、急躁、缺乏耐性等特征，时间管理的观念

会较强，而低认知闭合个体则表现为相反的特点。因

而可以推想高认知闭合个体的紧迫感等时间管理倾

向可能会导致其前瞻记忆能力与低认知闭合个体不

同， 即高认知闭合个体可能在时间性和事件性前瞻

记忆上较低认知闭合个体好。 由于目前尚未见关于

不同水平的认知闭合需要个体在前瞻记忆方面差异

的研究报导，本研究采用 Einstein 和 McDaniel 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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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实验研究范式 [3]，即执行背景任务 的同时记住

某个时间点执行目标任务， 探讨不同认知闭合需要

水平的个体在时间性前瞻记忆上的差异； 同时采用

看到目标线索然后执行目标任务的方式探讨二者在

事件性前瞻记忆上的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 机 抽 取 新 乡 医 学 院 1-4 年 级 的 大 学 生 220
人，对这些被试施测陈培峰修订的《认知了结需要量

表》[11]来测量认知闭合需要。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200
份，其中男生 77 名，女生 123 名，根据认知闭合需要

总分从低到高排序， 分别从 27%的高分被 试组和

27%的低分组随机选出高认知闭合组 30 人 （男生

14 人，女生 16 人）和低认知闭合 组 30 人（男生 14
人，女生 16 人），平均年龄 21.6 岁。 差异检验表明高

认知闭合组（x=122.80，s=5.76）与低认知闭合组（x=
100.80，s=6.24）两组得分存 在显著 差 异（P<0.001）。
所有被试均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
1.2 实验材料

1.2.1 认知了结需要量表 该 量 表 由 Webster 和

Kruglanski 编制，陈培峰修订。 共有 33 道题目，采用

6 分 制，“1”代 表“非 常 不 符 合 ”，“6”代 表 “非 常 符

合”，典型问题如“作重要决定的时候，我常常优柔寡

断”[11]。
1.2.2 实验材料和程序 事件性前瞻记忆实验采用

类似现实情境的实验方法， 要求被试记住在实验中

看到空白界面按 B 键的任务。 其中分心任务的实验

材料是一支笔和一张稿纸。 时间性前瞻记忆实验背

景任务的实验材料是图片， 每张图片由一个等边三

角形和一个不规则多边形组成。 三角形或位于多边

形的左边，或位于多边形的右边，二者之间的位置关

系、等边三角形朝向（包括上、下、左、右）、多边形的

边数（包括四、五、六、七边）等都是随机组合。被试需

要完成的背景任务是判断多边形位 于左边还是 右

边， 在执行背景任务的同时要求被试记住在目标时

间（第 3 分钟）执行目标任务（按 A 键)，并随时可以

通过按空格键监视时间。
1.3 实验程序

采用 E-prime2.0 编制实验程序，进行个体施测。
实验前告诉被试将参加一个“记忆测验”，被试

做好准备后开始实验。 首先呈现实验的第一个指导

语， 要求被试判断多边形位于三角形的左边还是右

边，多边形位于左侧按“F”键，多边形位于右侧按“J”

键，理解指导语后进行练习，每个练习 trial 都有反

馈界面，显示被试反应的正确率和反应时。当背景任

务准确率达 95%以上时练习结束。 然后呈现第二个

指导语，要求被试记住任务：在实验过程中，看到空

白界面按 B 键反应。 之后被试完成 3 分钟的分心任

务，要求被试在稿纸上画所在学校的地图。分心任务

结束后看到空白界面即按 B 键，记录被试看到空白

界面到做出按键反应的反应时， 即事件性前瞻记忆

的反应时。
事件性前瞻记忆任务结束， 之后呈现时间性前

瞻记忆实验指导语，要求被试继续判断图片位置（图

片呈现最长时间是 3000ms， 如果 3000ms 内被试不

反应，图片自动消失）。 判断图形位置的同时要求被

试需在开始任务后 3 分钟时按一下“A”键，时间从

被试看到“+”注视点时开始计时，被试在执行背景

任务的过程中，随时可以通过按空格键调用时钟，时

钟呈现在屏幕中央 （如 01：20 表示从呈现注视点到

现在已经过去了 1 分钟 20 秒)， 呈现 250ms 后自动

消失。

2 结 果

2.1 高低认知闭合需要组事件性前瞻记忆比较

事件性前瞻记忆反应时是指被试看到空白界面

到做出按键反应的时间间隔， 以此反应时作为因变

量，以认知闭合需要水平（高、低）为自变量，对数据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t 值为-2.38，P<0.05。结果表明

高认知闭合需要组的反应时（3059.37+2004.25，ms）
显著短于低认知闭合需要组(4558.03+2804.87，ms)。
2.2 高低认知闭合需要组时间性前瞻记忆比较

规定被试正确完成时间性前瞻记忆任务的时间

窗为 20s，即在目标时间 3 分钟（180s）前后 10s 的时

间范围内（即第 170s-190s 之间）按“A”键都计为时

间性前瞻记忆任务正确， 在 这个时间窗 内没有按

“A”键以及超出这个时间窗再做出反应，都视为时

间性前瞻记忆任务不正确。 对时间性前瞻记忆任务

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进行 t 检验， 发现高低认知闭合

组均无显著差异，具体数据见表 1。
以 40s（秒）为步长，把时间性前瞻记忆任务的

反 应 时 间 分 为 0-40s，40-80s，80-120s，120-160s，
160-200s 共 5 个时段，观察在 5 个时段上高低认知

闭合需要组查看时钟平均次数的变化趋势， 对数据

进行 2（认知闭合需要水平：高、低）×5（时段：0-40s，
40-80s，80-120s，120-160s 和 160-200s） 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其中认知闭合需要水平为被试间变量，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年 第 21 卷 第 3 期 ·361·



段为被试内变量。结果表明只有时段的主效应显著，
F （4，58）=36.35，P<0.001；认知闭合需 要的主效应 不 显

著，F （1，58）=0.75，P>0.05； 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不显

著，F（1，58）=0.30，P>0.05。 结果表明高低认知闭合需要

两组被试不同时段查看时钟的平均次数变化趋势是

一致的，随着目标时间 3 分钟的迫近，被试按空格查

看时钟的次数越来越多。
2.3 时间性前瞻记忆背景任务反应的统计分析

对高低认知闭合两组被试的时间性前瞻记忆背

景任务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分别进行 t 检验， 发现两

组被试的背景任务反应时和正确率均无显著差异，
见表 2。

表 1 时间性前瞻记忆任务反应时和正确率（x±s）

表 2 时间性前瞻记忆背景任务的反应时和正确率（x±s）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高认知闭合需要组的事件性前瞻

记忆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低认知闭合需要组， 这说明

高认知闭合需要个体的事件性前瞻记忆相对速度快

些，这与研究预想一致。可能是由于高认知闭合需要

的个体面对一种模糊的情境时， 具有更高的结束这

种模糊状态的愿望， 在看到目标线索时就会立刻做

出决策或快速做出反应， 因而表现出了事件性前瞻

记忆速度快的特点。 这表明高认知闭合需要个体较

低认知闭合需要个体在事件性前瞻性记忆中占有明

显优势。
实验结果还显示高、 低认知闭合需要被试在时

间性前瞻记忆任务反应的正确性和反应时上均无显

著差异， 二者在时间性前瞻记忆反应时的 5 个时段

上查看时钟的平均次数差异也不显著， 都随着目标

时间点的接近，查看时钟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即两组

平均次数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这说明认知闭合需

要水平不同的被试的时间性前瞻记忆无明显差异，
这一结果可以结合影响前瞻记忆的因素加以解释。
研究显示， 影响前瞻记忆任务正确率的因素包括目

标任务的重要性，背景任务对认知资源的需要情况，

目标线索的确定性以及从形成意向到执行意向之间

的时间间隔等[12]。 本研究中高、低认知闭合需要组的

背景任务反应时和正确率的差异均不显著， 背景任

务的正确率高达 98%，说明背景任务很容易，对认

知资源的需求少， 不管是高认知闭合需要个体还是

低认知闭合需要个体， 两种任务的认知资源的争夺

不明显；本实验设计了实验缓冲（被试可调用时钟），
被试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的状态更贴近现实， 不至于

太紧迫，他们可能都能更理性的分配认知资源，导致

他们之间时间性前瞻记忆的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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