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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中性刺激，某种特定的刺激更能占用个

体的注意资源或吸引个体的注意，引起个体对特定

刺激的高敏感性并伴随选择性注意，即为注意偏向
[1]。对于成瘾人群来说，与成瘾物质相关的刺激便

是具有特殊属性的特定刺激。成瘾行为通常与个体

对成瘾物质相关刺激的认知加工有关 [2]。Field和

Cox在其综述中指出，对物质相关刺激的注意偏向

已成为成瘾人群在认知加工方面的主要特点[3]。

Tiffany的“自动行动图式理论”认为，物质的频

繁使用会使个体在大脑中通过记忆生成自动行动图

式，该图式会自动地产生对于物质相关刺激的加工

倾向，这个过程是不需要意志努力的 [4]。所以这一

理论提示成瘾个体存在对物质相关刺激无意识状态

下的注意偏向，即前注意偏向。但是当被剥夺了获

取物质的途径时，个体很可能主动即有意识地寻求

物质，此时同样可以引发个体对于物质相关刺激的

注意偏向。Robinson 和 Berridge 的“诱因-易感理

论”指出，频繁用药会使大脑中的多巴胺基质产生持

久适应，从而赋予物质相关线索“诱因显著性”的属

性，该显著性能够改变个体知觉线索的方式，对物质

相关线索产生注意偏向，进而引发滥用物质的行为
[5]。Di Chiara提出的“诱因-习惯假说”支持前述理

论中物质相关刺激对于成瘾人群具有诱因属性这一

观点，但该假说认为在成瘾后期，物质的诱因属性会

随着大脑内的适应性变化而逐渐减弱，从而使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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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海洛因依赖者是否存在对毒品相关线索的前注意偏向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55名来自某

美沙酮门诊的海洛因依赖者和71名健康被试，要求被试完成掩蔽Stroop任务中对毒品词汇和中性词汇的颜色命名，

并通过成瘾严重程度指数（ASI）访谈工具评估海洛因依赖者的成瘾严重程度，运用冲动性量表（BIS-11）对两组被试

的冲动性进行测量。结果：海洛因依赖者的冲动性显著高于对照组；海洛因依赖者对毒品词汇的颜色命名反应时显

著长于中性词汇；前注意偏向与成瘾严重程度和冲动性均无显著相关。结论：海洛因依赖者存在对毒品线索的前注

意偏向，但前注意偏向与成瘾严重程度和冲动性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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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pre-attentional bias on drug-related cues in heroin dependent patients. Methods:
Fifty-five heroin dependent patients from a methadone clinic and 71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Participants were re⁃
quired to name the color of drug-related words and neutral words in a masked Stroop task. Addiction severity index(ASI)
and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BIS-11) were used to measure addiction severity and impulsivity,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impulsivity level of heroi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The heroin group exhibited longer
reaction time in response to drug-related words than to neutral words. In addition, pre-attentional bias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addiction severity or impulsivity. Conclusion: The current study provides the evidence of pre- attentional bias on
drug-related cues in heroin dependent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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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物质相关刺激从“诱因反应”转变为“习惯反应”
[6]。“诱因-易感理论”和“诱因-习惯假说”可以解释

注意偏向与成瘾行为的关系，试图阐明注意偏向的

产生机制，但并未明确说明注意偏向是意识状态还

是无意识状态下的注意加工。

对于物质依赖人群注意偏向的研究主要采用

Stroop任务和视觉探测任务的行为学实验范式，目

前已在不同的物质依赖人群中获得了大量注意偏向

的研究证据，如烟草依赖[7]、酒精依赖[8]、可卡因依赖
[9]、阿片依赖[10]和大麻依赖[11]等。还有研究者采用行

为学实验结合功能磁共振技术[12]、事件相关电位技

术[13]或者眼动技术[14]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研究注意

偏向的神经生理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以往研究

并未明确区分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下的注意偏

向，大多是基于注意偏向是受意识控制的前提展开

的，对前注意偏向的研究还并不深入。有研究者以

海洛因依赖者为被试，采用Stroop任务范式，通过控

制词汇刺激呈现的时间（阈上3000ms、阈下28ms）以
及是否呈现掩蔽刺激（不呈现掩蔽刺激为阈上、呈现

掩蔽刺激为阈下）分别考察被试在不同意识状态下

对毒品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结果表明海洛因依赖

者对于阈上海洛因线索存在注意偏向，但不存在对

阈下海洛因线索的前注意偏向[15]。国内张峰等人采

用分离的 Stroop范式研究发现，海洛因戒除者在双

线索竞争条件下存在对海洛因相关线索的前注意偏

向[16]；蒋毅等人通过双眼竞争范式发现，吸烟者对于

阈下的香烟刺激存在前注意偏向[17]。鉴于无意识状

态下的前注意偏向是否存在仍有待证实，研究拟采

用掩蔽的 Stroop任务范式，考察海洛因依赖者对于

毒品相关线索是否存在前注意偏向。

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探讨前注意偏向与成瘾严

重程度以及冲动性人格特质的关系，从而探索前注

意偏向的潜在影响机制。有研究表明注意偏向可能

与个体对物质的依赖程度或成瘾程度有关，如注意

偏向与大麻的使用频率呈正相关[11]；重度酒精依赖

的个体具有对酒精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但在轻度

酒精依赖者中并没有发现，提示这种认知偏向可能

与成瘾的不同程度有关[18]。这些研究关注的是意识

状态下的注意偏向，考察前注意偏向与成瘾程度或

依赖水平的相关研究还很少，蒋毅等人的研究发现，

吸烟者的前注意偏向与其对香烟的依赖水平呈负相

关[17]。此外，有研究者指出，物质滥用者具有认知执

行功能缺陷，表现为冲动性增强和抑制控制能力低

下，从而不能抑制对物质相关刺激的反应[19]，但是冲

动性与前注意偏向的关系还未明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分两组：实验组被试为来自某市美沙

酮门诊参与日常治疗的海洛因依赖者55名（男性35
名，女性20名），对照组被试为某高校后勤工作人员

和保安71名（男性34名，女性37名），两组被试的年

龄和教育程度匹配（见表1）。实验组被试符合美国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中关于阿片类物质

成瘾的诊断标准，并且除海洛因外，无其他物质滥用

史，参与研究时至少有一周未使用过海洛因。两组

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

现象，无严重的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参与研究前都

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获得相应报酬。

1.2 方法

1.2.1 量表 采用 Barratt 冲动性量表第十一版

（BIS-11）对两组被试的冲动性进行测量。BIS-11
共26个题目，包括三个维度：注意力冲动性、运动冲

动性、无计划冲动性[20]。

1.2.2 访谈 采用成瘾严重程度指数（Addiction
Severity Index，ASI）访谈提纲对海洛因依赖者的成

瘾严重程度进行评估。ASI是一种结构式访谈工

具，由McLellan和Luborsky等人[21]开发编制，已成为

国际普遍认可的评估物质成瘾程度的有效工具。

ASI中文版共 108个条目，分为 7个分量表：躯体健

康状况、就业/支持情况、药物滥用情况、酒精滥用情

况、违法犯罪情况、家庭/社会关系、精神状况[22]。各

因子分数范围为 0-1，ASI总分为各因子得分的总

和。访谈由2名评定者结合主观评定和客观评定完

成，评分者信度为0.85。
1.2.3 行为学实验 采用掩蔽 Stroop任务范式，程

序通过E-prime 2.0编制、呈现并记录数据，在 14寸
笔记本电脑上进行（分辨率 1360×768）。采用 2（毒

品词汇线索、中性词汇线索）×2（实验组、对照组）混

合设计，其中词汇线索为组内变量，组别为组间变量。

实验材料是两种属性的词汇，即毒品词汇和中

性词汇。采用的是张峰等人[16]根据Franken相关研

究的选词原则，经过一系列的评定工作筛选出来的

与海洛因滥用行为密切相关的词汇8个（海洛因、针

管、白粉、注射、用药、锡纸、烫吸、上瘾），以及常用的

家用设备类词汇 8个（电视机、阳台、冰箱、窗帘、桌

子、沙发、椅子、彩电），以 5个交通运输工具类词汇

（摩托、火车、卡车、飞机、轿车）作为练习材料。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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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每个词汇出现四次，共20个 trial；正式实验中每

个词汇出现十次，共160个 trial，并且随机呈现。

刺激词汇以红黄蓝绿四种颜色出现，呈现28ms
后出现白色掩蔽刺激“XXX”或“XX”，有研究表明

28ms可以被认为是被试在前意识状态下作出判断

的呈现时间 [23]。要求被试在避免犯错的情况下在

3000ms内对之前出现的刺激词汇的颜色尽快做出

按键反应，FGJK键分别代表红黄蓝绿。若被试在

3000ms内没有反应，程序会自动跳至下一个刺激词

汇。从刺激呈现到被试反应为一个 trial，trial之间的

时间间隔为 1000ms。正式实验前会安排被试进行

练习，当被试报告已经理解实验任务并熟悉按键反

应时结束练习进入正式实验。

1.3 流程

所有被试均完成BIS-11；因ASI的适用人群为

毒品依赖者，所以只对实验组被试进行了ASI的访

谈评估；所有被试均完成掩蔽Stroop任务。

1.4 数据分析

通过SPSS17.0进行数据分析。在掩蔽Stroop任
务中，对于个体数据忽略反应时小于 200ms以及超

过 3000ms的数据计算个体在不同条件下的平均反

应时，对于整体数据剔除反应时在三个标准差之外

的被试[15]。

2 结 果

2.1 被试的基本信息

被试的年龄、教育程度、海洛因使用年限、ASI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如表1所示。

2.2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冲动性水平差异比较

对两组被试的冲动性量表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2）：实验组在注意力冲动性、

无计划冲动性以及冲动性总分上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2.3 掩蔽Stroop任务数据分析

剔除反应时在三个标准差之外的 3人数据（均

来自对照组），故有效 Stroop数据为实验组 55人，对

照组 68人。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完成颜色命名任务

的反应准确 trial个数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

示，两组没有显著差异（t=0.47，P>0.05）。
两组被试完成颜色命名任务的反应时结果如表

3所示。以词汇线索为组内变量，组别为组间变量，

对被试的颜色命名反应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组别和词汇线索的交互作用显著（F（1，121）=6.02，
P<0.05）；词汇线索的主效应显著（F（1，121）=4.33，

P<0.05）；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121）=0.02，P>
0.05）。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验组对毒品词汇线索颜

色命名所需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中性词汇线索（t
（54）=9.10，P<0.01），而对照组对两种词汇线索颜色

命名所需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t（67）=0.08，P>
0.05）；无论是对毒品词汇线索还是中性词汇线索，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颜色命名反应时均没有显著差异

（t（121）=0.39，P>0.05；t（121）=0.72，P>0.05）。
表1 被试的基本信息（M±SD）

表2 两组被试冲动性水平差异分析表（χ±s）

表3 两组被试完成颜色命名任务的反应时（χ±s，ms）

2.4 实验组前注意偏向与成瘾严重程度、冲动性

的相关关系

将实验组被试在掩蔽Stroop任务中对毒品线索

的反应时与对中性线索的反应时的差值作为反映其

对毒品线索的前注意偏向的数据指标，计算前注意

偏向与成瘾严重程度以及冲动性的相关。结果表

明，前注意偏向与成瘾严重程度及其分维度相关均

不显著（r 总分=-0.15；r 躯体健康状况=-0.15，r 药物滥用情况= -
0.13，r家庭/社会关系=-0.03，r精神状况=-0.08，r就业/支持情况=-0.02，
r 酒精滥用情况=-0.04，r 违法犯罪情况=-0.07）；前注意偏向与冲

动性及其分维度也不存在显著相关（r总分=0.04；r注意力

冲动性=-0.02，r运动冲动性=-0.03，r无计划冲动性=0.11）。

基本信息

年龄(周岁)
教育程度(年)
海洛因平均使用年限(年)
ASI总分

躯体健康状况

就业/支持情况

药物滥用情况

酒精滥用情况

违法犯罪情况

家庭/社会关系

精神状况

实验组
（n=55）
38.98±6.44
9.93±2.15
13.3±5.04
1.35±0.57
0.14±0.21
0.32±0.28
0.17±0.07
0.04±0.09
0.04±0.09
0.37±0.21
0.27±0.30

对照组
（n=71）
39.96±9.21
9.76±2.25

—

—

—

—

—

—

—

—

—

t
0.70
0.42
—

—

—

—

—

—

—

—

—

P
0.49
0.68
—

—

—

—

—

—

—

—

—

维度

注意力冲动性

运动冲动性

无计划冲动性

冲动性总分

实验组（n=51）
14.44±3.01
19.97±3.53
25.65±4.29
62.84±8.95

对照组（n=66）
12.60±2.54
19.17±3.22
22.45±3.94
55.89±7.40

t
3.58
1.27
4.19
4.60

P
0.001
0.207
0.000
0.000

实验组（n=55）
对照组（n=68）

毒品词汇线索

876.15±144.79
865.26±158.15

中性词汇线索

848.56±142.55
867.52±1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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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海洛因依赖者对毒品线索的前注意偏向

研究采用掩蔽Stroop任务范式对海洛因依赖者

的前注意偏向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实验组被试对毒

品词汇线索的颜色命名反应时显著长于中性词汇线

索，而对照组则没有出现上述差异，说明在无意识状

态下，海洛因依赖者在对周围线索进行加工时，对毒

品相关线索的注意处于优势地位。

个体的注意资源是有限的，海洛因依赖者在完

成颜色命名任务时可能受到了语义的干扰效应。由

于对毒品相关刺激的选择性注意，毒品相关刺激的

语义占用了较多的注意资源，那么在完成与语义无

关的颜色命名任务时，便会出现注意资源的匮乏，从

而表现出对该类刺激颜色命名反应时较长的现象
[24]。所以，行为学实验的结果，一方面说明海洛因依

赖者存在对毒品相关线索的前注意偏向；另一方面

也表明海洛因依赖者的抗干扰能力存在缺陷，一旦

出现干扰刺激便会影响当前任务的完成。

一般认为，前注意偏向是一个自动化的加工过

程。研究结果提供了海洛因依赖者对毒品线索存在

前注意偏向的证据，与 Tiffany的“自动行动图式理

论”相一致。频繁用药会使物质相关刺激与物质使

用之间形成紧密联结，并在个体大脑内形成自动行

动图式，使得物质依赖者自动地产生对物质相关刺

激的加工倾向，在其驱动下无意识地寻求物质，个体

能够轻易发现成瘾物质的存在并对相关刺激进行选

择性注意[4]，唤醒其记忆中的相关内容和体验，从而

引发用药或复吸行为。

前注意偏向的发现与以往研究得出的物质依赖

者存在意识状态下的注意偏向的结论并不相悖。

Tiffany指出，当个体对物质相关刺激的自动加工受

到阻碍时，意识加工就会被激活[4]。Ryan 也认为，物

质依赖者对于周围线索的反应可能存在两个过程：

无意识的自动加工和意识控制下的应对反应[25]。所

以前注意偏向和注意偏向二者可能都存在，它们之

间并不是此有彼无的关系，可能分别通过不同的作

用机制对周围环境中的物质相关线索进行加工。

3.2 前注意偏向与成瘾严重程度的相关

如果前注意偏向能够有效地反映物质使用者的

成瘾水平，那么有可能作为成瘾程度的内隐评估方

法，但是研究并没有发现前注意偏向与成瘾严重程

度之间的相关，这与预期是不一致的。这一结果可

以用Di Chiara的“诱因-习惯假说”[6]加以解释。诱

因作用下的物质使用和习惯作用下的物质使用是有

区别的，前者由外部线索诱发，后者为在神经适应基

础上的自动成瘾行为[26]。成瘾行为开始之后，物质

相关线索对于用药行为的诱因-动机作用依然存

在，但在强度上会逐渐减弱，“诱因反应”转换为“习

惯反应”。因此，不论海洛因依赖者的成瘾水平如

何，他们对毒品线索的加工可能都已经转变为习惯

化的加工模式，从而不会表现出不同水平的前注意

偏向。另外，张广等人的研究发现，美沙酮维持治疗

可以降低海洛因依赖者的成瘾严重程度[27]，研究选

取的海洛因依赖者来自某美沙酮门诊，其成瘾严重

程度较低，这也可能是前注意偏向与成瘾严重程度

不相关的原因之一。

3.3 前注意偏向与冲动性的相关

研究表明海洛因依赖者的冲动性水平显著高于

对照组，这与李质彬等人[28]的结果一致。高水平的

冲动性是成瘾人群的一个典型特征，反映了物质依

赖者对自身认知加工过程和行为的控制能力低下。

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冲动性与前注意偏向没

有显著相关。一项对可卡因依赖人群的研究也得到

了类似的结果，该人群对可卡因相关刺激的注意偏

向与冲动性没有相关[29]。Coskunpinar和Cyders对物

质依赖者的冲动性与物质相关注意偏向的关系进行

了元分析，发现行为冲动性与注意偏向的相关大于

特质冲动性与注意偏向的相关[30]。本研究中的冲动

性考察的是人格特质，物质依赖者多具备高冲动性

的人格特质，然而却与前注意偏向这一认知加工特

点的形成无关。这一结果也提示我们在以后的研究

中注意区分行为冲动性与特质冲动性。同样地，研

究中的海洛因依赖者处于戒断期也是前注意偏向和

冲动性不相关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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