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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复发率很高的疾病。超过75%的

抑郁症患者有一次以上的抑郁发作，常常在抑郁发

作的两年时间内复发 [1]。事实上，有接近 1/2到 2/3
的抑郁症患者会在他们剩余生命的任何一年里复发

一次 [2]。Paelecke-Habermann等人认为与发作 1-2
次的患者相比，发作 2次以上的抑郁缓解者表现出

更严重的认知功能受损[3]。Hasselbalch在2011年的

一项元分析表明，抑郁障碍缓解期的患者除了存在

一般性的认知功能损害，某些特定的认知因素，如认

知抑制，会增加抑郁个体对这种疾病反复发作的危

险[4]。

Gotlib和 Joormann认为抑制不是一个一元结构

成分，而是一个与工作记忆密切相关有着多种成分

的结构[5]。工作记忆中的认知抑制除了和控制无关

信息进入工作记忆的能力有关，还和工作记忆中相

关信息的操纵能力有关[6]。操纵能力是对工作记记

中存在的信息进行重组形成新的联系的一种能力。

研究者认为灵活操纵工作记忆中存在的信息才能应

对环境和个人目标的变化，而操纵信息能力减弱使

得个体认知僵化固着于某种思维模式，影响对负性

情绪的调节能力 [7]。确实，一些研究表明抑郁个体

存在抑制当前信息的困难 [8，9]。在此基础上，Joor⁃
mann等以情绪词为刺激材料评估了抑郁症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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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复发性抑郁缓解者在工作记忆加工时对情绪信息的操纵能力是否和抑郁症患者及正常个体有

差异。方法：使用 IAPS中的情绪图片作为刺激材料，采用工作记忆操纵任务分别对21名复发性抑郁缓解个体、22
名抑郁症患者和22名正常被试进行实验研究。结果：缓解者和抑郁症患者在反向排序条件下的反应时明显大于正

常组，尤其是对负性图片的反应；三组被试对正、负性情绪图片的操纵成本高于中性图片。重要的是，与正常组相

比，缓解组和抑郁组只对负性图片有更高的操纵成本，但两组之间的操纵成本无差异。结论：复发性抑郁缓解者和

抑郁症患者一样，只对负性信息工作记忆的操纵能力不足，对正性信息的工作记忆操纵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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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study aimed to examine whether remitted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depression show difference
of ability to manipulate negative material in working memory(WM) compared to currently depressed patients and never-de⁃
pressed individuals. Methods: WM manipulation task was used to asses participants’ability to either reverse or maintain
in WM the order of three emotion or neutral pictur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in 21 remitted individu⁃
als of recurrent depression and 22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22 normal controls. Differences(or sorting costs) between re⁃
sponse latencies in backward trials and in forward trial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Both the remitted individuals and de⁃
pressed patients had longer response times to emotional material in backward trials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s, especially
for negative pictures. All participants showed higher sorting costs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pictures than neutral pictures.
Moreover, the remitted individuals and depressed patients showed higher sorting costs for negative pictures than control par⁃
ticipants, 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patient groups. Conclusion: The remitted individuals of re⁃
current depression，like depressed patients, show the impaired WM for negative material, but not for positive information.
【Key words】 Negative material; Working memory; Manipulation ability; Sorting cost

··774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年 第22卷 第5期
工作记忆的操纵能力，发现抑郁者在认知工作任务

加重时对负性情绪词的操纵需要付出更长的时间
[10]。然而，研究只分析正确作答下的反应时，可能存

在抑郁患者次数不足的局限，情绪词相较于其它材

料，如情绪图片，缺乏丰富的情绪信息，更重要的是，

抑郁症的这种操纵信息的减弱是否会持续到缓解

期，并成为抑郁反复发作的一个易感因素仍然不清

楚。因此，本研究试图在改进实验方法的基础上了

解反复发作的抑郁缓解者在工作记忆中是否存在对

负性信息的操纵困难。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65个样本来源于医院、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和大

学招募，其中复发性抑郁缓解组21例，抑郁组22例，

正常对照组 22例。抑郁组为医院门诊首发抑郁症

患者，抑郁组被试符合DSM-4抑郁发作标准。对照

组过去和现在都不符合DSM-4轴 1精神障碍标准。

复发性抑郁缓解者采用Hasselbalch定义的入组标

准[4]：以往抑郁发作 2次以上，目前患者处在两次抑

郁发作之间，且Hamilton抑郁量表（HDRS）得分≤8
者被定为复发性抑郁障碍缓解期。2名精神科医生

对被试进行 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DRS-17）的

评定，被试同时完成了评估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21
项的Beck抑郁自评量表 [11]。三组被试年龄、性别、

教育年限、病程及HDRS和BDI得分见表1。
三组被试在年龄、性别和教育年限上差异均不

显著（P>0.05）。三组被试在HDRS-17得分上差异

有显著性，F(2，64) =539.47，P<0.001，Post-hoc分析发

现，抑郁组的得分显著高于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

（P<0.001），而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P>0.05）。三组被试的 BDI得分差异显著，F(2，64) =
162.93，P<0.001，Post-hoc分析发现，抑郁组的 BDI
得分显著高于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P<0.001），而缓

解组和正常对照组 BDI得分之间差异不显著（P>
0.05）。
1.2 实验设计

采用 3×2×3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组间变量为分

组（抑郁缓解组、抑郁症组和对照组），组内变量为顺

序条件（正向顺序和反向顺序）和图片效价（正中负

性），参照 Joormann[10]的工作记忆操纵任务，该任务

能有效地区分工作记忆中操纵信息与保持信息的能

力。研究采用情绪图片作为刺激材料，正向顺序下

依次出现三张图片后出现正向排序的提示，而反向

顺序下依次出现三张图片后出现反向排序的提示。

正向顺序和反向顺序下三种不同效价的图片组成了

研究的六种条件。每种条件下各进行40次试验，共

240次试验。每个试验下包括了正性、负性和中性

各一张图片，正确反应的图片位置排序被平衡化处

理。因此，六种条件下作答“1”“2”“3”的概率是均等

的。实验由四个组块构成，每组 60次试验，组内二

种顺序条件出现概率相等，呈现顺序随机。每个组

块之间休息 5分钟，组块内试验顺序和组块的顺序

随机化，呈现图片在实验中重复一次，但作为探测图

片在实验中仅呈现一次。

表1 缓解组、抑郁组和正常对照组一般资料的比较(M±SD）

1.3 仪器和材料

研究采用 e-Prime软件编程，在 1024×768高分

辩显示器上呈现刺激。图片高 8.1cm，宽 8.1cm，位

于背景为黑色的屏幕中央。实验材料从国际情绪图

片库（IAPS）中选取120张正性、120张中性和120负
性作为刺激材料 [12]。根据 IAPS图片的唤醒度和效

价的9等级的评定 [12，13]，正负性图片在唤醒度上不存

在统计学差异（P=0.12）。正性图片的平均效价是

7.24 (SD=0.51)，负性图片是2.88(SD=0.58)，中性图片

是5.14(SD=0.42)。正负情绪图片在效价上差异显著

（t(238)=61.38，P<0.001）。
1.4 工作记忆操纵任务

实验开始前，呈现指导语“首先屏幕中央会依次

呈现三张图片，之后会出现一个线索词“正向”（由前

往后数）或者“反向”（由后往前数），最后会出现一张

图片。请根据线索词提示的方向，来判断该图片是

之前三张图片中的第几张，如果是第一张按“1”键，

第二张按“2”键，第三张按“3”键。”每一个试验中，

被试首先看见屏幕上由被试控制的“准备”，之后是

三张图片，图片呈现的时间为 1000毫秒，每张图片

呈现之前有一个500毫秒“+”，三张图片呈现之后出

现500毫秒“+”，之后屏幕上出现“正向”或“反向”线

索词, 线索词呈现 750毫秒用于指导被试以正向顺

序或颠倒顺序重新排列记住图片，之后有一个3000
毫秒的黑屏以便被试去排序。最后，先前呈现的三

张图片中的一张图片做为探测图片呈现3秒在屏幕

年龄

性别(男/女)
教育年限

当前病程(月)
HDRS(17项)总分

BDI(21项)总分

缓解组(n=21)
27.29±5.06

6/15
14.19±1.88

/
5.57±1.43
8.52±1.96

抑郁组(n=22)
30.5±6.06

6/16
13.27±1.54

7±4.2
23.95±3.06
26.18±5.17

对照组(n=22)
27.90±4.49

6/16
14.01±1.74

/
4.27±1.77
6.1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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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间要求被试按键判断探测图片的排序，同时记

录按键反应和反应时间（见图1）。
正式实验前安排 15次练习试验。研究对图片

的反应时和操纵成本（反向顺序反应时减去正向顺

序反应时的差异）进行分析。

图1 试验流程图

1.5 统计方法

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

2 结 果

2.1 正确率分析

不同条件下的正确反应率见表2。由于每一个

试验前设置了由被试控制的“准备”键，与预期的一

样，总的错误率较低。研究对三组被试的正确率进

行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条件具

有主效应，F(1，62)=51.38，P<0.001，反向条件下的正确

率低于正向条件下的正确率，研究未见效价、组别主

效应和交互效应存在。

表2 三组被试正确作答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2.2 反应时分析

对被试正确作答的反应时进行分析。去除极端

反应时的数据（300ms以下或3000ms以上），占整个

反应时的 2%。三组被试不同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见表 2。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情绪图片

效价主效应显著（F(2，124)=40.11，P<0.001），负性图片

的反应时长于正性图片和中性图片，中性图片的反

应时最短。条件主效应显著（F(1，62) =138.54，P<

0.001），反向条件下的反应时大于正向条件下的反

应时。组别主效应显著（F(2，62)=12.95，P<0.001，缓解

组和抑郁组被试的反应时长于正常组，但缓解组和

抑郁组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组别、条件和效价三

者之间存在交互效应，F(4，124)=3.40，P<0.05。为检验

交互效应，研究通过下述每个被试反向顺序的反应

时减去正向顺序的反应时的工作记忆操纵成本进行

分析。见图2。

图2 三组被试对不同情绪图片的工作记忆操纵成本

2.3 工作记忆操纵成本差异分析

操纵成本反映了个体在工作记忆中操纵信息的

难度 [14]。为了验证被试在正中负性三种图片是否存

在操纵能力差异的假设，研究对操纵成本的二因素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组别差异不显著（P>0.05），

效价差异显著，F(2，124)=46.93，P<0.001，组别和效价之

间存在交互效应，F(4，124)=3.25，P<0.01。对交互效应

进一步分析表明三组被试只在负性图片的操纵成本

差异显著（F(2，64)=6.13，P<0.01），其它效价的操纵成本

差异不显著（P>0.05），对负性图片操纵成本的多重

比较分析表明，缓解组（397ms）和抑郁组（415ms）的

操纵成本大于正常组（201ms）的操纵成本（P<0.01），
而缓解组与抑郁组之间的操纵成本差异不显著（P>
0.05）。见图2。

正常组中，正负性图片操纵成本之间无统计学

差异，t(21) =-0.04，P>0.05，但正负性图片的操纵成本

和中性图片分别存在显著性差异 t(21) = 4.28，P<
0.001，t(21)=-3.46，P<0.001。

抑郁组中，负性图片和正中性图片之间的操纵

成本存在显著性差异，t(21)=3.92，P<0.01，t(21)=7.14，P<
0.0001，并且正中性图片间的操纵成本也存在显著

性差异，t(21)=2.22，P<0.05。
与抑郁组结果一样，缓解组的负性图片和正中

性图片的操纵成本都存在显著性差异 t(20)=3.12，P<
0.01，t(20)=7.25，P<0.0001，正中性图片间的操纵成本

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t(20)=2.33，P<0.05。

排序顺序和

图片效价

正向

正性

中性

负性

反向

正性

中性

负性

缓解组(n=21)
反应时

(ms)

1125(279)
1282(346)
1233(291)

1333(313)
1371(397)
1639(468)

正确率

(%)

95
94
95

92
89
91

抑郁组（n=22）
反应时

(ms)

1285(251)
1380(278)
1369(248)

1486(238)
1472(284)
1783(346)

正确率

(%)

94
94
95

90
91
89

对照组(n=22)
反应时

(ms)

909(218)
1032(282)
1014(244)

1109(257)
1067(228)
1215(297)

正确率

(%)

95
94
95

93
9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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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研究采用情绪图片作为刺激材料，在增加实验

试验次数的情况下对缓解期和抑郁症患者进行了工

作记忆操纵能力的实验。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对负

性图片的工作记忆操纵能力减弱，支持了先前的研

究结果 [10，15]。缓解组和抑郁组一样，对三种效价图

片在反向条件下的反应时间长于正常组，这一结果

反映了在任务难度加大情况下缓解组对情绪图片存

在认知加工困难。更重要的是，复发性抑郁缓解者

和抑郁症患者一样，仅在负性图片上表现出操纵成

本的差别，反映了复发性抑郁缓解者和抑郁症患者

一样在工作记忆加工中仅对负性信息的操纵和更新

具有困难。这一结果可能和反复发作的抑郁缓解期

个体仍对负性信息存在注意和记忆的偏向有关。Gup⁃
ta和 Kar 最近研究表明，缓解期个体持续存在对负

性信息注意偏向和记忆偏向，这种偏向使得个体认

知僵化而固着负性思维模式，导致更新信息建立新

的联系的加工过程延长[16]。

与 Joormann[10]研究不一致的是，三组被试对正、

负性图片的操纵成本都要高于中性图片的操纵成

本，原因可能是选用的刺激材料不同，情绪图片和情

绪词相比，情绪信息更为丰富，具有正负情绪效价的

图片和中性图片之间在情绪意义上的区分比情绪词

更加明显，情绪信息丰富的图片在操纵难度上要高

于中性图片的操纵难度，从而导致操纵成本增加。

研究结果对于抑郁心理治疗具有一定的意义，

缓解期个体虽然临床症状消失，但在工作记忆时对

负性信息的操纵能力损害并未完全恢复。抑郁症的

成功治疗不仅需要对抑郁症状进行治疗，更重要的

是，应当改变导致抑郁反复发作的那些潜在和稳定

的认知因素。Browning等人认为认知行为治疗可能

是通过前额控制区影响信息加工的后期阶段[17]。因

此，抑郁的治疗除了药物和心理治疗外，可能应更多

地关注认知易感性的降低，而不仅仅是抑郁症状的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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