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年 第22卷 第1期

近年来，情绪性调节事件对记忆巩固的影响成

为热点问题。典型的研究方法是学习后处理范式

(post-learning paradigms)：在被试记忆后向其呈现情

绪性调节事件，由于“调节事件”出现在记忆后且与

记忆内容不存在语义联系，这就可排除情绪在记忆

编码阶段的影响。若在间隔一段时间后的测验中,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记忆成绩有明显差异，那么可认

为是调节事件影响记忆巩固所致。

最早发现这一现象的是Nielson及其团队，他们

在被试记完一组中性名词后，观看诱发负性/中性情

绪的录像，结果显示：情绪组记忆成绩明显好于中性
组 [1，2]。这一结论也得到许多研究的证实:如在 An⁃
derson, Wais 和 Gabrieli 的实验中，首先让被试记忆
一张人脸/房屋图片,之后间隔 4 或 9 秒呈现情绪图
片,待情绪消退后继续下一试次,全部试次结束后间
隔一周再认，结果同样证明：与正负情绪图片配对的
中性图片再认率显著高于与中性图片配对的靶刺激，

且情绪间无差异[3]。

鉴于上述研究在心理咨询及司法取证方面的重

要意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关注这个方向，但

前人研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从研究方法上看，具

有高时间分辨特性的 ERP 可用于推断情绪调整的

记忆巩固效应，但前人还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有

必要使用脑电技术探讨相应的心理及神经机制。其

次，在一部分前人研究中选取图片为记忆的靶刺激，

但相关研究表明，与文字相比，大脑加工图片时会引

起内侧颞叶 (MTL) 更强的激活，而上述区域是记忆

巩固的关键部位[4]。另外,不同图片之间，其内容、视

角都存在差异[5]，这也可能影响最终的结果。因此，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因尽量以文字为材料进行

实验；另一方面，记忆的双加工理论将提取分为基于

熟悉性的再认和基于回想的再认两过程，且许多研

究证实情绪可提高基于回想的再认成绩 [6-8]。但上

述结论是情绪影响记忆编码及巩固的结果，当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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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存争议。如，Anderson等人的研究显示：在间隔一

周后的测试中，情绪显著提高了基于回想再认的

“Remember 反应”，对基于熟悉性再认的“familarity
反应”无影响；但 Wang 和 Fu 的实验却得到相反结

论:情绪提高了基于熟悉性加工的“项目记忆”水平，

对基于回想加工的“来源记忆”则无影响[3，9]。

综上，本实验以中性词语为材料，使用学习后处

理范式，在被试记忆后呈现情绪图片,并在间隔一天

后予以测试，同时记录其脑电活动，以对再认机制进

行考察。

1 方 法

1.1 被试

15名被试(7男8女)均来自国内某重点大学，平

均年龄21.2岁，均为右利手，无生理和精神疾病。实

验结束后支付报酬。

1.2 刺激材料

从《现代汉语双字感情信息评定表》中选取360
个中性词汇[10]并制成图片，每张词语图片为3.93cm×
2.61cm。其中唤醒度选值在3.01-5.33之间，平均数

为 4.48；愉悦度选值在 4.03-5.99 之间，平均数为

5.05；熟悉度选值在 4.45-6.72之间，平均数为 5.10。

任意抽取180个作为学习材料，并随机分为三组，方

差分析结果显示三者间在愉悦度（F(2，48)=1.548，

P=0.223）、唤醒度(F(2，48)=0.648，P=0.528)及熟悉度

(F(2，48)=0.291，P=0.748)上均无差异；其余180个在

再认阶段以 1：1 的比例与之混合，共同呈现给被

试 。 其 中 新 旧 词 语 在 唤 醒 度 (t(149) =- 0.072，P=
0.943)、愉 悦 度 (t(149) =0.007，P=0.995)及 熟 悉 度 (t
(149)=-1.090，P=0.278)上同样无差异；另从 IAPS情

绪图片库中选取正中负各60张图片，每张图片大小

为 15.0cm×11.3cm；所有图片均与学习阶段的中性

词语两两配对，在学习阶段呈现给被试，同时要求对

情绪图片效价及唤醒度进行主观评分。最后，在被

试完成上述任务后让其完成持续时间在10s左右的

Flanker任务，以消退由之前图片诱发的情绪状态。

制作方法为使用 Windows XP 附件绘图程序制作

1000 张 Flanker 任 务 ，每 张 图 片 大 小 为 4.25cm ×
1.21cm，之后以10个为一组，与之前任务配对，要求

被试对每个Flanker都做出反应，通过完成上述任务

以消退之前图片诱发的情绪状态。

1.3 实验程序

被试坐在隔音电磁屏蔽室的沙发内，要求注意

屏幕中央的注视点及任务，显示器背景为黑色。图

片 呈 现 在 屏 幕 中 央 ，距 离 被 试 为 80cm，视 角 在

7.93°×8.65°。实验分为学习和再认两阶段，根据前

人研究，两者间隔一天进行[11]。①学习阶段：见图1，

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时间为 500ms 的注视点,之后

是一个 2000ms的中性词语，要求被试记忆；词语后

会出现4000ms的黑屏及500ms的注视点，之后呈现

一张情绪图片，持续时间在 3000ms左右，要求被试

认真观看,并对图片的愉悦度和激动度评分。最后

出现 10个 1s的 Flanker 任务，要求被试对该任务中

的中间及两翼字母一致性做反应：如全部一致按“s”
键，不一致则按“k”键，全部任务结束后自动跳入下

一 trial,通过完成上述任务以消退之前由图片诱发的

情绪状态，同时 flanker任务的按键在被试间得到平

衡，另外记忆阶段的三组中性词与正性、中性、负性

组图片的配对在被试间也得到平衡。②再认阶段：

间隔一天进行，学习阶段的情绪图片不再出现。只

要求被试对之前出现的词语进行再认，其中新、旧词

以1：1的比例混合，全部随机呈现给被试，同时要求

被试对词语“见过与否”作判断。将全部词语平均分

为6组，每组60词，分别按次序呈现给被试，其中每

做一组休息2分钟，全部任务组在被试间平衡，按键

反应在被试内平衡，同时记录其反应时、正确率及脑

电活动。

图1 学习阶段刺激呈现流程图

1.4 电生理记录

实验仪器为 Brain Product 脑电记录系统，参考

电极置于双侧乳突连线，前额接地，采用 64导电极

帽记录脑电，同时记录水平和垂直眼电，滤波带通为

DC~100 Hz，采样频率为 500Hz/导，头皮电阻降至

5kΩ以下。进行离线分析（off-line analysis），分析时

程（epoch）为 1000ms，含基线 200ms，自动矫正眨眼

等伪迹，波幅大于±80μV者在叠加中被自动剔除。

1.5 数据分析

行为数据采用E-prime软件采集,并用SPSS15.0
对再认率及反应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ERP数据分析时程为1000ms，其中刺激呈现前

200ms为基线。总体观察，无论效价，头皮前部正确

再认的“旧词”诱发的ERPs要比“新词”更为正走向,
表现出明显的“新旧效应”, 这一效应从早期 200ms
开始，一直维持到800ms左右。在此基础上，我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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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各情绪条件下正确再认的旧词减去正确再认的

新词，以此做出差异波，并在300-500ms、500-700ms
时间窗口内对 N400、P600 成分进行 3(位置:左、中、

右)×9（电极依成分而定）×3（效价：正、中、负）的三因

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选取 Fcz，Fz，Cz，Fc3，

Fc4，F3，F4，C3，C4 对 N400 成分进行分析;选取 Cz，
CPz，Pz，C3，C4，CP3，CP4，P3，P4 对 P600 成分进行

分析。所有数据均用 SPSS15.0 处理，并用 Green⁃
house-Geisser法对自由度予以矫正。

2 结 果

2.1 行为结果

2.1.1 被试主观情绪唤醒度检验 为检验图片是

否成功诱发了被试情绪，让全部被试对所有图片效

价和唤醒度评分(表 1)并对结果进行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结果显示：情绪图片的效价(F(2，13)=184.88，

P=0.00) 和唤醒度(F(2，13)=39.20，P=0.00)主效应均

显著。对上述结果进行事后多重分析，结果显示：在

效价主观评分上，正中(t(14)=3.92，P=0.002)、正负(t
(14)=16.48，P=0.00)和中负(t(14)=14.76，P=0.00)间均

达到显著水平；在唤醒度主观评分上，正中(t(14)=
6.99，P=0.00)、负中 (t(14)=7.40，P=0.00)也达到显著

水平，但正负间无差异(t(14)=-0.820，P=0.42)。
表1 情绪图片主观评定结果（n=15）

2.1.2 三种情绪条件下再认率与随机猜测概率的

检验 为检验三种情绪条件下再认率是否显著高于

随机猜测水平，分别将三种条件下再认率与随机猜

测概率（P=0.5）做单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正性条件

下（t(14)=11.086，P=0.00）、中性条件下（t(14)=7.810，

P=0.00）、负性条件下（t(14)=10.262，P=0.00)再认率

均显著高于随机猜测水平（P=0.5)。
2.1.3 三种情绪条件下再认率的检验 为检验三

种情绪条件下再认率是否存在差异，对表 2数据进

行方差分析，发现情绪主效应显著(F(2，13)=24.736，

P=0.000)。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发现，负性与中性

条件下再认率差异显著(t(14)=6.276，P=0.000)，正性

与 中 性 条 件 下 再 认 率 差 异 显 著 (t(14) =5.996，P=
0.000)，但正负之间无差异(t(14)=1.360，P=0.195)。

2.1.4 不同条件下的再认反应时检验 记录被试

在词语再认判断任务中的反应时（表 2），并对其进

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条件间反应时差异不显

著(F(2,13)=2.71，P=0.11)。
表2 三种情绪条件下再认率结果(n=15)

2.2 ERPs结果

2.2.1 ERPs 基本特征 总体观察(图 2)，在测验阶

段，各条件叠加的 4 条曲线在走向上基本一致。在

头皮前部额叶区，正确再认的旧词比新词诱发出更

正的ERP波形，表现出明显的“新旧效应”，上述现

象大约从 200ms开始，一直维持到 800ms左右。其

中，与情绪图片配对的词语比与中性图片配对的词

语诱发出更明显的额叶N400效应。但顶枕叶未发

现“新旧效应”。这是由于实验任务存在差异所致。

本研究中，学习与测试间隔一天进行，而这种时间上

的变化是影响基于回想再认的顶叶新旧效应的关键

因素[12-14]。前人研究多以测验中获得的ERP新旧效

应作为记忆的表现，因此我们分别计算了三种情绪

条件下正确再认的旧项目与新项目的平均 ERP 差

异波，以此来代表相应的记忆效应。本研究的统计

分析主要针对差异波进行。根据前人研究，ERP新

旧效应可能是多个ERP成分调节的结果，通常可记

录到一个潜伏期约 400ms、最大峰值位于前额叶的

N400效应和最大峰值位于顶叶，潜伏期在600ms左

右的 P600 效应。因此，我们在 300-500ms 及 500-
700ms时间段内，选取不同的参考电极对ERP差异

波进行了3（情绪）×3（位置）×9（电极）的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全部数据均使用SPSS15.0进行分析，同时

用Grennhouse-Geisser予以校正。

2.2.2 300-500ms 的新旧效应比较 对顶叶 N400
新旧效应进行3（位置：左，中，右）×9（电极：Fcz，Fz，
Cz，Fc3，Fc4，F3，F4，C3，C4）×3（效价：正，中，负）的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电极主效应显著(F
(2，13)=13.16，P= 0.001)，情绪主效应达到边缘显著

(F(2，13)=3.26，P=0.064)，其他效应均不显著。进一

步对情绪主效应做事后检验，结果显示：正负两种条

件下差异不显著(F(1，14)=3.74，P=0.12)而正中(F(1，

14)=4.34，P=.071)和负中(F(1，14)=4.74，P=0.043)达
到显著或边缘显著水平。

2.2.3 500-700ms 的新旧效应比较 对顶叶 P600

正性效价
正性唤醒度
负性效价
负性唤醒度
中性效价
中性唤醒度

M±SD
5.94±0.50
5.49±0.38
2.76±0.44
5.63±0.46
5.32±0.40
4.05±0.77

正性

负性

中性

反应时

977.14±197.02
921.83±149.37
944.12±164.98

再认率

0.66±0.057
0.68±0.068
0.6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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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效应进行3（位置：左，中，右）×9（电极：Cz，Cpz，
Pz，C3，Cp3，P3，C4，Cp4，P4）×3（效价：正，中，负）的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除电极主效应显著(F
(2，14)=25.754，P= 0.000)外，其他效应均不显著。记

忆的双加工理论将再认分为基于熟悉性和基于回想

的两个过程，而额叶N400新旧效应反映了基于熟悉

性的再认机制，是一种自动化加工模式；而顶叶

P600效应则反映了精细加工的再认。上述实验结

果证明情绪调整的记忆巩固促进了熟悉性加工过

程，但对基于回想的再认没有影响，且正负两个条件

之间无差异，与行为结果一致。

图2 各再认条件下ERP总平均图

3 讨 论

实验行为结果显示：在间隔一天后的测试中，三

种情绪条件下再认率均显著高于随机猜测水平，且

配对于情绪图片的词语再认率显著高于配对于中性

图片的词语，而正负间无差异，与前人结论一致 [3]。

本实验中，我们以文字为材料，排除了前人研究中由

图片带来的干扰。由于情绪出现在被试记忆后，且

图片内容与词语间不存在语义联系，因此最终的行

为结果（表2）可认为是情绪调整记忆巩固所致。

ERP结果显示: 在前额区300-500ms内，情绪条

件N400新旧效应比中性条件更明显，但正负间无差

异；在顶区 500-700ms内，无论效价，所有条件下的

P600新旧效应均无差异。记忆的双加工理论认为

额叶N400新旧效应反映了基于熟悉性的再认机制,
是一种自动化加工模式；而顶叶P600效应反映了精

细加工的再认[15-17]。据此，我们可推论：情绪调整的

记忆巩固主要提高的是基于熟悉性的再认，对基于

回想的再认没有影响。这也支持了Wang和Fu的实

验。在他们的研究中，首先让被试学习蓝色/红色字

体的名词，之后呈现诱发情绪的录像，最后在间隔一

段时间后进行再认。其中记得内容但忘记字体颜色

的是“项目记忆”，而记得内容且能回忆出颜色的是

“来源记忆”。结果显示：情绪主要提高的是基于熟

悉性再认的“项目记忆”水平，对基于回想再认的“来

源记忆”没有影响，与本研究结果一致[9]。但Ander⁃
son等人的实验却得到不同结论：他们发现情绪提高

了“Remember 反应”，但对“familarity 反应”没有影

响。这种差异或许是由实验材料和任务不同所致。

Anderson等人的实验以图片为材料，但如前所述，与

文字相比，图片可能会引起自变量的混淆，从而影响

研究结论；另一方面，当被试对靶刺激做再认判断

时，Anderson 要求其在“记得、熟悉或未见过(new)”
之间做一次性选择，而 Sharot认为这种任务反映的

可能只是个体记忆的强度，而不是“记得”或“熟悉”

的主观感受[6] 。

上述结果同样在司法取证及心理咨询方面有所

启示。一方面，司法取证时，个体会对诱发恐惧、悲

痛等负性情绪的事件有较高回忆率，但在回忆上述

事件发生前的细节时可能不会很精确，而多是只能

记得“大概”、“模糊”[18-20]；另一方面，负性的情绪记

忆常常是个体久久挥之不去的梦魇。造成上述现象

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2点：首先，情绪会促使个体在

编码时调用更多注意，从而加深记忆痕迹；其次，情

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可通过影响大脑内侧颞叶脑区

(MTL)实现对之前信息的记忆巩固调节。而且与前

者相比，后者是一种自动化再加工过程，更不易受个

体主观意志支配，久之，不但会对个体工作、学业成

绩造成影响[21]，更可能导致大脑对HPA轴的抑制功

能减弱，进而产生抑郁[3，8，22]。

最后，前人理论将记忆巩固分为短时和长时两

阶段。本实验只考察了情绪对长时记忆巩固的影

响，而情绪调整的短时记忆巩固机制如何尚不清

楚。另一方面，大量研究都围绕情绪对陈述性记忆

巩固的影响展开，缺乏对程序性记忆巩固的考察[23-

25]。今后的研究应对上述问题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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