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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用贴现模型曲线拟合函数的参数和微积分面积对延迟贴现能力进行描述，并就其效用进行检验。 方

法：采用 38 名被试食物-金钱延迟贴现任务的实验数据，用类双曲线模型对贴现数据进行曲线拟合，检验此模型的

适配性，用贴现参数对被试的贴现情况进行描述；计算拟合函数的积分面积（Calculus Area，CA）和传统 AUC，比较它

们之间计算结果的差异性；最后，对贴现函数的参数和 CA 所反映的贴现能力做出区分并就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行分

析。 结果：在食物和金钱贴现任务中，类双曲线模型对贴现数据适配良好；CA 与 AUC 两种计算结果具有明显差异

性；贴现率参数 K 与 CA 之间无相关联系。 结论：贴现率参数反映被试主观价值的变化情况，CA 能反映被试在一段

延迟时间里的总贴现程度，二者结合有利于延迟贴现能力多方面的信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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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bine the parameters and the calculus area of discount function as a novel approach for a
better description of delay discounting ability, and also test the validity of this approach. Methods: Based on 38 partici鄄
pants’ data of food and money delay discounting, hyperbolic-like model was employed to go on nonlinear curve fitting for
discount data and test its fitting degree. The definite integral of fitting function was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with tradition
AUC (area-under-the-curve) method, the different results of the two methods were analyzed. At last, a distinction about
discount abilities between the discount function parameters and CA, was made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wo aspects were al鄄
so examined by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hyperbola-like model provided good description for discount data from
both food-and money-related delay discounting task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calculations of CA and
AUC. Furthermore, no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discount rate parameter K and CA. Conclusion: CA and the dis鄄
count rate parameter K reflect different aspects of discounting ability; combination of them can describe the delay discount
behavior not only on the total discount degree, but on the changes of subjective value by using discount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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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贴现任务要求被试在两个虚拟的奖项之间

做出选择， 一个是数量较少而不需要等待的即时选

项，一个是数量较大但需要等待的延迟选项。因为不

愿意等待选择数量少的奖赏通常被认为是冲动的表

现，反之，愿意等待去获得更多奖赏被认为是良好自

控力的表现 [1]，此任务被认为是一种有 效的冲动性

行为测量方法。Myerson 和 Green 在普通双曲线模型

基础上最先提出类双曲线模型用于贴现数据拟 合 [2]：

V=A/(1+KD)S，其中引入参数 S 反映被试对强化物的

敏感性[2，3]。 因参数 S 在群组和个体水平之间存在着

潜在差异， 所以 Myerson 等人认为单用参数 K 不足

以对个体贴现行为做出适当的描述 [3]，出于此方面的

顾 虑 继 而 提 出 用 曲 线 下 面 积 （Area-under -the-
curve，AUC）反映被试的贴现能力[4，5]。

贴现模型的拟合曲线使群组水平描述显得更为

直观[6-8]，但少有研究用拟合参数进行统计分析。AUC
方法独立于贴现模型，其数据呈正态分布，统计效度

较拟合参数的要高，因此常用于评估个体贴现能力，
是曲线拟合有效补充[8，9]。 本研究运用贴现函数的参

数和积分区域对贴现数据进行分析， 以判断其延迟

贴现能力的描述效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通过学校心理咨询室发布通知， 被试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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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自愿参加心理调查。任务分为两阶段，第一阶

段填写进食态度、进食障碍等问卷，第二阶段测量被

试身高、体重并完成延迟贴现任务。完成所有规定项

目即可获得 30 元报酬，被试可以中途退出，但不能

获得报酬。 排除原始贴现数据无变化及前后起伏的

被试，最后剩下 38 份被试数据用于此研究，其它调

查资料与本研究内容无关， 暂不进行分析。 被试年

龄在 11～18 岁之间 （M=14.26；SD=1.97）， 男 生 27
人，女生 11 人。
1.2 延迟贴现任务

本研究任务为 2 因素 7 水平设计， 分 2 种延迟

奖赏：食物、金钱；延迟 时 间 设 置 7 个 水 平：1 天、2
天、7 天、14 天、30 天、182 天和 365 天。 食物延迟贴

现任务中提供蛋糕、披萨、饼干和糖果四种图片为刺

激图片， 被试选择最为喜欢的一种食物作为自己的

奖赏物。为避免价格对被试选择偏好造成影响，规定

所有的食物都为 5 元/份。 同时，考虑到被试对食物

保存方面的顾虑， 把食物份数设置为相对应数目的

奖券，被试可随时支配获取对应食物。金钱延迟贴现

任务以人民币图片为刺激图片。 食物和金钱贴现任

务中，即时选项均设置 20 个水平等级，食物以 1 份

为变化量，金钱以 5 元为变化量；延迟选项设置：食

物为 20 份，金钱 100 元。
在每一延迟时间水平， 即时选项从延迟奖赏的

中值开始，采用逐步滴定（titration）方法确定被试此

延迟时间的主观价值 [10，11]，之后进入 下一延迟 时间

的任务测试。 延迟贴现任务假设所有被试在不需要

等待的情况下都愿意得到 20 份食物券和 100 元现

金，由此确定在延迟时间 0 刻度处的主观价值，加之

被试在 7 个延迟时间确定的相应主观价值， 由此共

同确定一组原始贴现数据。
1.3 测试过程

延迟贴现任务由 14.1 英寸显示屏手提电脑呈

现刺激材料，主试对被试一对一施测完成，任务指导

语：“在整个任务中， 你需要在一个即时奖项和一个

延迟奖项之间做出选择。即时奖项能立即获得，但在

数量上将会打折扣，少于延迟奖项。延迟奖项在数量

上最多，但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得到。你的选择没

有正误之分，希望你能在每次选择时仔细思考，根据

自己内心的想法做出选择。 ”
在测试员指导下， 被试完成金钱延迟贴现任务

前两个延迟时间的试测任务。在选项呈现时，测试员

问被试：“这个 100 元钱的奖励， 你是愿意现在拿走

X 元，还是愿意等待 X 天后拿走 100 元？ ”要求被试

根据自己意愿做出选择，完成所有试测任务。确保被

试弄清任务要求和操作方法后，方才进入正式测试。
所有被试按先食物后金钱的顺序完成两个延迟贴现

任务。
1.4 数据分析

首先对原始 贴现数据和 延迟时间进 行标准化
[12，13]，之后计算 AUC 和 CA。 将主观价值点用线段依

次连接，从主观价值点做 x 轴的垂线，折线与坐标轴

所围区域将分割成多个小梯形， 每 个梯形面积 为

(x2-x1)[(y1+ y2)/2]，x1 和 x2 为 相 连 续 的 两 延 迟 时

间，y1 和 y2 为延迟时间 x1 和 x2 上相对应的主观价

值，AUC 为这些梯形面积的总和。 用类双曲线模型

对贴现数据进行非线性拟合，得到拟合函数，在模型

适配的基础上计算函数在区间[0，1]的定积分 ，
即 CA。 同为反映贴现能力的面积，之后就两者的差

异性进行了分析。 最后探索了参数和面积所反映贴

现能力的意义， 一方面用相关分析法对参数和 CA
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对 CA 大小相近的

两个被试， 结合他们的模型拟合参数和曲线进行分

析，了解相同贴现面积下，参数 K 和 S 对主观价值

变化情况的反映。

2 结 果

2.1 类双曲线模型对贴现任务的拟合情况

类双曲线模型对群组和所有个体的贴现数据都

能进行有效拟合（R2>0.80），拟合情况见表 1。 参数 S
的增加避免了单参数贴现模型短期延迟高估被试主

观价值， 长期延迟低估被 试主观价值 的系统偏差
[6，14，15]，贴现数据多数落于拟合曲线上或相距不远，提

高了模型对贴现行为的预测性。两种贴现任务中，个

体的拟合参数 S 经 t 比率统计（t-ratio statistic）检验
[2，3，6]，大部分个体的参数 S 显著小于 1.0，参数 S 的增

加具有合理性。

����?����

表 1 类双曲线模型对群组数据和个体数据的拟合情况

注：a：参数 S 的值小于 1 的被试占所有被试的百分比；b：参数 S 经 t 比率检验显著小于 1 的被试占所有被试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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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A 与 AUC 结果在反映贴现能力上的差异

图 1 表明，CA 与 AUC 两种计算结果反映被试

食物和金钱贴现程度时， 代表平均贴现程度的柱形

在 两 种 方 法 之 间 差 异 并 不 明 显。 分 别 采 用 CA 和

AUC 计算结果，进一步就被试在两种强化物之间的

贴现程度差异进行分析， 配对 t 检验发现被试对食

物的贴现程度要大于对金钱的贴现程度（CA：t(37)=
2.411，Ｐ<0.005；AUC：t (37) =2.480，Ｐ<0.005），CA 和

AUC 两种结果对最终组内贴现差异比较并没有区

别。 相同贴现任务中，CA 和 AUC 结果的配对 t 检验

表明两方法所得计算结果之间存在 着明显的差 异

（食 物 ：t (37)=3.073，Ｐ<0.005；金 钱 ：t (37)=4.057，Ｐ<
0.005）。

图 1 两种贴现任务 CA 与 AUC 方法所得被试的平均面积

注：柱形图上方的垂直线段为 95%置信区间误差带

表 2 贴现数据类双曲线模型拟合

函数的参数 K、S 和 CA 之间的相关

注：a：食物；b：100 元钱

图 2 一年里总贴现程度相近的两被试

贴现数据类双曲线模型的拟合比较

注：图中表格中所列为两被试类双曲线模型拟合的参数值

2.3 类双曲线函数的参数和 CA 之间的关系

同种强化物刺激下， 将个体水平被试类双曲线

函数的拟合参数正态化 [14]，加之 CA，就三者之间关

系进行分析，相关结果见表 2。 食物或金钱贴现任务

中，CA 与 S 有中度 负相关，K 与 S 呈 高度负 相 关，
CA 与 K 无相关。 分析表明，CA 反映的贴现能力与

K 所反映的贴现能力并不是一致的。
与 AUC 代表贴现程度的方法相同，同样 CA 大

小的被试其主观价值的变化仍是不确定的， 模型拟

合参数 K 和 S 对主观价值的变化情况具有一定的

指示作用， 具体由 CA 大小相近两被试的模型拟合

曲线举例说明，见图 2。S 值越小，拟合曲线呈水平状

态向后延升，主观价值在一段急剧变化后趋于稳定，
反之则主观价值在长期延迟时仍表现出变化。 K 值

越大，曲线变化越陡峭，反之则较为缓和。

3 讨 论

良好数学模型对行为机制的深入理解具有一定

现实意义，从行为描述的目的出发，模型拟合参数为

不同个体之间以及不同情形之间的行为比较提供了

可能性基础。 类双曲线模型对食物和金钱两类延迟

奖赏都具有良好适配性，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同 [7-9，15]。
类双曲线模型对所有个体数据都能进行有效拟合，
使贴现参数的个体水平分析变为可能。 用贴现函数

的 CA 表现贴现能力，和 AUC 代表贴现能力的理论

基础是相同的， 二者对延迟贴现能力的表达严格来

说是对被试在一段时间里总贴现程度反映。 CA 基

于函数的拟合曲线， 用主观价值模型预测轨迹取代

了 AUC 少数几个主观价值点依次连结的折线轨迹。
用 CA 代表延迟贴现能力其前提假设是认为贴现模

型对于主观价值的拟合是高度适配的， 此时通过拟

合曲线可谙知各延迟时间的主观价值， 高度适配的

贴现模型才有助于 CA 方法对总贴现程度的表达。
CA 和 AUC 方法所得被试平均贴现程度的柱形

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 但两种方法的配对 t 检验

却发现 CA 与 AUC 在计算个体总贴现程度时其结

果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看似矛盾的两个结论却不难

解释，与 CA 相对比，AUC 方法对于有些被试的估计

偏大，对有些被试的估计偏小，但在总量上却接近，

平均量也接近。 代表金钱平均总贴现程度的柱形要

明显高于代表食物平均总贴现程度的柱形， 配对 t
检验结果也表明代表食物总贴现程度的面积要显著

小于金钱总贴现程度的面积。 被试在一年延迟时间

里对食物的贴现程度显著高于对金钱的贴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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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与 AUC 方法在此问题上的检验结果是一致的，
这也说明 CA 对总贴现程度描述的可靠性。

类双曲线模型的参数 K 与 CA 之间并无相关，
被试在一段时间里的主观价值变化速度与总贴现程

度没有必然联系。单从面积大小考虑贴现能力，用参

数 K 必然不能反映其大小， 这与 Myerson 等人认为

单用贴现率参数 K 不足以对个体贴现行为做出适

当的描述的结论相符[3]。然而类双曲线模型中参数 K
的比较具有其自身的意义， 这是以前研究所没有提

及的。 通过 CA 大小相近的两个被试之间的比较，发

现参数 K 和 S 可对主观价值的变化做出反映，能清

楚地对被试短期延迟时的变化速度和长期延迟时的

变化范围做出概括。 类双曲线模型中参数 K 所代表

与普通双曲线模型中的意义相同，K 值超大，拟合曲

线越陡峭，贴现率越大，参数 K 的比较仍具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当参数 S 值小于 1 时，可以预测被试主

观价值随延迟时间的继续增加将不会发生变化，而

是趋于一种稳定状态。 K 与 S 呈高度负相关，S 值越

小，达到这种稳定状态需要的延迟时间也就越短，变

化速度就越大。正因为参数 S 的增加，类双曲线模型

也由此改变了 K 与 CA 变化相一致的状态。
确切而言，CA 或 AUC 代表的贴现能力是对一

段延迟时间里总贴现程度的反映， 对主观价值的变

化情况考虑欠少。 类双曲线模型中的贴现率参数 K
仍具有反映主观价值变化速度的特点， 刚好弥补了

面积描述的不足。 参数 S 值并不影响其曲线的陡峭

程度， 可反映长期延迟时主观价值是否仍处于较大

变化状态。 所以，CA 与参数相结合有利于贴现能力

多方面的信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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