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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成瘾(Drug Addiction)表现为对药物的强迫

性使用和寻求，常伴随着认知功能的改变，被认为是

一种慢性的脑疾病[1]。近年来，冰毒（即兴奋剂甲基

苯丙胺）滥用的情况日益严重，与其他药物成瘾一

样，即使经过心理治疗和药理学的治疗，复吸率仍然

较高，冰毒成瘾带来的认知功能变化也越来越受到

研究者的重视[2]。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 WM）作为人类认知

活动的核心，对于个体的学习、智力水平、推理能力

以及问题解决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3]。它是指个

体在进行认知任务的过程中，暂时地存储信息和加

工信息的能力。根据Baddeley的多成分模型，工作

记忆主要包含了存储功能和中央执行功能。其中，

存储功能包含语音环和视空模板两大块，分别负责

语音信息和视觉空间信息的暂时存储。而中央执行

系统则主要负责工作记忆中的控制性加工，协调工

作记忆各个子系统的运作、控制编码和检索策略、监

控注意系统以及从长时记忆中提取相关的信息。中

央执行系统可以细分为刷新（updating）、抑制（inhi⁃
bition）、转换（shifting）三大功能 [4]。研究表明，工作

记忆与药物成瘾有着一定的联系，工作记忆能力较

差的个体，更容易出现药物渴求行为或戒断后更容

易复吸[5]。

来自多物质滥用的研究证据表明，与健康个体

相比，多物质滥用个体认知能力受损的表现包括工

作记忆能力较差[5]。在单纯冰毒成瘾个体的记忆缺

陷方面，工作记忆也最受关注[6-9]。但以往的研究大

部分只关注成瘾个体的工作记忆容量和抑制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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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能力与成瘾时长和首次使用冰毒的年龄均没有显著相关。结论：冰毒成瘾个体工作记忆的缺陷主要体现在抑制

能力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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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ethamphetamine(MA) addiction on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working
memory. Methods: We selected 69 methamphetamine abusers as addiction group and 69 healthy individuals as control
group. Based on Baddeley multi-component model of working memory, digital backward task and visual-spatial span task
were adopted to test the verbal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and visual-spatial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The updating ability,
transfer ability and inhibition ability of working memory central executive system were assessed by 2-back task, digital con⁃
version task and digital-Stroop task respectively. Results: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updating ability and transfer ability
of two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However, inhibition ability of addic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healthy group. Moreover, inhibition ability was not related to addiction duration and the age of first use. Conclusion: De⁃
fects of working memory in methamphetamine abuser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efective of inhibi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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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研究结果也存在差异。Rendell等人采用数字

正背和倒背任务对工作记忆容量进行测试，发现冰

毒成瘾个体的工作记忆容量存在缺陷[10]。采用相同

的测试任务，其他研究者却发现冰毒成瘾个体的工

作记忆容量与健康被试没有显著差异[11]。研究结果

的不同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成瘾个体的用药史不同而

引起的，如在Rendell等人的研究中被试不仅吸食冰

毒，还有吸食大麻等其他毒品的经历；另一方面被试

量较少、不同个体的用药量以及成瘾时长、戒断时长

等都会对结果带来影响。

抑制能力是工作记忆中央执行系统的重要基础

成分，成瘾个体抑制能力较差被认为是强迫性药物

寻求和复吸的原因之一[12]，因此成瘾个体的抑制功

能备受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证据表明，冰毒成瘾个

体的抑制能力受损 [13-15]，而且反应抑制时长与冰毒

的使用量成正相关，但与成瘾时长不相关[16]。但也

有研究发现，成瘾个体的抑制功能与健康个体没有

显著差异 [17-20]。研究结果的不同，可能是因为测试

任务的不同而引起的，此外也可能是由于被试量较

少而引起的偏差。相比于抑制功能，关于刷新和转

换功能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可供比较的研究结果也

相对缺乏。Chang等人[6]采用经典的 2-back任务测

试冰毒成瘾个体的刷新能力，发现成瘾个体与健康

对照组相比正确率较低，表明刷新能力受损。至于

转换能力，Talland和Quarton[21]采用活动数字广度任

务考察冰毒对个体注意转换能力的影响，发现静脉

注射冰毒对个体的注意转换能力没有显著的影响。

但该研究只采用了18名成年男性被试，被试的成瘾

史没有报告，而且没有设置健康对照组。

虽然已有不少的研究探讨过冰毒成瘾个体工作

记忆能力的受损情况，但目前大部分研究只关注成

瘾个体的工作记忆容量和抑制能力的受损情况，对

刷新和转换功能的探讨相对较少，还不足以对冰毒

成瘾个体工作记忆的受损情况有全面的了解。近年

来有研究者提出，通过针对性地提高成瘾个体的认

知功能来治疗药物成瘾 [22，23]，有助于提高戒断成功

率。工作记忆作为人类高级认知功能的核心，探讨

冰毒成瘾个体工作记忆各成分的受损情况，有助于

为冰毒成瘾个体寻找合适的训练方法提供一定的理

论依据。

本研究基于Baddeley的工作记忆多成分模型，

采用5个实验任务对个体工作记忆的不同成分分别

进行测试。采用数字倒背任务和视空广度任务分别

测试工作记忆的言语存储能力和视空间存储能力，

采用2-back任务测试刷新能力，采用数字转换任务

测试转换能力，以及采用数字 Stroop任务测试抑制

能力。实验目的在于全面地探讨冰毒成瘾个体工作

记忆各个成分受冰毒成瘾的影响。

1 方 法

1.1 被试

本研究中冰毒成瘾者共 69人，全部为男性，平

均年龄为 34.51±6.71岁，均来自北京市天堂河强制

隔离戒毒所。筛选标准：（1）符合DSM-IV成瘾诊断

标准；（2）除冰毒外，无其他药物滥用史；（3）无脑部

损伤以及精神病史；（4）年龄为20-50岁；（5）强制戒

断时间为一个月以上，无生理戒断反应。

健康对照组被试共有 69人，同样全部为男性，

平均年龄为34.30±11.52岁，通过社会招募参与该测

试。对照组被试无任何药物滥用史，年龄范围与戒

断组相匹配，排除脑部损伤和精神病史。采用瑞文

标准推理测验测评两组被试的智力水平。所有被试

在参加实验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完成后获得

相应的奖励。

1.2 实验任务

为全面测评两组被试的工作记忆能力，基于

Baddeley的工作记忆多成分模型，采用以下任务进

行测试。

1.2.1 数字倒背任务 该任务用于测试言语工作

记忆广度。屏幕中每次单独呈现一个数字（数字为

1-9的个位数），数字串呈现完毕后，要求被试按数

字呈现的相反顺序输入刚才记忆的数字串，数字串

的数字和顺序完全正确才算回答正确该试次。数字

串个数为2-8个，从水平2开始，每个水平共三个试

次，三个试次答对两次或以上可进入下一水平，反之

则停止任务，此时记忆个数为N-1个（N为水平数），

得分为N-1分。

1.2.2 视空广度任务 该任务用于测试视空工作

记忆广度。屏幕中呈现一个 5*5的白色底宫格，每

试次会有一个蓝色方格在宫格内的 25个位置随机

出现N次（N为2-8），每次位置不重叠。蓝色方格呈

现完后，要求被试用鼠标按顺序点击蓝色方格在当

前试次中出现过的位置，位置和顺序都正确才算回

答正确该试次。从水平 2开始，每个水平有三个试

次，三个试次答对两次或以上可进入下一水平，反之

则停止任务，此时记忆个数为N-1个（N为水平数），

得分为N-1分。

1.2.3 2-back 任务 2-back任务是测试刷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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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典任务之一。屏幕中每次单独呈现一个数字

（1-9），要求被试从第三个数字开始，判断当前呈现

的数字与其往前相隔的数字是否相同。整个任务一

共有20次判断，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1.2.4 数字转换任务 该任务用于测试转换能力，

包含两个单任务和一个双任务。在第一个单任务

中，要求判断黑色数字大于 5还是小于 5（1-9，不包

含 5）。第二个单任务则要求判断黑色数字是奇数

还是偶数。完成两个单任务后，在双任务中会单独

呈现一个红色或者蓝色的数字，如果数字为红色，则

判断数字的大小；若数字为蓝色，则判断数字的奇偶

性。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双任务下的平均

反应时减去单任务下的平均反应时则为转换量。

1.2.5 数字 Stroop 任务 该任务用于测试抑制能

力。在屏幕中心的左右两侧同时出现两个数字（1-
9），要求被试判断两个数字哪个数值更大。该任务

共设置三种条件：一致（数值大的数字形状也较大）、

中性（两个数字形状大小相同）、不一致（数值大的数

字形状反而较小），三种条件随机呈现。记录被试的

反应时和正确率，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减去中性

条件下的反应时即为抑制量。

1.3 实验流程

所有实验任务均采用E-prime2.0完成编程，所

有被试都按以下顺序完成全部测试：数字倒背任务、

视空广度任务、2-back任务、数字转换任务、数字

Stroop任务。每完成一个任务，休息3分钟后再开始

下一个任务的测试，完成全部任务约需40分钟。

1.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在数字

倒背任务和视空广度任务中，只记录被试能记忆的

最高水平数。在2-back任务、数字转换任务和数字

Stroop任务，以反应时和正确率为指标，数据剔除指

标为超出三个标准差。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相关

分析进行数据分析。

2 结 果

2.1 被试的基本情况

两组被试在年龄和瑞文测试得分上均无显著差

异，但健康对照组的受教育年限显著高于冰毒戒断

组的受教育年限。见表1。
表1 冰毒戒断组和健康对照组被试的基本信息（M±SD）

2.2 工作记忆各项成分的结果

被试在所有任务中的结果如表2所示。两组仅

在数字 Stroop任务的抑制量上存在差异，戒断组的

抑制量显著高于对照组的抑制量(t=2.71, P<0.01)。
其他指标的差异均不显著。

表2 冰毒戒断组和健康对照组在各项任务上的测试结果（M±SD）

数字倒背广度
视空广度
2-back正确率
2-back反应时
数字转换单任务正确率
数字转换双任务正确率
转换量
数字Stroop一致正确率
数字Stroop中性正确率
数字Stroop不一致正确率
抑制量

戒断组（N=69）
5.69±1.19
4.44±0.87
0.78±0.14

1473.76±415.33
0.93±0.13
0.88±0.17

851.32±413.69
0.99±0.02
0.97±0.03
0.81±0.12

105.79±80.49

对照组（N=69）
5.33±1.71
4.47±1.12
0.77±0.13

1646.48±864.76
0.95±0.08
0.89±0.12

749.69±427.54
0.99±0.02
0.99±0.02
0.84±0.17

71.48±67.72

t
1.80
-0.17
0.18

-1.50
-0.83
-0.35
1.42

-0.33
1.74

-0.71
2.71

P
0.074
0.866
0.859
0.137
0.408
0.724
0.158
0.745
0.089
0.481
0.008

年龄（周岁）

教育年限（年）

瑞文原始得分

首次使用冰毒年龄（周岁）

冰毒使用时长（年）

戒断时长（月）

每次用量（克）

戒断组

(N=69)
34.51±6.71
10.25±3.07
43.97±9.07
27.30±6.41
7.42±5.86
5.20±3.78
0.33±0.20

对照组

(N=69)
34.30±11.52
11.94±4.13
45.89±8.29

—

—

—

—

t
0.13

-2.70
-1.07
—

—

—

—

P
0.900
0.008
0.287
—

—

—

—

2.3 戒断组抑制量与首次使用冰毒年龄、使用时

长的关系

采用相关分析对戒断组的抑制量与首次使用冰

毒年龄、冰毒使用时长、每次用量分别进行相关分

析。结果表明，戒断组的抑制量与首次使用冰毒的

年龄相关不显著(r=0.118, P=0.341)，与冰毒的使用

时长相关不显著(r=-0.093, P=0.453)，与每次用量的

相关也不显著(r=-0.171, P=0.325)。
3 讨 论

3.1 冰毒成瘾个体工作记忆容量

本研究采用数字倒背任务和视空广度任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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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测试个体的言语工作记忆广度和视空间工作记忆

广度。与Rendell等人 [10]发现成瘾个体工作记忆容

量受损的研究结果不同的是，本研究结果显示，冰毒

成瘾个体与健康对照组在工作记忆容量上没有显著

差异，表明冰毒成瘾个体的工作记忆存储能力没有

受损。研究结果的不同，可能是由于被试量相差较

大引起的，Rendell等人的研究中两组被试仅各 20
人，研究结果容易出现偏差；此外，Rendell等人采用

的被试有吸食多种毒品的成瘾史，其大脑的损伤可

能更严重。而以往的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单纯冰

毒成瘾对工作记忆的损害没有体现在存储功能上[20，

11,13，14，24]。如Simon等人[25]同样采用数字倒背任务，发

现单纯冰毒成瘾个体的工作记忆容量与对照组没有

显著差异，每组各65人的被试量使得研究结果较为

可靠，本研究结果也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冰毒成

瘾个体的存储功能没有受损，表明在加工处理信息

的过程中，不管是言语信息还是视觉空间信息都能

得到有效的存储，他们在学习等其他认知任务方面

表现出来的缺陷[26]不是由于存储容量的不足而引起

的。

3.2 冰毒成瘾个体的刷新和转换功能

刷新代表了个体对信息的监控能力，体现为将

与当前任务相关程度较低的信息替换成相关程度较

大的信息。结果显示，两组在2-back任务的正确率

和反应时均没有显著差异。而Chang等人则发现冰

毒成瘾个体在 2-back任务的正确率显著差于健康

对照组 [6]，以及成瘾个体的反应时显著大于对照组
[27]。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是被试人数较少以及戒

断时长的不同而引起的。Chang等人[6，27]的研究中没

有报告被试群体的平均戒断时长，而有研究表明，经

过一定时长的药物戒断后，成瘾个体的认知功能会

有部分的恢复[7，11]。本研究的成瘾被试平均戒断时

长为 5个月，结果显示刷新功能与健康对照组没有

显著差异，可能是因为冰毒成瘾没有损伤到刷新功

能，也有可能是因为经过了一定时间的毒品戒断后，

刷新功能得到了恢复。

转换体现的是个体在不同任务或规则之间来回

切换的能力，反映了个体思维的灵活程度。本研究

发现，两组被试数字转换任务的正确率和转换量反

应时均没有显著差异。Talland和Quarton[21]采用活

动数字广度任务考察冰毒对个体注意转换能力的影

响，发现静脉注射冰毒对个体的注意转换能力没有

显著的影响。但该研究只采用了 18名成年男性被

试，被试的成瘾史没有报告，而且没有设置健康对照

组。本研究在保证了被试量相对足够的前提下，同

样发现冰毒成瘾个体的转换能力没有显著差异，该

结果与刷新任务的测试结果相似。但本研究无法对

该结果进行深入的探讨，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3.3 冰毒成瘾个体的抑制功能受损

抑制是指个体在执行认知任务的过程中，对优

势反应或信息进行抑制的过程，它在中央执行系统

中扮演着重要的基础成分。本研究发现，冰毒成瘾

个体的反应抑制量显著大于控制组的抑制量，表明

冰毒成瘾个体的抑制功能受损，而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成瘾个体的抑制量与首次使用冰毒的年龄、冰毒

成瘾时长以及每次冰毒用量均没有显著相关。以往

大部分研究均发现冰毒成瘾个体的抑制功能明显受

损[14，15]，但受损情况与成瘾时长并不相关[7，16]，本研究

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冰毒成瘾个体表现出来的抑制能力的受损，有

着相应的脑功能缺陷。来自脑成像的研究发现，与

对照组相比，冰毒成瘾个体在完成 Stroop抑制任务

时其右侧前额叶皮层、右额下回、辅助运动皮层/前
扣带回和岛叶前皮质的激活程度下降 [14，15]，这些区

域与抑制控制有关，表明冰毒成瘾个体对行为调节

的控制存在缺陷。研究者认为，反应抑制能力与有

效地停止药物滥用有关，因为抑制急促的药物寻求

反应与抑制动作反应之间可能有着相同的机制[28]。

成瘾个体难以控制强迫性的药物寻求，即使戒断后

仍然容易出现复吸，这与其抑制功能的缺陷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虽然有研究表明，在经过 1个月的

戒断期后，冰毒成瘾个体的颞回、右角回、右脑岛、左

楔前叶、左额下回和左枕极的灰质体积明显增大[22]，

但这些区域与抑制功能不直接相关。短期戒断的冰

毒成瘾个体，其工作记忆中央执行系统只表现出抑

制功能的缺陷，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抑制功能受损

情况最严重，短期戒断不能有明显的功能恢复；另一

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抑制功能的缺陷是冰毒成瘾个

体的特性，并非药物成瘾而引起的。药物成瘾与抑

制功能的缺陷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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