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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情景思考(episodic future thinking)指对位于特定的

时间和空间关于自我的未来事件的预先体验过程，它是一种

自我投射到未来事件的预体验能力（如想象下周末与家人聚

会的情景与体验)，也涉及个人理解未来的一般方式(即悲观/
乐观)[1]。对未来的感知与模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

能力[2]，能让个体为未来做准备，对于人类具有重大意义。

情绪障碍（emotional disorders）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精神

障碍诊断类型，而是研究者对以情绪异常为主要症状的多种

精神障碍的统称[3]。相比于健康人群，情绪障碍人群的情景

记忆存在缺陷，如抑郁障碍患者的自传体记忆的过度概括化

现象，焦虑障碍患者的记忆偏向等。

而由于回忆和想象的重叠，未来情景思考和情景记忆的

心理病理特点是否一致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好奇，情绪障碍人

群的未来情景思考的特点也逐渐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已

有综述阐明了未来情景思考与抑郁症部分的经验关系[4]，但

现有研究发现[5，6，11-21]未来情景思考的病理特点不仅仅发生在

抑郁障碍人群中，在其他情绪障碍中，未来情景思考异常也

多有发生。由此可以推测，未来情景思考异常这一现象与情

绪障碍高度关联。本文旨在介绍未来情景思考在部分情绪

障碍中的表现形式，未来情景思考异常的心理病理解释以及

针对或运用未来想象的干预效果。

1 情绪障碍患者未来情景思考的特点

未来情景思考的测量范式包括三类：第一类要求被试根

据情绪线索报告和自己相关的未来事件，如未来思考任务

(future thinking task, FTT)要求被试在规定时间内(60s)依据积

极、消极、中性情绪线索词想象和自身相关的未来事件[6]；其

变式如自传访谈(autobiographical interview, AI)要求被试报告

过去已经发生的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个人事件[7，8]。第二类是

未来事件量表(future event likelihood measure)，指定典型的几

十件未来积极/消极事件，要求被试评估其发生在自身的可

能性[9]，用于评估个体对未来事件发生的偏向性。第三类是

更具生态效度的范式，例如Hoerger等人曾让325名被试预测

情人节那天是否有约会及有无约会的情绪体验，一个月后追

踪采集实际数据，检验被试未来情景思考的偏差[10]。

未来情景思考的异常特点包括偏向性、过度概括化和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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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性的未来表象——闪前(flash-forward)[3，5，6，11-21]。具体来说，

偏向性指对未来情景思考的加工偏好，表现为报告积极/消
极未来事件的速度和数量偏好、预估某类事件发生可能性的

主观概率偏好；过度概括化类比于自传体记忆提取的过度概

括((overgenerality))现象，即报告内容缺乏具体细节；侵入性的

未来表象指脑海中不自觉闪现与未来有关的情景。

1.1 消极偏向
健康人群存在乐观偏向，即持有好消息和自身更有关

联，坏消息和自身更无关的信念[11]，而抑郁和焦虑障碍人群

更容易受坏消息的“吸引”。在未来情景任务中，相比于健康

被试，抑郁障碍被试报告更少的积极事件，更多的消极事件，

并且报告积极事件更困难 [12]。相比于健康被试，抑郁障碍被

试相信消极事件更可能发生，积极事件更不可能发生 [6]。

Wu, Szpunar, Godovich, Schacter和Hofmann[5]对比了广泛性焦

虑障碍患者和健康被试未来情景思考特点，结果发现相比于

健康被试，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报告的积极未来事件数量没

有变化，但消极未来事件显著多于健康对照组。Kleim, Gra⁃
ham, Fihosy, Stott和 Ehlers[13]使用FTT实施的研究表明，在报

告指定数量的未来事件时，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PTSD)患者组比健康对照组报告更少积极事

件细节，而在消极事件上没有差异。

1.2 过度概括化
抑郁障碍人群在报告与个人有关的记忆时，存在过度概

括化现象。采用FTT范式的研究表明，抑郁和焦虑人群相比

于健康被试，其未来情景缺乏细节且不生动，这与回忆过去

的研究结论一致[14]。健康被试在基于以往的熟悉材料报告

未来事件时，会主动描绘情景的细节，而焦虑患者的未来情

景思考更不生动 [5]。不仅如此，King,Williams, MacDougall,
Ferris, Smith和Ziolkowski[15]等人通过FTT任务发现相对于健

康对照组，双相障碍患者依据各类线索词报告的未来事件具

体性也更低。

大量研究发现PTSD患者的过度概括化现象，但也有一

些不一致的结果。Brown等人对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患有和

未患PTSD的军人报告的未来个人事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与未患PTSD的军人相比，患有PTSD的军人所报告的未来情

景更多关于战争，且更难回忆和想象事件的具体细节[16]；对

参与该研究的其中 28名被试进行自传访谈，采用单盲法将

访谈材料编码为情景细节、语义细节、无关信息和个人信息，

结果发现不论是报告过去事件还是未来事件，相比于对照

组，PTSD患者组都报告更少情景细节 [17]。也有不一致的结

果，Blix和Brennen[18]以曾有过性侵经历的被试为研究对象，

并未发现被试未来情景思考的概括化现象，这可能与实验程

序及样本量的差异有关，该研究在未来想象任务中使用的线

索词是以句子形式呈现的，给与被试更多提示，且研究被试

是非临床样本，不确定是否达到PTSD的临床诊断标准。

不同于一般的悲痛，复杂性悲伤(complicated grief, CG)是
一种长期而有害的丧亲之痛。复杂性悲伤患者对死者感到

强烈的怀念，无法重新投入生活，伴有抑郁和PTSD症状。他

们在报告和死者有关的未来事件时，具体性完好，但想象和

死者无关的未来事件时，具体性显著差于健康对照组[19]。

1.3 侵入性表象
社交焦虑、特异性恐怖症、强迫症患者会不自觉想象未

来糟糕的情景，抑郁和焦虑障碍患者常报告更多与个人相关

的侵入性的未来表象[3]，其中高自杀风险个体（多为抑郁障碍

和双相障碍患者）关于自杀行为的侵入表象最受学者的关注
[3，20]，关注点集中在关于自杀的侵入性表象对实际自杀行为

的影响。已有研究提示，直接对侵入的自杀表象进行工作可

有效减少自杀行为[21]。

2 未来情景思考异常的心理病理解释

2.1 表象对情绪的放大作用
以情绪障碍为主要症状的心理障碍中更易发现未来情

景思考的异常，原因在于未来情景思考是关于未来的表象加

工，而心理表象(mental imagery)加工较之语义加工能承载更

多情绪。有研究表明，患特异性恐怖症的被试相比于健康被

试的特质表象加工水平更高，在语言发展之前，大脑中一些

基本情感（如恐惧）可能主要对感官形式的信息进行存储和

响应，对以更抽象和任意符号形式表示的信息更少做出直接

反应[13]。神经影像学中也有证据表明，心理表象和感知觉过

程占用相同的认知通道，激活相似的脑区如视觉皮层，在额

叶和顶叶激活的脑区有大量重叠，在颞叶和枕叶区域有少量

重叠，说明情绪和表象的高关联度[22]。

2.2 评估模型
未来情景思考涉及未来信息的加工过程，健康被试的大

脑偏爱加工好消息(good news)，加工坏消息(bad news)的能力

被抑制且能够主观削弱坏消息的影响，但抑郁障碍患者对坏

消息的加工是完整的[23]。Sharot, Korn和Dolan[11]曾让20位健

康被试一一评估80件不同的消极生活事件（例如：半夜房屋

被盗、患上老年痴呆）未来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而后告

诉被试这些事件的实际概率，再要求被试重新评估，若被试

高估事件的发生率，则被定义为“好消息”，低估事件的发生

率则为“坏消息”，称为“好/坏消息效应”(good news/bad news
effect)。结果表明，重评时被试面对“好消息”降低发生率的

差值要大于面对坏消息时升高发生率的差值。有研究发现，

个体处理“好/坏消息”的神经区域不同，在加工未来的好消

息时，左侧前额叶和双侧额上回激活，在加工未来的坏消息

时右侧下顶叶、颞叶上回和额上回激活，加工好消息的脑区

活性更高[23]。Sharot在后续研究中检验抑郁障碍患者对未来

信息的加工过程时，没有发现这一效应，抑郁被试在处理好

消息和坏消息时，相应脑区具有同等程度的激活[24]。

评估模型(Valuation Model)认为相比于健康人群，焦虑与

抑郁障碍患者易高估未来信息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对消极信

息的高估导致对消极信息的加工偏好。消极信息持续占用

焦虑和抑郁障碍患者的认知资源。Anderson, Laurent和Yan⁃
tis[25]研究价值驱动的注意捕获(value-driven attentional cap⁃
ture)为这一模型提供了证据，他们在实验初始阶段让健康被

试形成颜色刺激与奖赏的联结，在正式实验阶段将颜色刺激

作为无关刺激，发现一旦呈现颜色刺激，被试对目标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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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表现就会下降，即使原奖励刺激变为无关刺激，仍持续

干扰对目标刺激的注意；原被试在实验结束后的半年内没有

继续学习该实验，再次完成相同任务仍发现价值驱动的注意

捕获现象，说明被试对刺激赋予价值后一旦习得会持续的捕

获注意力。

2.3 记忆重构模型
情景记忆与未来情景思考受到相同因素的影响如大脑

损伤、发展年龄以及现象学特征[26]，于是研究者们从情景记

忆的视角来理解未来情景思考。两者相似性研究源于健忘

症患者N.N。N.N因为一场车祸长时记忆能力严重受损,无
法记忆与个人有关的任何事件，也无法建构任何未来的情景
[27]。此外来自神经影像学的研究发现在情景记忆和未来情

景思考时前扣带回皮层、前额叶皮层的腹中部、背中部、杏仁

核均被激活[2]。儿童发展情景记忆和未来情景思考的关键期

均为3-5岁，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开始理解未来不是对过去的

简单重复以及它的不确定[1-2]。Szpunar和Mcdermot[26]的研究

发现，相比于在陌生背景（北极圈、中国长城）的未来情景建

构，个体在熟悉情景下（家中、常去的酒吧）的未来情景建构

更生动具体，且熟悉的情景进行未来情景建构，建构的个人

事件与情景记忆更相似。从记忆着手研究未来情景思考是

了解其机制的捷径[28]。

在此背景下，记忆重构模型(Reconstructive Memory Mod⁃
el) (图1[29])解释了情绪障碍患者未来情景思考的偏向性和概

括化原因。该模型认为，未来情景思考的实质是将过去的记

忆细节重整投射到未来的建构上，而优先提取哪些记忆取决

于个体当下的心境。情绪障碍患者在提取原材料时存在提

取偏向，总是优先提取消极的记忆材料，那么基于有偏记忆

建构的未来自然是有偏的，对于消极的未来情景的反复模拟

增加了对消极未来事件发生的确定感。PTSD患者等其他有

创伤经历的情绪障碍患者（如复杂性悲伤、抑郁障碍患者）基

于对自我的保护，其对过去痛苦的记忆的回避导致记忆提取

的过度概括化，使其在建构相关未来情景时也出现过度概括

的现象。

图1 记忆重构模型[29]

我们还可以在神经影像学中找到证据，海马体(Hippo⁃
campal)与细节的重组有关，是情景建构的重要脑区 [30]。

Bremner等人采用磁共振成像技术对 16名抑郁患者和 16名
健康被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抑郁患者的左侧海马体体积显

著小于健康被试[30]。未来情景建构的原材料因海马体的损

伤无法细致加工导致概括化的特点。

评估模型从信息评估的角度来解释抑郁、焦虑、双相障

碍的未来情景思考中一般期待的偏向性，记忆重构模型认为

未来情景思考的异常是因为未来情景思考的原材料(情景记

忆)的概括化和偏向性，而关于侵入性的未来表象目前还停

留在描述阶段。

3 基于未来情景思考的临床干预

基于未来情景思考的干预方法主要是积极表象重复性

训练(positive imagery re-training)，旨在通过训练被干预者产

生积极的未来情景来缓解临床症状，促进目标行为的发生。

干预策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模糊情景与积极结果的联结训

练，二是未来情景的建构训练。

3.1 模糊情景与积极结果的联结训练
一类是基础干预，即加强模糊情境与未来积极结果的联

结训练，如表象认知偏向矫正(imagery cognitive bias modifica⁃
tion)技术，常被用来矫正解释偏向(interpretive bias)，被干预

者根据语音类指导语或者图片文字想象不同的未来积极事

件，重复想象数周[31]。

解释偏向是个体在面对模糊情境时给予消极解释的倾

向[31]。被干预者依照指导语或配图文字想象在模糊情境中

获得积极结果，经过重复训练，抑郁症、双相障碍、焦虑患者

都得到了不错的疗效[31-34]。在Williams的干预研究中，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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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组（想象积极未来情景）被试的症状改善更为明显，但控

制组（想象的积极未来情景和消极未来情景各占一半）被试

也有改善，研究人员认为控制组的被试治疗动机强且想象暴

露也起到一定作用，以上可能原因需要实验进一步检验[31]。

在矫正解释偏向的研究中还发现个体暴露于积极未来

情景下有利于积极情绪的产生，缓解乐感缺乏。Blackwell团
队研究持续 4周的表象认知偏向矫正对抑郁患者的干预作

用，结果表明干预组和控制组对总的抑郁症状(BDI-II分数)
的干预差异不显著，但干预组中加强模糊情景与未来积极结

果的联结训练能有效改善情绪，缓解乐感缺乏症状[35]，这一

结果得到Williams等人的重复验证[31]。乐感缺乏作为抑郁情

绪的重要指标，是以往干预研究的一大难点，未被作为直接

干预的靶目标，以往干预对总体的抑郁症状虽有明显的缓

解，但对乐感缺乏这一核心症状仍缺乏效力[36]。个体通过想

象积极的未来情景会产生心理完成感(mental attainment)并获

得积极情绪体验[37]，Holmes和Mathews[22]认为，其背后的机制

与语义加工和表象加工对情绪唤起程度的差异有关。

此外，对于存在记忆偏向、难以提取详细的过去积极事

件表象的情绪障碍患者，对未来情景建构的联结训练是一个

突破口。过去已发生无法再改变，未来情景是可创造的，相

比于对过去情景的再造，积极的未来情景对情绪障碍患者更

具操作性和说服力。

3.2 未来情景的建构训练
研究者们从未来情景的建构角度着手，依据指导语建构

指定的具体生动未来情景，让被试产生具体生动想象的刻意

练习。提高被试积极结果表征的可得性，缓冲因时间距离导

致的奖赏折扣，提高积极预期来促进有益行为的发生。

大量非临床样本的研究发现，想象某种行为能增加该行

为真实发生的概率，例如建构“投票”的未来情景能够提高选

民的投票率，这种现象可用“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
tic)”来解释，即人们对事件发生概率的直观判断部分取决于

与该结果一致事例的可得性。因此，回忆（或想象)特定情绪

情境的速度与再次发生该事件的主观概率相关。重复建构

特定未来情景更能够相应增强其主观发生概率[38]。

未来情景思考的训练也能促进临床样本有益行为的出

现，提高延迟满足的能力，在多个临床领域都有干预价值。

表象认知偏向矫正(imagery 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imag⁃
eryCMB)的单独干预对复发5次及以上的抑郁障碍患者的症

状缓解干预疗效甚微[35]，使得表象认知偏向矫正作为一个单

独干预方法普及性受损。于是有研究者将 imageryCBM与其

他认知干预方法(如 i-CBT)组合使用，通过前期一周 imagery⁃
CBM干预来唤起被干预者的积极情绪和好的结果预期，再进

行持续十周的认知行为治疗，相较于单纯的认知行为治疗,
结合后的疗法有增益的疗效[31]。积极未来情景思考训练能

有效促进个体的行动积极性，且作为其他干预研究的第一步

能有效提高患者加入后续干预治疗的积极性。

除了基础层面的干预外，重视未来情景思考，通过聚焦

未来以获得希望并提高积极性这一思路在心理治疗和咨询

领域也有迹可循，如希望疗法、未来导向治疗、短期焦点治疗

里的“奇迹式问句”等。它们共有的特点是聚焦未来和目标

达成，即通过一系列有定义、可操作化的技巧为当事人创造

更多积极的未来预期。目前多用于团体治疗的随机对照效

果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的认知行为干预相比，针对未来情

景思考的干预效果更好[39，40]。

3.3 小结
综上，针对未来情景思考的干预训练能在认知上增强积

极结果与模糊情境的联结，提高积极结果表征的可得性，通

过对表象的表征来唤起更多积极情绪，在行为上通过持久保

持奖赏的主观价值来促进有益行为的发生，三者相辅相成。

近些年，表象认知偏向矫正和其他认知行为治疗[31]都有

了计算机化的程序，允许被干预者进行远程治疗，拓宽了该

干预的可得性，有望发展成治疗成本较低的自助式治疗。

4 局限与展望

4.1 未来情景思考异常与情绪障碍关系研究的深化
考虑到未来情境思考的普遍性特征，深入了解上述或更

多情绪障碍人群，包括不同病程患者之间在未来情景思考上

的共性和特异性可能会对未来的研究和干预有所帮助。例

如抑郁现实理论认为不同病程的抑郁患者对未来情景思考

偏向性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中度抑郁患者对于未来的认知是

最准确的[41]。

现有的研究多关注未来情景思考的病理性特点，然而关

注未来情景思考对于症状维持的意义也很有必要。消极和

过于积极的未来认知会维持回避这一不良应对策略，未来情

景思考与计划、行为弹性和自我控制有关[42]，未来研究可以

致力于更全面了解未来情景思考对于各类心理病理症状发

生、发展和维持的作用。

4.2 测量方法的改进与非有意未来情景思考的研究
测量的信效度是实证研究的基础，现有测量方法的核心

是让被试报告未来事件或评估未来发生某个事件的概率，方

法单一，表面效度高，被试易受测验当下即时心境、自我暴露

意愿和周围物理环境的影响[12]。未来研究可以拓展更多变

式，如Kosnes[12]等采用的未来情景思考的内隐关系评估(fu⁃
ture thinking implicit relations assessment procedure,FT-
IRAP)，是未来情景思考任务与内隐关系评估测验的结合，也

可在被试进行未来情景任务的同时通过 fMRI和ERP获取神

经生理信息。另外，在实验室产生的未来情景思考都是有意

产生的画面，而真实生活中有大量自发产生的情景思考，两

者存在一定差异，需加强自发情景思考的研究和更多具有生

态效度的研究，如对真实生活中的个人具体事件进行预测

（四六级考试能否通过等）。

4.3 干预研究中疗效因子的厘清
未来研究要厘清其他变量的疗效。基于未来情景思考

的干预研究发现，进行积极未来情景和消极未来情景各占一

半的想象对于个体的临床症状也有改善作用，因此难以区分

是暴露本身的疗效还是积极未来情景的疗效。Quoidbach,
Wood和Hansenne[43]的研究发现对未来情景单纯的暴露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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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缓解健康被试的焦虑，而一直暴露在消极未来事件的被试

的主观幸福感并未受到影响。消极的未来事件并不一定会

导致更糟糕的情绪，可能是因为这些预期的消极事件事实上

没有发生，通过心理对比，被试意识到了自己的幸运，并且可

能为防止糟糕结果发生而采取行动。增强中性情景与积极

结果的联结可以缓解患者暂时的焦虑，但同时也降低了个体

面对问题的行动动机，从长远的角度更可能维持症状[44]。

综上，目前的干预不具有特异性，如何操纵未来情景思

考，不同人群或许存在不同的最佳干预方案，有必要厘清未

来情景思考干预中的疗效因子和阻碍因子，为不同情绪障碍

人群找到针对性的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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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恋类型与学步儿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一项追踪研究》一文的作者更正说明

发表于《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年第25卷第4期603—607页的《依恋类型与学步儿情绪调节策

略的发展：一项追踪研究》一文（作者：时嘉惠、王争艳、尚睿娴、梁熙），由于作者的疏忽，第606页“2.2 不

同依恋类型学步儿在陌生情境中情绪调节策略的差异”部分存在笔误，原文“安全型依恋的学步儿在1~
2岁自我调节策略使用的总次数边缘显著多于不安全型依恋的学步儿”应为“在重聚情境中，安全型依

恋的学步儿1~2岁自我调节策略的使用次数边缘显著多于不安全型依恋的学步儿”。

对应地，第607页“3 讨论”部分第二段中“对于安全型依恋的学步儿，他们在陌生情境中使用的自我

调节策略多于不安全依恋的学步儿”应为“对于安全型依恋的学步儿，他们在重聚情境中使用的自我调

节策略多于不安全依恋的学步儿”；第603页“摘要”中“结果”部分第②条应为“在重聚情境中，安全型依

恋的学步儿自我调节策略的使用次数边缘显著多于不安全型依恋的学步儿”。

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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