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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记忆是一种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和操纵信息

的能力，它是高级认知功能的核心组成部分 [1]，同

时，工作记忆损伤也是物质成瘾者的核心特征 [2]。

在已有研究中发现，香烟[3，4]、酒精[5，6]、可卡因[5]、大麻
[7]，阿片类药物[8]等成瘾群体在工作记忆任务中都表

现出工作记忆受损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成瘾者在完

成 n-back任务时，反应时更长，正确率更低。这可

能与长期的成瘾物质滥用导致成瘾者与工作记忆相

关的脑区受损有关，如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海马（hippocampus, HIPPO）和杏仁核基底外侧

区（basolateral amygdala, BLA）[9]。同时，工作记忆容

量对药物使用行为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工作记忆

容量较低的个体，其药物使用的可能性会更大[10]，而

具有较高的工作记忆能力的个体可以抑制与药物有

关的记忆联想反应，并应用一种或多种认知处理策

略来成功地解决相互冲突的目标，从而减少药物使

用的风险[11]。个体在工作记忆能力上的差异能够调

节认知动机过程与(未来)物质使用之间的关系。比

如，工作记忆容量较低的学生，其内隐的积极唤醒认

知能预测一个月后更强的酒精使用行为，工作记忆

容量较高的学生，其外显的积极唤醒认知则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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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通过n-back范式，考察海洛因依赖短期戒断者的工作记忆是否存在可恢复性。方法：选取99
名男性被试，其中三个月戒断组34名，六个月戒断组33名，对照组32名，三组被试在年龄，受教育水平方面进行匹

配。被试按要求依次完成0-back，1-back，2-back任务。结果：（1）在反应时上，0-back条件下，三个月戒断组的反

应时要显著长于正常组；1-back条件下，六个月戒断组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正常组，同时三个月戒断组的反应时更加

显著长于正常组；2-back条件下，三组被试在反应时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2）在正确率上，0-back条件下，三组被

试在正确率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1-back和2-back条件下，三个月戒断组和六个月戒断组的正确率都显著低于正

常组。结论：长期的药物滥用会使海洛因成瘾者的工作记忆受损；经过短期的戒断，海洛因戒断者的工作记忆并没

有得到显著性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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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n-back paradigm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working memory of heroin ad⁃
dicts with short-term withdrawal was restorable. Methods: Ninety-nine male subjects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34 in the
three-month withdrawal group, 33 in the six-month withdrawal group and 32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hree groups were
matched in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Results: (1)Under 0-back condition, the reaction time of the three-month withdraw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group; under 1-back condition, the reaction time of the six-month
withdraw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group, while the reaction time of the three-month with⁃
draw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group; under 2-back condi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2)Under the condition of 0-back,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rrect rat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1-back and 2-back, the correct rate of the three-month withdrawal group and the
six-month withdraw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group. Conclusion: Long-term drug abuse im⁃
pairs heroin addicts’working memory; which cannot be recovered by short-term withdrawal.
【Key words】 Short-term withdrawal; Heroin abstainers; Working memory; Working memory updating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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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更强的酒精使用行为[12]。

随着对成瘾人员工作记忆损伤研究的深入，目

前对工作记忆损伤的可恢复性问题也引起了研究者

的关注。研究发现，药物成瘾人员的工作记忆通过

药物治疗能够得到改善。比如，通过服用莫达非尼

（modafinil）[13]或者利凡斯的明（rivastigmine）[14]，可卡

因依赖者的工作记忆是可以得到改善的；青少年吸

食大麻者的语言学习和言语工作记忆较差，在戒断

三周后有所改善[15]。然而有的研究却发现与对照组

相比，可卡因依赖组在早期戒断时认知能力、注意

力、言语记忆和学习任务均表现出明显的缺陷，大部

分的认知障碍在戒断四周后仍然存在，表明通过戒

断其注意和工作记忆等认知能力没有恢复[16]。

由于当前对于药物成瘾个体工作记忆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可卡因[5，14，16]，大麻[15]等，而海洛因作为我国

一种较为普遍的成瘾药物，目前尚缺乏对其工作记

忆的系统研究，了解海洛因成瘾者短期的戒断恢复

情况对后期的治疗方案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因此，为了探讨短期戒断时间的海洛因成瘾者

的工作记忆损伤以及其恢复情况，本研究采用 n-
back任务，以正确反应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为指标，

考察海洛因依赖短期戒断者工作记忆刷新能力是否

会有所改善。有研究发现经过3个月左右的戒断时

间，药物成瘾者的注意控制能力依旧存在损伤[17]，经

过6个月左右的戒断其在威斯康辛卡片分类测验中

的表现依然不能达到正常人水平[18]。经过两年的戒

断时间的海洛因戒断组在反应时上能够较好地解决

冲突，但是在脑电成分上依旧存在损伤，经过四年的

戒断时间，药物成瘾者的注意控制能力基本恢复至

正常水平 [17，19]。因此，我们认为对于短期戒断的海

洛因依赖者，其执行功能依然存在损伤，并不能得到

显著的恢复。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1）在三种负

荷条件下，三个月戒断组和六个月戒断组在反应时

上显著长于正常组的反应时，在准确率上显著低于

正常组的准确率；（2）在三种负荷条件下，三个月戒

断组和六个月戒断组在反应时和正确率上没有显著

性差异。

1 方 法

1.1 被试

从甘肃省兰州市某强制戒毒所选取 67名男性

海洛因戒断者，其中戒断时间在三个月的戒断者34
名（进入戒毒所之前需要经过两个月的生理脱毒，因

此第三个月是他们正式开始戒毒所戒毒生活），平均

年龄41.56岁（SD=8.69岁），受教育年限7.91年（SD=
3.5年）；戒断时间在六个月的戒断者 33名（在以往

研究中一般把六个月之前称为短期戒断[20]），平均年

龄 44.79岁（SD=7.76岁），受教育年限 7.83年（SD=
3.67年）。所有海洛因戒断者都符合DSM-IV阿片

类药物诊断标准，确定其都是海洛因单一药物依赖

者。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无色觉问题，无既往精

神病史和其他严重疾病，均为右利手。正常被试32
名，平均年龄42.16岁（SD=7.78岁），受教育年限8.53
年（SD=2.65年），三组被试在年龄 F(2, 96)=1.49, P>
0.05，教育年限 F(2, 96)=0.24, P>0.05方面无显著性

差异。所有对照组被试无精神疾病，没有药物滥用

史以及其他重大疾病，均为右利手。

1.2 实验设计与程序

采用 3（被试类型：正常被试，三个月海洛因戒

断者，六个月海洛因戒断者）×3（记忆负荷量：0-
back，1-back，2-back）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被试类

型为组间变量，记忆负荷量为组内变量。因变量为

被试在实验中正确反应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实验采用n-back范式，通过E-Prime 2.0软件编

制实验程序，共分为 0-back，1-back和 2-back三个

部分，被试依次完成 0-back，1-back，2-back。被试

与屏幕中心的距离为60cm左右。在正式实验前，被

试会在每种条件下进行一组练习实验，正确率达到

60%后方可进入正式实验。正式实验中，每种条件

下共有两个 blocks，每一个 block下会有 40个 trials，
每种条件下共有80个 trials，总共240个 trials。任务

刺激采用 1~9的阿拉伯数字，数字一致和不一致的

比例为1:1，要求被试在实验中又快又准地进行按键

反应。

当被试明白实验任务之后，开始进行正式实

验。首先，电脑屏幕会出现一个 500ms的白色注视

点，实验中采用黑色背景，接下来屏幕呈现 500-
800ms的黑屏，之后出现500ms的刺激，紧接着会出

现 1000ms的黑屏，然后 500ms的刺激和 1000ms的
黑屏循环出现。被试被要求，在 0-back任务中，如

果看到数字“1”则按“F”键，反之则按“J”键；在 1-
back任务中，被试需要判断当前出现的数字与倒数

第一个数字是否相同，相同按“F”,反之则按“J”；在
2-back任务中，被试需要判断当前出现的数字与倒

数第二个数字是否相同，相同按“F”，反之则按“J”。
实验流程图如图1所示。

1.3 实验数据采集和处理

实验数据由 E-Prime 2.0软件自动记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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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 22.0对被试正确反应的反应时和正确率采用3
（被试类型：正常组、三个月戒断组和六个月戒断

组）×3（记忆负荷量：0-back、1-back和2-back）两因

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图1 n-back任务流程图

2 结 果

2.1 正确反应的反应时

对不同类型的被试在不同记忆负荷下正确反应

的反应时采用 3（被试类型：正常被试，三个月海洛

因戒断者，六个月海洛因戒断者）×3（记忆负荷量：

0-back，1-back，2-back）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被试类型主效应显著，F(2, 96)=5.06，
P<0.01，ηp2=0.10；工作记忆负荷量的主效应显著，F
(2, 192)=118.00，P<0.001，ηp2=0.55；被试类型与工作

记忆负荷量的交互作用显著，F(4, 192)=2.62，P<
0.05，ηp2=0.05。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在 0-back条件

下，三个月戒断组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正常组的反应

时(P<0.01)，三个月戒断组的反应时与六个月戒断组

的反应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六个月戒断组

的反应时与正常组反应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
0.05)；在 1-back条件下，三个月戒断组的反应时显

著长于正常组的反应时(P<0.01)，六个月戒断组的反

应时显著长于正常组的反应时(P<0.05)，三个月戒断

组和六个月戒断组的反应时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在 2-back条件下，三个月戒断组，六个月

戒断组和正常组的反应时之间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见表1。
2.2 正确率

对不同类型的被试在不同记忆负荷下的正确率

采用3（被试类型：正常被试，三个月海洛因戒断者，

六个月海洛因戒断者）×3（记忆负荷量：0-back，1-

back，2-back）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被试类型主效应显著，F(2, 96) =
14.57，P<0.001，ηp2=0.23；工作记忆负荷量的主效应

显著，F(2, 192)=100.29，P<0.001，ηp2=0.51；被试类型

与工作记忆负荷量的交互作用显著，F(4, 192)=6.26，
P<0.001，ηp2=0.12。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在0-back条
件下，三个月戒断组、六个月戒断组和正常组在正确

率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在1-back条件下，

三个月戒断组的正确率显著低于正常组的正确率

(P<0.05)，六个月戒断组的正确率显著低于正常组的

正确率(P<0.05)，三个月戒断组和六个月戒断组的正

确率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在 2-back条

件下，三个月戒断组的正确率显著低于正常组(P<
0.001)，六个月戒断组的正确率显著低于正常组(P<
0.001)，而三个月戒断组和六个月戒断组在正确率

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2。
表1 不同类型的被试在不同记忆

负荷下正确反应的反应时（M±SD）

表2 不同类型的被试在不同记忆负荷下的正确率（M±SD）

正常组

三个月戒断组

六个月戒断组

0-back
457.33±62.65
512.58±73.17
477.75±54.28

1-back
521.31±117.24
632.04±120.54
594.70±116.71

2-back
649.16±193.81
716.04±135.55
635.51±158.31

正常组

三个月戒断组

六个月戒断组

0-back
0.97±0.05
0.95±0.05
0.94±0.14

1-back
0.93±0.07
0.84±0.16
0.83±0.14

2-back
0.86±0.11
0.67±0.14
0.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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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研究结果发现，在 0-back条件下，虽然三组被

试在正确率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在反应时上发

现三个月戒断组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正常组，六个月

戒断组与正常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1-back条件

下，无论在反应时还是正确率上，两组戒断组的表现

都显著差于正常组，且两组戒断被试之间没有显著

性差异；在 2-back条件下，虽然三组被试在反应时

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在正确率上两组戒断组的

表现都显著差于正常组，且两组戒断被试之间没有

显著性差异。本研究的实验结果部分支持了研究假

设，总体说明长期的药物滥用会使海洛因成瘾者的

工作记忆受损；经过短期的戒断，海洛因戒断者的工

作记忆并没有得到显著性的恢复。

海洛因成瘾者工作记忆存在损伤这一现象与以

前的研究一致[21]，同时在其他成瘾物质依赖者的研

究中也得到了印证。比如：在大麻和阿片类依赖者

中发现其工作记忆存在损伤 [8]，从而说明滥用药物

能引起工作记忆的损伤。这种损伤可能是由于药物

滥用导致与工作记忆相关脑区的异常。研究发现，

在空间工作记忆中，大麻和酒精共用的个体与对照

组相比，表现出更多的背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
frontal, DLPFC）激活和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失活，以及右侧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和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gyrus, STG）
反应明显减少[22]。工作记忆存在损伤，既会导致成

瘾个体的控制系统减弱，使其不能有效地抑制药物

成瘾个体由情绪自动化系统被药物或药物相关线索

过度激活导致的冲动性觅药行为，也会导致对危险

决策的评估不足，无法很好地预测其带来的负面后

果，从而导致海洛因成瘾者对海洛因的觅药行为的

产生，形成吸食海洛因损伤工作记忆，工作记忆损伤

加剧海洛因的寻求行为的恶性循环 [23，24]。与此同

时，本研究发现经过短期戒断海洛因戒断者的工作

记忆并没有显著性的恢复。在执行功能的其他方面

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个发现，有研究发现，即使经过短

期的戒断，海洛因成瘾者受损的抑制控制功能很难

恢复[25]，这可能是由于戒断时间较短执行功能相关

脑区的损伤还没有得到恢复。同时，经过较长时间

的戒断，成瘾个体的执行功能会有所恢复。比如，经

过一年的戒断，海洛因成瘾者在字母Flanker任务中

能更好地调用自己的认知资源和策略去处理冲突问

题[26]，经过四年的戒断时间，药物成瘾者的注意控制

能力基本恢复至正常水平[18]。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也发现，在正确率上，0-
back条件下不符合假设，三组被试在0-back上的正

确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从理论上来讲0-back任务

并不是工作记忆任务，而是选择性注意任务[27]，不完

全属于工作记忆刷新指标，因此它的属性降低了它

对工作记忆解释力度，而且实验任务简单可能引起

了正确率的天花板效应。在反应时上，三组被试在

2-back上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并不符合预期，

可能是任务过于困难，造成了地板效应。虽然反应

时由于地板效应导致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在正确

率上两组戒断组都显著低于正常组，综合下来两组

戒断被试在2-back的表现仍然是差于正常组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长期的药物滥用会使海

洛因成瘾者的工作记忆受损；经过短期的戒断，海洛

因戒断者的工作记忆并没有得到显著性的恢复。未

来研究可以选择纵向追踪研究来探讨戒断时间更长

的海洛因戒断者其工作记忆的可恢复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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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催产素在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核心症状中的作用与机制》一文作者情况说明

本刊2019年第3期发表的《催产素在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核心症状中的作用与机制》一文，由于作

者的疏忽，第三作者姓名误写成“仇芳”。现特别说明，第三作者正确的署名应为“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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