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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肥胖情况不容乐

观，仅就7-22岁城市男生而言，其2010年的肥胖检

出率高达13.33%，2014年的调研结果表明该指标仍

在持续上升 [1-3]。肥胖不仅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身

体健康，使他们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性显著增加，

还可能会带来较低的自尊水平、身体满意度、自我效

能感，以及同伴侮辱等心理社会问题 [4-6]。同时，肥

胖对儿童认知能力的不良影响也开始受到更多研究

者的重视[7-9]。

对学龄前儿童的研究表明，早在4岁，儿童的体

重状况就已经与执行功能和语言方面的认知能力有

关 [8]。关于人类肥胖和认知功能毕生发展的研究表

明，不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肥胖与较差的认

知能力，尤其是执行功能缺陷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9]。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是执行功能的核心

成分，在个体认知活动中具有关键作用。那么，肥胖

与儿童工作记忆之间的关系如何？有研究者对比了

8-16岁的超重和正常体重儿童，结果显示超重儿童

在视空间推理能力和工作记忆数字广度测试中的认

知表现都更差[7]。然而同一时期也有研究者发现高

体质指数(BMI)和认知功能障碍没有关系，可能的原

因在于研究仅采用了超重作为指标，而儿童和青少

年认知功能的负面影响可能达到肥胖的程度才更容

易检测到 [10]。近期研究发现，9-12岁的超重-饮食

失控儿童在工作记忆列表排序任务(List Sorting task)
中的表现比正常体重-饮食控制和超重-饮食控制

儿童更差，但正常体重-饮食控制、超重-饮食控制

儿童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揭示了超重儿童与工作记

忆间更复杂的关系[11]。此外，与言语工作记忆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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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空间工作记忆与饮食过程中的冲动/自我控制的

关系更为密切，工作记忆的增强可以改善饮食行为

中的冲动控制，有助于体重管理 [12，13]。认知神经方

面有研究采用脑电图扫描(EEG)对 158名超重/肥胖

女青少年进行工作记忆和持续注意任务测试，发现

超重/肥胖女孩较同龄正常体重女孩在工作记忆任

务中正确再认率更低，在持续注意任务期间脑电图

β功率增强，该指标增强可能是超重/肥胖女孩在任

务中需要做出补偿性努力或动用额外认知资源造成

的[14]；近期研究揭示了肥胖与工作记忆联系的可能

内在机制，研究者通过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DTI)观
察连接支持工作记忆的脑白质纤维束发现，肥胖个

体纤维中的部分各向异性指数(FA)更低，这种微细

结构缺陷可能是肥胖个体工作记忆表现低下的重要

神经基础[15]。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研究者注意到了食物线索

在其中的特殊作用。有研究表明，与正常体重的儿

童、青少年相比，肥胖组对于食物刺激的反应更明

显，其前额皮层和眶额皮层的激活程度更高，同时在

进食后这种激活并没有显著减少 [16]。此后研究发

现，9-18岁肥胖儿童、青少年在面对食物图片时，与

工作记忆密切相关的、涉及编码和激活信息的背外

侧前额叶的激活程度更高[17，18]。

现有研究虽初步表明，肥胖与食物刺激的神经

网络的异常可能有关，且肥胖者可能具有工作记忆

缺陷[19]，但该领域的研究总体而言仍比较缺乏，尚有

一些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首先，工作记

忆包括存储和刷新两个核心功能，具有保持相关信

息、免受内外部影响因素的干扰，以及快速刷新内容

以适应外部变化和内部认知过程对信息的心理操作

的能力[20，21]。但以往研究多探究超重/肥胖儿童与正

常体重儿童的工作记忆广度差异，缺少对工作记忆

刷新能力的研究；同时，已有的行为研究只考虑了两

者对中性刺激的工作记忆差异，食物线索的证据多

来源于脑神经机制，缺少相关的行为研究验证。

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将作出以下改善：

首先，将分别探讨工作记忆广度和刷新与儿童体重

状态的关系。由于进食过程中视觉刺激占主导因

素，且与言语工作记忆相比，视空间工作记忆与冲

动、自我控制更为相关，肥胖个体的视空间能力表现

更差 [12，13]，因此，研究中将主要探讨视空间工作记

忆。通过有效弥补以往研究中在工作记忆刷新功能

上的空缺，对比不同体重状态儿童两种功能上的表

现差异，对超重/肥胖儿童的工作记忆机制进行较为

全面的探究，这有利于研究者们从临床上对超重/肥
胖儿童进行干预。其次，由于食物刺激对于肥胖者

具有特殊意义，对于其认知神经系统可能会造成特

定影响[16-18]，因此研究中加入食物线索，选择已往研

究中普遍采用的高热量食物图片及中性刺激图片作

为实验材料，通过二者比较，进一步考察食物特异性

对超重/肥胖儿童的具体影响。此外，本研究选取10
岁儿童为被试，一方面在于10岁儿童的认知能力已

有了较好的发展，能很好地理解任务规则；另一方

面，在青春期来临之前进行研究，既能回避自我意识

等更复杂因素的影响，也有利于研究者提前采取干

预措施，预防青春期肥胖带来的自卑等问题。考虑

工作记忆刷新与广度之间的相关性以及食物刺激的

特殊性，提出假设：相比正常体重儿童，超重/肥胖儿

童在视空间工作记忆广度和刷新任务中的表现可能

都要更差，同时，食物线索对二者的表现可能会带来

特异性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李辉等人绘制的中国 0～18岁儿童、青少

年体质指数(即BMI=体重(kg)/身高(m)2)生长曲线值

(10岁男童的超重和肥胖标准分别为 19.3kg/m2和

22.2kg/m2；女童则分别为 18.7kg/m2和 21.5kg/m2) [22]，
筛选北京某小学超重/肥胖儿童共 42名作为被试。

排除实验过程中因操作失误、中途离开或缺席等原

因造成无效数据9份，并排除极端数据值、父母一方

或双方均肥胖的数据共 3份，排除遗传对儿童肥胖

和饮食的影响[23，24]，最终获得超重/肥胖儿童有效数

据共30份，并通过方便取样选取正常体重儿童30名
进行对比(超重/肥胖儿童 BMI=20.68±1.80；正常儿

童BMI=15.80±1.36)。其中两组被试均包含男生 19
名，女生11名。两组被试平均年龄10.00岁，标准差

0.52(超重/肥胖组平均年龄10.05岁，标准差0.40；正
常体重组被试平均年龄 10.00岁，标准差 0.53)。所

有被试儿童智力和视力均发展正常。

1.2 工具

1.2.1 点矩阵广度任务 采用E-prime 2.0软件，以

Nash，Keisuke和 Edward的柯西矩阵任务为范式进

行改编[25]，编写食物图片和空白图片两种条件的复

杂工作记忆任务，要求被试反序回忆图片呈现的顺

序来分别测量其食物工作记忆广度和一般工作记忆

广度。

首先呈现给被试一个九宫格，每个格子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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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图片(空白条件下方框的颜色与背景颜色进行

了区分)，要求被试记忆图片变亮的顺序，并在呈现

结束后按照从后往前的顺序点击呈现图片所在的格

子。为保证刺激醒目，在图片变亮的同时，图片所在

的格子会同时变红。正式任务开始前，有一个练习

阶段。练习共有3个试次，广度均为2。该阶段提供

被试正误反馈，正式任务中不给予反馈。正式任务

共7组固定的广度序列，从3～9个矩阵广度逐组增

加，每组矩阵广度下有3个试次，共21个试次。若同

一广度下被试失败两次，则在完成三个试次后结束

任务。记录被试得分，被试每正确完成一个试次记

1分，错误记 0分，最高分为 21分，并记录被试的最

大记忆广度(即为最后得 1分的广度)。被试原始数

据及记分、总得分、最大记忆广度均由计算机记录。

两种实验条件下的工作记忆广度任务具体流程图见

图1、图2。

图1 空白图片工作记忆广度任务流程图

图2 食物图片工作记忆广度任务流程图

1.2.2 活动记忆任务 采用活动记忆任务作为工

作记忆刷新任务，实验材料同上。要求被试记住九

宫格中最后被点亮的 3张图片的顺序及出现的位

置，并在图片呈现结束后在九宫格中按序点击最后

变亮的三个方格，完成该试次。

正式任务共4组固定广度序列，其矩阵长度从4

到 7。每个广度下有 2个试次，共 8个试次，试次的

广度随机出现，被试在每个试次下每正确点击一个

位置记1分，错误记0分，满分24分。在正式任务开

始前，会有一个固定长度为3的练习阶段，练习时给

予被试正误反馈，正式任务中不给予反馈。注视点、

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呈现方式、记分均与广度任务

一致。

1.3 研究程序

采用被试所在小学计算机机房里屏幕为 17英

寸的台式电脑对儿童进行统一施测。施测过程中，

每个主试负责对 3名儿童进行测试，测试时间约

10～15分钟。正式施测中，为了排除练习效应，对

任务顺序进行了伪随机处理。

1.4 数据处理及分析

采用 excel对数据进行初步整理后，采用 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对工作记忆

广度、工作记忆刷新任务结果得分分别进行 2(材料

类型：食物图片、空白图片)×2(体重状态；超重/肥胖、

正常体重)的重复测量分析。

2 结 果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对工作记忆广度任务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材料类型的主效

应显著(F(1, 58)=9.88, P =0.003<0.05, ηp2=0.15)，材料

类型与体重状态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8)=7.32, P =
0.009<0.05, ηp2 =0.11)，体重状态的主效应边缘显著

(F(1, 58)=3.45, P =0.069>0.05, ηp2=0.056)。进一步进

行简单效应分析表明：一般工作记忆广度任务中，超

重/肥胖儿童的表现与正常体重儿童相比差异不显

著(P=0.861>0.05)；但在食物工作记忆广度任务中，

超重/肥胖儿童的表现显著差于正常体重儿童(P=
0.002<0.05)。同时，正常体重儿童一般工作记忆广

度和食物工作记忆广度表现差异不显著(P=0.758>
0.05)，但超重/肥胖儿童食物工作记忆广度表现显著

差于一般工作记忆广度(P<0.05)。
表1 儿童视空间工作记忆广度

及刷新任务表现描述性统计(χ±s)

对工作记忆刷新任务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材料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58)=7.76, P=
0.007<0.05, ηp2=0.12)，材料类型与体重状态的交互

超重/肥胖儿童

正常体重儿童

广度任务得分

一般广度

6.17±3.40
6.03±2.37

食物广度

3.50±2.40
5.83±3.23

刷新任务得分

一般刷新

12.03±6.14
15.03±6.31

食物刷新

15.70±6.47
15.6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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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显著(F(1, 58)=4.01, P=0.05, ηp2=0.07)，体重状态

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58)=1.01, P=0.318>0.05, ηp2=
0.017)。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一般工作记忆

刷新任务中，超重/肥胖儿童的表现与正常体重儿童

相比差异边缘显著(P=0.067)，超重/肥胖儿童的表现

更差；但在食物工作记忆刷新任务中，超重/肥胖儿

童表现与正常体重儿童相比差异不显著(P=0.969>
0.05)。同时，正常体重儿童一般工作记忆刷新和食

物工作记忆刷新表现差异不显著(P=0.582>0.05)，而
超重/肥胖儿童一般工作记忆刷新表现显著差于食

物工作记忆刷新(P=0.001<0.05)。
3 讨 论

3.1 工作记忆广度与儿童体重状态的关系

结果表明，在视空间工作记忆上，超重/肥胖儿

童与正常体重儿童相比，在食物广度任务中的表现

显著差于正常体重儿童，在一般广度任务中二者表

现无明显差异。这说明，超重/肥胖儿童在工作记忆

广度上的表现会明显受到食物线索的影响，当存在

食物刺激时，超重/肥胖儿童的表现更差。相比一般

工作记忆广度，食物工作记忆广度是一个更敏感的

变量。该结论从行为角度证明了认知神经研究中发

现的食物线索对超重/肥胖儿童工作记忆广度的影

响 [16-18]。广度任务主要反应了儿童的储存能力，要

求他们保持相关信息，并对其它内外部影响因素的

干扰进行抑制控制。超重/肥胖儿童较正常体重儿

童在面对食物刺激时与工作记忆相关的脑区可能激

活程度更高，更难以对其进行抑制。其他研究也表

明，个体的工作记忆广度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注

意控制能力的差异，体现出个体不同的干扰抑制能

力[25，26]。与正常体重儿童相比，超重/肥胖儿童对于

食物的干扰抑制能力更差[27]，这可能是其食物视空

间工作记忆广度更低的重要原因。

3.2 工作记忆刷新与儿童体重状态的关系

对于视空间工作记忆刷新任务，超重/肥胖儿童

在一般工作记忆任务中的表现比正常体重儿童要

差，但在食物刷新任务上二者表现无显著差异。这

提示我们，体重状态对儿童视空间工作记忆的刷新

能力可能造成了影响，但食物线索的特异性却可能

发挥了一定的补偿作用。刷新的核心在于对工作记

忆中处于激活状态的相关信息进行操作，要求个体

不停地对工作记忆中旧的信息进行新的替换[28]。在

一般工作记忆刷新任务中，新旧信息之间除位置外

并无明显差异，在进行区分时需要消耗大量的认知

资源进行信息处理，更容易使超重/肥胖儿童“不堪

重负”，表现更差。可以看出，刷新与抑制控制之间

关系密切[29-31]，超重/肥胖儿童在刷新任务中的表现

反映了他们较差的抑制控制能力，难以抑制无关信

息激活进入到工作记忆中去[32]。但在食物刷新任务

上，食物刺激作为强刺激比起中性刺激可能在回忆

阶段的保持效果更好[33]，而且不需要像广度任务那

样进行反序报告，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超重/
肥胖儿童在该任务中的表现。

综上，本研究探讨了10岁不同体重状态儿童的

工作记忆广度及刷新表现的差异，及食物线索对其

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超重/肥胖儿童相比于同龄正

常体重儿童，表现出更低的食物工作记忆广度水平

和更差的一般工作记忆刷新能力，说明儿童的工作

记忆表现受到了体重状态的影响，在面对食物线索

时，更易受外部视觉线索的影响，食物线索的作用具

有一定的特异性。研究结果为未来超重/肥胖儿童

的干预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应当积极关注食物线索

的作用，通过干预训练提高儿童对食物的抑制控制

能力和工作记忆，以帮助儿童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

习惯和体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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