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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种

发病于儿童早期的广泛性发育障碍，根据患者的智商水平，

可将其分为高功能孤独症(High functioning autism, HFA)和低

功能孤独症(Low functioning autism, LFA)，前者的智商水平高

于70或85，且认知功能问题较少；后者的智商水平低于70或
85，且认知功能问题较多[1]。

ASD的核心特征表现为社会交往障碍、兴趣狭窄和重复

刻板行为，在日常活动中，存在社交技能缺失、语言障碍等问

题[2]。人们提出众多理论来解释ASD的核心症状，其中主要

包括三种假说：心理理论假说(Theory of mind hypothesis)认为

ASD患者缺少意识或推断他人的心理状态、意愿或想法的能

力，即心理理论；弱中央统合理论(Weak central coherence)认
为ASD患者倾向于处理物体或情境的部分或细节信息，而不

是它们的整体意义；执行功能障碍理论(Executive dysfunc⁃
tion theory)认为ASD患者的大多数异常特征与执行功能障碍

有关[3]。在这些理论中，执行功能障碍理论解释了孤独症的

许多非社会问题，是唯一可以解释孤独症谱系障碍认知和运

动方面的理论[4]。

1 中央执行系统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 WM）是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 EF)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处理复杂的认知活动过

程中，负责暂时存储和整合信息的认知系统，在学习、推理等

高级认知活动中起关键作用[5]。目前，关于工作记忆的机制，

居主导地位的是多成分模型，该模型认为，工作记忆由一个

控制系统——中央执行系统(Central executive system，CES)、
两个存储系统——视觉-空间模板(Visuo spatial sketchpad)和
语音环路(Phonological loop)以及情景缓冲器(Episodic buffer)
四部分组成。中央执行系统负责分配注意等认知资源，对各

个加工环节的整合与协调起关键作用；视觉-空间模板完成

对视觉、空间信息的暂时存储；语音环路能够在必要时将视

觉信息转换为语音信息进行存储，以提高记忆效率；情景缓冲

器将视觉、言语和听觉信息按照正确的时间顺序联系起来[6]。

中央执行系统是工作记忆的核心——控制系统，负责调

控并整合其他三个子系统，也是控制其他认知活动的心理系

统。这种“控制”体现在通过灵活分配中央处理和存储资源，

启动、维持和终止认知过程[7]。大多数任务需要多种认知活

动同时参与，这时CES需要加强选择性注意力，在不同的任

务之间转换，寻找新的策略，抑制不恰当的反应，从而保证活

动有序进行[6，8]。此外，CES也可以分配处理资源来决定一个

认知过程的速度和准确性，以及能够同时执行的认知过程的

数量，这一方面被称为“执行注意力”[9]。

早期研究者将CES看作一个单一的结构，后来的心理学

家引入个体差异视角和神经功能成像研究，将CES细化为不

同的执行功能。Miyake等人使用个体差异方法开发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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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提出与WM相关的一套通用执行功能(EFs)，这些执行

功能反映了CES中相对应的功能[10]。其中，转换(Shifting)、刷
新(Updating)和抑制(Inhibition)是中央执行系统三种互相关联

又相对独立的执行功能，也是执行系统分配资源的基本方

式。这种分类既得到个体差异数据的支持，也得到了认知神

经科学研究的支持[11]。

1.1 转换功能的研究范式
转换功能是指在指导语引导下的内源性注意的控制机

制，能够灵活地在同时进行的任务、操作或思维模式之间来

回切换[12]。研究范式包括：转换任务(Switching task)、局部-全
局任务(Local-global task)、连线测验(Trail making test)和威斯

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
（1）转换任务。给被试呈现 1、2、3、4、6、7、8、9共 8个数

字，要求被试进行“大小”判断（大于5作“大”对应的反应，小

于 5作“小”对应的反应）、“奇偶”判断或“大小-奇偶”判断

（对A颜色的数字作“大小”反应，对B颜色的数字作“奇偶”

反应）[12]。

（2）局部-全局任务。呈现的大图形由许多相同的小图

形组成，要求被试进行局部反应（对小图形反应）、整体反应

（对大图形反应）或颜色反应（对A颜色的图形作局部反应，

对B颜色的图形作整体反应）[12]。

（3）连线测验。标有一个数字或字母的圆圈随机分布在

屏幕中，要求被试用线将这些圆圈按照数字或字母的顺序

（比如 1-2-3、A-B-C、1-A-2-B-3-C）依次连起来。完成任

务的秒数是该任务的分数[13]。

（4）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四个

刺激卡，每次出现一张反应卡，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理解的卡

片属性（颜色、形状、图形数量等），匹配反应卡和与之对应的

刺激卡，计算机给出关于分类是否正确的反馈。利用该反

馈，他们必须明确正确的分类规则，当使用第一个规则进行

排序后，用于排序卡片的规则将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更改。

然后，被试必须识别新的分类规则并一致地应用它，直到规

则再次更改[14]。

1.2 刷新功能的研究范式
刷新是指个体根据当前任务要求，监视和编写相关传入

信息的代码，然后根据需要进行更新，将旧的、不再相关的信

息替换为更新的、更相关的信息[15]。研究范式包括：跟踪任

务 (Keep track task)、字母记忆任务 (Letter memory task)、n-
back范式(n-back paradigm)和α广度(Alpha span)。

（1）跟踪任务。电脑屏幕中央将依次出现一些名词，屏

幕下方呈现三种类别，这些名词分属于不同的类别，要求被

试不断跟踪三种类别中最近出现的一个，当一组名词呈现完

毕后，要求被试回答最后出现的属于这三种类别的名词[12]。

（2）字母记忆任务。要求被试听或看一系列未知长度的

项目串，之后回忆最近呈现的 n个项目，n可以是一个，也可

以是多个[12]。

（3）n-back范式。给被试呈现一系列数字，要求被试在

一个数字与它之前第n个数字相同时，作出相应的反应。比

如在 2-back任务中，呈现数字序列 5373616，被试需要对第

二个3和第二个6作出正确的反应。

（4）α广度。该任务要求参与者根据字母表中每个字母

对应的顺序，判断每对字母的序号是否与字母表中顺序相

符，并作出正确与否的反应[16]。

1.3 抑制功能的研究范式
抑制是指个体对认知过程和认知活动内容的一种压抑

过程，包括故意抑制主导的、自动的或优势的反应的能力，是

中央执行系统的基本成分 [3，12]。研究范式包括：Stroop任务

(Stroop task)、停止信号任务(Stop-signal task)、Go/No-Go任务

(Go/No-Go task)、侧抑制任务(Flanker task)。
（1）Stroop任务。呈现的刺激属性与该刺激实际代表的

含义具有一致、中性和不一致三种类型，比如红色的“红”、黄

色的“中”和黑色的“蓝”，要求被试作出正确反应。

（2）停止信号任务。首先，要求被试执行一个go任务，即

对刺激作特定的反应，随后，会有一个停止信号，指示被试停

止反应。停止反应需要一个快速的控制机制，以防止运动反

应的执行，此过程与较慢的控制机制相互作用，该机制用于

监控和调整被试的表现[17]。

（3）Go/No-Go任务。在成对的刺激中，要求被试作出反

应的刺激叫Go刺激，不需要被试作出反应的刺激为No Go
刺激，比如刺激“PB”，对“P”作按键反应，对“B”不作反应。

（4）侧抑制任务。该任务呈现一系列指向左右的箭头，

这些箭头共AB两种颜色，指定左右键，如果箭头是颜色A，

则被试需要按键的方向与箭头所指的方向相同；如果箭头是

颜色B，则需要按键的方向与箭头所指的方向相反[16]。

此外，也有研究者采用一种计算机化的工作记忆测试系

列(Arbeits gedaechtnis test burie, AGTB)评估中央执行系统。

中央执行 AGTB 量表由 6 个子测验组成，包括：复杂广度

(Complex span)、颜色广度 (Color span)、数字倒背 (Digit span
backwards)、Stroop 变式、Go/No- Go 和计数广度 (Counting
span)。其中，复杂广度任务是用来测量由工作记忆的语音子

系统支持的中央执行能力，而计数广度任务是用来评估由视

觉空间子系统支持的中央执行能力[18]。

2 孤独症儿童中央执行系统相关研究

孤独症儿童的工作记忆严重受损，具体表现为，视觉-空
间模板功能存在明显缺陷，中央执行系统功能受损，语音环

路存储功能相对完好[19]，且他们的社交能力缺陷、限制性和

重复性行为与工作记忆受损有关[20]。现今孤独症(ASD)儿童

青少年的中央执行系统是否与正常发育(TD)儿童青少年有

所差异，尚未有广泛的一致性结论。Baltruschat等人[18]采用

AGTB向 3名孤独症儿童展示一系列视觉刺激，以收集被试

的中央执行系统表现情况，其主要包括数字广度任务、数字

倒背任务、Stroop任务等，来测试ASD儿童的转换、刷新和抑

制功能，结果发现ASD儿童中央执行系统与TD儿童有所差

异，但并未说明两类儿童在哪种执行功能上存在差异。

Sinzig等人为探讨ASD儿童、注意缺陷多动(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儿童和 TD儿童的中央执行系

统，采用阿姆斯特丹神经心理学任务(The amsterdam neuro⁃

··714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年 第28卷 第4期
psychological tasks, ANT)，发现ASD儿童明显缺少抑制功能
[21]。Lopez等人认为，ASD儿童抑制功能受损与重复、刻板行

为有关 [22]。Ozonoff等人使用 Stroop任务发现ASD儿童的抑

制功能不受损伤[23]，而Christ等人发现ASD儿童在Go/No-Go
任务和侧抑制任务中的抑制功能受损，在Stroop任务中完好
[24]，与Ozonoff等人得到一致的结果。因此，Stroop任务可能无

法充分衡量ASD的抑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一

致发现，n-back任务期间的WM负荷导致双侧前额叶皮层

(PFC)、前运动区和顶叶区域的激活[25，26]。Koshino等人发现，

与正常成年人相比，ASD患者在进行口头n-back范式时，其

左侧PFC中与WM相关的激活减少，而右侧PFC中与WM相

关的激活增加[27]。n-back任务与刷新功能有关，因此，有证

据表明，在刷新过程中，ASD成人可能改变了额叶的加工，如

左额叶减少或右脑活动增加。Yeung以青少年儿童为被试，

发现与TD青少年相比，ASD青少年对WM负荷的反应表现

出更多的右半球前额叶激活[28]。更重要的是，右外侧前额叶

激活与更好的刷新能力相关，在患有孤独症的青少年中，这

种相关性更强。由此推论，ASD儿童的刷新功能完好，但表

现出异于常人的脑活动。

Rosenthal等人为研究ASD儿童青少年中央执行系统障

碍，以 185例智力正常的ASD儿童青少年为被试，把他们按

年龄段分为 4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大的ASD 组中央

执行系统较年龄小的ASD组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更大，这表明

ASD儿童青少年的中央执行系统水平会随年龄的增长与正

常儿童的差异逐渐加大[29]。虽然有人认为ASD儿童青少年

存在中央执行系统障碍，但也有人表示ASD儿童青少年与正

常发育的儿童青少年的中央执行系统差异不大。如Roelofs
等人把ASD儿童青少年和TD儿童青少年作为被试，在转换

方面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和剑桥神经心理自动化成

套测验 (Cambridge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automated battery,
CANTAB)进行测量，在刷新方面使用韦氏智力量表(WISC－
III)中数字广度测试的倒背部分进行测量，在抑制方面应用

ANT进行测量，发现ASD组和TD组在转换、刷新和抑制方面

没有显著性差异[30]。

3 执行功能的干预训练

作为大脑的工作空间，WM是一个容量有限的系统，WM
容量是WM可以存储和操作的最大信息量，在婴儿期、儿童

期和青春期稳步增长，是执行各种认知任务能力的关键因素
[31]。早期认为，通过 n-back任务等进行WM训练，提高WM
能力可以迁移到其他未经训练的高级认知活动中，比如学术

活动、推理等[32]。有研究发现，WM能力与流动智力和注意过

程呈正相关 [33]。然而，近期研究质疑了WM训练的迁移效

果。Meiran等人认为WM训练任务与流体智力有较强的相

关性，但仅在训练之初，随着训练的进行，流体智力负荷呈稳

定甚至增加的趋势，因此，通过提高WM来增强流体智力可

能注定要失败 [34]。Cogmed 工作记忆训练 (Cogmed working
memory training, CWMT)是一种计算机化的训练计划，针对语

言和非语言工作记忆的存储和处理部分，旨在通过五周的训

练期，有效提高工作记忆[35]。CWMT可以提高与训练任务有

关的认知能力，但对其他认知活动的迁移效果并不明显。

Sala等人的元分析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虽然WM训练对 TD
儿童的记忆任务（近迁移）表现有中等程度的影响，但对其他

认知或学术技能（远迁移）都没有影响，并认为无须继续开展

TD儿童的WM训练研究[36]。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不能全盘

否认CWMT的迁移效果，需要考虑影响迁移的个体差异因

素。比如Gathercole等人认为儿童的流体智力越高，WM训

练的迁移效果越好[37]。同样，Wiemers等人在考查个体认知

能力差异对WM训练效果的影响时，发现WM或流体智力水

平较高的个体是WM训练获益较多的个体，支持了Gather⁃
cole的结论[38]。

尽管WM训练对TD儿童其他认知活动的迁移受个体差

异影响，但通过针对性WM训练可以改善已知WM缺陷的临

床人群的认知功能[39]。因此，可以通过训练ASD儿童的工作

记忆，来提高他们的认知功能。

Weckstein等人首次对15名同时患有ASD和ADHD的儿

童青少年进行为期5周的Cogmed工作记忆训练，肯定了CW⁃
MT在改善ADHD症状以及ASD儿童青少年的社会交往、社

会意识方面的有效性[40]。CWMT是一种良性的治疗干预，其

基于计算机的程序受到ASD儿童的喜爱，并且非常适合ASD
儿童固有的认知方式。Baltruschat等人开展系列研究，用于

评估治疗孤独症儿童工作记忆缺陷的应用行为分析方法。

首先，将正强化应用于计数广度任务中，该任务要求参与者

计算一系列视觉刺激卡片中呈现的形状的数量，然后按照卡

片正确的顺序，准确地报告每张卡片中形状的数量。如果

ASD儿童回答正确，他将得到喜欢的食物，否则给予纠正性

的反馈。正强化提高了参与者完成任务的精确度，且撤销后

仍能保持或泛化到未经过训练的卡片呈现的形状和颜色[8]。

其次，为证明正强化对工作记忆其他任务的有效性和普遍

性，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计数广度任务替换为难度系数

较高的复杂广度任务。该任务给被试呈现两类内容分属不

同类别的卡片，每呈现一张卡片需要被试回答一个分散注意

力的问题，在全部呈现后，准确回忆卡片的顺序[18]。该研究

进一步验证行为方法对ASD儿童WM训练的有效性。最后，

基于关系框架理论，使用多范例训练方法，利用正强化，改善

ASD儿童在数字倒背任务中对行为-环境的反应。数字倒背

任务为儿童呈现一系列的听觉刺激，随后要求他们以相反的

顺序，口头重复这些刺激，证明工作记忆缺陷可能通过基本

的行为干预程序（如正强化）对高功能孤独症儿童进行修正[41]。

4 展 望

目前，关于孤独症儿童工作记忆的研究仍以视觉工作记

忆和空间工作记忆为主，针对中央执行系统的研究较少。中

央执行系统是工作记忆的核心，是启动、维持和终止其他认

知过程的心理系统，对其机制的深入挖掘有利于改善ASD儿

童等特殊群体受损的认知功能。大量WM训练研究表明，

WM训练对TD儿童认知活动迁移的影响不大，但显著提高

了ASD儿童在计数广度任务、复杂广度任务和数字倒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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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中央执行系统有关的任务表现。因此，训练ASD儿童的

中央执行功能以提高他们的认知功能，具有很大的研究价

值。

第一，尽管有研究支持ASD儿童的CES受损，但仍有不

一致的研究结果。Sinzig等人采用ANT发现ASD儿童缺少

抑制功能[21]，Ozonoff等人使用 Stroop任务发现他们的抑制功

能完好[23]，Christ等人发现ASD儿童在Go/No-Go任务和侧抑

制任务中的抑制功能受损 [24]。Roelofs等人使用 CANTAB、
WISC-III 和ANT发现ASD的转换、刷新、抑制功能完好 [30]。

因此，需要明确不同的结果是否与研究范式有关，且现有范

式是否已经不适合测量中央执行系统，比如可能Stroop任务

已经无法充分衡量ASD的抑制功能。此外，ASD刷新功能完

好，但脑活动异常，需要对其原因开展进一步研究。Fried⁃
man等人研究发现，相对于其它中央执行功能，工作记忆的

刷新功能与高级认知活动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42]。周仁来

和赵鑫采用活动记忆任务对儿童工作记忆刷新功能进行训

练，证明儿童工作记忆刷新能力的可塑性以及刷新功能训练

效果可以迁移至流体智力[43]。有必要对ASD刷新功能的训

练效果和迁移效果评估展开深层次研究，并对其右外侧前额

叶的激活情况进行原因说明。

第二，儿童的工作记忆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且与工作记

忆损伤有关的神经结构的可塑性可能会随着儿童年龄的增

长而减弱，由此推断，随着孤独症患者年龄的增长，工作记忆

干预的效果可能会降低。中央执行系统训练是工作记忆训

练的核心，可以为工作记忆缺陷的ASD儿童提供临床治疗，

但是ASD儿童的中央执行系统水平会随年龄的增长与正常

儿童的差异逐渐加大，最好在儿童早期进行中央执行系统训

练。可以对ASD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CES训练效果进行评

估，为“尽早干预”提供实证依据[29]。

第三，目前针对HFA儿童工作记忆训练研究较为完整，

Baltruschat等人[35]选取的被试具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智

力接近平均水平，经过训练后的WM有所改善。然而，WM
训练和迁移效果与个体差异有关，Gathercole等人认为儿童

的流体智力越高，WM训练的迁移效果越好。LFA儿童同时

存在认知和智力问题，在对其开展训练时，需要根据他们的

特点，设计与之认知和智力情况相符的训练任务，并通过训

练刷新功能，明确是否刷新功能训练也能提高LFA儿童的流

体智力[37]。

最后，也需要更多神经机制的研究来探索ASD儿童中央

执行系统的脑机制。总之，有效的训练建立在广泛研究的基

础上，在之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对孤独症儿童的中央执行系

统的各个执行功能展开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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