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年 第28卷 第5期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GZY17012；31671144)；湖南省自

然科学基金(2019JJ40362)；湖南省教委资助课题（2017jy77)；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ZZ19004)
通讯作者：高军峰，E-mail：junfengmst@163.com；

王湘，E-mail：wang0916xia@csu.edu.cn

基于ERP的抑制控制实验范式对比分析

陈晨 1，王宇 1，钟闰清 2，林盘 3，4，蓝文威 1，高军峰 1，王湘 2

（1.中南民族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认知科学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4；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中心，长沙 410011；3.湖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系，长沙410081；4.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1）

【摘要】 目的：通过对Flanker和Go/No go两种抑制控制实验范式的脑电信号对比性分析，揭示抑制控制的认知神

经机制，为抑制控制实验范式的选择与应用提供参考。方法：96名被试完成Flanker（干扰抑制）、Go/No go（反应抑

制）任务。结果：两种实验范式在冲突条件下的错误率均大于无冲突条件下的错误率，且冲突条件比无冲突条件产

生了更大的N200波幅。两种任务对比发现：反应抑制范式比干扰抑制范式产生更大的 N200波幅，N200的潜伏期

更晚，且脑地形图分布存在差异：Go/No go范式主要激活额中央区，而Flanker范式激活前额区与额中央区。结论：

反应抑制和干扰抑制范式均具有有效性，但与干扰抑制相比，反应抑制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干扰抑制可能主

要涉及早期感知加工阶段，而反应抑制涉及后期加工阶段对运动反应的调整或抑制，因此在对病理人群进行抑制控

制研究时，应当结合疾病特异性选用不同抑制类型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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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wo inhibitory control paradigms by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 techique, and to provide evidences for the selection of experimental paradigm of inhibitory
control in future. Methods: 96 subjects completed both the interference inhibitory task (Flanker)and response inhibitory
task (Go/No go). Results: For both experimental paradigms, the error rate of conflict condition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non-conflict condition, and the conflict condition induced N200 with significant higher amplitude than the non-con⁃
flict condition. The direct comparison between two tasks showed that, the response inhibitory task induced significantly
greater N200 amplitude and longer latency than those of the interference inhibitory task. The brain topography map show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N200 on the scalp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wo paradigms. Specifically, the Go/No go task
activated the frontocentral areas, while the Flanker task activated both the prefrontal and frontocentral areas. Conclusion:
The current ERP study proved that the Flanker and Go/No go task are effective paradigms for exploring the response inhibi⁃
tory and interference inhibitory processing. However, the response inhibitory processing requires more cognitive resources
than the interference inhibitory processing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interference inhibitory mainly involves the early percep⁃
tion processing stage but response inhibitory involves the adjustment or inhibitory of the movement response in the later pro⁃
cessing stage. Therefore, different paradigm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al impair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f⁃
ferent diseases when exploring the inhibitory control in the clinical samples.
【Key words】 Inhibitory control; Flanker task; Go/No go task;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执行功能是人类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对

可能发生的行为反应做出评估和选择的关键能力[1]。

研究表明，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及认知灵活性是执行

功能的核心部分[2]。其中抑制控制是指阻止或压抑

无关信息或行为, 以排除或减少其对当前信息加工

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多种神经精神疾病患者当中

均存在显著的抑制控制功能损伤[3-6]：如药物成瘾个

体表现为冲动性高，抑制控制水平较差[3]；ADHD患

儿在Flanker范式的不一致条件下表现出更强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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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效应[4，5]；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表现为抑制控制和认

知灵活性均受损 [6]等。因此，抑制控制任务可以具

有作为临床检测手段进行辅助诊断的潜力。

在认知心理学当中，抑制控制可大致分为干扰

抑制和反应抑制[7]：干扰抑制（interference inhibition）
是指努力避免刺激竞争所带来的干扰；反应抑制

（response inhibition）则是指根据任务目标情景，抑

制不必要或不恰当的习惯化或优势行为反应[8]。虽

然以往许多研究笼统地使用“抑制控制”这一术语，

但不同实验范式所探测的认知加工过程可能存在差

异，因而在病理人群当中应用时，需根据功能损害的

特点考虑选用具有不同的认知加工特异性的任务[9]。

目前常见测量抑制控制功能的任务有Stroop范
式、Flanker范式、Simon范式和Go/No go范式[2]，前三

者通常被认为是反映干扰抑制的范式，其中Flanker
范式所涉及的认知加工为较纯粹的抑制加工 [10-12]。

而Go/No go范式则反映反应抑制加工，是在实验室

环境中测量反应抑制应用最广的范式[11，13]。由于这

两种任务当中其他认知功能参与较少,可以将其他

认知过程的影响最小化，因而本研究中选用Flanker
范式和Go/No go范式分别对干扰抑制和反应抑制进

行心理与神经电生理机制的测量与比较。其中与抑

制加工相关的目标脑电成分为N200。N200是传统

用于测量抑制冲突的脑电指标，主要分布在刺激后

200-400ms。目前主要认为其反映了冲突监控及抑

制的过程与强度[5，13]：与非冲突条件时的N200相比，

抑制冲突条件下的N200增强[13，14]。但是，现有的心

理学及脑电研究通常样本量较小，且缺乏对两类抑

制的差异进行直接比较的证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采用相对大的样本量，结合

行为学实验与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
tials，ERP）技术，对 Flanker范式和Go/No go范式的

行为学及脑电指标进行比较，对干扰抑制（Flanker
范式）和反应抑制（Go/No go范式）两种抑制控制功

能的认知神经加工模式进行比较，为未来抑制控制

实验范式的选择与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96名在校大学生参加本实验，其中男生 50名，

女生 46名，年龄为 19~26（23.5±1.84）岁，均为右利

手，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既往无重大身体、精

神或神经系统疾病，无脑外伤史，亦无神经精神疾病

家族史。实验开始前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自编被试基本信息登记表采集基本人口学资料

与信息，如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社会经济水平等。

1.2 研究方法

1.2.1 实验材料 Flanker范式：刺激材料共 4张图

片，每张图片中央连续排列5个箭头。4张图片分为

两类：2张图片箭头方向一致（1张箭头一致朝左，另

1张箭头一致朝右）、2张图片箭头方向不一致（1张
中心箭头朝右，旁侧箭头朝左；另 1张中心箭头朝

左，旁侧箭头朝右）。4张图片底色均为白色，通过

Photoshop CS 6.0软件将图片统一为575×161像素。

Go/No go范式：刺激材料共 5张图片，分别印有

字母A、C、D、F、X，图片分为两类：印有A、C、D、F的

为Go刺激，印有X的为No go刺激，5张图片底色均

为白色，通过 Photoshop CS 6.0软件将图片统一为

960×720像素。

1.2.2 实验设计与程序 本实验为 2(任务类型：

Flanker任务 vs. Go/No go任务)×2(冲突:有 vs.无)被试

内设计，因变量为行为表现的错误率及N200波幅。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 2.0软件编制。实验中被试

分别完成Flanker、Go/No go任务，实验顺序在被试间

均衡。

Flanker任务共 160个 trials，每张刺激图片随机

呈现 40次。要求被试判断刺激图片的中央箭头方

向：箭头朝左则点击鼠标左键，朝右则点击鼠标右

键。在单个 trial中，被试首先看到注视点”+“，呈现

1.5s后消失 ，随后出现刺激图片，呈现 1.5s。每个

trial 的时间为 3s ，80 个 trials 为一个 block，完成

Flanker任务大约需要8分钟。单个 trial的流程如图

1A所示。

Go/No go任务共150个 trial，每张刺激图片随机

呈现 30次，实验要求被试出现印有字母A、C、D、F
的图片时点击鼠标，出现印有 X的图片时不作反

应。在单个 trial中，被试首先看到注视点”+“，呈现

1.5s后消失,随后出现刺激图片,呈现1.5s。每个 trial
的时间为 3s ,75个 trials为一个 block，完成Go/No go
任务大约需要7.5分钟。单个 trial的流程如图1B所

示。

1.3 脑电记录与分析

采用国际 10~20 系统扩展的 64 导电极帽和德

国BP公司的脑电图仪协同采集脑电数据。选择双

侧乳突作为参考电极，前额接地，眼电电极放置于右

眼下约 2cm处。采样频率为 500 Hz，所有电极与头

皮之间阻抗都小于 5kΩ。使用EEGLAB对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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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分析, 带通滤波1-30Hz，使用ADJUST1.1.1矫正

眼电伪迹, 自动排除其他波幅大于±80μV 的伪迹信

号。

ERP分析时程为刺激图片呈现前 200 ms(作为

基线)到呈现后 1000 ms, 叠加被试各个范式冲突和

无冲突两种条件下的 ERP波形图, 最后平均所有被

试四种条件下的 ERPs 得到总平均图。以往文献中
[15，16]，200~400ms时间范围内的负波成分为与冲突相

关的N200成分，脑电地形图分布表明主要分布于额

区。根据本研究的总平均图，选取 250~350ms为时

间窗，Fpz、Fz、AF3、AF4、FC1、FC2、Cz、CPz电极为分

析电极点，对测量刺激呈现后 250~350ms内最负峰

值进行N200脑电成分及潜伏期的特征提取。

对N200脑电成分波幅进行2（任务类型：Flank⁃
er任务 vs. Go/No go任务）×2（冲突: 有 vs.无）×8（电

极：Fpz、Fz、AF3、AF4、FC1、FC2、Cz、CPz）的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 [17]，统计结果非球形性时采用 Green⁃
house-Geisser 法校正P值，多重比较采用Bonferroni
法校正。

图 1 实验单个 trial流程示意图。A) Flanker实验范式；B) Go/No go实验范式

2 结 果

2.1 行为结果

对行为错误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任务类型主效应显著：Go/No go任务（0.17±0.01）
比 Flanker 任务（0.01±0.01）导致更高错误率 [F(1,
64) = 224.22, P<0.001 ]；冲突主效应显著：有冲突条

件（0.11±0.01）比无冲突条件（0.07±0.01）的错误率

更高[F(1,64) = 11.48, P<0.001 ]；任务类型与冲突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P>0.05)。具体到每个任务而言，

Flanker任务下有冲突条件的错误率为0.02±0.01，显
著高于无冲突条件（0.01±0.01）（t=-4.26, P<0.01），

Go/No go任务下有冲突条件的错误率为 0.20±0.02，
也显著高于无冲突条件的错误率（0.14±0.01）（t=-
2.69, P<0.05）。
2.2 ERP结果

据脑电波形总平均图，Flanker任务和Go/No go
任务 均在刺激呈现后 250~350ms内诱发出了N200
成分（见图2）。N200成分在两种任务下的波幅及潜

伏期存在明显差异。脑电地形分布表明N200成分

主要出现于冲突条件下的额区与额中央区，Go/No
go任务的N200成分分布较 Flanker任务更靠后部，

以额中央区为主。

对N200波幅进行任务类型（2）×冲突（2）×电极

（8）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任务类型主效

应显著 [F(1,64) =23.33, P<0.001]，Go/No go 任务比

Flanker任务诱发了更大的N200波幅；冲突主效应

显著[F(1,64)=135.64, P<0.001]。有冲突条件比无冲

突条件诱发了更大的N200波幅；电极分布主效应显

著[F(1,64)=124.28, P<0.05]，表现为N200峰值从大脑

前部到后部呈倒U型。任务类型与冲突的交互作用

显著[F(1,64)=90.66, P<0.001]；电极分布与任务类型

的交互作用显著[F(1,64)=14.42, P<0.001]；电极分布

与冲突的交互作用显著[F(1,64)=43.10, P<0.001]。
由于任务类型与冲突的交互作用显著，而冲突

条件更能反应抑制效应，因此进一步分析简单效应：

对两种任务类型冲突条件下的 N200波幅进行比

较。对冲突条件下的N200波幅进行任务类型(2) ×
电极(8)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电极分布

的主效应显著[F(1,64)=44.71, P<0.05], 任务类型主

效应显著[F(1,64)=56.91, P<0.001]：Go/No go任务(-
6.93±0.38) 比Flanker任务（-3.64±0.17）诱发了更大

的N200波幅；电极分布与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1,64)=7.83, P<0.00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Fz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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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Go/No go任务（-8.09±0.50）的N200波幅显著大于

Flanker 任务 (-4.24±0.24); 同样地，Fpz、AF3、AF4、
FC1、FC2、Cz、CPz电极上Go/No go任务的N200波幅

显著大于Flanker任务的 N200波幅(Ps<0.05)。有冲

突条件下各电极N200波幅的平均数与标准差如表

1所示。

表 1 有冲突条件下电极的N200波幅（μv，平均数±标准差）

图 2 两种任务类型有冲突条件下诱发的ERP波形图（n=65）

电极

Fpz
AF3
AF4
Fz

Flanker
-3.27±0.19
-3.47±0.20
-3.49±0.20
-4.24±0.24

Go/No go
-4.56±0.28
-5.56±0.36
-5.55±0.36
-8.09±0.50

电极

FC1
FC2
Cz
CPz

Flanker
-3.96±0.21
-3.83±0.20
-3.68±0.21
-3.16±0.21

Go/No go
-8.19±0.49
-8.31±0.50
-8.55±0.54
-6.64±0.43

对两种任务冲突条件下的潜伏期进行任务类型

（2）×电极（8）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任务

类型主效应显著[F(1,64)=8.36, P<0.005]：Go/No go任
务 (335.01±4.65) 的潜伏期显著晚于 Flanker 任务

（315.38±5.44）；电极分布的主效应显著 [F(1,64)=
13.29, P<0.001],电极分布与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不

显著(P>0.05)。

图 3 N200（250~350ms）脑地形图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大样本比较分析Flanker范式和Go/
No go范式的事件相关电位（ERPs）及相应行为学数

据，结果表明反应抑制和干扰抑制均有效反映了抑

制控制过程，但在行为和神经机制上既有共性又有

区别：两类抑制均激活了额区，诱发明显的N200波
幅；但两类抑制冲突的强度不同，反应抑制任务的行

为错误率与冲突条件下诱发的N200波幅均高于干

扰抑制，激活额区的具体分布也更靠后部，以额中央

区为主。

本研究行为学及脑电生理结果表明，干扰抑制

和反应抑制都可以有效地反映抑制控制过程：两类

抑制的冲突条件下，错误率都显著高于无冲突条件；

两类抑制在冲突条件下额区的N200波幅也较无冲

突条件更大。这提示较难的冲突条件需要付出更大

意志努力，认知资源消耗更多，因此引起了更大的

··870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年 第28卷 第5期
N200波幅。两种抑制控制诱发的N200成分均主要

分布 于额区，额区与计划、执行等高级认知功能相

关，使活动服从于目的、意图与动机，对生存有重要

意义，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也是相符的[8]。

尽管存在上述共同之处，干扰抑制和反应抑制

的行为学及脑电生理加工过程也存在显著差异。首

先，个体对反应抑制任务的反应倾向强于干扰抑制，

包括行为学上反应抑制错误率更高，以及脑电数据

的冲突条件下反应抑制的N200波幅更大。这提示

反应抑制比干扰抑制更困难，需要消耗更多认知资

源。从抑制过程看，Flanker任务抑制视觉刺激的冲

突，但基于刺激的抑制相当于提供了判断线索，从而

易化了抑制过程；而Go/No go任务抑制个体习惯化

的认知模板，即对优势反应进行抑制，因而需要更多

的认知资源 [18]。此外，N200成分会受到概率的影

响，不频繁的试次比频繁试次有更显著的N200[13]。

而大多数反应抑制的范式都是由大概率习惯化优势

任务和小概率抑制任务组成的，本研究中Go/No go
任务的No go试次占比 20%，Flanker范式不一致试

次占50%，也可能是造成N200在反应抑制中有更大

波幅的原因。

两类抑制控制的N200成分激活的具体区域也

不一样：脑地形图显示，Flanker任务中主要为前额

区与额中央区，而Go/No go任务中分布以额中央区

为主，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Flanker任务激活

前额皮层及扣带回，负责动态地保持情境信息；Go/
No go任务则主要激活额下皮层、前扣带皮层、前运

动皮质，负责检测冲突，并完成行为的监控和调节
[19]。同时本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干扰抑制主要涉及

早期感知加工阶段，而反应抑制涉及后期加工阶段

对运动反应的调整或抑制[20]。 值得注意的是，Bry⁃
dges等的混合范式任务所得结果与本研究不同，他

们认为干扰抑制更难抑制 [8]，究其原因可能是其范

式（Flanker/Go/No go混合范式且相对复杂）和被试

（样本量小，平均年龄小）不同造成的差异[21，22]。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提示，Flanker范式和Go/
No go范式所代表的干扰抑制和反应抑制加工在行

为和神经机制均有所不同，未来在选择抑制控制范

式时应当考虑其所测量的抑制类型，尤其是对某些

疾病进行研究时要结合疾病特异性选择不同抑制类

型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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