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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违抗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儿童对权威和规则存在强烈的对抗和敌对，

情绪上易怒，并伴随敌意和怨恨等心理特点，行为上

经常对抗权威和违反规则，并伴随破坏和挑衅。对

立违抗的行为特点包括：经常发脾气；敏感的或易被

惹恼的；经常表现出怨恨；经常与人争辩；经常拒绝

遵守权威他人或规则的要求；经常会挑衅他人；自己

犯错误以后会把责任归于他人；最近 6个月内会有

报复他人的行为[1]。对立违抗障碍对儿童的社会关

系、学校适应和学业成绩起到很大的破坏性作用[2，

3]，并有共患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心境障

碍（Mood Disorder, MD）的高风险[4]，而且可能在成年

后进一步发展为犯罪、成瘾[5]。因此，儿童对立违抗

障碍的认知机制与干预研究，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

价值。

ODD儿童对奖励与惩罚的敏感性特点一直为

研究者所关注。Matthys等人提出了ODD儿童社会

学习的概念框架[6]，它包括三个相关的心智领域：惩

罚加工，奖励加工和认知控制。首先，儿童对惩罚刺

激的敏感水平影响其克制行为冲动；其次，儿童对奖

励刺激的敏感水平影响其学习适当行为；最后，儿童

对情绪、思想和行为的控制水平影响其社会适应。

Matthys等通过开门实验，研究ODD儿童对奖励和惩

罚的敏感性水平，同时将皮肤电传导水平作为指标，

结果发现，ODD儿童对惩罚的敏感性水平低于正常

儿童，对奖励的敏感性水平高于正常儿童[7]。另外，

有研究认为，ODD儿童对奖励刺激的敏感性非常

高，他（她）们的奖励系统一旦被激活，就会忽视潜在

的可能性惩罚刺激。正是这种对奖励的高敏感性特

点，导致ODD儿童难以延迟他们的冲动行为[5]。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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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Luman等人从生理反应层面的研究也支持该

结论，ODD儿童对厌恶刺激的心跳反应减少，而对

奖励刺激的心跳反应明显增加[8]。

上述研究使用的奖励或惩罚刺激，都是在线设

计的符号，缺乏一定的生态效度。奖励与惩罚包括

社会性的和非社会性的，ODD儿童对社会性权威他

人（父母和老师）的奖惩敏感性如何，是直接影响其

行为控制的因素。而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匮乏。本研

究探讨 ODD 儿童对父母的奖励和惩罚敏感性特

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表明，早期遭受惩罚的儿童，

其行为抑制系统更为活跃，对惩罚更为敏感 [9]。

ODD儿童遭受父母惩罚的概率会相对更高，但研究

结果又发现他们对惩罚的敏感性低，为了厘清这一

矛盾现象，本研究设计不同类型的奖励与惩罚条件，

考察ODD儿童对具体的惩罚或奖励有怎样的敏感

性特点。

1 实验1 ODD儿童对父母惩罚的敏感性

1.1 被试筛选

被试来自苏州市三所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学

生，由各校心理老师和班主任完成对立违抗障碍(
ODD) 症状评估表。对立违抗障碍( ODD) 的评估表

项目，来自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V) 。将违抗障碍的诊断标准交给学校老师，

让其对下列 8个项目进行“是”或“否”的评估。这 8
个行为项目是：1.经常发脾气；2.经常是敏感的或易

被惹恼的；3.经常是愤怒和怨恨的；4.经常与权威人

士辩论，或儿童和青少年与成年人争辩；5.经常主动

地对抗或拒绝遵守权威人士或规则的要求；6.经常

故意去惹恼别人；7.自己有错误或不当行为却经常

指责他人；8.在过去6个月内至少有2次是怀恨的或

报复性的。符合上面8个项目中的4 条及4 条以上

被诊断为 ODD 儿童。参加实验的被试共 109名，

ODD组被试 76名，其中，5年级被试 41人，6年级被

试35人，男生56名女生20名；对照组被试33名，其

中，5年级被试18人，6年级被试15人，男生21名女

生12名。对照组所有被试，在对立违抗障碍诊断量

表的项目上，均不满足里面的4条或以上。

1.2 实验设计

采用启动-探测范式。启动刺激为父母惩罚词

刺激和中性词刺激，以词汇的形式呈现。根据李芳，

贺玮编制的父母惩罚方式问卷[10]，把父母惩罚类型

分成四种：体罚、批评、剥夺和冷漠，并从该问卷中提

取和归纳一些典型的惩罚性词汇，每种惩罚类型中

分别筛选出5个词汇，共20个惩罚性词汇，再加上5
个中性词汇作为控制条件，一共25个启动词汇刺激

（见表 1）。每个词汇出现两次，分别对应“是“反应

和“否”反应。字体颜色随机呈现红绿蓝黑4种。目

标刺激为红绿蓝黑 4种颜色的色块（大小尺寸与启

动字保持一致），与字体颜色一致。

表1 实验材料举例

实验采用二因素实验设计，自变量分别是启动

词类型和组别，启动词类型包括体罚，批评，剥夺，冷

漠和中性），组别包括ODD组和对照组，因变量是被

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实验程序使用Eprime 2.0编
写。首先，屏幕中间呈现准备“+”信号300ms；然后，

在屏幕中央呈现彩色的启动词汇500ms；接着，呈现

某个色块，要求被试判断该色块与词的颜色是否一

致，一致按 J键，不一致按F键；按键结束以后，进入

下一个实验试次。如果超过 3000ms未作答则计为

错误，自动跳入下一个项目。

给被试介绍实验流程和要求，并引导每个被试

完成 3个试次的练习，确保他们能够完全理解实验

程序，然后开始正式实验。

1.3 实验结果

删除正确率低于 50%的数据和极端数据，实验

一中共获得有效数据 94份，其中ODD组被试的数

据62份，男生45名女生17名；对照组被试的数据32
份，男生21名女生11名。

表2 两组被试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

反应时和正确率【平均数（标准差）】

对两组被试的成绩进行 2（组别）×5（启动词类

型）混合因素方差分析。在反应时上，组别主效应显

著，F(1, 92)=7.72，P=0.007，ODD组被试的反应时显

著低于对照组被试；启动词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4,

体罚词

体罚

殴打

抽打

耳光

家暴

剥夺词

剥夺

不准

禁止

没收

强制

批评词

批评

训斥

发火

指责

责骂

冷漠词

冷漠

无视

忽视

冷落

漠视

中性词

水杯

报纸

圆形

池塘

帽子

体罚

剥夺

批评

冷漠

中性

反应时(ms)
ODD组

673（154）
680（171）
663（157）
658（153）
655（156）

对照组

740（132）
745（125）
745（124）
769（160）
737（131）

正确率

ODD组

0.88（0.13）
0.89（0.11）
0.91（0.12）
0.92（0.12）
0.91（0.11）

对照组

0.93（0.09）
0.87（0.13）
0.90（0.12）
0.89（0.12）
0.9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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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69，P=0.409；启动词类型与组别交互效应不显

著，F(4, 89)=2.46，P=0.120。在正确率上，组别主效

应不显著，启动词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 89)=0.04，
P=0.844；F(4, 86)=0.24，P=0.628；启动词类型与组别

交互效应边缘显著，F(4, 86)=2.99，P=0.087。简单效

应分析表明，在剥夺，批评，冷漠三个条件下没有组

别差异，（P=0.307，P=0.976，P=0.233），在体罚词条件

下，ODD组被试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3）。
如果惩罚词汇诱发出某种负性情绪，这种情绪

就会干扰词汇的颜色编码，造成启动效应降低，因

此，将惩罚启动下的颜色判断反应时，减去中性条件

下的颜色判断反应时，中性条件下的颜色判断正确

率减去惩罚条件的正确率，作为被试对惩罚敏感性

水平的指标。差值越大，意味着被试的惩罚敏感性

水平越高。

表3 两组被试在不同惩罚刺激下的惩罚敏感性水平

在反应时差值上，组别主效应不显著，惩罚类型

主效应不显著，启动词类型与组别交互效应不显著

（F(1, 92)=0.004，P=0.950；F(3, 90)=0.227，P=0.877；
F(3, 90)=1.258，P=0.289）。

在正确率差值上，组别主效应不显著，惩罚类型

主效应不显著（F(1, 89)=0.068，P=0.795；F(3, 87)=
0.152，P=0.698）；惩罚类型与组别交互效应显著，F
(3, 87)=5.403，P=0.022。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

剥夺、批评和冷漠条件下均没有组别差异（P=0.584，
P=0.813，P=0.424）但在体罚条件下，ODD组被试的

差值高于对照组被试（P=0.059）。
2 实验2 ODD儿童对父母奖励的敏感性

2.1 被试筛选

筛选条件和被试来源同实验1。
实验2的实施，发生在实验1程序的一周以后进

行。并在实验之前，重新介绍实验的程序和流程，并

完成简单练习，确保每个被试能够理解实验程序。

2.2 实验设计

启动词汇包括社会性奖励词汇、物质奖励词汇

和中性词汇，都是双字词的形式呈现。每种类型各

包含5个词汇，每个词汇出现4次，“是”反应和“否”

反应匹配。实验材料见表4。每个词汇包含红绿蓝

黑 4种颜色。探测的目标刺激为红色色块，绿色色

块，蓝色色块和黑色色块，与启动词汇的大小保持一

致，另外，颜色的亮度和饱和度都保持匹配。实验共

60个试次。

表4 实验材料举例

实验采用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分别是

奖励类型（社会性奖励，物质奖励，中性刺激）和组别

（ODD组被试和对照组被试）。自变量还是反应时

和正确率的差值。

实验程序与实验一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启动词

阶段，屏幕中央呈现的是奖励性词汇或者中性词

汇。被试按键判断以后，程序记录其判断反应时与

正确率。

2.3 实验结果

删除正确率低于 50%的数据和极端数据，实验

二中共获得有效数据 90份，其中，ODD组被试的数

据57份，其中男生39名女生18名；对照组被试的数

据33份，其中男生21名女生12名。见表5。
表5 两组被试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

反应时和正确率【平均数（标准差）】

在反应时上，组别主效应显著，F(1, 88)=8.729，
P=0.004，ODD组儿童的反应时显著低于对照组；启

动词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2, 87)=0.454，P=0.636；启
动词类型与组别交互效应不显著，F(2, 87)=0.471，
P=0.625。在正确率上，组别主效应不显著，启动词

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 88)=0.385，P=0.536；F(2,
87)=0.122，P=0.864）；启动词类型与组别交互效应显

著，F(2, 87)=3.593，P=0.033，ODD组在奖励条件下比

中性词的正确率低，而对照组则相反。

与实验一类似，把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差值，

作为奖励敏感性指标。见表6。
在反应时差值上，组别主效应不显著，奖励类型

体罚

剥夺

批评

冷漠

反应时差值指标(ms)
ODD组

18（86）
17（102）
8（99）
3（115）

对照组

3（105）
8（84）
7（95）

32（109）

正确率差值指标

ODD组

0.03（0.15）
0.01（0.14）
0.00（0.16）

-0.01（0.13）

对照组

-0.03（0.12）
0.03（0.15）
0.01（0.13）
0.01（0.13）

社会性奖励

表扬

夸奖

肯定

认可

赞美

物质性奖励

奖品

奖金

礼物

金钱

礼品

中性刺激

窗户

方块

纹理

圆柱

月份

社会性奖励词

物质性奖励词

中性词

反应时 (ms)
ODD组

614（116）
616（119）
613（112）

对照组

675（125）
688（121）
693（135）

正确率

ODD组

0.91（0.12）
0.92（0.09）
0.94（0.08）

对照组

0.94（0.13）
0.94（0.09）
0.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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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效应不显著，启动词类型与组别交互效应不显著

（F(1, 88)=0.623，P=0.432；F(1, 88)=0.607，P=0.438；F
(1, 88)=0.319，P=0.574）。

在正确率差值上，组别主效应显著，F(1, 88)=
6.737，P=0.011，ODD组被试对奖励刺激更加敏感；

奖励类型主效应不显著，奖励类型与组别交互效应

不显著（F(1, 88)=0.252，P=0.617；F(1, 88)=0.060，P=
0.808）。

表6 两组被试在不同奖励刺激下

的奖励敏感性【平均数（标准差）】

综合上面的结果表明，无论是社会性奖励，还是

物质性奖励，ODD组被试的敏感性水平都要高于对

照组被试，但是两种奖励类型间没有差异。

3 讨 论

实验 1和实验 2的结果表明，ODD儿童的判断

反应时总体上低于正常儿童。出现这样的结果，可

能存在两种原因：1）ODD儿童的语言加工能力落后
[11]，所以，图片的颜色判断受到词汇语义的影响较

小；2）ODD儿童的行为存在冲动性特点[12]，在停止行

为上存在困难[13]，他们可能会追求更快的反应。

前期研究表明，ODD儿童对惩罚刺激的敏感性

较低[5]，但这类研究，基本上都缺少不同来源不同类

型惩罚的细致分析。本研究表明，ODD儿童对不同

类型的父母惩罚表现出了不同的敏感性。对剥夺、

批评和冷漠这几种惩罚，ODD儿童表现出的敏感性

与正常儿童没有显著差异，反而在体罚刺激方面，表

现出比正常儿童更高的敏感性。如何理解这一结果

呢？首先，从惩罚类型来看，小学生最反感的惩罚形

式包括殴打、不让上课、讽刺挖苦嘲笑、辱骂、罚站、

罚作业（强烈程序从高到低依次排序），说明体罚区

别于其他惩罚类型，最能够引起小学生的反感 [14]。

其次，ODD儿童与父母有更多的冲突（言语侵犯、间

接敌对和身体暴力）[4]，会经历更多的体罚，导致对

体罚的相对高敏感性。

在奖励敏感性方面，本研究发现，ODD儿童对

物质性奖励和社会性奖励的敏感性都高于正常儿

童。在实验过程中，被试的反应水平，除了受到词义

加工对颜色判断的干扰外，还包括了情绪对被试反

应产生的干扰[15]。ODD儿童对奖励词汇的情绪唤起

程度更强烈，说明他们对奖励刺激更加敏感。另一

方面，本研究未发现社会性奖励和物质性奖励之间

的反应差异，这与以往研究不一致。有研究发现小

学生对社会性奖励的偏好要大于物质性奖励，他们

最喜欢的奖励形式依次为，爱的给予、满足精神需

求、减少限制、满足物质要求、口头表扬[14]。

根据Gray等人提出的强化敏感理论(Reinforce⁃
ment Sensitivity Theory, RST) [16]，存在两个情绪系统

—行为趋近系统(Behavior Approach System, BAS)和
行为抑制系统 (Behavior inhibition system, BIS)。其

中，BAS系统对奖励刺激敏感, 在激活后，个体体验

到积极情绪并引发趋近行为；BIS系统对惩罚刺激

敏感，在激活后，个体体验到消极情绪并引发抑制行

为。按照该理论，ODD儿童的高奖励敏感性，会激

活BAS系统，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体罚敏感性反而

比正常儿童更高（虽然对批评/冷漠等惩罚敏感性正

常），其BIS系统也会相对容易被激活，这种双向的

激活，可能会导致一种强烈的冲突状态，为了缓解这

种冲突，ODD儿童可能会采用愤怒和破坏行为等防

御方式。ODD儿童的敌意归因明显，他们倾向于认

为别人的意图是敌对的和威胁的 [1]，容易觉察到被

排斥等攻击性线索，可能正是源于BAS和BIS的相

互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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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奖励词

物质性奖励词

反应时差值指标(ms)
ODD组

1（67）
3（79）

对照组

-18（96）
-5（125）

正确率差值指标

ODD组

0.03(0.13)
0.02(0.08)

对照组

-0.03(0.12)
-0.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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