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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刺激加工指对威胁相关刺激的学习、探测以及快速

做出反应的过程，这一加工涉及不同脑区的激活，以及人脑

对资源的灵活分配以促进某种反应和抑制其他反应的发生
[1]。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对威胁刺激的快速加工伴随着大

脑的自动参与，只有当人们有效快速地搜索到令人感到恐惧

的威胁性剌激（蛇、蜘蛛等）时，才能成功地回避这种危险以

保证生存[2]，并且人们自动保留了与恐惧相关的记忆系统，表

现出的恐惧信息的记忆优势也可以帮助人们快速躲避威胁

信号[3]。从认知加工的观点来看，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威

胁刺激能自动捕获个体注意，快速被杏仁核及其与感觉皮层

所形成的双向环路察觉，得到优先加工，使个体及时做出防

御性反应[4]，对威胁刺激的注意、记忆加工又会帮助个体进行

更高级的认知加工[5]。因此，对威胁信息有效迅速的加工是

人们适应生存发展的重要心理机制[6]，了解威胁刺激加工的

神经机制有助于促进人类健康和生存发展，对提升公众安全

感相关研究的开展也具有基础性作用。

多来年，心理学家们对威胁刺激加工的神经机制这一领

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这些研

究主要聚焦于如下三个主题：威胁刺激加工与脑区的关联、

威胁刺激加工过程的神经机制以及威胁刺激加工神经机制

的调节因素。

1 威胁刺激加工与脑区的关联

明确威胁刺激加工所激活的脑区，可以帮助我们从全脑

的角度了解大脑对威胁刺激的反应模式，是探索神经机制的

基础。诸多研究表明，杏仁核以及不同脑区的协同作用在威

胁刺激加工中的作用最为关键。

1.1 杏仁核与威胁刺激加工

脑功能成像研究表明，杏仁核（amygdala）是神经系统的

核心成分，用于快速、自动地评估环境中存在的潜在威胁或

危险信号，由威胁刺激诱发的愤怒、恐惧、悲伤的情绪体验都

会引起杏仁核的显著激活 [7]。Domínguez-Borràs等 [8]分别采

用视觉、听觉以及视听结合的形式呈现快乐、恐惧和中性的

面孔图片，要求被试尽可能快的对不同的表情做出相应的按

键反应，同时使用MRI技术记录被试对情绪材料进行加工时

的大脑活动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哪种感觉通道形式呈

现，被试对恐惧材料的反应都激活了更大的杏仁核区域。这

与杨玲等人[9]的研究结论一致，即杏仁核主要负责恐惧、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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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绪的加工。相反，杏仁核的损害会影响威胁刺激的加工

也证实了杏仁核的核心作用。Tippett等 [10]以杏仁核损害的

病人和健康个体为被试，要求被试完成面孔表达任务。fMRI
结果发现，杏仁核的损害严重影响了愤怒面孔的再认，正确

率显著低于正常被试组。来自临床动物的研究也发现了杏

仁核在加工威胁刺激时的作用，Sierra-Mercado, Padilla-
Coreano, Quirk[11]分别对白鼠的基底外侧杏仁核（BLA）、腹内

侧前额叶皮层（vmPFC）和海马（HPC）选择性注射Muscimol
（蝇蕈醇）——一种GABAA受体激动剂，可导致神经元的超

极化，引起神经传输的抑制效果，以抑制相应脑区的活性，结

果发现BLA区域的失活调节了恐惧反应的表达，减少了恐惧

刺激的回忆。

1.2 脑区协同与威胁刺激加工
对威胁性刺激的加工也激活了不同脑区的协同作用，

Radoman, Phan和 Gorka[12]指出，在威胁性刺激的加工过程中

特定的前额-边缘回路被激活，这种边缘回路包括背侧前扣

带回皮层和脑岛。Mobbs等 [13]提出生存优化系统 (Survival
Optimization System, SOS)来解释威胁刺激的加工机制。该系

统反映了人们对威胁刺激的预测、定向、评估以及防御或趋

近系统的激活等过程，前额叶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处于核心地

位。其中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自动参与情绪性经验的激

活，眶额叶皮层（oFC）参与包括视觉、嗅觉和听觉在内与威胁

相关的多重感官信息的加工，并且前额叶皮层与前扣带回、

杏仁核、丘脑主动联结，形成防御系统，协调处理与威胁刺激

相关的注意、记忆、行为等过程。一项 fMRI研究也证明了生

存威胁相关的刺激激活了包括前扣带回皮层、脑岛在内的行

为抑制系统的神经回路[14]。另有研究者[15]通过改变噪音出现

的情况操纵威胁线索和安全线索，同时记录个体在不同条件

下的稳态视觉诱发电位(ssVEP)，以比较个体在加工威胁信息

和安全信息时的大脑活动差异情况。结果发现，个体对威胁

线索的加工激活了更显著的视觉皮层活动，而且前运动、运

动皮层、额叶皮层也都表现出了威胁刺激的特异性激活增

强，这提示个体在知觉到威胁刺激后，会启动其他脑区的协

同活动，帮助做好应对威胁刺激的行动准备。另外，Lanius
等[16]提出，个体内存在由脑干、杏仁核、丘脑和额颞叶皮层功

能连接而成的先天警觉系统，这一警觉系统具有进化上的适

应性，有助于在无意识条件下快速对威胁刺激做出反应。

综上可知，除杏仁核外，威胁刺激加工也与前额叶、额顶

叶皮层、脑岛等多个脑区的复杂协同活动有关，可见，威胁刺

激的加工不仅包括感知层面的识别，更是一个注意、记忆、决

策等共同参与的复杂加工过程。

2 威胁刺激加工过程的神经机制

对应脑区的确定从全脑的角度讨论了大脑对威胁刺激

的反应模式和激活水平，是探讨威胁刺激加工神经机制的基

础，而从不同认知加工过程的角度出发，可以为威胁刺激加

工神经机制的讨论提供更细化的视角。威胁刺激加工过程

涉及注意、记忆甚至决策等具体的认知加工过程。

2.1 威胁刺激的注意加工
研究者提出，情绪性刺激尤其是威胁性刺激能自动捕获

注意资源，具有注意加工偏向[17]。注意偏向包括注意定向加

速、注意解除困难和注意回避三种成分[18]，而已有研究更多

关注前两种成分的神经生理学证据[19]。

一方面，在注意定向加速方面，研究者发现其主要与早

期P1、N2pc成分有关。P1成分源于纹外视觉区域（枕外侧和

颞下皮质），是主要的视觉ERP成分，通常出现在刺激呈现后

的60-90ms，会随着注意的分配在100-130ms之间波幅达到

峰值[20]。Santesso等[21]使用点探测任务的ERP研究发现，生气

面孔比快乐面孔诱发了更大的早期P1成分，进一步的来源

定位也发现由生气面孔导致的纹外视觉皮层的激活增强，这

反映了威胁刺激得到了更多的视觉加工，表明注意快速集中

在视野中更具威胁性的刺激上。N2pc通常出现在N2时间窗

口(约 180-280ms)，pc(posterior-contralateral)代表其为对侧脑

后负波，潜伏期反映了注意被分配到目标的时间点[22]，通常

被作为视空间搜索任务中反映注意分配的重要指标 [23]。

Feldmann等[24]使用面孔材料的视觉搜索任务，发现生气面孔

比快乐面孔诱发了更大波幅的N2pc成分和更短的潜伏期，

也证明了威胁探测优势。来自脑成像的证据表明，威胁刺激

的注意定向加速与杏仁核、前扣带回的功能发挥有关，在

Carlson等[25]的实验中，采用点探测任务，同时记录个体注意

偏向得分，结果发现，被试对恐惧面孔的注意定向加速越明

显，杏仁核和前扣带回的功能连接则越强，并且杏仁核与包

括颞上回、颞顶叶在内的负责社会感知的脑网络的耦合性也

更强。

另一方面，在注意解除困难方面，张禹等[26]指出前额叶

皮层是注意解除发生困难的神经基础。来自高焦虑水平被

试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正常被试，高焦虑个体很难从分心面

孔上解除注意来完成字母搜索任务，而焦虑水平与前额叶的

激活显著负相关[27]，与张禹等[26]的结论一致。在ERP成分上，

顶中部P3成分与注意从一个刺激解除转移到另一个刺激有

关 [28]。也有研究发现 LPP在注意解除困难中的作用。Kap⁃
penman等 [29]使用不同情绪的刺激对，以 LPP和N2pc作为指

标，旨在说明威胁刺激加工时的注意定向和注意解除作用。

结果发现，被试对威胁-威胁刺激对、威胁-中性刺激对的加

工都诱发了初期阶段的N2pc成分，支持了对威胁刺激的注

意定向加速。同时，相较于中性-中性的刺激对，被试对威

胁-中性刺激对的探测明显诱发了晚期更大的LPP波幅，而

LPP成分是刺激呈现300ms左右在顶叶出现的晚期正电位，

反映了对情绪刺激的持续注意，也就意味着被试对威胁刺激

的探测阻止了对同时出现的中性刺激的加工。并且威胁-中
性刺激对加工的反应时长于中性-中性刺激对也说明威胁刺

激存在注意解除困难，即如果被试对威胁刺激存在注意解除

困难，则在呈现威胁刺激时，被试对其他刺激的探测会变慢[26]。

总之，威胁刺激的注意加工过程主要表现为注意定向加

速和注意解除困难，同时也受到杏仁核的反馈调节；在ERP
成分上，两个过程分别诱发了显著的早期 P1、N2pc成分和

LPP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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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威胁刺激的记忆加工

威胁刺激的记忆加工过程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研

究表明，威胁刺激同样存在记忆偏向：无论是在威胁或是非

威胁场景下，成人对威胁信息的再认正确率都好于非威胁信

息。因为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大脑中保留了与恐惧相

关的模块和记忆系统，以便自动提取危险信号，获得更好的

生存[3]。因此，人们进化而来的恐惧相关的记忆系统是威胁

信息再认优势的解释之一。在认知神经方面，Zhang等[30]发

现曾经经历过地震的被试相比控制组表现出了对威胁刺激

的再认记忆偏向，诱发了更大的前额 P2、P3和晚期正成分

LPC。研究指出，P3出现在信息处理的后期阶段，其波幅与

分配注意有关，反映了记忆过程中对刺激的精细编码[31]；LPC
的波幅是再认阶段对威胁刺激投入心理资源的表达，与记忆

加工痕迹的增强有关[32]。可见，除了生存本能的优势，威胁

刺激的记忆优势也来自于编码和再认阶段的深度加工。此

外，在脑功能方面，Zhou, Chen, Chen等[33]提出背外侧前额叶

（dlPFC）与个体对威胁刺激的认知控制有关，刺激该区域可

以改善高回避型依恋个体对威胁刺激的记忆表现。

由此可知，对威胁刺激的记忆加工可以从进化心理学和

认知加工多个角度去理解，反应在脑区上，主要与前额叶尤

其是dlPFC的激活有关，而P3和LPC则是表达威胁刺激记忆

偏向的关键指标。

2.3 威胁刺激加工与决策
研究指出人脑内存在由边缘叶和更高级的皮质结构（如

眶额叶、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等）组成的高级神经通路，负责实

现情绪信息的注意、评估、决策等高级认知加工过程，而且情

绪加工相关的脑网络与负责决策的神经系统存在某种交互

作用[34]。尤其威胁性情绪信息的加工会提高个体的警觉性，

缩小注意范围，改变个体的行为策略方式，促使个体在社会

决策中做出更多习惯化和利己行为[35]。神经机制的证据表

明，个体面对威胁信息时，会自动激活生存优化系统（SOS），

协助个体做出与威胁刺激相关的决策和行为准备[13]。并且

在威胁加工条件下，内侧前额叶、前扣带回、内侧纹状体等负

责控制加工的脑网络连接受到抑制，而感觉运动脑网络的连

接会增强，诱使个体在决策中采取更多自下而上的习惯化行

为策略 [36]。此外，研究指出，应激反应和应激激素（如皮质

醇）的分泌在威胁信息加工对决策的影响中具有重要作用，

并且由威胁引发的应激反应会调节注意、记忆、奖赏评估等

一系列高级认知过程，而这些都是决策的重要认知成分[35]。

由此可见，威胁刺激的决策过程伴随着与注意、记忆等认知

功能相关的多个脑区的协调活动。这也在行为生态学的脑

成像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在行为生态学领域，起始躲避距离

（flight initiation distance, FID）即有机体与趋近的威胁刺激的

开始距离是衡量威胁刺激敏感性的公认指标。Qi等[37]借助

FID范式，通过电脑模拟真实场景，并且操纵威胁刺激（虚拟

的捕食者）与目标物（灰色三角形）之间的空间距离，来改变

被试做出逃跑决策时的反应快慢，利用 fMRI技术和贝叶斯

决策模型，分析得出了威胁情境下做出逃跑决策时激活的神

经回路：首先，快速的逃跑决策即较近的FID会激活“反应性

恐惧”回路，该回路包括中脑周围灰质、中央杏仁核和中部扣

带回皮层，负责对威胁刺激的快速注意定向，传递、更新和启

动本能反应；其次，较慢的逃跑决定即较远的FID与“认知恐

惧”回路相关，其中包括后扣带回皮层、海马、基底外侧杏仁

核和腹侧前额叶皮层，这一回路参与更复杂的信息处理，包

括对威胁信息工作记忆加工、风险评估和策略思考。

综上，威胁刺激决策包含多种认知成分，会自动激活与

注意、记忆等相关的神经回路，前额叶区域和扣带回在威胁

刺激决策加工中起重要作用。

3 不同因素影响威胁刺激加工的神经机制

研究者也对多种因素影响威胁刺激加工的神经机制进

行了探讨，这些因素包括年龄、人格特征、外部环境等。

首先，年龄调节威胁刺激加工的神经机制。Haddad，Bil⁃
derbeck，James等[38]的一项 fMRI研究探索了年龄调节青少年

在威胁和安全线索下的神经反应，发现威胁线索（相对于控

制线索）的神经激活与年龄正相关，前扣带回背侧、背外侧前

额叶皮质与杏仁核的激活水平都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揭示

了与威胁有关的加工随年龄增长更加成熟的趋势。但在婴

儿和儿童加工威胁刺激方面，目前仍只有行为实验和观察研

究[39]。

其次，人格特征调节威胁刺激加工的神经机制。在Mor⁃
riss, Christakou和van Reekum[40]的研究中，将对威胁刺激不确

定性的容忍度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作为个体威胁敏

感性的指标，采用皮肤电和 fMRI技术的研究结果发现，自我

报告 IU较低（即容忍度低）者在威胁线索下比安全线索下有

更明显的皮肤电反应和右侧杏仁核激活，而自我报告 IU较

高者的杏仁核激活程度降低。另外，羞怯水平也会影响威胁

刺激加工时的神经网络——对同样的威胁刺激进行加工，非

羞怯组显著激活了右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主要参与自动

的情绪调节），而羞怯组显著激活了右背侧前扣带回皮层

（dACC，主要负责注意和认知的控制）[41]。除此之外，神经生

理指标还表明依恋风格也会影响威胁信息加工：特质依恋焦

虑和依恋回避个体杏仁核的激活与面孔威胁性呈正相关，而

接受依恋安全启动后，对威胁面孔加工时杏仁核激活程度减

弱，表明依恋状态调节了杏仁核对威胁的反应性[42]。

最后，外部环境如成长环境、父母支持以及实验条件等

影响威胁刺激加工的神经机制。Paulus等人[43]发现长时间在

高风险环境中生存的军人与普通健康志愿者相比，对威胁刺

激有较强的敏感性，表现为右侧脑岛的激活度更高，而右侧

脑岛与厌恶等消极情绪有关。Coan, Beckes和Allen[44]采用

fMRI技术研究早期母亲支持、社会资本、生活经验对遭受威

胁性电击时神经反应的影响，发现早期母亲情感支持和社会

资本较高的被试，双侧眶额叶皮层、额下回和左侧脑岛等与

威胁相关脑区的激活较弱。罗禹等[19]比较了应激组和控制

组不同实验条件下威胁面孔加工的脑电，发现急性应激激活

了更负的 SPCN成分，表明急性应激使威胁刺激的注意解除

发生困难。另外，Loos等[45]最新的研究使用 n-back任务，发

现了认知负荷对威胁刺激加工神经机制的调节作用，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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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荷条件下，恐怖图片加工时杏仁核激活减少，而背外侧

前额叶皮层激活增加，在低负荷条件下表现出相反的结果，

说明高认知负荷会启动前额叶的控制系统抑制杏仁核对威

胁刺激的过度反应，以帮助完成较难的认知任务。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可知，威胁刺激加工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已涉及激活

脑区、加工机制和影响因素等多个方面，并且取得了较丰硕

的成果，然而尚有较多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

讨。

第一，在威胁刺激加工过程的神经机制方面，已有的研

究主要涉及威胁刺激的注意、记忆和决策加工过程，而认知

加工过程包含了注意、记忆、决策、语言、思维等不同的方面，

这也启示我们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威胁刺激的思维和语言

等其他的认知加工过程。并且，研究者们较多关注了注意定

向加速和注意解除困难的神经过程，威胁刺激的注意偏向是

否可由注意回避困难导致，其中的神经机制如何，尚待厘

清。最值得注意的是，威胁刺激的决策过程受到包括注意和

记忆在内的多种认知功能的调节，已有研究也指出威胁刺激

的决策加工会激活复杂的认知加工神经回路，但目前鲜见注

意-记忆-决策作为完整认知加工过程的理论整合和神经机

制的整合的研究。

第二，诸多因素影响威胁刺激加工的机制方面，一些影

响因素作用的机制多局限于行为研究，缺乏认知神经的佐

证。如前文提到的威胁刺激注意偏向的年龄差异，如果能建

立起威胁刺激认知神经活动完整的从儿童青少年再到成年

和老年的一整套模型，则能对威胁刺激及应对的发展和老化

机制提供有力佐证。另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是不同类型威

胁加工的神经机制。因为威胁刺激既包括蛇、蜘蛛在内的物

理性威胁刺激，也包括公众舆论、偏见在内的社会性威胁刺

激[6]，以行为反应为因变量的研究对两类威胁刺激加工机制

差异的揭示相对有限，认知神经科学的比较研究则能提供更

加直接的证据，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相对于物理性威胁，社会

性威胁甚至不同原因诱发的社会性威胁是否存在神经基础

的特异性。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的社会性威胁越来越广泛

多样，更凸显了此类基础研究的必要性。

第三，从积极视角探讨安全信息加工和安全感（sense of
security）体验的神经生理学特点与机制，并与威胁刺激加工

神经机制的研究对照、结合，也应成为将来研究的新视角。

已有不少研究讨论了安全感的应用及影响，但目前为止，只

有数量极少的研究探讨了能给人们带来安全感的安全信息

加工的神经机制。Lange等[46]指出安全线索与威胁刺激加工

所激活脑区有相当部分的重叠，如前额叶部分皮层、杏仁核、

脑岛等，提示人们安全和威胁可能既对立又相联，但具体还

需要将来研究深入探讨。只有对威胁刺激加工的神经机制

了解深刻，而且对安全信息加工的认知神经过程知之甚多，

才能为面临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威胁时的决策提供坚

实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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