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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因是当今最为常见的毒品之一，具有易上

瘾、易复吸的特点。海洛因成瘾会导致成瘾个体的

工作记忆刷新能力受损，表现为海洛因戒断者在N-
back任务上的反应时增加和正确率降低[1]。研究发

现工作记忆能力水平较低的个体在未来使用成瘾物

质的可能性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工作记忆能力与一

系列复杂的认知任务有关。记忆中与成瘾物质相关

的联想可以被环境或内部刺激激活，工作记忆能力

低的个体可能无法很好地抑制与成瘾物质相关行为

的联想反应[2]。相反工作记忆能力高的个体可以应

用一种或多种认知加工策略来成功地解决冲突的目

标 [3]。研究发现奖赏可以促进个体的工作记忆能

力 [4]。奖赏通过增强个体的积极性，优化注意资源

配置，从而强化个体行为 [5，6]。在药物成瘾领域，药

物或药物相关线索对药物成瘾者是一种特殊的奖

赏。有研究发现海洛因戒断者在药物相关线索下的

N-back任务上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中性线索下的反

应时 [7]，这说明药物相关线索对海洛因戒断者的工

作记忆刷新能力具有阻碍作用。由于药物相关线索

对海洛因戒断者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药理效应，从

而无法完全反映奖赏对海洛因戒断者工作记忆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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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社会奖赏对海洛因戒断者工作记忆刷新能力的影响。方法：选取33名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

计手册第四版（DSM-IV）阿片类药物依赖诊断标准的男性海洛因戒断者，以及年龄、受教育年限相匹配的32名正常

成年男性。考察两组被试在社会奖赏和无奖赏条件下的N-back任务上的反应时和正确率。结果：海洛因戒断组在

社会奖赏条件下的反应时与无奖赏条件下的反应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对照组在社会奖赏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短

于无奖赏条件下的反应时。在1-back任务中，对照组的正确率与海洛因戒断组的正确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2-
back任务中，海洛因戒断组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正确率。结论：社会奖赏对海洛因戒断者工作记忆刷新能

力的促进作用受损；海洛因戒断者的工作记忆刷新能力存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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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ward on the ability of working memory updating function of
heroin abstainers. Methods: Thirty-three male heroin abstainers who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opioid dependence i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IV (DSM-IV) and thirty-two adult males matched on ages and years
of education were selected. The reaction time and accuracy of N-back task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ocial reward and non-
reward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effect of social reward on the ability of working memory updating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ponse time under social reward condi⁃
tion and that under no reward condition in the heroin abstainers group, and the response time under social reward condition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under no reward condition. In the 1-back task,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rrect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at of the heroin abstainers group, while in the 2-back
task, the correct rate of the heroin abstainer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social reward on the working memory updating function of heroin abstainers is impaired. The working memory up⁃
dating function of heroin abstainers is impa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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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影响。因此自然奖赏对海洛因戒断者工作记

忆刷新能力的影响也是该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自然奖赏中，金钱奖赏是激励个体行为表现

的重要手段之一。以往的药物成瘾研究中往往采用

金钱奖赏作为个体动机的诱发物 [8]，发现金钱奖赏

对海洛因戒断者的工作记忆刷新能力存在一定的促

进作用，但是其促进作用要弱于正常人 [9]。除了金

钱奖赏，社会奖赏也能显著提高个体在任务中的行

为表现[10]。虽然金钱奖赏和社会奖赏都是激励个体

行为表现的重要手段，但是二者既有相似之处，又有

差异。研究发现金钱奖赏和社会奖赏存在共享的神

经机制，如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 VS）和内侧

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可能会

产生认知功能拓展，使其对于两种奖赏加工具有相

似的加工模式[11，12]。然而有研究却认为这两种奖赏

类型的神经网络并不相同[13]，相较于社会奖赏成年

参与者更易受到金钱奖赏的激励[14]。考虑到金钱奖

赏和社会奖赏之间的差异，且社会奖赏对海洛因戒断

者工作记忆刷新能力的激励作用尚不明确，同时对于

该问题的探索可以进一步增加我们对药物成瘾个体

动机与执行功能交互作用的理解，本研究将探讨社会

奖赏对海洛因戒断者工作记忆刷新能力的影响。

1 方 法

1.1 被试

从某强制隔离戒毒所选取 33名符合精神疾病

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阿片类药物依赖

诊断标准的男性海洛因戒断者[15]，所有海洛因戒断

者在进入戒毒所前完成生理脱毒，入所后不再服用

药物。平均年龄45岁（SD=8岁），平均受教育年限9
年（SD=3 年），本次入所平均戒断时间为 16 个月

（SD=6个月）。招募成年男性被试 32名，平均年龄

46岁（SD=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 8年（SD=2年）。

所有被试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无既往精神病史

和其他严重疾病。两组被试在年龄[t(63)=0.50, P>
0.05]和受教育年限[t(63)=-1.28, P>0.05]上无显著性

差异。

1.2 实验设计

采用 2（组别：对照组，海洛因戒断组）×2（任务

类型：1-back，2-back）×2（奖赏类型：无奖赏，社会奖

赏）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组别为组间变量，任务类

型和奖赏类型为组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在实验中

正确反应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1.3 实验程序

采用E-Prime 2.0软件编制N-back实验任务[16，17]，

分为 1-back和 2-back任务。在 1-back任务中每种

奖赏条件下有 2个 blocks，每个 block下有 31个 tri⁃
als，总共 124个 trials；在 2-back任务中每种奖赏条

件下有 2个 blocks，每个 block下有 32个 trials，总共

128个 trials。实验任务采用的刺激材料是从26个英

文字母中随机抽取的 15个英文字母，分别为B、C、
D、L、M、N、O、P、S、T、U、V、W、Y和Z，字母相同和不

相同的比例为1:1。
实验任务流程分为练习阶段和正式实验阶段。

练习阶段被试会进行一组无奖赏条件的练习任务，

1-back任务正确率达到 75%以上以及 2-back任务

正确率达到60%以上方可进入正式实验。在正式实

验中被试先完成 1-back任务，再完成 2-back任务。

正式实验流程为：首先电脑屏幕会呈现指导语告诉

被试任务操作以及接下来的任务完成后会不会得到

奖赏，当被试完全理解任务后按“Q”键开始。电脑

屏幕中心会呈现一个 500ms的字母刺激，接下来呈

现2000ms的空屏，随后呈现500ms的字母刺激。被

试被要求判断当前呈现的刺激与倒数第N个刺激是

否相同，相同按“F”键，反之则按“J”键，要求被试根

据实验要求又快又准地进行按键。无奖赏和社会奖

赏条件采用 block 间设计，社会奖赏条件下的 N-
back任务，被试每次反应正确，实验程序会在后台

自动记录增加一个点数，反应错误不增加点数。被

试获得的点数越多，最终获得的社会赞许性评价就

越高。无奖赏条件下的N-back任务不做任何记录，

无任何反馈。正式实验中刺激反应对应的按键和奖

赏条件的先后顺序都做了平衡。

1.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2.0统计分析软件对被试正确反应

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进行 2（组别：对照组，海洛因戒

断组）×2（任务类型：1-back，2-back）×2（奖赏类型：

无奖赏，社会奖赏）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当主

效应有统计学意义时，采用Bonferroni法对其进行事

后检验。当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时，对其进行简

单效应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被试在不同任务类型上的反应时

反应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反应时结果

表明，奖赏类型主效应显著，F(1,63) =51.94, P<
0.001, ηp2=0.452，事后检验表明，无奖赏条件下的反

应时显著长于社会奖赏条件下的反应时。组别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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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显著，F(1,63)=42.17, P<0.001, ηp2=0.401，事后检验

表明，海洛因戒断组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对照组的反

应时。任务类型主效应显著，F(1,63) =61.38, P<
0.001, ηp2=0.493，事后检验表明，2-back任务上的反

应时显著长于 1-back任务上的反应时。组别与奖

赏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1,63)=20.08, P<0.001,
ηp2=0.242，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海洛因戒断组

在社会奖赏条件下的反应时与无奖赏条件下的反应

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对照组在社会奖赏条

件下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无奖赏条件下的反应时(P<
0.001)。组别与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63)=0.07, P>0.05。奖赏类型与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

不显著，F(1,63)=0.21, P>0.05。组别、奖赏类型与任

务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63)=0.04, P>0.05。
表1 两组被试在不同任务类型上的反应时和正确率（M±SD）

任务类型

1-back

2-back

奖赏类型

无奖赏

社会奖赏

无奖赏

社会奖赏

反应时/ms
对照组（n=32）
560.23±70.33
487.16±62.66
613.64±69.27
546.27±84.26

海洛因戒断组（n=33）
627.24±70.95
609.70±69.35
686.19±77.90
670.99±80.39

正确率/%
对照组（n=32）
92.34±4.68
92.59±3.43
88.84±4.93
88.78±6.39

海洛因戒断组（n=33）
90.52±5.65
92.15±4.15
71.27±14.36
75.21±12.80

2.2 两组被试在不同任务类型上的正确率

正确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正确率的结

果表明，奖赏类型主效应显著，F(1,63) =4.08, P<
0.05, ηp2=0.061，事后检验表明，无奖赏条件下的正

确率显著低于社会奖赏条件下的正确率。组别主效

应显著，F(1,63)=42.52, P<0.001, ηp2=0.403，事后检验

表明，海洛因戒断组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正

确率。任务类型主效应显著，F(1,63) =86.71, P<
0.001, ηp2=0.579，事后检验表明，1-back任务的正确

率显著高于 2-back任务的正确率。组别与任务类

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1,63) =38.20, P<0.001, ηp2=
0.377，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1-back任务中，

海洛因戒断组的正确率与对照组的正确率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5)，在2-back任务中，海洛因戒断组

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正确率(P<0.001)。组别

与奖赏类型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63)=3.57, P=
0.064。奖赏类型与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1,63)=0.48, P>0.05。组别、奖赏类型与任务类型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F(1,63)=0.84, P>0.05。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N-back任务，探讨了社会奖赏对海

洛因戒断者工作记忆刷新能力的影响。发现海洛因

戒断组在 1-back任务上的工作记忆刷新能力与对

照组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而海洛因戒断组在 2-
back任务上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正确率。

海洛因戒断组在社会奖赏条件下的反应时与无奖赏

条件下的反应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对照组在社

会奖赏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无奖赏条件下的反

应时。

本研究在 2-back任务上发现了海洛因戒断者

工作记忆刷新能力存在损伤，而在1-back任务上并

未发现海洛因戒断者的工作记忆刷新能力与正常人

相比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 1-back任务

相对简单出现了天花板效应导致海洛因戒断者在面

对较简单的工作记忆刷新任务（1-back任务）时并

没有表现出与正常人的显著性差异，但是当面对较

难的工作记忆刷新任务（2-back任务）时海洛因戒

断者工作记忆刷新能力的损伤就得到了外在的表

现。同时也不排除海洛因戒断者受损的工作记忆刷

新能力经过戒断得到了部分恢复，使其在1-back任
务上的表现与正常人相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研究

发现戒断3个月和6个月的海洛因成瘾者在1-back
和 2-back任务上的正确率均显著低于正常人的正

确率 [1]，而本研究的海洛因戒断者平均戒断时间为

16个月。已有研究发现随着戒断时间的延长，药物

成瘾者的认知功能存在一定的恢复[18，19]。海洛因戒

断者工作记忆刷新能力的损伤可能是药物损害了其

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
FC），DLPFC在工作记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在

药物成瘾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其激活程度低于正常

人 [20]。因此，工作记忆刷新能力的损伤可能在成瘾

行为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药物成瘾个体

戒断复吸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21]。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社会奖赏对海洛因

戒断者的工作记忆刷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受损，这可

能反映了海洛因戒断者社会奖赏功能存在异常。这

一观点也在其他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如在海洛因戒

断者的社会奖赏功能的研究中发现其在不同的社会

奖赏幅度上的行为表现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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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奖赏幅度的敏感性降低[22]。由于个体行为表

现的改善可以归因于增强的认知控制，而奖赏通过

诱发个体的动机提升认知控制能力，促进了任务线

索信息的编码和利用，优化了对未来目标的处理和

准备，从而产生对行为的激励作用 [23，24]。因此海洛

因戒断者社会奖赏功能的损伤可能导致其为了实现

奖赏最大化，动机再分配认知资源的能力受损 [25]。

从而直接影响海洛因戒断者注意功能的定向和再定

向能力，导致社会奖赏无法促进其工作记忆刷新能

力。同时也有研究发现，金钱奖赏可以促进海洛因

戒断者工作记忆的刷新能力，只是这种促进作用要

弱于正常人[9]。相比于本研究发现社会奖赏并不能

促进海洛因戒断者的工作记忆刷新能力，这种差异

可能是由于奖赏性质的不同导致的。金钱作为一种

等价物，可以用来换购相应的物品。海洛因戒断者

在获得金钱奖赏时能够用于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

（如香烟等），从而使其相对于无奖赏，金钱奖赏能够

提高其工作记忆刷新能力。然而由于海洛因戒断者

对金钱奖赏的敏感性降低[22]，因此这种促进作用要

弱于正常人。社会奖赏往往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

并不能将其转换成自己所需的物品。这可能导致社

会奖赏对海洛因戒断者的激励作用要弱于金钱奖赏

的激励作用，使其在社会奖赏和无奖赏条件下的任

务表现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虽然本研究也发现海洛

因戒断者工作记忆刷新能力存在损伤，但是在 1-
back任务上其行为表现与正常人相比没有显著性

差异，同时也并未发现社会奖赏相比无奖赏能够促

进其在 1-back任务上的行为表现。因此相比工作

记忆刷新能力的损伤，社会奖赏功能损伤更有可能

导致社会奖赏对海洛因戒断者的工作记忆刷新能力

的促进作用受损。同时考虑到行为学方法本身的局

限性，海洛因戒断者工作记忆刷新能力的损伤也可

能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社会奖赏功能异常和工作

记忆刷新能力受损也可能共同导致了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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