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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干扰物的能力对个体完成目标导向行为和

提高工作效率十分重要。从个体的行为反应上来

讲，具有吸引力的事物意味着个体对于这些事物表

现出较强的反应倾向，为了目标的完成，个体需要快

速抑制对干扰物的注意反应倾向，继而保持对目标

的指向与集中。导致这种反应倾向的原因可能是

“自下而上”的，也可能是“自上而下”的[1]。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自上而下”的注

意力引导方式。Soto等[2]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工作记

忆内容相匹配的刺激可能会出现早期的、自上而下

的、不自主的注意定向。他们又进一步通过工作记

忆-视觉搜索双任务范式证明了无论工作记忆表征

与目标项目相匹配还是与非目标项目相匹配，个体

的注意均会被工作记忆表征引导[3]。这一结论与偏

向竞争模型一致，偏向竞争模型认为视觉场景中不

同对象的神经表征以相互抑制的方式相互竞争，以

获得更高层次的处理，而工作记忆相关对象特征的

激活会偏向特定大脑区域的神经活动，这些区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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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根据网络成瘾倾向者的注意特点与自我控制特征对自我控制在网络成瘾倾向者非目标工作记忆引

导的注意中的作用进行探索。方法：2（被试类型：网络成瘾倾向；非网络成瘾倾向）×2（自我损耗：损耗；非损耗）×2
（实验条件：干扰；中性）混合实验设计。采用Stroop范式作为自我损耗任务，将非目标工作记忆-视觉搜索作为测试

任务。结果：（1）非损耗条件下，网络成瘾倾向者的搜索反应时显著较快，损耗条件下，未发现显著差异；（2）非损耗

条件下，未发现网络成瘾倾向者与非网络成瘾倾向者注意引导效应量的显著差异，而损耗条件下，前者效应量显著

较大。结论：（1）自我控制资源损耗使网络成瘾倾向者优势消失；（2）网络成瘾倾向者自我控制资源易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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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the dual-task paradigm combining working memory task with target search task, working mem⁃
ory can match working memory items with target features and distractions. The former can effectively guide the optimal
choice of attention, while the latter strengthens the intensity of interference and highlights the ability to suppress the tenden⁃
cy of dominance. As a group with low self-control ability, Internet Addictive Tendencies are found to perform better in work⁃
ing memory-visual search tasks. Therefore, we try to explore this problem through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s: Experi⁃
ment adopts a mixed experimental design of 2(participants: Internet Addictive Tendencies; non-Internet Addictive Tenden⁃
cies) ×2(ego depletion: depletion; non-depletion)× 2(experimental conditions: invalid conditions; neutral conditions). The
Stroop paradigm was used as the ego depletion task, and the non-target working memory-visual search was used as the test
task. Results: (1)Under the non-depletion conditions, the search response time of Internet Addictive Tendencies is signifi⁃
cantly faster than the non-Internet Addictive Tendencies. The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 under depletion conditions. (2)
Under the non-depletion condition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ttention guidance effect size between Internet Ad⁃
dictive Tendencies and non-Internet Addictive Tendencies, while under depletion conditions, the effect size of the former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latter. Conclusion: (1)When self-control resources are depleted, the dominant performance of
Internet Addictive Tendencies disappears. (2)The self-control resources of Internet Addictive Tendencies are prone to de⁃
pletion.
【Key words】 Internet addictive tendencies; Self-control; Attention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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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定特征进行编码，从而使与工作记忆表征相

匹配的项目“获胜”成为关注的“焦点”，即“记忆的内

容即是注意的内容”[4]。在工作记忆-视觉搜索双任

务范式中，当工作记忆表征与分心物匹配，匹配分心

物会对个体产生强有力的吸引，表现为工作记忆项

目特征与分心物匹配的试次反应时长于其它试次。

为完成目标导向任务，个体必须抑制注意对匹配分

心物反应倾向，而抑制不当行为或优势倾向是自我

控制的主要形式[5]。

Schmeichel等 [6]在他们的研究中将自我控制定

义为克服或改变优势反应倾向的能力。自我控制资

源并非用之不竭，每一次使用自我控制，都会使之相

应减少。自我控制的力量模型将这种资源消耗与控

制力量被削弱的现象称为“自我损耗”效应[7]。通过

自我损耗的方式可以操纵状态自我控制资源，调控

自我控制水平，损耗组的参与者在后续的自我控制

相关任务上表现差于控制组 [8]。Englert等 [9]的研究

直接证实了自我损耗会降低抑制干扰信息的能力。

有研究者认为，大多数问题行为都与自我控制

能力不足有关 [10]。Young[11]认为网络成瘾是指过度

或者不受控制的互联网使用，是一种病理性的互联

网使用，并且对心理、社会和工作产生负面影响。网

络成瘾同样与自我控制关系密切，研究者发现自我

控制水平与网络成瘾负相关 [12，13]。Akn等 [14]的研究

以检验自我控制/管理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为目的，通

过使用在线认知量表和自我控制与自我管理量表调

查了 309名大学生，结果发现网络成瘾程度高的学

生更有可能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能力低下。Dong
等[15]采用 fMRI技术观察网络成瘾者（IAD）与常人在

Stroop任务中的抑制表现，发现与常人相比，IAD组

前扣带回和后扣带回的皮质中显示出更大的BOLD
信号。表明相对于对照组，IAD组的反应抑制过程

效率较低。

本研究参考前人研究，依照CIAS-R诊断标准，

认为网络成瘾倾向者为得分 58以上者 [16]。在前期

研究中，发现大学生网络成瘾倾向者自我控制总分

显著低于非网络成瘾倾向者，可以推测网络成瘾倾

向者在与自我控制紧密相关的非目标工作记忆-视
觉搜索任务中的表现不佳。但与推测相反，张微

等 [16]发现，网络成瘾倾向者在此类任务中的反应比

非网络成瘾倾向者迅速。类似地，有研究者发现动作

电子游戏经验能够促进个体抑制分心物的能力[17]。

为进一步探究该矛盾现象，本研究通过自我损耗调

节自我控制水平来探讨自我控制在网络成瘾倾向者

进行非目标工作记忆-视觉搜索任务中的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在某所大学的学生中发放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

订版(CIAS-R)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66份。筛选被

试要求其身体状况良好，在实验前保持规律作息，未

摄入刺激性饮食。按照CIAS-R总分，筛选出网络

成瘾倾向者，其中 59-68分 15人，69分及以上 7人；

非网络成瘾倾向者中 47-56分 12人，37-46分 5人，

36分及以下4人。最终筛选网络成瘾倾向被试中男

生9人，女生13人，平均年龄20±1.23岁。非网络成

瘾倾向者男生7名，女生14名，平均年龄20.24±1.76
岁。被试自愿报名参加实验，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无色盲、色弱。

1.2 实验材料

1.2.1 网络成瘾测量 本研究采用中文网络成瘾

量表修订版(CIAS-R)[18]为筛选网络成瘾倾向者的工

具。本研究中，全量表Cronbach α为0.93。
1.2.2 自我控制测量 采用谭树华和郭永玉[19]修订

的自我控制量表（SCS）。本研究中，全量表 Cron⁃
bach α为0.87。
1.2.3 损耗任务与非损耗任务 Stroop任务是经典

的自我损耗任务 [20]。刺激材料为红绿蓝色的“红、

绿、蓝、H”字样的图片。其中，根据前人研究综合考

虑，在损耗任务中将中性刺激（字母“H”，颜色与内

容无关）、一致项目（词的书写颜色与词义一致）和不

一致项目的比例设置为2：3：4[21]。非损耗任务中，无

不一致项目。

1.2.4 非目标工作记忆-视觉搜索任务 记忆项目

为 1.29o×1.29o视角的彩色方块。搜索视场分布 4个
1.29o×1.29o视角、边框宽度为0.07o视角、左右两侧的

中间区域各有一个开口且颜色各不相同的方框，其

中 3个为干扰刺激，一个为目标刺激。干扰刺激左

右开口宽度皆为0.29o视角，目标刺激两侧开口宽度

不同，分别为0.7o视角和0.29o视角。4个搜索项目分

别坐落在半径为5.3o视角的表盘方位相应为1、4、7、
10或 2、5、8、11的刻度位置上。颜色为记忆与搜索

项目的共享特征，随机从红、粉、绿、蓝、青、黄六种颜

色（RGB值分别为：255，0，0；255，0，255；0，255，0；
0，0，255；0，255，255；255，255，0）抽取[22]。

1.2.5 情绪状态测量 采用邱林[23]修订的积极和消

极情绪量表(PANAS)测量被试在完成自我损耗任务

后的情绪状态。本实验中，全量表Cronbach α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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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75。
1.3 实验设计

采用2（被试类型：网络成瘾倾向与非网络成瘾

倾向）×2（自我损耗：损耗与非损耗）×2（实验条件：

干扰与中性）混合实验设计，实验条件为被试内变

量。干扰条件中搜索视场中有一个干扰刺激与工作

记忆项目颜色相同（匹配分心物），中性条件中没有

干扰刺激与记忆项目的颜色相同。

1.4 程序

Stroop任务：指导语毕，屏幕中间位置呈现一个

白色的注视点“ +”200ms，随后刺激项目呈现

1000ms，若刺激项目呈现后被试者在3000ms内未做

按键反应，则自动跳转下一个刺激项目，此为一个试

次，共90个正式试次。刺激项目为红、绿、蓝三种颜

色的文字。字色为红按“A”键，字色为绿按“F”键，

字色为蓝按“J”键。其中，网络成瘾倾向组与非网络

成瘾倾向组各有一半被试接受损耗处理，另一半接

受非损耗处理。此环节结束后，被试均需要完成

PANAS量表并回答“你认为整个任务完成起来的难

度有多大？”(“1非常容易”到“7非常困难”)和“你认

为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付出多大努力？”(“1不需要

努力”到“7非常努力”)两个问题。询问被试是否感

到疲惫，若有，则告知被试实验完成，若无，则立即开

始非目标工作记忆-视觉搜索任务：指导语毕，屏幕

中央呈现一个注视点，紧接着在屏幕中央呈现记忆

刺激，要求被试记忆，视觉搜索阶段要求被试找到两

侧开口大小不一样的方框，并又快又准地按键判断

开口大小(左边较大按“F”键，右边较大按“J”键)。反

应后进入记忆探测阶段，要求尽可能准确地判断屏

幕中央的方块的颜色是否与记忆刺激相同，相同按

“F”键，不同按“J”键，此为一个试次，共160个试次，

分两组完成。其中，为避免出现拒绝效应，本研究设

置无效条件试次在总实验中出现概率为 20%，记忆

项呈现时间为 500ms，记忆项与搜索项之间时间间

隔为150ms[24-26]。流程图如图1所示。

2 结 果

Stroop任务后无被试报告疲惫，所有被试完成

全部实验流程。本研究将搜索和记忆正确率在平均

正确率水平2个标准差之内的被试数据纳入统计分

析。分别剔除搜索或记忆错误率过高的网络成瘾倾

向组与非网络成瘾倾向组中一名/两名女性被试数

据。两组有效被试的性别(χ2=0.15，P>0.05)与年龄(t
(38)=-0.55，P>0.05，d=-0.18)均未发现显著差异。

对筛后网络成瘾倾向组中接受损耗与非损耗处

理被试的CIAS-R及SCS总分对比，损耗组与非损耗

组的CIAS-R总分无显著差异（M=65.40 vs M=65.82），
t(19)=-0.16，P>0.05，d=-0.07，SCS总分无显著差异

（M=54.50 vs M=54.27），t(19)=0.07，P>0.05，d=0.03。

非网络成瘾倾向组中，损耗组与非损耗组的CIAS-R
总分无显著差异（M=45.60 vs M=46.89），t(17)=-0.35，
P>0.05，d=-0.17，SCS总分无显著差异（M=62.00 vs
M=66.11），t (17)=-0.86，P>0.05，d=-0.42。
2.1 自我损耗操纵有效性分析

损耗组比非损耗组在完成 Stroop任务后，体验

到的困难程度更高（M=4.15 vs M=2.50），t (38)=4.04，
P<0.05，d=1.28，付出更多的努力（M=4.45 vs M=
2.90），t (38)=3.24，P<0.05，d=1.03。
2.2 情绪评定

积极情绪方面，损耗组与非损耗组(M=2.60 vs
M=2.46)差异不显著，t(38)=0.58，P>0.05，d=0.19。消

极情绪方面，损耗组与非损耗组(M=1.64 vs M=1.54)
差异也不显著，t(38)=0.59，P>0.05，d=0.19。该结果

图1 工作记忆-视觉搜索任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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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排除了情绪因素对自我损耗效应的影响，也证

明了被试情绪状态稳定。

2.3 自我损耗对网络成瘾倾向者在非目标工作记

忆-视觉搜索任务中的影响

保留搜索与记忆反应均正确且不超过3个标准

差的搜索反应时数据。使用 SPSS 16.0对数据进行

分析，具体有效指标数据描述统计见表1。

被试类型

网瘾倾向组

非网瘾倾向组

自我损耗

损耗

非损耗

损耗

非损耗

实验条件

中性

干扰

中性

干扰

中性

干扰

中性

干扰

搜索反应时(ms)
1425.82±139.05
1705.84±248.12
1108.39±251.53
1204.48±245.85
1339.35±164.13
1442.63±237.12
1295.82±147.87
1395.31±231.10

搜索正确率（%）

98.36
96.57
99.01
98.30
97.42
96.25
97.74
98.96

记忆正确率(%)
85.55
87.82
88.35
88.35
91.33
90.94
84.90
88.54

将搜索与记忆正确率分别纳入重复测量多因素

方差分析，仅在搜索正确率分析中发现自我损耗与

实验条件交互作用显著，F(1, 36)=4.44，P<0.05，ηp2=
0.11。简单效应检验发现，损耗条件下，个体在中性

实验条件下的搜索正确率显著高于干扰条件（M=
97.89 vs M=96.41），F(1, 36)=6.5，P<0.05，ηp2=0.15。

将搜索反应时纳入重复测量多因素方差分析。

被试类型和自我损耗交互作用显著，F(1, 36)=7.94，
P<0.05，ηp2=0.18。经简单效应分析，非损耗条件下，

网络成瘾倾向者的搜索反应时显著快于非网络成瘾

倾向者（M=1156.43 vs M=1345.56），F(1, 36)=4.27，
P<0.05，ηp2=0.11；损耗条件下，两者反应时差异不显

著（M=1565.82 vs M=1390.99），F(1, 36) =3.68，P>
0.05，ηp2=0.09；网络成瘾倾向者在损耗条件与非损

耗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显著（M=1565.82 vs M=
1156.43），F(1, 36)=21.16，P<0.05，ηp2=0.37；非网络成

瘾倾向者在损耗条件与非损耗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

不显著（M=1390.99 vs M=1345.56），F(1, 36)=0.24，
P>0.05，ηp2=0.01。被试类型、自我损耗和实验条件

交互作用显著，F(1, 36)=4.43，P<0.05，ηp2=0.11。简

单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网络成瘾倾向者在两种损耗

条件下，中性实验条件的搜索反应时均显著快于干

扰条件 M=1425.81 vs M=1705.83，F(1, 36) =43，P<
0.05，ηp2=0.54；M=1108.38 vs M=1204.47，F(1, 36) =
5.57，P<0.05，ηp2=0.13；非网络成瘾倾向者在两种损

耗条件下，中性实验条件的搜索反应时亦均显著快

于 干 扰 条 件 M=1339.35 vs M=1442.63，F(1, 36) =
5.85，P<0.05，ηp2=0.14；M=1295.81 vs M=1395.31，F
(1, 36)=4.89，P<0.05，ηp2=0.12，即注意引导效应恒定

出现。

为了进一步分析匹配分心物对个体的注意引导

效应在不同自我控制水平下的特征，将干扰条件与

中性条件的搜索反应时差值作为注意引导效应量。

对比损耗条件下与非损耗条件下，匹配分心物对个

体注意的引导效应，发现在自我损耗条件下，注意引

导效应量边缘显著较强（M=191.65 vs M=97.62），t
(38)=2.03，P=0.05，d=0.66。两两对比，非自我损耗

条件下，网络成瘾倾向者与非网络成瘾倾向者注意

引导效应量差异不显著（M=96.09 vs M=99.5），t
(18)=-0.07，P>0.05，d=-0.03，自我损耗条件下，网络

成瘾倾向者的注意引导效应量显著高于非网络成瘾

倾向者（M=280.02 vs M=103.28），t(18)=2.56，P<0.05，
d=1.21。网络成瘾倾向者在损耗与非损耗条件下注

意引导效应量差异显著（M=280.02 vs M=96.09），t
(19)=2.73，P<0.05，d=1.25，非网络成瘾倾向者在损

耗与非损耗条件下注意引导效应量差异不显著（M=
103.28 vs M=99.5），t(17)=0.07，P>0.05，d=0.03。
3 讨 论

本研究中，在各个实验处理下均出现注意引导

效应。与Soto等[3]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一结果支持了

偏向竞争理论模型的观点，记忆的内容即注意的内

容 [4]。效应量分析显示，自我控制资源的不足使得

两类被试的注意引导效应量增大，即自我损耗对两

类被试抑制干扰的表现均有消极影响，与 Englert
等 [9]的研究结果相符。这一结果从另一方面说明了

高自我控制水平有利于个体抑制分心物并完成目标

导向行为。根据对注意引导效应量的分析，自我损

耗条件下，网络成瘾倾向者的注意引导效应量显著

大于非网络成瘾倾向者，而非损耗条件下并未出现

表1 搜索反应时（M±SD）及搜索与记忆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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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现象，更进一步肯定了自我损耗使个体抑制匹配

分心物能力下降[9]，从而促使注意引导效应增加。

网络成瘾倾向者在自我控制资源相对充足的情

况下反应时较短，即能较快地抑制匹配分心物，与前

人研究结果一致 [16]。Spence和 Feng[27]认为，网络的

使用对个体视觉认知加工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网

络成瘾者同样被发现在抑制反应为主的Go/NoGo任
务中表现出抑制优势[28]。故非损耗条件下，特定的

网络经验可以使网络成瘾倾向者更容易从匹配分心

物恢复，然而，在损耗条件下，干扰条件的搜索正确

率呈显著降低，且网络成瘾倾向者不再表现出反应

优势。对此的解释是：自我控制的力量模型认为自

我控制行为需要消耗资源 [7]，当个体处于自我损耗

状态，自我控制资源相对匮乏，抑制匹配分心物的能

力下降 [9]，亦无法支持网络成瘾倾向被试快速抑制

匹配分心物的吸引，导致网络成瘾倾向者的反应时

增加，优势消失。非目标工作记忆-视觉搜索任务

除了用于观测注意引导效应，其成绩同样反映自我

控制水平。相比非损耗条件，损耗条件使网络成瘾

倾向者的反应时显著增长，而非网络成瘾倾向者并

无此现象，效应量对比发现，网络成瘾倾向者在损耗

与非损耗条件下注意引导效应量差异显著，而自我

损耗处理未使非网络成瘾倾向者效应量显著增加。

这些都说明，在自我控制方面，网络成瘾倾向者比非

网络成瘾倾向者更容易受到自我损耗的影响，也说

明了自我控制在网络成瘾倾向者非目标工作记忆-
视觉搜索任务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自我控制的不足可能降低网络成瘾

倾向者的注意方面的优势。网络成瘾倾向者的自我

控制较常人来说更易受到损耗，正如先前研究者所

认为的那样，尽管所有人都有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

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失去自我控制[10，29]。在人

们的学习与生活中，自我损耗不可避免，面临相同程

度损耗，网络成瘾倾向者受影响程度较大。这就意

味着即便网络成瘾倾向者如 Spence等[27]所说，网络

的使用对个体视觉认知加工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种积极影响也存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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