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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赏与自我加工对记忆的影响*
钟毅平 **1,2

吴 云 1,2

范 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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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 从外显和内隐层面探讨奖赏与自我加工对记忆的影响。方法：以大学生为被试，以人格形容词为实验材料，采用 R/
K 范式，测量被试对识记词语的记忆效果。结果：（1）外显记忆层面，奖赏与自我加工均促进了记忆效果；（2）在内隐记忆层面，
自我存在记忆的加工优势，但是没有发现奖赏加工对记忆的影响。结论：自我相关刺激促进了内隐和外显记忆的加工，奖赏刺激
只对外显记忆有影响，实验结果支持独立平行模型，即在不同记忆层面，奖赏加工与自我参照加工存在不同加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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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显记忆

引言
自我是个人信息的组织者和加工过程的一部

分，对认知有直接影响，在信息的编码，储存和

且自尊水平影响个体对词语的提取，影响了记忆的
偏向（杨慧 , 吴明证 , 刘永芳 , Li, 2012）。因而在实
验中采用相关量表进行控制。

提取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Conway & Dewhurst,

奖赏是指个体可以从中获得收益的实物物品或

1995）。有研究指出个体在社会环境中，为了维持

精神体验。当人们在为了获得某个价值目标而付出

自我概念，会优先加工与自我相关的刺激。如果让

努力时，常会伴随着激励性动机的出现（Pessoa &

被试判断一些人格特质形容词是否可用于描述自己

Engelmann, 2010）。在许多实证研究中，奖赏常被

时，对同样的材料会引起比其它判断任务更好的记

定义为“一种可通过完成具体任务而获得的、并被

忆效果，这种现象称为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

渴望的刺激或事物”（Yang & Maunsell, 2004）。

effect），自我参照效应就是自我加工在记忆领域的

奖赏是一个多维的结构，包含感觉、情绪和动机

一个优势表现。已有研究表明，在自我参照加工条

的特征（Dayan & Berridge, 2014）。已有大量的研

件下 , 积极词的词语记忆表现显著优于消极词；积

究指出 , 金钱奖赏能够调节自上而下的注意 , 使注

极情绪状态下的词语记忆表现显著优于消极情绪状

意偏向奖赏相关的刺激 , 促进对奖赏相关刺激的加

态；而在他人参照加工条件下 , 这些差异并不显著
（郑

工（Krebs, Boehler, & Woldorff, 2010; Veling & Aarts,

雪 , 2012）。还有研究发现不同情绪诱导条件下的

2010; Wei & Kang, 2014）。顾凯（2012）研究结果

自我参照效应，正性情绪形容词的记忆效果最好，

发现大鼠在高奖赏条件下 , 工作记忆成绩要显著高

不愉快次之，中性词记忆效果最差，且情绪诱导对

于低奖赏条件。Madan CR 的研究证明高奖赏比低奖

相异情绪形容词的自我参照加工具有抑制作用（陈

赏激发了被试更好的记忆效果，奖赏对记忆作用产

京军 , 钟毅平 , 2010）。当前研究证据表明，自我加

生了增强效应，并呈现一个 U 形曲线关系（Madan

工对于记忆效果具有促进作用。不仅如此，已有文

& Spetch, 2012）。不仅如此，奖赏的这种作用在很

献指出抑郁水平与自尊水平同样能影响记忆效果，

多心理学研究领域都有体现，如空间注意（Hickey,

不同程度抑郁情绪的被试对积极、消极线索词的具

Chelazzi, & Theeuwes, 2010）、视觉搜索（Krawczyk,

体性记忆得分有显著差异（赵晓晶等 , 2009）。并

Gazzaley, & D'Esposito, 2007）、记忆过程（Sajonz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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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0; Shigemune et al., 2010）和任务成绩等。
以上研究证据表明奖赏加工能够增强认知过程。
基于当前自我与奖赏的研究现状，自我与奖赏关系
的呈现三种关系模型（Northoff & Hayes, 2011）：
（1）自我和奖赏的重叠模型（即整合模型）；自我
和奖赏的整合模型认为自我与奖赏加工基本重叠；
自我特定的刺激实际上对自我是一种高水平的奖赏，
自我特异性可以通过刺激的奖赏价值构成与非自我
特异性进行区分。因此刺激的价值不仅是奖赏的核
心，而且对于区分自我特异性与非自我特异性至关
重要。Sui 的研究数据指出，对比与他人相关刺激，
自我相关刺激更容易引起被试的关注。这种自我偏
向可能反应了自我相关刺激的奖赏价值（Sui, He, &
Humphreys, 2012）。（2）自我和奖赏的非重叠（即
分离模型）；分离模型与整合模型相反，自我和奖
赏的分离模型认为自我特异性加工与奖赏相关性加
工相互独立。即自我相关刺激是独立于自我相关的
价值评估过程。价值分配和自我特异性分配是暂时
分离的不同加工过程。（3）自我和奖赏在一定程度
上的平行加工（即平行加工模型）。平行加工模型
目的是解释自我与奖赏关联的所有结果，它考虑了
自我特异性加工的不同方面，该模型认为自我加工
过程与奖赏相关性加工是平行出现的。
从直观上看，
可以假设自我的不同方面都是平行加工的，奖赏相
关性的连续加工也是平行的。已有研究证明，人类
和动物的研究中都可以观察到奖赏和自我特异性加
工与奖赏加工在核心脑区是有重叠的，并且，平行
加工模型是当前研究支持证据较多，也是学者们认
可度较高的一个模型。
前人研究数据表明，个体会优先加工自我相关
刺激，而奖赏也能够增强认知过程。自我加工与奖
赏加工作为两类重要的认知加工进程，在记忆不同
层面是如何同时影响记忆效果的，尚未进行探讨，
尽管已有研究证明自我加工与奖赏加工都能促进认
知加工过程，但是，对于奖赏与自我加工在不同记
忆层面的加工特点并未进行考察。依照奖赏与自我
关系的平行加工模型，奖赏加工与自我加工都能够
同时增强记忆效果。按照意识的参与程度将记忆划
分为为两个层面：内隐记忆外显记忆。本研究旨在
从不同记忆层面考察奖赏与自我加工对记忆的影响。
于是，操纵自我与奖赏这两个变量，拟采用奖赏提
示范式、R/K 范式和信号检测论分析外显以及内隐
层面奖赏与自我加工对记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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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对象
选 取 34 名 大 学 生（ 女 生 24 名， 平 均 年 龄 为
19.26±1.4 岁）参加实验，被试均为右利手，身体
健康无神经系统疾病，没有脑部损伤史，视力正常
或校正后正常。实验完成后赠送一件小礼品，并且
给与一定奖赏金额。因 1 名被试在实验中部分数据
缺失，剔除了 1 名被试数据，共计 33 个有效数据。
经统计，被试平均自尊水平（M =23.35±1.26）与
抑郁水平（M =7.85±1.89），测量数值均在正常范
围之内，符合实验要求。
２.２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奖赏条件：奖赏组 / 无奖赏组）
×2（参照任务：自我参照 / 熟人参照）两因素被试
内实验设计。因变量为 R 判断次数（R 判断次数为
R/K 范式中的“记得”指标）。
２. ３ 实验材料
从《人格形容词库》选取 160 个有关人格特质词，
正、负性形容词各 80 个（将唤醒度、意义度与效价
进行匹配）。随机分配到学习阶段与测验阶段。正
性词与负性词在唤醒度上进行匹配，结果：正性词（M
=3.20，SD =0.22）与负性词（M =3.23，SD =0.23）
无显著差异，p >.05；在意义度上的匹配，结果：正
性 词（M =2.99，SD =0.13） 与 负 性 词（M =2.98，

SD =0.14）无显著差异，p >.05；在效价上，正性词（M
=5.4，SD =0.26）与负性词（M =2.13，SD =0.23）
差异显著：t (79) = 89.780， p <.01。
２.４ 实验程序
R/K 范式是研究自我相关记忆的经典范式，该
范式一般分为学习和测量记忆效果两个阶段，或者
在两个阶段之间加入干扰任务。
在测量记忆效果时，
详细地区分了记忆的程度，让被试进一步在再认基
础上判断为“记得”或“面熟”，相关结果在“记得”
指标上发现了较好的记忆效应。
实验在安静且光线柔和的实验室里进行。被试
首先填写相关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随后
完成贝克抑郁量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接下来
要求被试想象一个熟人，并写下她 / 他的名字，熟
人与被试同一性别，接着采用 IOS 量表评定被试
与熟人的熟悉程度（Cialdini, Brown, Lewis, Luce, &
Neuberg, 1997）。正式实验过程采用 E-Prime 2.0 呈现，
实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评价人格特质词学
习阶段，
第二部分为干扰阶段，
第三部分是测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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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总时长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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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实验程序简图

保证被试在间隔期间不对评估项目进行复述。测验

具体实验程序：首先，屏幕中央首先会呈现一

阶段：在电脑屏幕中央呈现“ + ”注视点 500ms 秒。

个“ + ”符号 500ms，然后随机呈现“###”或者

然后注视点消失，随机黑屏，然后随机呈现一个人

“¥¥¥”500ms，接着呈现目标词“安静的”。呈现

格特质词，要求被试判断是否见过，你觉得没有见

在“¥¥¥”后的词属于奖赏词，它的记忆效果关系到

过的词按“F”键，见过的词按“ J ”键，并且还需

被试获得的金钱奖赏，呈现在“###”后的词与金钱

要对见过的词进一步的判断为“记得清楚”或“面

奖赏无关；随后再呈现一个“+”符号 500ms，随后

熟”。判断为“面熟”按键盘的“ F ”键；判断为

出现一个判断任务：请评价刚刚呈现的这个形容词

“记得清楚”则按键盘的“J ”键，奖赏词判断正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描述的你自己或者是你的朋友，

确后出现奖赏反馈，
普通词以及混淆词无奖赏反馈。

1~5 级评价。干扰阶段 : 进行 4 分钟的加法口算，以

被试在经过练习后正式开始实验。

表 １ 不同条件下 Ｒ 判断次数（Ｍ ，ＳＤ ）

３ 结果
３.１ 外显记忆结果
对 R 按键次数进行重复测量反差分析可知：
奖赏主效应显著，F (1, 32) = 19.065，p <.001，ηp 2=
.373；参照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 (1, 32) = 15.655，

p <.001，ηp 2=.329；奖赏与参照类型交互作用显著，
F (1, 32) = 7.335，p <.05，ηp 2= .186。
对奖赏和参照类型交互作用做进一步简单效应
分析，发现：
有奖赏条件下，自我参照组显著高于熟人参照
组，F (1, 32) = 31.46，p <.001，ηp 2= .307；无奖赏条
件下，自我参照组显著高于熟人参照组。参照类型
差异显著，F (1, 32) = 8.42，p <.001，ηp 2= .276。自
我参照条件下，有奖赏组显著高于无奖赏组，F (1,
32) = 25.48，p <.001，ηp 2= .160，朋友参照条件下，
有奖赏组显著高于无奖赏组 F (1, 32) = 5.79，p <.05，
ηp 2= .250。即自我加工与奖赏加工同时影响了记忆
效果。

根据前人的文献指出，奖赏加工能够促进认知
加工过程，那么，为了验证奖赏对自我参照效应的
增强作用，我们定义：

b 1 = 自我奖赏组 - 自我无奖赏组
b 2 = 熟人奖赏组 - 熟人无奖赏组

图２

实验 １ Ｒ 判断次数描述统计图

钟毅平等 ： 奖赏与自我加工对记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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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b 1 和 b 2 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t (32) = 1.798，

反映了被试对信号与噪音的辨别能力 , 击中率反映

p <.05，发现，b 1 显著大于 b 2，说明了奖赏对自我参
照效应的增强作用，奖赏对于自我参照效应的增强
作用大于熟人参照条件。
３.２ 内隐记忆结果
从内隐记忆角度出发，信号检测论的指标 d ’

了被试对信号的有意识提取，虚报率反映了被试对
信号的无意识（内隐）提取。（郭秀艳 , 2007）
指标 d ’用于衡量被试的再认辨别力，从不同
条件下的 d ' 统计表中可以发现，自我奖赏组条件下
的被试的辨别力是最高的，其次是自我无奖赏组与
熟人奖赏组，熟人无奖赏无的辨别力最差。

表 ２ 不同条件下的信号检测论指标（ｄ ’，β ）

表 ３ 不同条件下 Ｒ 虚报次数（Ｍ ，ＳＤ ）

对 R 虚报次数（%）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体在社会环境中，为了维持自我概念，会优先加工

结果发现，自我条件主效应显著，F (1, 32) =13.57，

与自我相关的刺激，与自我相关的材料会引起比其

2

p <.01，ηp =.304；奖赏条件主效应不显著 F (1, 32)
=.095，p = .76；参照条件与奖赏交互作用显著，
F (1, 32) =4.898， p <.05，ηp 2=.136。进一步简单效
应分析发现：奖赏条件下，自我参照条件下的内隐
记忆效果显著高于熟人参照条件，F (1, 32) =13.17，
p < .01，ηp 2 = .171。无奖赏条件下，自我参照条件
下的内隐记忆效果显著高于熟人参照条件，F (1, 32)
=14.82，p <.01，ηp 2 = .267；自我条件下，奖赏效应
差异不显著，F (1, 32) =.55，p >.05。

４

讨论

它判断任务更好的记忆效果。Madan CR 的研究证明
高奖赏比低奖赏激发了被试更好的记忆效果，奖赏
对记忆作用产生了增强效应，并呈现一个 U 形曲线
关系（Madan & Spetch, 2012），同样说明了奖赏对
于外显记忆产生了增强效用。
在内隐记忆层面，自我仍旧存在记忆的加工优
势，但是，却没有发现奖赏加工对记忆的影响。前
人研究对于自我参照加工是否存在与内隐记忆层面，
还尚未有准确定论。Fujita 等人运用词干补笔的方法
检验了内隐和外显记忆中的自我参照效应（Fujita &
Horiuchi, 2004）。以往研究指出自我加工是一种自

本研究以人格形容词为实验材料，采用 R/K 范

动化加工模式，即使在内隐记忆提取阶段下，仍然

式，分别从记忆的内隐和外显层面，探讨了奖赏与

能够得到优先加工（王锡爱 , 2014），邢乃愈运用

自我加工对记忆的影响，实验控制了抑郁与自尊因

加工分离程序，发现自我参照效应并不存在于内隐

素对于记忆效果的干扰。
结果发现，
在外显记忆层面，

记忆中（邢乃愈 , 2006）。陈图农同样采用加工分

奖赏与自我加工均对记忆产生了促进作用，与前人

离程序，以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同样未在内

研究结果一致，说明被试对于自我相关刺激以及奖

隐记忆中发现自我参照效应（陈图农 , 杨杏梅 , 王志

赏相关刺激的加工更为精细。正如引言中提到的个

庆 , 2008）。段宝军发现了内隐自我参照效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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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发现内隐层面上的自我参照与母亲参照和父亲
参照的差异不显著（段宝军 , 2007）。本研究采用
信号检测论分析方法，证明了自我参照效应存在于
内隐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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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ward learning: Revaluation, revision, and revelation. Cognitive, Affective,

进对奖赏相关刺激的加工（Veling & Aarts, 2010; Wei
& Kang, 2014）。但是，奖赏加工需要衡量刺激所带
来的价值，需要更多的认知努力，然而在内隐加工

and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4(2), 473-492.
Hickey, C., Chelazzi, L., & Theeuwes, J. (2010). Reward guides vision when it's
your thing: Trait reward-seeking in reward-mediated visual priming. PLoS

ONE, 5(11), e14087.

阶段，这样的过程很有可能被忽略了（Miedl, Fehr,

Krawczyk, D. C., Gazzaley, A., & D'Esposito, M. (2007). Reward modulation of

Herrmann, & Meyer, 2014）。实验的结果支持自我与

prefrontal and visual association cortex during an incentive working memory

奖赏的平行加工模型，即自我与奖赏加工在某些认
知加工过程阶段，存在交互影响（Northoff & Hayes,
2011）。

task. Brain Research, 1141 , 168-177.
Sajonz, B., Kahnt, T., Margulies, D. S., Park, S. Q., Wittmann, A., Stoy, M., et al.
(2010). Delineating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from episodic memory retrieval:
Common and dissociable networks. NeuroImage, 50(4), 1606-1617.
Shigemune, Y., Abe, N., Suzuki, M., Ueno, A., Mori, E., Tashiro, M., et al. (2010).

５ 结论

Effects of emotion and reward motivation on neural correlates of episodic

自我相关刺激促进了内隐和外显记忆的加工，
奖赏刺激只对外显记忆有影响，实验结果支持独立
平行模型，即在不同记忆层面，奖赏加工与自我参
照加工存在不同加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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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ward is often defined as a kind of stimulus that can be acquired through a specific task. Previous studies show that rewards can improve
memory processing procedure. What's more,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self can be better processed and memorized. As we
all known, reward-processing and self-processing are two kinds of important cognitive-processing tasks, but there has been no research that discusses
their simultaneous effect on memory. Although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matching reward with self can promote the cognitive process, the rewardprocessing and self-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at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memory processing have not been examined.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parallel
processing of reward and self, we assume that reward-processing and self-processing can enhance memory effects at the same time. An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of consciousness, we can divide memory into two levels: explicit memory and implicit memory. We want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elf-processing and reward-processing from different memory levels. Experiments have controlled the interference effect of
depression and self-esteem factors on memory. We proposed to adopt the reward prompt paradigm, the R/K paradigm and the signal detection theory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ward-processing and self-processing effects on memory at explicit and implicit levels. This experiment is a multiplevariable experiment. The two factors in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are the reward and self conditions. We divide reward conditions into the reward and
no reward groups, and the self conditions into the self and friend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 comes from "The personality adjectives library".
We select 160 personality adjectives about personality, including 80 positive and negative adjectives (arousal, significance degree and titer match). The
experiment is carried out in a quiet lab. First, subjects fill out the relevant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gender, age), then complete the Beck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and self-esteem scale. Formal experimental process is presented in the E-Prime 2.0, the experiment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learning personality words, the second part is the interference phase, and the third part is the memory test phase. The experimental lasts 20
minut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In the level of explicit memory, reward and self processing promoted the memory effect. The reward effect is
significant, p < .001, η p2=.373; the self–reference effect is significant, F (1, 32) = 24.170, p < .001, η p 2 = .329; the interactions effect of reward and self
is marginally significant, F (1, 32) = 3.227, p = .082, η p 2 = .092.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reward processing can promote cognitive process.
In order to verify the increase of the reward of self-reference effect, we define: b 1 = self reward group- self without reward; b 2 = acquaintances reward
group- acquaintances without reward paired sample. T test was carried out on the b 1 and b 2, t (32) = 1.798, p < .05. We found that b1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b2, and the data illustrated the reward could enhance the self-reference effect. (2) We found self-advantages in the implicit memory,
but no reward processing effects on memory. The main effect of self conditions is significant, F (1, 32) = 13.57, p < .01, η p 2= .304; the reward condition
is not the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F (1, 32) = .09, p = .76; reference conditions with reward conditions interaction effect is significant, F (1, 32) = 4.898,

p < .05, η p 2 = .136. Then, by a simple effect analysis, we found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eward, the self-reference effect of implicit memor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acquaintances reference conditions, F (1, 32) = 13.17, p < .01.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n-reward, implicit memory of the selfreference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acquaintances reference conditions, F (1, 32) = 64.39, p < .01;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elf, the reward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F (1, 32) = 2.56, p > .05. Conclusion: self relevant stimulus promotes the processing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memory, and reward
stimulation only influences memory effects.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independent parallel model, namely in the different level of memory, reward
processing and self-reference processing have different processing mechanisms
Key words rereward, self, implicit memory, explicit mem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