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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高低创伤个体的认知干扰效应及性别差异。采用创伤事件终身经历问卷—学生版、PTSD 检查表平时版来选取高低创

伤被试，通过经典 Stroop 范式要求被试进行色—词辨别反应任务。结果显示：高低创伤被试间存在显著的差异，高创伤被试的反
应时显著长于低创伤被试的反应时；高低创伤两组被试在任务类型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一致任务的反应时显著低于不一致任务的
反应时；高创伤组被试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反应时显著低于女性的反应时；创伤水平、性别与任务类型在 Stroop 效应
干扰上存在交互作用。研究表明高创伤女性被试更容易受到认知干扰，Stroop 任务的类型也对创伤被试产生一定作用。
关键词 Stroop 效应 创伤 认知干扰

１

引言

包括 PTSD 在内的创伤个体通常伴随着明显

创 伤 后 应 激 障 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的认知功能损伤。研究表明，创伤个体存在注意

PTSD）是个体对经历、目睹或遭遇到创伤性事件

保持缺陷和注意执行控制缺陷 (Flaks et al., 2014)；

而导致的一种非正常的心理障碍，具有强烈的恐惧

PTSD 个体对与创伤相关的信息也表现出更多的注

感和无助感，其核心症状主要表现为 : 闯入记忆、

意偏向和应激反应（Ashley, Honzel, Larsen, Justus, &

情 感 麻 木 和 回 避、 高 度 警 觉 (American Psychiatric

Swick，2013）；此外，PTSD 个体存在对创伤信息

Association, 2013)。PTSD 对个体各方面生活造成严

的记忆偏向，在陈述性记忆和自传体记忆中表现出

重影响，也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创伤性事件不

一定程度的缺陷（Brown et al., 2014）。研究表明，

仅包括战争、自然灾害等重大灾难性事件，且包括

PTSD 个体的认知功能受到一定的损伤，注意选择

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
如创伤性分离、
遭遇背叛、

会影响 Stroop 效应 ( 顾本柏 , 贾磊 , 张庆林 , 2013)。

患病、人际纠纷等。因此，创伤事件是一切能够引

如在经典色－词 Stroop 任务中被试对具有颜色意义

起心理创伤的事件的总和，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个

的词做颜色判断时便会受到汉字意义的影响，出现

体即创伤个体。创伤个体不同于 PTSD，只有少部

明显的认知抑制 ( 白学军 , 贾丽萍 , 王敬欣 , 2016)。

分创伤个体会发展为 PTSD。

Stroop 范式可用于测量执行功能，可以表明个

关于创伤个体的认知功能研究不断增多 , 包括

体受到干扰的程度。“Stroop”效应即斯楚普效应，

临床和非临床的被试，均得到相似的结果 (Flaks et

最初来源于美国心理学家 Stroop 于 1935 年做的一

al., 2014)。不过研究主要集中在临床 PTSD 被试上，

个实验，他利用刺激材料在颜色和意义上的不同，

关于非临床创伤个体认知功能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如用蓝颜色的笔写一个红字，要求被试说出“红”

人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创伤事件，尽管很多创

字的颜色即蓝色，而被试通常受到字义的影响，读

伤经历并没有达到 PTSD 症状学的诊断标准，但是

出的往往是“红”，证明人们阅读时受到字义的干扰。

创伤事件造成的影响很可能是内在的、不易觉察的，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经典 Stroop 范式已经演变为

而这部分群体因为没有明显的症状而容易被忽视了

各种范式，被应用于研究儿童及特殊个体的执行功

（张妍 , 2012）。

能 ( 程真波 , 黄宇霞 , 2013)。Cui, Chen, Liu, Sha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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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2014）研究表明， PTSD 个体在完成 Stroop 任

上被试中，主要选取在 LIET-S 中选择第 2、3、4、

务时的反应速度显著慢于正常被试。Stroop 效应可

6 中的一项或几项的被试，即自己或亲朋经历过生

作为检验 PTSD 的指标，以往的研究常用 Stroop 效

病或受伤等创伤，选取出初步高创伤组 64 名（男

应的反应时来检测认知冲突。

30 名），初步低创伤组 59 名（男 31 名）。然后参

既然 PTSD 个体在面对 Stroop 范式时受到干扰

照陈雪军、黄月胜、党晓姣和郑希付（2012）的做法，

(Cui et al., 2014)，那么，创伤个体在面临认知冲突时，

由一名临床心理学专业的博士进行结构性访谈 (the

其反应是否也会受影响呢？当个体所受的创伤程度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the DSM–IV；SCID),

不同时，其反应是否也会有差异呢？

根据 DSM- Ⅳ 诊断 PTSD 的准则 A1 和 A2, 明确是

此外，性别差异存在于 Stroop 研究中，国内外

否确实经历过创伤事件 , 剔除 20 名被试。将初步高

众多研究表明性别是影响 Stroop 效应的一个因素，

创伤组中伴有闯入 ( 准则 B)、回避 ( 准则 C) 和高警

如一项 Stroop 颜色词测试的结果表明女性表现优于

觉 ( 准则 D) 症状各一项以上的学生作为高创伤组 (33

男性（Yücel et al., 2012）。有研究发现，同男性相

人，男 17 人 )，而初步低创伤组中不符合以上三准

比较，女性在经历创伤事件后会受到更强烈的心理

则的则纳入低创伤组 (32 人 , 男 16 人 )。平均年龄

创伤 (Hourani, Williams, Bray, & Kandel, 2015)，而且

为 20.06 岁，视力正常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

女性 PTSD 的患病率为男性的两倍。既然男性和女

２.２ 研究工具

性在创伤事件后反应不同，那么，不同性别的创伤

２.２.１

个体在 Stroop 效应上是否有差异呢？
综上，以往研究多注重于将 PTSD 个体与正常

创伤事件终身经历问卷—学生版（LIET-S)

LIET-S 包括了 16 项条目，涵盖了广泛潜在的
创伤和丧失事件。LIET-S 的 Cronbach α 为 .79，适

人进行比较，对于创伤个体以及不同程度创伤个体

用于儿童和青少年。

的 Stroop 干扰效应却很少涉及；而且在有关创伤个

２.２.２

PTSD 检查表平时版（PCL-C）

PCL-C 是根据 DSM—IV 制定的、由 17 项条目

体在性别差异方面的研究也较少。
因此，
在本研究中，
我们将运用经典 Stroop 范式来探讨高低两种程度的

组成的 PTSD 症状调查表，主要用于评估创伤后应

创伤个体认知功能是否存在差异，探讨高低创伤被

激症状，问卷具有较高内部一致性及重测信度，且

试对于不同刺激的 Stroop 干扰效应上是否存在显著

能较好预测 PTSD。

差异；并考察在 Stroop 干扰效应上是否存在性别差

２.２.３ 状态焦虑问卷（S-AI)
该问卷含有 20 项条目，可用来评价状态焦虑 ( 汪

异。

２
２.１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向东 , 王希林 , 马弘 , 1999)。本研究中，状态焦虑问
卷的 Cronbach α 为 .87，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２.２.４

Stroop 经典范式

在某大学共发放问卷 5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将经典 Stroop 的任务类型分为两种情况，一种

3853 份，回收率为 77.1%，其中男生 1066 份，女

为一致任务，即字的颜色和字义一致，另外一种为

生 2780 份。本研究采用创伤事件终身经历问卷—学

不一致任务，即字的颜色和字义不一致。选用的汉

生版 (Life Incidence of Traumatic Events-Student Form,

字分别为：红，黄，绿，蓝；汉字的颜色分别为红色，

LIET-S) 和 PTSD 检 查 表 平 时 版（PTSD Checklist-

黄色，绿色，蓝色。

Civilian Version，PCL-C） 两 个 量 表 (Greenwald &

２.３

研究程序

Rubin, 1999)，当被试在 LIET-S 中报告至少经历一

首先让被试完成状态焦虑问卷，然后让被试完

次创伤性事件，要求被试完成 PCL-C 问卷，筛选创

成用 E-prime 编制的程序，结束实验后，主试导出

伤个体共 2864 名，在剔除无效数据后，其中有效数

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果。

据为 2547 份（男 630 名）。以 PCL-C 问卷得分 50

实验设计：采用 2（创伤水平：高分组与低分组）

分作为划分高低创伤组标准。高于及等于 50 分的

×2（性别：男性与女性）×2（任务类型：一致任

被试作为可能高创伤组（477 名，男 166 名）；低

务与不一致任务）三因素混合设计；创伤水平为组

于 50 分的被试作为可能低创伤组（2070 名，男 464

间因素，有高创伤组和低创伤组两个水平；性别为

名）。为使被试的创伤类型匹配一致，本研究在以

组间因素；任务类型为组内因素，有一致任务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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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任务两个水平。刺激分为三个组块呈现，每个

800
700

组块的刺激为 100 个 trail，其中一致任务 50 个，不
一致任务 50 个，刺激以随机顺序呈现，整个实验的
Trial 数为 300 个。实验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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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高低创伤被试在性别上的 Ｓｔｒｏｏｐ 效应

３.３ 高低创伤个体在任务类型上的 Stroop 效应
对高低创伤被试分别就任务类型进行简单主效
应分析，不同组别的反应时结果见图 3。结果表明：
图１

３

实验流程图

高创伤被试在任务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一致任务
的反应时 (662.74 ± 15.73) 显著低于不一致任务的反

研究结果

应时 (720.89 ± 16.22)，F (1，58) = 111.77，p < .05，

通过实验 E-prime 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简

偏 η 2 = .66；低创伤被试在任务类型上也存在显著

单的合并、提取和整理，通过使用 SPSS 软件对数

差异，一致任务的反应时 (630.77 ± 15.73) 显著低于

据进行处理，5 名被试的数据由于反应正确率低于

不一致任务的反应时 (660.82 ± 16.22)，F (1，58) =

80% 或反应时在三个标准差之外而被剔除。最后得

29.84，p < .05，偏 η 2 = .34。

到的有效被试为高创伤组 (30 人，男 15 人 )，低创

800
700

伤组 (30 人 , 男 15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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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任务）的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创伤
水平主效应显著，F (1，56) = 5.14，p < .05，偏 η

2

= .08；高创伤组的反应时 (691 ± 14.36) 显著大于低
创伤组 (645.8 ± 14.36)；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1，
56)= 8.2，p < .05，偏 η 2 = .13；男性的反应时 (639.73

图３

４
４.１

Ԣ߯Ӹ

高低创伤被试在任务类型上的 Ｓｔｒｏｏｐ 效应

讨论与分析
高低创伤个体在 Stroop 干扰效应的差异

± 14.36) 显著低于女性 (697.89 ± 14.36)；任务类

与以往研究一致，本研究显示，高低创伤个体

2

在 Stroop 干扰效应上存在显著差异，高创伤个体

= .69；一致任务的反应时 (646.76 ± 10.12) 显著低于

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低创伤个体。已有研究表明，

不一致任务 (690.85 ± 10.57)；性别和创伤水平的交

与正常人相比，PTSD 个体的反应会比较慢 (Cui et

型的主效应显著，F (1，56) = 124.35，p < .05，偏 η

互作用显著，F (1，56)=5.43，p < .05，偏 η = .09；

al., 2014)。有关 Stroop 研究表明，PTSD 个体有延

任务类型和创伤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F (1，56)=

迟反应和对威胁相关的词有注意偏向（Ashley et al.,

2

12.63，p < .05，偏 η = .18。

2013）。前人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PTSD 个体

３.２ 高低创伤个体在 Stroop 效应上的性别差异

组对威胁性的面孔表情有明显的注意偏向，并且注

2

对高低创伤被试分别就性别进行简单主效

意偏向的程度与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Hommer

应分析，不同组别的反应时结果见图 2。结果发

et al., 2014)。本研究结果表明创伤个体的 Stroop 干

现， 高 创 伤 被 试 在 性 别 上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男 性

扰效应大小也与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高创伤

的反应时（639.07 ± 20.31）显著低于女性的反

个体的反应时长于低创伤个体，高创伤个体更容易

应

时（744.57 ± 20.31）， F (1，56) = 13.49，
2

p < .05，偏 η = .19；低创伤组男性（640.39 ±
20.31）与女性（651.20 ± 20.31）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F (1，56) = 0.14，p > .05。

受到认知干扰。
４.２ 高低创伤个体在 Stroop 效应上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显示高创伤个体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男性的反应时显著低于女性的反应时，这说明高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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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女性受到认知干扰的程度高于男性，而低创伤

（2）高低创伤两组在任务类型上的 Stroop 效应

个体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与 Shvil

均存在显著差异，一致任务的反应时显著低于不一

等人（2014）对于创伤相关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

致任务的反应时；

中发现了性别差异的结论一致。
性别差异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一些
关于 Stroop 效应大脑机制的研究中发现了性别差异。
研究表明，性别是 PTSD 的风险因素，女性比男性

（3）高创伤组在性别上的 Stroop 效应存在显著
差异，其中男性的反应时显著低于女性的反应时；
（4）创伤水平与任务类型之间在 Stroop 干扰效
应上存在交互作用。

更容易发展成为 PTSD (Dell'Osso et al., 2013)。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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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troop Interference Effect and Gender Difference
for Individuals with High and Low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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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patients showed a stress response and attention bias, which also showed a certain bias to the traumatic
events and similar events. Also,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individual with PTSD was damaged to a certain degree. Past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paid more attention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PTSD and those without. Several studies were involved with the Stroop interference
effect in individuals with trauma. In this study, we will review the cognition function of trauma participants by the classic Stroop paradigm, and explore
whether there is a distinct difference in the Stroop effect for different stimulus between high and low trauma participants. The gender difference also
exists in the Stroop research, and much of the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shows that gender is a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 Stroop effect. In addition,
the probability of developing into trauma is higher in female participants than male participants. So, the study will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is a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Stroop effect in trauma participants.
The Stroop effect task has two types: one congruent task assumes that the color concurs with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the other is an inconsistent
task that argues the color is incongruent with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The experiments chosen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红，黄，绿 and 蓝 .
Every Chinese character has four colors including red, yellow, green and blue.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how different Stroop tasks and genders affect the cognition interference for participants with high/low PTSD. A3
(trauma level: high trauma group, low trauma group) × 2 (gender: male, female) × 2 (task type: congruent task, in congruent task) mixed experiment
design was carried out. Sixty-five participants selected from 3,853 university students that took part in the experiment reported at least one traumatic
event through the LIET-S (Life Incidence of Traumatic Events-Student Form, LIET-S) questionnaire. At the same time, those whose scores on the
PCL-C (PTSD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 questionnaire equal to or above 50 were labeled high trauma participants, and the students whose scores on
the PCL-C questionnaire were below 50 were labeled as low trauma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oop-inter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the high trauma group who detected word color more
slowly than the low trauma group. The two types of stimulus condi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 the color-word congruency was
slower and incongruent. The stroop-interference in high trauma subjects was also significant: males detected word color more slowly than females. We
find the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in groups  gender and stimulus type  gender.
We found out that the Stroop effect of cognitive interference in subjects with high trauma was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low trauma group; the
Stroop effect of the consistent task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inconsistent tas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omen with high trauma were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cognitive interference, and the type of Stroop task also had some effect on trauma participants.
Key words Stroop effect, trauma, cognitive interfe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