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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相关电位 P300中视 -听双模态刺激方式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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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 P300 对精神疾病识别和诊断的敏感性，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双模态刺激方式

的应用，本文对目前视 - 听双模态刺激方式的应用研究和相关机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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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相关电位（ERPs）是一种无创性的电生理

检查，对于不同精神疾病的诊断、治疗流程的建立

以及精神药理学的研究都有帮助［1］。并且 ERPs 有毫

秒级的时间分辨率，可以分辨出认知功能相关的神

经电生理成分与不同认知阶段的联系。在 ERPs 的研

究中，刺激方式是关键技术之一，如果刺激事件不

明确就无法获得应有的 ERPs 成分，而新刺激方式的

研究能够启发人们发现新的预想不到的结果，也可

能会得到新的结论。目前研究表明不同精神疾病人

群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出现了 ERPs 早期成分（如视觉

P100）或者晚期成分（语义 N400）的一些改变，而

在所有的研究中最先发现并且报道最多的是 P300 成

分的异常［2］。通常 P300 是由传统的单模态怪球任务

诱发，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面对的刺激很少是来

自单一感觉通道，大多则是来自多种感觉通道，人

们对刺激的认知反应是多种感觉的综合与调整。国

内外学者在单模态刺激方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

大量关于事件相关电位 P300 中双模态刺激方式的研

究。因此，本文对事件相关电位 P300 中视 - 听双模

态刺激方式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一　视 -听双模态刺激方式研究的必要性

1　P300 的简介

P300 成分是一个在任务开始后 300~500 毫秒

之间出现的正向波，通常是由传统的单模态怪球任

务诱发，在该任务中被试面临一系列重复的标准刺

激和少量的靶刺激，被试需要尽快从标准刺激中识

别出靶刺激。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被试必须明确的评

估情形，对相关刺激进行分类后并做出决定，因此

P300 成分被认为代表了工作记忆和主动注意的实时

加工，也是反映记忆更新或者认知结束机制的决定

性“反应相关阶段”［3］。P300 幅值被认为是通过注意

资源的分配从而反映加工的强度，而 P300 潜伏期则

与刺激分类的速度有关，并且是独立于行为的反应

时间。

2　P300 在精神疾病中的研究现状

很多关于认知功能相关的 P300 研究提出 P300
有可能作为精神病理机制相关的生物指标。关于

P300 幅值降低的意义，目前比较一致的结论是：①

是抑郁症的一种状态性指标，在抑郁症急性期降低，

而在疾病缓解后恢复正常［4］；②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

特征性指标，无论急性期还是疾病缓解后都是降低

的［5］；③是酒依赖患者的易感性指标，在疾病出现之

前就有降低，比如酒依赖父母的高危子女的这一指

标会有改变［6］。 

然而，关于 P300 成分的很多研究结果是不一致

的，比如，Bruder［7］的综述列举了二十个听觉 ERPs

的研究，发现其中 12 项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 P300
波幅减低，而有 8 项研究没有发现其降低。采用视

觉怪球任务 P300 的研究结果在潜伏期的变化方面也

呈现这种矛盾结果。导致这些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

与不同研究纳入的抑郁症患者的临床亚型不一致有

关。不同 P300 研究中参与的抑郁症患者的异质性可

能会掩盖抑郁症患者亚型的特异性。以上的结论通

过 Pierson［8］的研究可以得到支持，他的研究发现相

比于伴有焦虑或者强迫症状的抑郁症患者，迟滞型

抑郁症患者具有更低的 P300 幅值。Rossignol［9］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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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症状主要影响决策过程的晚期成分，而抑郁焦

虑混合症状对信息加工早期阶段有影响。因此，尽

管 P300 幅值和潜伏期的改变可以反映疾病的严重程

度和对疾病状态做出评估，但是由于 P300 幅值和潜

伏期的改变是几种精神疾病的共同特征，所以 P300
作为诊断指标的临床价值有限。因此，在临床应用

中寻找新的刺激方式来增加 P300 成分的特异性性和

敏感性是非常重要的。

二　视 - 听双模态刺激方式在精神疾病中研究

进展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遇到的刺激也是来

自多种不同的感觉通道，那么将多样的感觉刺激整

合成一个独立的知觉则需要额外的联合加工。已

经有相关研究发现在精神疾病中这些“额外的联合

加工”是受损的，而单通道加工能够保持有效［10］。

Campanella［11］为经典的怪球任务设计了一个新的版

本，在他新设计的任务中，同时呈现给被试的是配

对的情绪一致性的面孔和声音两种刺激，被试需要

从配对中性刺激中识别出配对情绪性的靶刺激。比

如，标准刺激由中性的面孔和中性的声音组成，而

靶刺激由快乐的面孔和快乐的声音组成。该任务即

为视 - 听双模态怪球任务。在该双模态任务中，研

究者发现亚临床焦虑抑郁人群与正常对照人群相比，

具有更低的 P300 幅值，但是这种差异性只在双模

态怪球任务中发现，单模态怪球任务中并没有差异

性。因此，双模态怪球任务具有增加 P300 敏感性的

意义。

在上面的研究中，视 - 听双模态刺激方式中

有情绪因素的影响，为了探究视 - 听双模态怪球任

务提高 P300 敏感性的结果是否与情绪特征有关，

Campanella［12］接着设置了一个类似的实验设计，在

原来的实验设计基础上额外加了一组几何（非情绪

性）视 - 听双模态怪球任务，结果发现亚临床焦虑

抑郁组在情绪性双模态怪球任务和几何双模态怪球

任务中均具有降低 P300 幅值，而在单模态怪球任务

中则没有这种发现。该研究结果表明怪球任务的双

模态特征是能够提高 P300 的敏感性并有效地识别

出亚临床焦虑抑郁倾向的关键因素，而与刺激是否

有情绪特征无关。但是 Delle-Vigne［13］学者却对此结

论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既往的大量研究表明了许多

的精神疾病有情绪加工的受损，这些患者在情绪性

范式中表现为降低的正确率、延长的潜伏期和降低

的幅值等结果。那么情绪效应缺失有无可能是由于

Campenalla［12］的研究中没有考虑被试述情障碍这个

情绪维度，导致情绪性和非情绪性怪球任务的差异

性被掩盖了。为了验证这个假设，他将述情障碍这

个因素纳入研究，探究是否亚临床述情障碍人群在

完成情绪性视 - 听双模态怪球任务中会有一个明显

的情绪效应。结果表明亚临床述情障碍人群在双模

态怪球任务中对情绪刺激进行加工需要更多的注意

资源，但是主要通过早期 ERP 成分（增高的 P100 和

N100 幅值）体现出来，而不是 P300 成分［13］。因此

Delle-Vigne［13］也高度推荐在以后的研究中使用视 -

听双模态任务。

到目前为止，所有视听 - 双模态刺激方式的研

究都是关于焦虑抑郁倾向的人群，为了支持从亚临

床焦虑抑郁人群得到的结果，Kajosch［14］将视 - 听双

模态怪球任务应用到适应障碍人群中，同样在该研

究中，得到了与 Campenalla［11］类似的结果，适应障

碍人群在视 - 听双模态怪球任务中 P300 的幅值是降

低的，而在单模态怪球任务中则没有出现 P300 幅值

的降低，因此视 - 听双模态怪球任务增加 P300 敏感

性的效应在适应障碍人群中也能观察到［13］。

三　视 - 听双模态刺激方式增加 P300 敏感性的

相关机制

视 - 听双模态特征为怪球任务增加了优势，提

高了 P300 的敏感性可能，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有以下

两个原因。首先是交叉知觉模式效应。从一个物质

实体整合不同的感觉信号比一个单独的信号可以获

得更加可靠的信息，因为多余的信息可以通过增加

知觉来降低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有研究表明在应对

双模态刺激时会出现一个行为学的“促进效应”，即

被试在处理一致性空间、语义等双模态刺激时会出

现更短的反应时和更高的正确率［15］。在 FMRI 的视 -

听双模态任务的研究中，发现面孔和声音的双模态

加工不仅涉及到感觉（低水平）单通道面孔和声音

脑区域的激活，还有额外高水平的整合过程［16］。一

项 ERP 研究表明视 - 听双模态刺激涉及到不同的颅

内起源结构，而不是简单地调控单一感觉反应的波

幅［17］。综上所述，在亚临床焦虑抑郁组与对照组相

比的研究中，各种单模态加工是类似的，而交叉知

觉模式加工独立于单模态的特异性加工，是对多种

感觉通道进行整合。这些交叉知觉模式加工的特异

性改变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双模态怪球任务可以

区分亚临床的差异性。

然而，还有一个不同的解释。Polich 探究了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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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和听觉怪球任务中靶刺激与标准刺激的辨别难度

对 P300 的影响［18］。这个研究表明靶刺激与标准刺激

的辨别力如果“简单”，靶刺激的 P300 会变大，辨别

力更困难的则出现 P300 波幅降低、潜伏期延长。这

些效应在反应时中也能观察到，代表了更多需求的

刺激加工。所以，反应时和 P300 都是通过任务的难

度进行调节：更难的任务，具有更长的反应时和更小

的 P300 幅值。在行为学水平的解释是如果任务的难

度增加必然会增加操作的时间，出现反应时的延长。

在神经生理水平的解释是：在每个单试次的潜伏期中

有一个差异性的“振动”，会导致在应对复杂任务时

出现与平均决策相关的 ERP 有一个更长的潜伏期和

一个降低的幅值［19］。因此可以认为，与困难任务相

比，简单任务会引发更快的反应时、更短的 P300 潜

伏期和更高的 P300 幅值是因为认知努力的减少。因

此，在 Campanella［11，12］的既往研究中观察到的 P300
效应可能是由于加工视 - 听双模态任务的两个刺激

比加工一个单独刺激更加容易，因此对照组相较于

亚临床焦虑抑郁人群在双模态任务中具有增加的

P300 幅值。这就暗示着双模态任务中观察到的 P300
的调制可能不是交叉知觉模式本身的结果，而是通

过双模态刺激呈现的一种“增强的辨别力效应”。

为了进一步了解双模态怪球任务具有优势的机

制，Delle-Vigne ［20］设计了研究进行验证，亚临床焦

虑抑郁组和对照组纳入研究，所有被试完成两个视

觉怪球任务（一个任务呈现的是一个面孔刺激，另

一个任务呈现的是一对相同面孔刺激），假设一对面

孔刺激比单一面孔刺激会提供双倍的信息，可以加

速靶刺激的加工，如果视 - 听双模态怪球任务的优

势是由于“增强的辨别力效应”，那么组间会有一个

P300 的显著差异性（对照组会有更高的幅值和更短

的潜伏期）。而结果却并没有发现组间 P300 的差异

性，因此这个研究并不支持“增强的辨别力效应”的

假设。

但这并不意味着“交叉知觉模式”假设是对的。

“交叉知觉模式”是将输入的多个单模态感觉信号整

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觉。如果输入的多个单模态感觉

信号是不一致的，那么也是不存在整合机制的。因

此，Delle-Vigne［20］的研究进一步观察了在一致性

视 - 听双模态怪球任务和不一致性视 - 听双模态怪

球任务下亚临床焦虑抑郁组和对照组的差异性，结

果发现只有在一致性视 - 听双模态怪球任务下才能

观察到差异性，表明“一致性”是影响交叉知觉模式

增强 P300 敏感性的主要因素，而不是交叉知觉模式

本身的作用。以上的结果也表明亚临床焦虑抑郁人

群存在整合机制的缺损。多种感觉信息的整合加工

不是单一感觉加工的线性组合，而是需要多个阶段，

并且需要感觉加工、高水平的控制、整合加工等脑

区平行并且相互影响的工作。

四　结语

视 - 听双模态刺激方式可以增加 P300 的敏感

性。该刺激方式可以在临床和科研工作中进一步推

广应用。目前的视 - 听双模态刺激方式中采用的主

要是简单的视觉和听觉刺激，而在以后的研究中，

可以采用更为生动的图片或者影片作为刺激元素，

来探讨这种双模态刺激方式下的事件相关电位对精

神疾病的识别、诊断和治疗的指导意义，以及更好

地进行认知科学的研究，更深入地探讨脑的高级功

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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