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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往研究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患者存在着一定的认知障碍，这些

认知障碍可能对于患者的驾驶成绩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从注意广度、空间记忆广度、多目标追踪、视觉搜索

以及速度估计五个方面对 PTSD 患者的驾驶相关能力进行了研究。实验采用对照组研究范式，对比了 PTSD
患者与正常被试的驾驶相关能力。结果发现 PTSD 患者的空间记忆广度受到了影响，显著的差于正常被试，

但是在多目标追踪能力上，PTSD 患者反而优于正常对照组。而注意广度、视觉搜索以及速度估计则没有显著

差异。研究结果为 PTSD 患者的诊疗与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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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on the
Driving Related Cognitive Abilities

CUI Chen － fu1，2，3，SUN Xiang － hong1，2，ZHANG Kan1，2

( 1． Institute of Psychology，CAS，Beijing 100101，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rain and Cognitive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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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vious studies had showed that 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PTSD) patients were impaired in
cognitive abilities，which may have some impacts on driving performance． The present study assessed the effects of
visual search，attention span，spatial working memory span，multi － target tracking and speed estimated on driving －
related abilities of the PTSD patients． Using the control group experimental paradigm，we compared the driving － re-
lated abilities between PTSD patients and normal subje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TSD patients，impaired in
spatial memory span，were also actually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normal subjects on spatial working memory span test，
while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normal subjects in multi － target tracking test． And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in attention span，visual search and speed estimated performanc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TSD patients’treatment and intervention．
Key words: PTSD; driving; cognitive abilities; spatial memory span; multi － target tracking

1 前言

驾驶是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项活

动，并且关系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以往大

量的交通事故分析发现，其中人为造成的因素占

到了 80%左右。研究者对交通事故中的人因进

行进一步统计，结果表明感知错误是造成交通事

故的主要原因，占此类事故数的 48． 1%，另外，判

断错误造成的事故占 36． 0%，操作错误及其他因

素则仅占 15． 9%［1］。这说明，良好的认知能力是

预测驾驶员安全性的重要指标，其中，感知觉、注
意、记忆等因素是较为关键的指标

［2］。
Anderson 等人

［3］
针对老年人交通事故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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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研究了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与安全驾驶的

关系。他们的实验以 55 岁以上的老年驾驶员为

研究对象 ( 包括 70 名轻度老年痴呆以及 132 名

认知功能正常者) ，采用模拟驾驶与认知测验相

关的范式，实验结果发现视觉空间与视觉运动能

力、注意、记忆以及执行功能等认知能力与模拟

驾驶成绩相关。但是在 Anderson 等人的实验中

被试需要在完成认知测验的同时完成模拟驾驶，

这可能会增加被试的认知负荷从而影响到结果。
于是 Innes 等人

［4］
在 2007 年的实验中采用认知

测验与模拟驾驶分开进行的方式对老年脑功能

异常者进行了测试，同时他们还对认知测验进行

一定的改进，使得这些测验的表面效度更高，他

们的实验结果也发现，注意、视觉搜索、决策等认

知能力与驾驶成绩显著相关。另外他们的实验

还发现这些认知能力测验能够很好的预测驾驶

成绩，预测精度达到了 86%。另外的一些学者也

在不同的实验中发现了感知觉、注意、记忆等认

知能力与驾驶的相关。
Anstey 等人

［2］
在回顾了以往相关方面的研

究后指出，注意、视觉能力、加工速度以及反应

时、跟随能力及执行功能、记忆这些认知能力是

与驾驶相关的。但是以往的这些研究大多都是

以老年人或者脑损伤患者为被试，而对于正常的

年轻被试却很少研究，一方面可能由于年轻被试

在这些认知方面的差异都不是很大，由此导致的

驾驶成绩下降不多。因此 Wang 等人
［5］

在这些研

究的基础上，从注意、空间记忆、多目标追踪以及

速度估计四个方面对中国年轻驾驶者进行测试，

所得到的结果也很好的支持了前人的研究。
PTSD 是指个体经历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灾

难性应激事件或情景后，而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

存在的精神障碍，这种症状主要表现为再体验、
回避以及高唤醒等。2008 年 5 月，在我国四川省

境内发生了强烈地震，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同时造成了大量 PTSD 患者，而其中青少年的患

病率达到了 14． 79%［6］。
Pineles 等人

［7］
对 57 位越战老兵 ( 30 位 高

PTSD 得分，27 位低 PTSD 得分) 进行了研究，在

实验中要求他们在完成视觉搜索任务的同时完

成词汇判断任务，实验结果发现，高 PTSD 得分的

越战老兵对威胁相关言语刺激表现出注意干扰，

也即这些越战老兵的注意很难从威胁刺激中脱

离开。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当注意需要被重新

定位到新的事物上时，就可能会出现困难，如红

绿灯变化时。
除了对注意造成一定的损伤外，PTSD 还对

其他的一些认知能力造成了损伤，Leskin 等人
［7］

对 PTSD 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由于受到 PTSD 的影

响，这些大学生执行功能受到了损伤，而空间工

作记忆与执行功能是紧密相关的。Koso 等人
［9］

则发现受到 PTSD 的影响，患者在启动和抑制条

件下均比控制组花费了更多时间，不仅言语反应

慢，而且难以抑制习惯化反应; 另外，他们还发现

这些老兵的视觉扫描和认知灵活性都显著地慢

于正常控制组。陈文 锋 等 人
［10］

在 回 顾 了 以 往

PTSD 患者的注意、记忆及执行功能的相关研究

后指出，PTSD 患者在注意编码、注意保持以及注

意执行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另外这些患者对创

伤相关信息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偏向和应激反应。
那么 PTSD 患者的驾驶相关能力是否也受到损害

了呢? 如果有，又是哪些方面呢? 本文将从以下

几个实验研究中，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与器材

实验的 被 试 为 北 川 职 业 技 术 中 学 学 生 30
位。实验组的 15 名被试 PCL_C 量表得分超过 45
分，并且经过专业临床心理师诊断为 PTSD 患者;

对照组的 15 名被试 PCL_C 量表得分低于 30 分。
实验组平均年龄 16． 20 ± 0． 91 岁，对照组平均年

龄为 15． 93 ± 0． 77 岁。所有的被试都没有相关的

驾驶经验。
所有的实验在 14 英寸宽屏笔记本上进行，

屏幕的刷新率为 60Hz，实验程序采用 E － prime
程序编写。
2． 2 实验任务

本研究主要由以下五项任务组成。
2． 2． 1 注意广度任务

本实验测试被试能够同时注意的图片的数

量。首先，在屏幕上出现一张由数枚交通标志

( 如图 1) 组成的图片，100 毫秒后图片消失，被试

需要判断出现的标志数量并输入相应的数字进

行反应。交通标志的数量范围为 4 ～ 12，每个数

量水平的图片出现 3 次，出现的顺序随机，总共

需要进行 27 次判断。
2． 2． 2 空间工作记忆任务

本实验测试被试能够识记的空间运动广度。
首先，被试将会看到横竖各 9 条直线把屏幕分为

81 个栅格，屏幕中心的栅格内有一辆小车。而

后，小车四周随机出现一个红点，这个红点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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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交通标志图

在与小车所在栅格相邻的上、下、左、右栅格内出

现，被试需要使用方向键对这个红点的方向进行

反应，如红点出现在小车下方，则需要按下方向

键进行反应。每按一次方向键，这个红点就会运

动到下一个相邻的栅格，运动的方向随机 ( 上、
下、左、右中任意一个) ，被试需要持续使用方向

键控制小汽车跟随红点进行运动，同时记住刚才

小汽车走过的路线。当跟随任务结束后，红点消

失，被试需要使用方向键，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

况下，重复一遍之前走过的路线。每次实验尝试

中，需要跟随的步数为 4 ～ 15 不等，每个不同步

数重复 2 次，总共需要进行 18 次实验尝试。
2． 2． 3 多目标追踪任务

本实验测试被试追踪多个目标的能力。在

每个实验开始时，屏幕上呈现一个十字路口，同

时在十字路口的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各有两

辆小汽车，这八辆车中的任意三辆被红色的圆圈

圈住，被试需要判断这三辆车在随后的运动中速

度有没发生变化，是按 F 键，否按 J 键。所有的八

辆车都是以相同的速度直线向前运动，例如，路

口上方的小车均向下运动，直到其中的任一辆汽

车速度发生了变化。速度的变化发生在实验开

始后 2500 ～ 3500 毫秒之间，整个运动持续 5000
毫秒。目标在运动的过程中速度发生变化的概

率为 50%。实验包含 28 次尝试。
2． 2． 4 视觉搜索任务

本实验测试被试视觉搜索的能力。在每个

trial 实验尝试开始的时候，在屏幕中央出现一个

白色十字，背景为黑色，要求被试注视这个十字，

1000 毫秒后被试会听到“叮”的一声进行提示，再

经过“叮”声 1000 毫秒后在屏幕上出现 30 张图

标，图标随机分布于屏幕中的各个位置，其中将

会出现 1 张目标为左转弯或右转弯的交通标志

即目标物指标，其余 29 张均为干扰图标，要求被

试需要尽快对目标物进行搜索在看到目标物体

的时候尽并快按下相应的键进行反应，左转按左

方向键、右转按右方向键。实验包含 30 个序列

次尝试。
2． 2． 5 速度估计任务

本实验测试被试对速度的估计能力。首先，

在屏幕的左侧呈现一辆红色小车，在屏幕的右侧

呈现蓝色不透明长条形掩蔽物，在掩蔽物中有一

红色障碍如竖线位置所示( 如图 2) 。小车匀速从

屏幕左侧向右运动，当小车进入掩蔽物后，被试

将不能看见小车，当他们估计到小车撞上障碍物

时就需要尽快按空格键进行反应。为了避免练

习效应的影响，小车的速度以及障碍物每次所在

位置都不同。

图 2 速度估计

2． 3 实验程序

被试到达后先完成知情同意书的填写，并在

主试的介绍下熟悉实验过程以消除紧张感。在每

个实验开始前被试都必须先进行练习以熟悉实验

的操作，完成所有的实验大概需要 30 分钟，每个实

验之间根据需要可进行 1 ～2 分钟的休息。
2． 4 数据处理

注意广度以及空间记忆广度的数量通过如

下公式进行计算
［5］:

珔X = 1
n∑

n

i = 1
Xi

珔Y = 1
n∑

n

i = 1
Yi

LXX = ∑ n

i = 1
( Xi － 珔X) 2

LXX = ∑ n

i = 1
( Xi － 珔X) ( Xi － 珔Y















)

( 1)

Span = ( 0． 5 － 珔Y + 珔X* LXY /LXX ) / ( LXY /LXX ) ( 2)

X 指每一水平的变量数( 在注意广度实验中

指图片的数量，在空间记忆广度实验中则指移动

步数) Y 指每一水平的正确率，n 指水平数。如果

被试在最低水平上的正确率为 0，则被试的成绩

以最低水平计算。
多目标追踪任务用被试的正确率来表示被

试的成绩。
视觉搜索任务用被试正确反应的时间作为

被试搜索能力的指标。
在速度估计任务中，被试的速度估计能力使

用估计错误来表示，速度估计错误指小车停止的

位置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由于距离有正负，因

此在计算速度估计错误时采用如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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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 ( X － Y)槡 2

N ( 3)

E 指速度估计错误量，X 指小车所停位置，Y
指障碍物所在位置

所有 的 实 验 数 据 采 用 EXCEL2007 以 及

SPSS15． 0 处理。
3 实验结果

由于每个实验任务都是单独进行数据采集

的，因此对实验中异常值的处理都是在不同的实

验任务条件下进行分析的，而不是把某个被试的

所有数据都删除，所以不同实验有效的数据是不

同的。由于实验被试量较少，因此在统计时采用

非参数检验方法 Mann － Whitney U 对各组均值进

行比较。实验结果发现，在注意广度、视觉搜索

反应时以及速度估计三个实验中，PTSD 组与对

照组并无显著差异。
表 1 实验结果的描述统计

实验任务 N 均值 标准差

注意广度数量
对照组 15 7． 54 1． 76

PTSD 13 7． 44 0． 97

视觉搜索反应时

( 单位: 毫秒)

对照组 15 1555． 04 246． 64

PTSD 14 1598． 31 415． 71

速度估计

( 单位: 像素)

对照组 15 53． 36 18． 33

PTSD 14 51． 67 13． 61

表 2 实验结果的 Mann － Whitney U 检验

实验任务 Mann － Whitney U 检验 P 值

注意 0． 467
视觉搜索 0． 949
速度估计 0． 948

但是在空间工作记忆广度任务中，对照组被

试的成绩显著优于 PTSD 组。而在多目标追踪任

务中，PTSD 组反而优于正常对照组，且差异显著。
表 3 实验结果的描述统计

实验任务 N 均值 标准差

空间工作记忆

广度数量

对照组 13 8． 30 0． 73

PTSD 15 6． 69 1． 75

多目标追

踪正确率

对照组 15 0． 68 0． 12

PTSD 15 0． 78 0． 07

表 4 实验结果的 Mann － Whitney U 检验

实验任务 Mann － Whitney U 检验 P 值

空间记忆 0． 004＊＊

多目标追踪 0． 020*

4 讨论

根据这个实验结果我们可以做出判断，PTSD
患者的与驾驶相关的短时记忆能力受到损伤，这

种分离现象的出现可能跟 PTSD 患者的临床症状

表现有关: 首先，他们的记忆能力由于心理创伤

的影响受到损伤，因此长时记忆与短时记忆的内

容可能减少，而持续时间也可能缩短，整体成绩

下降，例 如，Veltmeyer 等 人 ( 2009 ) ［11］
就 发 现

PTSD 患者在视觉工作记忆更新方面存在着一定

障碍; 因此在本次任务中，PTSD 患者的空间工作

记忆广度成绩相对于正常人下降。另外，在以往

的研究中发现，他们在持续注意上存在着一定的

障碍，这样他们在追踪的过程中很容易走神，因

此就记不住跟随过的路线。这种情况在实车驾

驶过程中，首先造成的可能影响是对于路线的遗

忘，另外在预测周围车辆路线以及自身行驶路线

决策时，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干扰。但以往也有研

究表明，被试在驾驶的过程中还会采用其它的一

些策略来补偿某些认知能力的不足
［12，13］，因此在

有效预测 PTSD 人群的驾驶绩效时，还需要综合

考虑感知觉、注意、记忆等方面的情况
［3］。

本次实验一个意外的发现是在多目标追踪

任务中，PTSD 患者的成绩优于正常对照组，并且

差异达到了显著。形成这样一个反差的一个原

因可能是与实验的任务性质有关。在多目标追

踪任务中，由于实验要求被试觉察到速度变化后

进行反应，由于 PTSD 患者的高唤醒症状，因此可

能他们对于变化比正常的被试更加的敏感。这

个实验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 PTSD 患者具有

高唤醒症状。
但是驾驶相关认知能力受损并不一定意味

着该患者再也不适合驾驶，因为以往的研究表

明，这些认知能力是通过训练能够得到提高的。
Marmeleira 等人( 2009) ［14］

对 60 岁 ～ 82 岁的老年

驾驶员进行了为期 12 周，每周 3 天，每天 60 分钟

的运动训练，这些运动训练主要针对他们的知

觉、认知及身体能力，如要求被试沿着不同的方

向行走的同时，使用双手完成其他动作任务等。
实验结果发现，相对于控制组被试，这些老年被

试的视觉注意、速度估计以及执行功能等都得到

了显著的提高。Roenker 等人 ( 2003 ) ［15］
的研究

也发现，通过训练能够提高驾驶员的视觉加工速

度。因此，本研究中受到地震伤害的人群，也可

以通过训练再次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另外，这

些患者还处于青春期，他们的认知能力还具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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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高的可塑性，因此恢复的情况会更好。
本文是第一个有关 PTSD 驾驶相关认知能力

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PTSD 患者的空间工作记

忆受到了损伤，同时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其具

有高唤醒的症状。本研究对 PTSD 及普通人群的

测验结果不仅为将来 PTSD 患者是否适合驾驶提

供决策的参考依据，同时也可以为后续的 PTSD
患者脑机制的研究提供行为学数据。但是由于

条件所限制，实验只对青少年学生进行了数据采

集，而未对成年居民进行研究，由于青少年正处

于生长发育阶段，他们的心理变化比较大，可能

对实验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研究中

可针对年龄这一变量进一步进行考虑与扩展。
5 结论

在本次实验研究中，PTSD 患者在空间工作

记忆广度上显著差于对照组; 在多目标追踪任务

中，PTSD 患者的成绩则优于正常对照组，并且差

异达到了显著; 另外，PTSD 患者与驾驶相关的注

意广度、视觉搜索以及速度估计能力与正常对照

组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存

在着一些出入，可能是由于实验任务的难度所引

起的，在未来研究中可进行适当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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