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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考察 ２４ ｈ 睡眠剥夺及 ３０ ｍｉｎ 小睡对女大学生工作记忆容量的影响ꎬ为提高女大学生的睡眠和工作

质量提供参考ꎮ 方法　 从南京市某高校招募 ４７ 名女大学生ꎬ分为对照组(２０ 名)、睡眠剥夺组(１３ 名)、小睡组(１４ 名) ３
组ꎮ 所有被试首先测量工作记忆容量和状态焦虑的基线水平ꎮ １ 周后ꎬ睡眠剥夺组在实验室进行 ２４ ｈ 的睡眠剥夺ꎬ小睡组

在实验室完成睡眠剥夺后小睡 ３０ ｍｉｎꎬ然后再测量状态焦虑水平和工作记忆容量ꎮ 结果　 对照组的后测工作记忆容量比

基线水平高( ｔ＝ －３ ３９ꎬＰ< ０ ０１ )ꎻ睡眠剥夺组的后测工作记忆容量比基线水平低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１ ０４ꎬＰ>
０ ０５)ꎻ小睡组的后测工作记忆容量比基线水平高( ｔ＝ －２ ８１ꎬＰ<０ ０５ )ꎮ 睡眠剥夺组在实验后的状态焦虑水平比对照组和

小睡组更高( ｔ 值分别为 ７ ０６ꎬ２ １０ꎬＰ 值均<０ ０５)ꎮ 结论　 ２４ ｈ 睡眠剥夺损害了女大学生的工作记忆容量ꎬ３０ ｍｉｎ 的小睡

能够抵抗睡眠剥夺的消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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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眠剥夺(ｓｌｅｅｐ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ꎬＳＤ)是指由于各种原

因导致的睡眠缺失现象ꎮ 睡眠剥夺在日常生活和工

作中广泛存在ꎬ有些职业(如医生、护士、长途司机等)
的从业人员则更为严重ꎮ 睡眠剥夺会导致负性情绪

增加ꎬ正性情绪减少ꎬ直接或间接地干扰工作效率和

认知能力[１－２] ꎮ 国内研究者考察了睡眠剥夺对男性被

试工作记忆的影响ꎬ结果表明ꎬ睡眠剥夺会破坏工作

记忆能力ꎬ对工作记忆要求高的测验受影响更大[３] ꎮ
此外ꎬ睡眠剥夺也会破坏男性被试的再认记忆、背景

记忆和前瞻记忆能力[４－５] ꎮ 小睡是抵抗睡眠剥夺产生

不良影响的有效方式之一[６] ꎬ一般指时长在 １５ ~ ３０
ｍｉｎ 的短时睡眠ꎬ睡眠通常处于浅层次睡眠阶段ꎮ 研

究表明ꎬ小睡可以有效缓解疲劳状况ꎬ改善睡眠剥夺

后的注意和认知功能[７] ꎮ 有研究发现ꎬ小睡的时间越

长ꎬ对工作能力恢复越大[８] ꎮ 但也有研究表明ꎬ小睡

对任务表现并没有明显提高[９] 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男性和女性在大脑结构、神经递

质和睡眠模式上存在差异[１０] ꎮ 因此ꎬ睡眠剥夺对不同

性别被试的影响也可能不同ꎮ 在现实生活中ꎬ许多睡

眠剥夺高发的人群往往以女性为主ꎮ 因此ꎬ有必要研

究睡眠剥夺对女性认知功能的影响ꎬ并寻找抵消睡眠

剥夺消极影响的方法ꎮ 工作记忆在学习、推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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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和决策等高级认知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ꎬ是
认知加工的核心环节[１１] ꎮ 本研究选择女大学生为研

究对象ꎬ考察睡眠剥夺及 ３０ ｍｉｎ 小睡对工作记忆容量

的影响ꎬ 为提高女大学生的睡眠和工作质量提供

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从南京某高校招募 ４７ 名

女大学生为被试ꎬ平均年龄(１９ ６４±０ ８８)岁ꎬ右利手ꎬ
矫治视力正常ꎮ 所有被试睡眠习惯良好ꎬ无重大生理

疾病ꎬ无酒精、香烟、药物成瘾ꎮ 随机抽取其中 ２７ 名被

试参加睡眠剥夺实验ꎬ２０ 名被试作为对照组ꎮ 所有被

试自愿参与实验ꎬ并签订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工作记忆容量测验　 采用 ＯＳＰＡＮ 任务(Ａｒｉｔｈｍｅ￣
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Ｓｐａｎ Ｔａｓｋ)测量工记忆容

量ꎮ 由 Ｅｎｇｌｅ 等开发ꎬ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水平[１２] ꎮ
测验过程中在电脑屏幕上呈现一个 ２ 位数的算术题和

词语ꎬ如:“１７＋３４ ＝ ５１? 花朵”ꎮ 测验要求被试判断算

术运算答案是否正确ꎬ同时记住词汇ꎮ 被试记住词语

后按键判断数学运算结果正确与否ꎬ测验自动进入下

一个画面ꎮ ＯＳＰＡＮ 任务中ꎬ被试需要完成数学运算和

词语记忆任务的序列分为 ２ ~ ６ 个(每完成 ２ ~ ６ 个算

术判断和词语记忆任务后ꎬ被试就把前边识记过的词

语写在答题纸上)ꎮ 每种序列各完成 ３ 次ꎬ因此全部

实验共需记忆 ６０ 个词语ꎮ 工作记忆容量为被试对数

学运算任务判断正确且回忆正确的词语个数[１３] ꎮ
１.３　 状态焦虑量表　 状态－特质焦虑量表( 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ｉｔ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ꎬ ＳＴＡＩ)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Ｓｐｉｅｌｂｅｒｇｅｒ
编制并修订完成的ꎮ 其中第 １ ~ ２０ 项为状态焦虑量

表ꎬ主要用于评定当前或近期的恐惧、紧张、忧虑等焦

虑体验或感受ꎮ 该量表采用 １ ~ ４ 级评分ꎬ总分为 ２０ ~
８０ 分ꎬ中文版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８[１４] ꎮ
１.４　 睡眠剥夺实验　 所有被试在睡眠剥夺实验之前

１ 周ꎬ填写状态焦虑问卷ꎬ并完成 ＯＳＰＡＮ 任务的前测

测验ꎬ作为状态焦虑和工作记忆容量的基线水平ꎮ １
周后ꎬ进行睡眠剥夺实验ꎮ 参加睡眠剥夺实验的被试

随机分为睡眠剥夺组 １３ 名和睡眠剥夺后小睡组(简

称小睡组)１４ 名ꎮ 所有参加睡眠剥夺实验的被试统一

在 ８:００ 起床ꎬ然后到实验室集中ꎮ 被试在实验室里可

以看书、上网、聊天等ꎬ但是不允许任何形式的长时间

剧烈或者兴奋活动ꎮ 实验全程由主试以及助手负责

监督ꎬ不允许被试有任何形式的睡眠ꎮ 在 ２４ ｈ 睡眠剥

夺完成后ꎬ睡眠剥夺组被试先填写状态焦虑问卷ꎬ再
进行 ＯＳＰＡＮ 任务的后测测验ꎮ 小睡组被试则小睡 ３０
ｍｉｎꎬ然后由主试唤醒后填写状态焦虑问卷ꎬ再完成

ＯＳＰＡＮ 任务的后测测验ꎮ 对照组被试也在 ８:００ 左右

完成工作记忆容量测验ꎬ并填写状态焦虑问卷ꎮ
１.５　 统计分析　 采用 ３(实验组别:对照组、睡眠剥夺

组、小睡组) ×２(测试时间:前测、后测)的混合实验设

计ꎮ 实验组别为被试间变量ꎬ测试时间为被试内变

量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包进行方差分析和 ｔ 检
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对被试完成工作记忆容量的前测结果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ꎬ结果表明ꎬ主效应无统计学意义[Ｆ(２ꎬ４４) ＝
０ ４８ꎬＰ>０ ０５]ꎬ说明 ３ 组被试的工作记忆容量的基线

水平相同ꎮ 对被试在睡眠剥夺实验之前的状态焦虑

水平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结果表明ꎬ主效应无统计

学意义[Ｆ(２ꎬ４４) ＝ ０ ０６ꎬＰ>０ ０５]ꎬ说明 ３ 组被试的状态

焦虑的基线水平相同ꎮ
以工作记忆容量为因变量ꎬ实验组别(对照组、睡

眠剥夺组、小睡组) 和测试时间(前测、后测) 为自变

量ꎬ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ꎬ结果表明ꎬ实验组别主

效应无统计学意义[Ｆ(２ꎬ４４) ＝ ０ ２９ꎬＰ>０ ０５]ꎬ测试时间

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Ｆ(１ꎬ４４) ＝ ６ ４６ꎬＰ<０ ０５]ꎬ实验

组别和测试时间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Ｆ(２ꎬ４４) ＝
５ ３３２ꎬＰ< ０ ０１]ꎮ 对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表

明ꎬ对照组的后测工作记忆容量优于基线水平( ｔ ＝ －
３ ３９ꎬＰ<０ ０１ )ꎻ 睡眠剥夺组的后测工作记忆容量比

基线水平低ꎬ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ｔ ＝ １ ０４ꎬ Ｐ >
０ ０５)ꎻ小睡组的后测工作记忆容量优于基线水平( ｔ ＝
－２ ８１ꎬＰ<０ ０５ )ꎮ

以被试的状态焦虑水平为因变量ꎬ实验组别(对

照组、睡眠剥夺组、小睡组)和测试时间(前测、后测)
为自变量ꎬ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ꎬ结果表明ꎬ实验

组别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Ｆ(２ꎬ４４) ＝ ８ ０９ꎬＰ<０ ０１]ꎬ测
试时间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 Ｆ(１ꎬ４４) ＝ ４８ ８５ꎬ Ｐ <
０ ０１]ꎬ实验组别和测试时间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

义[Ｆ(２ꎬ４４) ＝ ２２ ２１ꎬＰ<０ ０１]ꎮ 对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

分析表明ꎬ３ 组被试后测的状态焦虑水平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Ｆ ＝ １６ １９ꎬＰ < ０ ０１)ꎮ 其中睡眠剥夺组( ｔ ＝
７ ０６ꎬＰ<０ ０１)和小睡组( ｔ ＝ ２ ９６ꎬＰ<０ ０１)的状态焦

虑水平均高于对照组ꎬ且小睡组的状态焦虑水平低于

睡眠剥夺组( ｔ ＝ ２ １０ꎬＰ<０ 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被试实验前后工作记忆容量和状态焦虑水平(ｘ±ｓ)

组别　 　 　 人数

前测
工作记

忆容量
状态焦虑

后测
工作记

忆容量
状态焦虑

对照组　 　 ２０ ４４.６０±５.０８ ３０.４０±５.０１ ４７.６５±３.６９ ２９.１５±５.９６
睡眠剥夺组 １３ ４６.２３±４.５３ ３０.９２±５.５８ ４４.７６±５.５１ ４７.００±８.６０
小睡组　 　 １４ ４５.０７±４.２３ ３０.２１±６.４６ ４８.３５±５.３１ ３８.４３±１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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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女大学生在进行 ２４ ｈ 睡眠剥夺

后ꎬ工作记忆容量比前测水平低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ꎻ对照组被试后测的工作记忆容量比前测水平更

高ꎮ 此外ꎬ睡眠剥夺组女大学生在睡眠剥夺之后的状

态焦虑水平也高于对照组ꎮ 对照组被试的工作记忆

容量的提升ꎬ可能是因为后测测验中对实验程序的操

作更加熟悉ꎬ出现了练习效应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睡眠

剥夺组成绩没有提升ꎬ体现出睡眠剥夺破坏了被试的

工作记忆能力ꎮ 与以往以男性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结

果一致[３－５] ꎮ
焦虑等消极情绪状态会损害被试的工作记忆容

量[１３] ꎮ 女性被试在睡眠剥夺之后消极情绪增加ꎬ警觉

水平下降ꎬ可以使用的认知资源减少[１５] ꎬ因而对工作

记忆容量会产生消极影响ꎮ 女性如果在日常工作中

长期处于睡眠剥夺的状态ꎬ工作效率和能力必然遭到

干扰和破坏ꎬ甚至会导致灾难性后果[１６] ꎮ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ꎬ小睡组被试实验后测的工作

记忆容量高于前测ꎬ与对照组被试表现一致ꎻ被试在

小睡后的状态焦虑水平低于睡眠剥夺组ꎬ但高于对照

组ꎮ 可见 ３０ ｍｉｎ 的小睡可以抵消睡眠剥夺对认知功

能的消极影响ꎮ 小睡虽然能够部分抵消睡眠剥夺对

情绪状态的消极影响ꎬ但并不能达到正常水平ꎮ 不同

研究其结果不一致[６ꎬ８－９] 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３０ ｍｉｎ 小

睡可以改善女大学生的工作记忆能力ꎮ 有研究表明ꎬ
小睡可以减少被试的主观困倦程度ꎬ改善情绪和主观

感受ꎬ因此可以改善认知加工效能ꎬ抵抗睡眠剥夺产

生的不良影响[６] ꎬ与本文结果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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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１８２３ 页)

　 　 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应进一步提高认识ꎬ重视校园

内的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ꎬ与卫生部门密切合作ꎬ制
定更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宣传策略ꎬ尤其重点关注如

何提高学生艾滋病风险行为识别和采取有效预防措

施的实施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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