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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

听力障碍中学生执行功能发展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陈丽兰ꎬ王亚茹

海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ꎬ海口 ５７１１５８

　 　 【摘要】 　 目的　 探究听力障碍中学生执行功能和应对方式的特点以及两者的关系ꎬ为相关领域的干预工作提供参

考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ꎬ选取海南省海口市某特殊教育学校 １０７ 名听力障碍中学生ꎬ采用 Ｅ￣ｐｒｉｍｅ ２.０ 软件设计执

行功能 ３ 个子系统实验ꎬ用«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听力障碍中学生转换功能是否独生子女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ꎬ非独生子女转换功能强于独生子女( ｔ＝ ２.２１ꎬＰ<０.０５)ꎮ 听力障碍中学生转换功能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

高ꎬ２０~ ２２ 岁听力障碍中学生的转换功能发展更迅速且与之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３.７８ꎬＰ<０.０５)ꎮ 线性回归分析显示ꎬ
听力障碍中学生的刷新功能越强ꎬ其应对方式中更容易选择解决问题、寻求支持、忍耐与发泄情绪的应对方式ꎬ而不容易选

择退避的应对方式ꎮ 结论　 听力障碍中学生执行功能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年龄和是否独生子女间的影响ꎬ而其刷新功能

可以预测应对方式ꎮ
【关键词】 　 听力障碍ꎻ精神卫生ꎻ适应心理学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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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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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ꎬ不同的研究方 法ꎬ对执行功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ꎬ并给出了不同的

概念解释[１－３] ꎮ 大部分学者认为执行功能是一种认知

神经功能ꎬ具有抑制、转换和刷新 ３ 种子功能[４－６] ꎬ且
刷新功能与高级认知活动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７] ꎮ
有研究表明语言能力可以预测执行功能ꎬ语言障碍儿

童存在执行功能方面的缺陷[８－１１] ꎮ 听力障碍人群由

于语言障碍ꎬ 其执行功能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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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１２] ꎮ 应对方式指个体用于满足超出自身能力达到

的内在和外在需求所做出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努

力[１３] ꎮ 有研究发现ꎬ应对方式会影响学生心理健康ꎬ
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降低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带来

的负面影响ꎬ而消极应对方式则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

响起到助推作用[１４－１６] ꎮ 有研究发现ꎬ听力障碍学生应

对方式中的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合理解释和忍耐因

子分低于普通生ꎬ而幻想 / 否认因子分高于普通生[１７] ꎮ
本研究旨在分析听力障碍中学生执行功能的发展特

点及其与应对方式的关系ꎬ以期为开展相应的心理干

预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１２ 月选

取海南省某特殊教育学校的 １０７ 名八年级至高二年级

的听力障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与实验ꎬ所有听力障

碍中学生均为先天性中重度听力障碍患者ꎮ 其中男

生 ７２ 名ꎬ女生 ３５ 名ꎻ１４ ~ １６ 岁学生 ２５ 名ꎬ１７ ~ １９ 岁

４８ 名ꎬ２０ ~ ２２ 岁 ３４ 名ꎻ独生子女 ３４ 名ꎬ非独生子女 ７３
名ꎮ 本研究被试实验和问卷调查前均已得到家长的

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执行功能实验测量　 采用 Ｅ￣ｐｒｉｍｅ ２.０ 软件编

制执行功能 ３ 个子系统(抑制功能、转换功能、刷新功

能)的实验程序ꎬ由笔记本电脑呈现实验ꎬ在采光充

足、安静的房间内施测ꎬ通过手语翻译告知被试中学

生ꎬ确保其理解实验程序ꎮ 被试坐在距电脑屏幕约 ５０
ｃｍ 处进行实验操作ꎮ ３ 个实验呈现顺序按照拉丁方

排列平衡实验顺序ꎮ 整个测试过程连续进行ꎬ实验中

可休息 ５ ｍｉｎꎬ约需 ２０ ｍｉｎ 完成ꎮ 实验内容:(１)抑制

功能任务ꎮ 根据数字 Ｓｔｒｏｏｐ 任务范式ꎬ将实验设为基

线任务与冲突任务两部分ꎮ 基线任务:在电脑屏幕中

央逐个呈现不同个数的字母 ａꎬ要求被试对字母 ａ 的

个数做出按键反应ꎮ 基线任务获得被试对刺激做出

反应的反应时ꎬ为正式实验中被试的抑制反应时提供

参照标准ꎮ 冲突任务:在电脑屏幕中央逐个呈现不同

个数的数字ꎬ数字本身与其出现的个数不相同ꎬ要求

被试对数字的个数做出按键反应ꎮ 冲突任务获得被

试包含抑制功能在内的反应时ꎮ 正式实验先进行基线

任务 １０ 次ꎬ而后进行冲突任务 １０ 次ꎮ 每个任务第一

个刺激前会在屏幕中央呈现一个 ８００ ｍｓ“ ＋”注视点ꎬ
随后呈现判断刺激ꎬ被试按键反应后进入下一个刺

激ꎮ 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正式实验时所有反应的反

应时ꎮ 被试抑制功能的成绩为被试所有冲突任务反

应时的平均数与所有基线任务反应时的平均数之差ꎮ
差值越大ꎬ说明其抑制功能越弱ꎮ (２)转换功能任务ꎮ
根据数字转换任务范式ꎬ将实验设有基线任务与冲突

任务两部分ꎮ 基线任务:小数 / 大数和单数 / 双数判

断ꎬ每种判断有 ８ 个ꎬ共 １６ 个ꎮ 先呈现小数 / 大数判

断ꎬ再呈现单数 / 双数判断ꎮ 基线任务获得被试对刺

激做出反应的反应时ꎮ 冲突任务:小数 / 大数—单数 /
双数转换ꎬ如果呈现的数字是红色的ꎬ就进行小数 / 大
数判断ꎻ如果呈现的数字是绿色的ꎬ就进行单数 / 双数

判断ꎮ 冲突任务获得被试包含转换功能在内的反应

时ꎮ 正式实验先进行基线任务 ３２ 次ꎬ而后进行冲突任

务 ３２ 次ꎮ 每个任务第一个刺激前会在屏幕中央呈现

一个 ８００ ｍｓ“ ＋”注视点ꎬ随后呈现判断刺激ꎬ被试按键

反应后进入下一个刺激ꎮ 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正式

实验时所有反应的反应时ꎮ 被试转换功能的成绩为

被试所有冲突任务反应时的平均数与所有基线任务

反应时的平均数之差ꎮ 差值越大ꎬ说明其转换功能越

弱ꎮ (３)刷新功能任务ꎮ 根据活动记忆范式ꎬ该实验

任务是在计算机屏幕中央以 １ ７５０ ｍｓ 一个数字的速

度随机呈现一系列数字ꎬ且同一题目中数字不重复ꎮ
要求被试不断更新最近出现的 ３ 个数字ꎮ 当一道题目

中的所有数字呈现完毕后ꎬ要求被试在纸上写出最后

３ 个数字ꎮ 每道题目中ꎬ３ 个数字全部正确得 １ 分ꎬ否
则不得分ꎮ 被试刷新功能的成绩为 １０ 道题目的总分ꎮ
总分越大ꎬ说明刷新功能越强ꎮ
１.２.２　 应对方式调查　 采用«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ꎬ
该量表由郑全全等[１８]编制ꎬ共 ３６ 个条目ꎬ分为指向问

题和指向情绪 ２ 个分量表ꎮ 其中指向问题的应对分量

表包括“问题解决” “寻求支持”和“合理解释”３ 个因

子ꎻ指向情绪的应对分量表包括“忍耐” “退避” “发泄

情绪”和“幻想 / 否认”４ 个因子ꎮ 每个条目 １(不采用)
~ ４(经常采用)点计分ꎮ 本研究所得到的内在一致性

信度系数为 ０.９１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对数据进行录入ꎬ剔
除 ２ 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数据ꎬ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

计、独立样本 ｔ 检验、相关分析以及线性回归分析ꎮ 检

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听力障碍中学生抑制功能的发展特点　 听力障

碍中学生完成数字 Ｓｔｒｏｏｐ 任务平均反应时差并未随年

龄的增加而递减ꎬ表明其抑制功能并未随年龄的增长

而增长ꎮ 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ꎬ性别、是否独生及年

龄在听力障碍中学生抑制功能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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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听力障碍中学生转换功能的发展特点　 听力障

碍中学生完成数字转换任务平均反应时差随年龄的

增加大致呈递减趋势ꎬ表明其转换功能随年龄的增长

而增长ꎮ 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ꎬ不同性别听力障碍中

学生转换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是否独生

子女及年龄在听力障碍中学生转换功能上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事后检验结果发现ꎬ
１４ ~ １６ 岁与 １７ ~ １９ 岁听力障碍中学生转换功能水平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而与 ２０ ~ ２２ 岁听力障

碍中学生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１７ ~ １９
岁听力障碍中学生转换功能水平与 ２０ ~ ２２ 岁差异亦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听力障碍中学生执行功能得分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抑制功能

人数 ｘ±ｓ ｔ / Ｆ 值 Ｐ 值

转换功能

人数 ｘ±ｓ ｔ / Ｆ 值 Ｐ 值

刷新功能

人数 ｘ±ｓ ｔ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６８ ７８.９９±１８０.８４ －１.６８ ０.１０ ６４ ３４４.６１±２５７.１０ －０.８９ ０.３７ ７２ ５.６±２.５６ ０.９３ ０.３５

女 ３２ １５８.０４±２８６.４１ ２８ ４００.３４±３１５.１９ ３５ ５.１±２.６７
独生子女 是 ２７ １３７.３３±２１１.７０ １.２９ ０.２０ ２３ ４６９.０９±２６６.１６ ２.２１ ０.０３ ２８ ５.２±２.７８ －０.６９ ０.４９

否 ７３ ７９.３９±１９５.６４ ６９ ３２５.７３±２７１.０１ ７３ ５.６±２.５４
年龄 / 岁 １４~ １６ ２５ １１７.１２±２０４.７７ ０.２８ ０.７６ ２０ ４３２.１１±２７２.１１ ３.７８ ０.０３ ２５ ６.３±２.７３ １.６８ ０.１９

１７~ １９ ４６ ８０.２４±２００.４９ ４２ ４０６.０７±２８３.４０ ４８ ５.３±２.７４
２０~ ２２ ２９ ９９.４２±２０２.５９ ３０ ２５２.２７±２３９.６９ ３４ ５.１±２.２０

　 注:抑制功能及转换功能调查人数有流失ꎮ

２.３　 听力障碍中学生刷新功能的发展特点　 听力障

碍中学生完成活动记忆任务在年龄上的平均得分相

差不大ꎬ呈递减趋势ꎻ表明其刷新功能随年龄的增长

呈增长趋势ꎮ 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ꎬ不同性别、是否

独生子女、不同年龄听力障碍中学生刷新功能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４　 听力障碍中学生执行功能对应对方式的影响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ꎬ听力障碍中学生的抑制功能与其

应对方式的各个维度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ꎻ转换功能与其应对方式的各个维度相关性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刷新功能与应对方式

中的问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忍耐、发泄情绪、指向

问题维度均呈正相关ꎬ与退避维度呈负相关(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听力障碍中学生执行功能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ｎ＝ １０７ꎬｒ 值)

应对方式 抑制功能 转换功能 刷新功能
问题解决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２７∗∗

寻求支持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２５∗

合理化解释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１０
忍耐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２９∗∗

退避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２５∗∗

发泄情绪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２６∗∗

幻想 / 否认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００
指向问题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２７∗∗

指向情绪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１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ꎬ听力障碍中学生刷新功

能对应对方式中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忍耐、发泄情绪

和指向问题维度的贡献率分别是 ６.７％ꎬ５.１％ꎬ７.４％ꎬ

５.６％和 ６.５％ꎬ均有正向预测作用ꎻ而对应对方式中退

避维度有负向预测作用ꎬ其贡献率为 ５.６％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听力障碍中学生刷新功能与应对方式的线性回归分析(ｎ＝ １０７)

因变量 Ｂ 值 β 值 调整 Ｒ２ 值 Ｆ 值 ｔ 值
问题解决 １６.０６ ０.２７ ０.０７ ８.５５ ２.９２
寻求支持 １６.１９ ０.２５ ０.０５ ６.７１ ２.５９
忍耐 ７.９２ ０.２９ ０.０７ ９.４２ ３.０７
退避 ９.５９ －０.２５ ０.０６ ７.２７ －２.７０
发泄情绪 ６.８９ ０.２６ ０.０６ ７.３３ ２.７１
指向问题 ４３.６６ ０.２７ ０.０７ ８.４３ ２.９０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听力障碍中学生的抑制功能并未随

年龄的增长而提高ꎮ 根据有关研究ꎬ儿童抑制功能的

主要发展期出现在小学一至二年级之间(大约 ６ ~ ７
岁) [１９] ꎻ且关于 ７ ~ １２ 岁聋生执行功能的研究发现 １２
岁聋生的抑制功能水平仅相当于 ８ 岁左右正常学生的

水平ꎬ８ ~ ９ꎬ１０ ~ １２ 岁 ２ 个年龄阶段是听力障碍学生抑

制功能发展的快速期[６] ꎮ 可能因为本研究的听力障

碍中学生年龄为 １４ ~ ２２ 岁ꎬ已经超过了儿童乃至听力

障碍学生抑制功能的主要发展期ꎬ因而其抑制功能未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ꎮ
本研究发现ꎬ随着听力障碍中学生年龄的增长ꎬ

其完成数字转换任务的反应时之差呈递减趋势ꎬ表明

听力障碍中学生的转换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ꎬ
尤其表现为 １７ ~ １９ 与 ２０ ~ ２２ 岁 ２ 个年龄段ꎬ可能是因

为转换功能的生理机制与大脑前额叶有关ꎬ而在个体

的脑发育过程中ꎬ前额叶属于发展较晚的皮层ꎬ所以

转换功能是执行功能中发展较晚的成分ꎮ 有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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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ꎬ正常儿童的转换功能随年龄增长而增加ꎬ１１ ~ １３
岁是正常儿童转换功能的一个快速发展期[２１] ꎮ 听力

障碍学生因为语言发展障碍影响其执行功能尤其是

转换功能的发展ꎬ因而出现 １９ 岁之后转换功能才发展

迅速的现象ꎮ 尽管如此ꎬ听力障碍人群虽然听力通道

受损ꎬ在接收不到外界听力刺激的情况下ꎬ还是可以

依赖其他感觉通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发展其转换功能ꎮ
此外ꎬ研究发现听力障碍非独生子女中学生的转换功

能强于独生子女ꎮ 转换功能通常也称为认知灵活性ꎬ
是个体在不同反应之间灵活转换的能力[６] ꎮ 有关听

障中学生心理弹性的研究发现ꎬ听障非独生子女学生

在对挫折的正确认知、态度以及在学校适应、生活适

应等方面均高于独生子女[２１] ꎮ 可见ꎬ听障非独生子女

的认知灵活性较独生子女表现得更有优势ꎮ
根据听力障碍中学生动态记忆任务上得分的年

龄差异ꎬ本研究推断 １４ ~ １７ 岁可能是听力障碍中学生

刷新功能的一个快速发展期ꎬ而后刷新功能的发展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趋于平缓ꎮ 有研究表明ꎬ正常儿童的

刷新功能从二至五年级(大约 ７ ~ １０ 岁)表现出较大增

长[１９] ꎬ且有研究发现听力障碍学生的刷新功能发展至

少滞后正常学生 ４ 年[６] ꎮ 与本研究发现的聋生刷新

功能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听力障碍中学生的刷新功能与应

对方式中的问题解决维度、寻求支持维度、忍耐维度、
发泄情绪维度均呈正相关ꎬ与退避维度呈负相关ꎻ刷
新功能对应对方式中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忍耐、发泄

情绪和指向问题均有正向预测作用ꎬ而对应对方式中

的退避有负向预测作用ꎮ 有关研究表明ꎬ相对于抑制

功能和转换功能ꎬ执行功能中的刷新功能对流体智力

具有更强的预测效应和解释力[２２] ꎬ且有研究发现刷新

功能对高干扰情境下的决策有显著影响ꎬ刷新功能越

好ꎬ决策能力越好[２３] ꎮ 可见ꎬ刷新功能更多地参与了

人们的高级认知活动如智力和决策等ꎬ而应对方式也

是一种重要的认知加工策略ꎬ因而执行功能中的刷新

功能可以一定程度上预测听力障碍中学生的应对

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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