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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就是我们保留和提取过去经验，并在当下运用这些信

息的过程（Tulving, 2000）。

■ 记忆过程

– 编码（学习）：将感觉信息转化为心理表征

– 存储：保留着经过编码的信息

– 提取（检索）：取出或使用存储在记忆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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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机制

■ 最初的学习过程主要发生在海马中（长时程增强效应，LTP）。

■ 海马是一个快速的学习系统，能够暂时性地保持新的经验。但

是随着经验的增加，这一信息逐渐转移到了大脑皮层，成为我

们的长期记忆。

■ 睡眠对记忆很重要：学习时被激活的海马细胞会在之后的睡眠

阶段被再次激活，从而将信息整合进长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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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能力何时出现？

■ 如何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强或衰退？

■ 支持记忆发展的神经机制是什么？

■ 记忆发展如何受到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影响？
如何受到压力、动机、营养、身体锻炼、社会
和情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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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记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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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分期：

■ 胎儿期（产前时期）：从受孕到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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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记忆的毕生发展和脑基础

■ 工作记忆是指个体对有限的信息进行暂时保持和操作的能力。

中央执行系统

语音环路 情景缓冲器 视觉空间模板

言语信息 长时记忆 视觉信息

Baddeley(2000) 7



（一）工作记忆的毕生发展

■ 婴儿的工作记忆在出生后第一年就有了显著变化。

■ Ross-Sheehy, Oakes, & Luck(2003)使用变化偏好任务，发现视觉

工作记忆容量在婴儿早期快速增长，第一年末达到类似成人水平。

– 6.5个月1个项目

– 10.5 个月3或4个项目

– 12.5个月至少3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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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研究结果：

– 6个月的婴儿只能记住一个物体的特征（identity）(Kaldy & 

Leslie, 2005; Kwon et al., 2014)。

– 到 8—10 个月龄，他们能记得2个物体的特征和位置 (依赖于保

持间隔；Kaldy & Leslie, 2005; Kaldy, Guillory & Blaser, 2016; 

Kwon et al., 2014; Oakes et al., 2006)。

– 12个月的婴儿能记住3个不同物体的特征 (Feigenson & Carey, 

2003; Feigenson & Halberda,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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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研究的结果有所不同

■ 在儿童期，视觉工作记忆容量随年龄而增长 (Cowan et al., 2005; 

Heyes, Zokaei, Van der Staaij, Bays, & Husain, 2012; Riggs, 

McTaggart, Simpson, & Freeman, 2006; Simmering & Perone, 

2013)

■ Riggs et al. (2006) 使用颜色变化觉察任务考察了小学儿童的工作记

忆容量的发展。在这个任务中估计的视觉工作记忆容量是，5岁1.52 

个颜色，7岁2.89个，10岁3.83 个。在10岁左右达到成人水平（即3

个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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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mering (2012)使用变化觉察任务（修正版本和标准版本）来测量
儿童的视觉工作记忆容量。结果表明，3-4岁是2 或 3 个项目，5-7岁
是3 或 4 个项目，容量大致线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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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不同年龄儿童的反应类型分布(CR:正确拒绝；FA :误报；H :击中；M :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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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来自变化觉察任务修正版本的结果。
(A) 不同年龄被试在不同刺激集大小上的正确
率；(B) 容量估计(bars)和平均最大容量估计
(line)。

右图：变化觉察任务标准版本的结
果及其与修正版本结果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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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语工作记忆能力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不断增强 (Chiappe et al., 

2000; Gathercole et al., 2004; Klingberg, 2006； Krogsrud et 

al., 2021), 在成年期开始衰退 (Gick et al., 1988; Hester et al., 

2004; Kumar and Priyadarshi, 2013; Krogsrud et al., 2021；

Martial et al., 1994; Nyberg et al., 2012; Park et al., 2002; 

Wilde et al., 2004)。

■ Krogsrud 等人（2021）把言语工作记忆的发展和衰退描述为三个

主要的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到少年晚期），在成年期的一个比较

长的相对稳定期，在更大年龄上的加速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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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ogsrud et al., 2021)

图：工作记忆表现。
LCBC 数据库年龄广
度 (4.4–86.4 岁)。
Backwards = 数字广
度反向分数，
Forwards =数字广度
正向分数，
Ratio = 比率分数 (反
向/正向) ，
Total = 数字广度总
分(正向 + 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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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ñoz-Pradas et al.(2021)：

■ 分析工作记忆成分（语音环，视空模板，中央执行系统）从儿童期到成年早
期（6-29岁）的成熟顺序。

■ 工作记忆分数来自Working Memory Test Battery for Children (WMTBC)。

■ 结果：不同成分有不同的成熟顺序：言语工作记忆在8-9岁进入稳定期，视空
模板11岁左右达到稳定，执行成分成熟较晚，大约14-15岁达到稳定。6-15
岁工作记忆不同成分与年龄线性相关。

Fig. 1. Linear regressions of Phonological loop, Visuo-spatial Sketchpad and Central Executive Z-scores (ZDS) 

vs. the age group measured in years up to 1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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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Direct scores (DS) of the Phonological Loop, the Visuospatial-Sketchpad and Central Executive with 

respect to the age groups.

◆在16–17年龄组观察到一个特殊的结果，即在 语音环和中央执行系统分数
上，这个组与其他所有低年龄组有显著差异。

◆视空模板和中央执行成分存在小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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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结果：

■ Alloway & Alloway (2013)：对5-80岁被试的言语工作记忆和视觉空

间工作记忆的测量结果显示，30岁左右的个体表现出最强的工作记忆

能力。之后，工作记忆表现随年龄增长而变差。

■ Meissner等人(2016)：使用言语和视觉空间n-back任务考察了青年

组（18-29岁）、中年组（30-50岁）和老年组（51-71岁）被试的工

作记忆表现，发现老年组比青年组有更差的工作记忆成绩，但这一结

果只出现在2-back任务中，而不是1-back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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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y & Friedman(2020)：

■ 考察儿童的工作记忆增长率是否会因
刺激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 四个年龄组(7岁, 9 岁, 11 岁, 成人)
的99名被试完成简单广度任务，使
用了来自6个刺激类别的项目。

■ 结果：广度随年龄增长，因刺激类别
的不同而变化。 同时，年龄相关的
增长在不同刺激类型间基本上类似，
表明工作记忆上年龄相关的增长来自
容量的增加，而不是来自形成组块的
能力上的获益或者由于对某类刺激更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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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banek & Sloutsky (2018)：

■ 考察了发展过程中选择性注意和工作记忆容量的关系。两种可能性：

– 发展导致可利用的信息加工资源数量的增加。

– 发展导致使用可利用资源的效率提高。

■ 通过考察与工作记忆容量相关的选择和过滤的发展轨迹，来探讨了

后一种可能性。成人(N = 30)、7岁(N = 29)和4岁(N = 28)儿童

■ 结果表明，过滤效率是工作记忆容量的唯一预测因素。虽然工作记

忆容量在7岁左右达到渐近线，但是过滤效率在7岁之后继续发展。

选择性注意在视觉工作记忆容量的发展和个体差异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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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工作记忆密切相关的脑区主要位于额叶和顶叶

■ Owen等人（2005）：通过对脑成像研究（n-back task）进行
元分析，证实存在下列负责工作记忆的大脑区域：

–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 后顶叶皮层

– 前运动皮层

– 前额叶皮层喙部

– 中间腹外侧前额叶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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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记忆发展的脑基础



Kim(2019a)的元分析明确了背侧注意网络（DAN ）和额顶控
制网络（FPCN ）对工作记忆不同阶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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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ngberg(2006)：白质成熟与工作记忆发展有关

■ 在完成工作记忆任务期间，有较高工作记
忆容量的较大儿童和青少年在顶内皮层和
额上沟后部有更强的脑活动。

■ 使用DTI（diffusion tenso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的研究表明，白质
的结构成熟也与工作记忆发展有关。特别
是额上-顶白质区（superior fronto-
parietal white matter region），它靠近
与工作记忆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灰质区。而
且，白质成熟的程度与额、顶区域皮层激
活程度正相关。

图-与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发展有关的
额上-顶内网络。红色区域显示了
脑活动和容量发展间的关系。白色
区域显示了白质成熟和发展之间的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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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et al. (2013)：婴儿视觉空间工作记忆表现和白质微结构特征有关

■ 使用弥散张量成像 (DTI) 和 确定性纤维跟踪技术来描绘白质纤维束的

微结构，它被假设支持了12个月婴儿的工作记忆 。

■ 结果显示：婴儿视觉空间工作记忆表现和广泛分布的白质(膝状体, 丘

脑前部和上部辐射，前扣带回，弓状束，和颞-顶 部分)的微结构特征

之间有密切联系。 更高的工作记忆分数与白质束中更高的 FA(部分各

向异性) 和更低的RD(径向扩散系数) 值有关。 白质束-特定脑区-行为

关系解释了大量超越胎龄和发展水平的个体变异（用Mullen Scales 

of Early Learning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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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ngberg (2014)：

■ 区分了三个关于发展的一般理论：成熟观，技能学习观，和交互专门化
（interactive specialization） (Johnson, 2001;Johnson, 2011; 
Karmiloff-Smith  2009; Jolles and Crone, 2012)

– 按照成熟观，发展被基因上预先编排好的、脑的成熟所驱动。

– 技能学习观强调环境的影响是发展的驱动力量。

– 交互专门化也认为环境是一个驱动力量，但强调作为交互作用的结
果，皮质区改变了它们的功能特点 。

■ Klingberg提出，训练诱导的可塑性和儿童期发展有类似的神经机制。特
别是，额-顶网络的功能连通性与工作记忆容量有关。纹状体、多巴胺受
体D2活动和皮质纹状体白质束（corticostriatal white-matter tracts）似乎
对训练和发展期间的可塑性和工作记忆容量变化更重要。儿童期工作记
忆容量的发展和技能学习部分地涉及同样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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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et al. (2021)：

■ 使用自然睡眠期间的静息态fMRI (rsfMRI)考察202名3周（新生儿）、1

岁和2岁婴儿海马功能连接性的纵向发展。然后，利用多元建模来探

讨海马连接性的横断和纵向成长与4岁工作记忆成绩的关系。

■ 结果显示了新生儿海马与邻近的边缘系统和皮层下区域强的局部功能

连接，海马功能连通性随年龄产生显著变化。与关键的默认网络(DMN)

区域的连接性增加，导致到第一年末海马功能连接性有类似成人的拓

扑结构（topology），这个模式到2岁时稳定并进一步巩固。第一年海

马连通性的横断和纵向测量预测了随后4岁时工作记忆的行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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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右海马的区域功能连通性和相应的纵向变化。（A）显著的海马功能连接
的横断模式。（B）海马功能连接性上的显著变化模式（暖色表示连接增强，冷色
表示连接减弱）。 27



■ 海马和视皮层之间的连通增强可能
在婴儿早期是关键的，但是，大约
第一年末出现的突触修剪和伴随而
来的功能连接上的下降, 也可能对工
作记忆背后的神经网络的发展是关
键的。

■ 视觉皮层的连通性在出生后头3个月急剧增强，它给海马提供关键的感觉输
入 (Tsanov & Manahan-Vaughan, 2009)，这可能对婴儿早期工作记忆的发展
特别重要。

■ Liu等人的研究发现海马和视皮层间的功能连接性指示了4岁时父母报告的工作
记忆成绩，表明早期对海马的视觉输入/与海马的交互作用可能在工作记忆技
能的日常应用中发挥关键作用。1岁时右侧海马和右侧壳核之间更大的连通性
也与4岁时更好的基于任务的工作记忆表现相联系，可能反映了早期海马-壳核
功能交互的重要性。

28



Zacharopoulos et al.(2020)：

考察额区和顶区的区域表
面积和皮层厚度如何与视
觉空间工作记忆容量相联
系。发现视觉空间工作记
忆容量和左额极的表面积
有负相关。特别是，这个
相关是针对（1）表面积
（而不是皮层厚度）， (2)

脑的左侧，和 (3) 视觉空间
而不是言语模态的。

实验流程（要求被试记住刺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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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散点图描绘了左额极表面积上的个体变异间的联系。（A）左半球额极用深紫
色显示在最前部。（B）Y轴表示左额极表面积，x轴表示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容量
（斯德哥尔摩和牛津）, (C) 在斯德哥尔摩，(D) 在牛津 30



Krogsrud et al., (2021)：考察言语工作记忆表现与皮层厚度的关系

Fig. 1. 工作记忆表现。
LCBC 年龄广度
(4.4–86.4 岁)。
Backwards = 数字广
度反向分数，
Forwards =数字广度
正向分数，Ratio = 

比率分数 (反向/正
向) ， Total = 数字广
度总分(正向 + 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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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按照成
绩分组的工作
记忆表现。低
分组为下
33.3%的被试，
高分组为上
66.6%的被试, 

平均组为其余
被试。

(Krogsrud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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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整体皮层厚度。年龄广度样本(4.4–86.4 岁)。成年组> 16.9 岁, 

老人组 > 59.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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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发展期工作记忆
分数和皮层厚度的关系。
蓝青色表示负相关。
LCBC：控制了性别、年
龄和扫描仪。发展组年
龄≤ 16.9 岁。ABCD：
控制了性别、年龄和种
族。 9.0–10.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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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成年期数字广度分数和皮层厚度的关系。控制了性别、年龄和扫描仪。成年
组>16.9岁。蓝青色表示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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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发展期工作记忆和皮层厚
度的关系（控制一般认知能力
后）。发展组≤ 16.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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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时记忆的毕生发展和脑基础
记忆

陈述性记忆 非陈述性记忆

语义记忆
（事实）

情景记忆
（事件或情景）

程序技能
（如动作、
知觉、认知）

启动
（知觉、
语义）

条件
反射

非联结
记忆

（习惯、
敏感化）

记忆系统的分类（Squire,1986,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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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显记忆的毕生发展和脑机制

■ 外显记忆被进一步分为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

■ 情景记忆是指个体根据时空关系对某个经历过的事件的记
忆，它与个人亲身经历紧密相关。

■ 语义记忆是对概念、事实、意义和其他形式的一般知识的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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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显记忆的毕生发展

情景记忆

■ 使用诱导模仿范式，一些研究者考察了16个月和20个月婴儿的

情景记忆，结果发现，16个月婴儿能够记住用来产生事件的道

具的具体特征，但只有20个月大的婴儿能表现出对道具特征的

记忆与对事件的延迟回忆（1个月的延迟）之间的关联(Bauer & 

Lukowski,2010)。研究者指出，至少在出生后第二年的年末，幼

儿的记忆就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情景记忆的许多特征(Lukowski & 

Bau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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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24小时后选择钥匙的比例以及提及未来会使用
钥匙的儿童比例（填充部分）

3岁儿童中选择钥匙并提及未来使用
的儿童比例

■ 遵循更为严格的标准，有研究者使用“沙坑-钥匙”范式发现，尽管3岁
儿童的确能够形成情景记忆，但是4岁儿童才拥有能保持30分钟以上的情
景记忆(Scarf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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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记忆在儿童早期至中期快速发展(Burns et al., 2016;Busby & 

Suddendorf,2005; Diaz et al.,2018;Ghetti & Bunge,2012; Rajan et al., 2014)。例如，

针对4-6岁儿童的一项研究发现，6岁儿童比4岁儿童能回忆更多的事实和来

源信息(Rajan et al.,2014)。Diaz等人(2018)认为，儿童情景记忆的发展可能与

他们进行编码和检索时有意注意策略的改进紧密相关，童年中期复杂注意

能力的改善使得儿童能够对任务进行更好的监控。

■ 对成年人情景记忆能力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表现出情景记

忆能力的退化(Dikmen et al., 2014; Hueluer et al., 2015; Ronnlund et al., 2005; St-

Laurent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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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nlund et al.(2005)在对829名年龄在35-80岁之间的成人群体的研究中发
现，不同年龄组的横断数据比较显示，情景记忆在成年中期（35-60岁）
缓慢衰退，在成年晚期（60岁以后）加速衰退。不过，5年的纵向数据
显示，在35-60岁之间被试的情景记忆保持稳定，而60岁之后则会出现明
显的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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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记忆

■ 语义记忆可能出现于生命的头一年，6到9个月的婴儿就能够记得24小
时前看到的目标动作，学者们相信这标志着语义记忆的出现(Collie & 
Hayne,1999;Meltzoff,1988)。

■ 语义记忆出现后即快速发展到成熟水平。一些证据表明，大约从8岁
开始，语义记忆表现就不再随年龄变化了(Billingsley et al.,2002; Ghetti & 
Angelini,2008)。

Grady(2012)使用学习-再认范式并辅以自信评级的方法，考察了6
到18岁儿童和青少年的记忆发展，结果显示，回想成绩（主要反映情
景记忆）从儿童到青少年不断提高，但是，在熟悉性加工（更多反映
语义记忆）上，成绩的提升仅发生在6岁和8岁儿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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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nlund et al.(2005)对35-80岁的成年群体的横向数据发现，语义记
忆在55岁之前都是稳定的；不过，纵向数据的证据表明，在55岁前，
成年个体的语义记忆随年龄增长会出现小幅的提高。老年人的语义
记忆比情景记忆有更少的退化。

■ Spaan(2015)认为与年龄相关的记忆力下降是个体信息处理速度和执行功
能下降的结果，且处理速度主要中介了语义记忆的衰退，而执行功能主
要中介了情景记忆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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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显记忆发展的脑基础

■ 脑成像研究发现，情景记忆主要依赖于内侧颞叶系统（包括海
马、海马旁回和内嗅皮层等脑区）以及前额皮层、梭状回和后
顶叶皮层等区域(Barker et al.,2017;Moscovitch et al.,2016)。

– 编码阶段：内侧颞叶系统的作用主要是整合加工来自枕叶、
顶叶和颞叶等区域的感知觉信息并进行编码；前额皮层通
过直接连接或其它区域中介的方式参与对内侧颞叶系统的
调节，对编码过程进行监控，从而增强对记忆信息的保持
和存储(Eichenbaum,2017)。

– 提取阶段：成功的提取和增强的内侧颞叶激活相关联，特
别是海马和海马旁回皮层，连同内侧前额叶以及腹侧后顶
叶皮层(Rugg et al.,2015)。并且，后顶叶皮层的不同区域在
记忆检索过程中可执行不同的功能 (Sestier 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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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记忆编码和提取阶段脑激活的关系：

– 一些研究发现成功编码和成功提取所激活
的脑区有高度重合，因而认为提取是编码
过程的再现，有着相同的神经活动模式
(Rugg et al., 2008; Danker & Anderson, 2010)。

– 另一些研究发现编码和提取存在一定的差
异(Lepage et al.,1998;Hrybouski et al., 2019)。
例如：

✓ 左侧前额叶更多地参与编码加工，而右
侧前额叶更多地参与提取加工；

✓ 海马的前部在编码阶段有较多的激活，
而提取阶段选择性激活海马的后部区域；

✓ 编码和提取阶段海马激活的差异在海马
头部相比海马体和海马尾部更大。

情景记忆中编码和检索相
关加工之间的关系图示
(Rugg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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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马在儿童记忆发展中的作用:

– Rugg et al.,(1998)考察了80名不同年龄被试情景记忆编码时海马
功能的发展差异，结果显示，8岁儿童的海马结构无差别地参
与情景记忆和项目记忆，10-11岁组儿童的海马体激活不能一
致地预测随后的记忆成绩，而14岁儿童和年轻成人表现出相同
的模式，海马和后部海马旁回选择性地支持情景记忆。

– De Haan等人(2006)考察了在生命头一年内就有双侧海马损伤的
个体的记忆发展，发现他们在情景记忆任务特别是延迟回忆上
成绩较差，但是没有表现出严重的语义记忆缺陷。研究者推测，
正常的记忆发展顺序是：类语义的记忆（semantic-like memory）
首先出现，而情景记忆作为逐渐发育的海马的功能稍后才发展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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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叶区域可能对儿童的记忆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

– Diaz et al.(2018)对于6-8岁儿童的研究发现，检索阶段顶叶
的激活程度和情景记忆表现有正相关。

– ERP研究发现，不同于成年人群体中新旧效应主要包括
早期的前额成分和晚期的顶区成分(Ghetti et al.,2010)，儿
童群体只有顶区的新旧效应，且儿童相比成年人有更长
的潜伏期(Mecklinger et al.,2011)。可能表明：在额叶尚未
发展成熟时，顶叶可能更多地参与形成和维持对记住的
项目以及任务相关背景成分的表征(Johansson & 
Meckling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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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成分模型 (Shing et al.,2008,2010) 解释了情景记忆发展的机制：

– 情景记忆有两个成分：联结成分和策略成分。

– 联结成分调节捆绑过程，参与连贯的记忆表征的建立；策略成分反
映了审慎的控制过程的运作。

– 二者以不同速率发展，联结成分发展得早，反映了海马和相关内侧
颞叶结构的发展；策略成分发展得晚，它的增强反映了前额叶的发
展。

■ 支持该模型的脑成像证据：

– 海马体积在出生后第一年就长大了两倍，并在第二年继续增长，这
为婴幼儿时期情景记忆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脑基础(Bauer, 2007; 
Gilmore et al., 2012)。

– 前额皮质厚度在青春期也在增长，而且横断数据显示这些变化与情
景性记忆的发展有关(Sowell et al.,2001)。

– 额叶和颞叶的功能联结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可能也中介了儿童期情景
记忆的改善。在8-12岁儿童群体中发现，编码阶段的额颞功能联结
可有效预测他们的情景记忆表现(Blankenship & Bel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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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记忆老化的神经关联

– Park et al.(2013)考察了192名20-79岁成年被试在情景记忆
编码阶段的神经活动和年龄的关系。结果发现，在记
住与遗忘项目的对比中，双侧枕颞顶区的神经活动随
年龄增长而下降；但海马区的神经活动和年龄无关。

– Ousdal et al.(2020)考察了中年和老年群体功能连接稳定
性和情景记忆衰退的关系。采集了75名中年和老年被
试在2-3年之间的结构和静息态功能像，用以评估功能
连接的长时间稳定性。结果显示，情景记忆表现随年
龄增长而降低；同时发现，皮层下结构和默认网络的
个体纵向稳定性与对情景记忆表现的横向和纵向测量
的个体差异有关，说明这些网络在维护中老年人记忆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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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义记忆涉及到不同类型的语义知识，其在大脑中分布式存储(Rich, 
2017)。提取时每种类型的语义信息将激活不同的大脑区域。例如：

– 颜色和形状知识的检索与左侧或双侧腹侧颞叶皮层的激活有关，

– 运动知识与左外侧颞叶皮层的激活有关，

– 尺寸大小知识与顶叶皮层的激活有关，

– 非知觉（言语）概念知识与前颞叶皮层的激活有关，

– 而操作类知识与前运动皮层的激活有关。

语义记忆检索和加工涉及的脑区与任务特征高度相关。

■ 一些学者认为，还存在一个“语义中心区”，可能位于颞叶前部，它
与分布在其它脑区的特异性语义表征区相联系，可以对概念的不同方
面进行更高级的概括(Patterson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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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son et al.,2007)

关于皮层语义网络的两种观
点：(a) the distributed-only 

view ; (b) the distributed-

plus-hub view .

52



■ 为了让语义系统产生适合于任务和情景的表征和推论，
Ralph 等人 (2017)认为，还需要一个语义控制系统，一般认
为是左侧额下回和后侧颞中回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控制腹侧
前颞叶语义表征的激活来调节语义任务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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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laurent et al. (2011)评估了健康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不同类型
记忆的神经关联。方法：呈现一个图片后，要求被试回答有关
图片内容的问题或者是和图片内容相关的常识性问题，以此来
操纵记忆检索时涉及的记忆类型，结果显示记忆任务激活了额
下回、颞中回、左侧颞上回等脑区。在语义记忆任务中，激活
的大脑模式不存在年龄差异。这与行为研究中发现语义记忆具
有跨年龄的稳定性是一致的，说明随着年龄增长，语义记忆在
健康老年群体中没有出现明显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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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隐记忆的毕生发展和脑机制

■ 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是过去经验对当前作业产

生的无意识的影响。

内隐记忆任务

你必须从记忆中提取信息，但你又不能意识到在做什么

如：启动任务，如单词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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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隐记忆的毕生发展

■ 与外显记忆在婴儿和儿童期随年龄增长而显著增强不同，内隐

记忆表现似乎不随年龄增加而变化，或者年龄相关的改善很小。

■ Reznick et al. (2000): 使用视觉期待范式(VExP)比较了4、6、8、9、

12个月婴儿的内隐记忆表现，发现头9个月里，年龄较大的婴

儿比年龄较小的婴儿更好；但在9个月之后，内隐记忆表现相

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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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öhringer et al. (2018)：使用VExP和启动范式研究了从3个月到3岁内

隐记忆的稳定性。研究没有发现年龄相关的改善，内隐记忆从9个月

开始稳定（可以预测3岁时的表现）。

Memory tasks and memory material at the four measurement occa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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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kil等人(2018)观察到了不一致的结果。他们比较了儿童中
期（6.5-8.5岁）、青少年中期（13-14.5岁）和成年早期
（20.5-24岁）三个年龄组被试的内隐记忆，发现儿童中期组
个体的内隐记忆表现不如其它两个年龄组，可能意味着内隐
记忆在儿童期内仍在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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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隐记忆可能并非单一的成分(Gabrieli et al.,1999; Spataro et 

al.,2017)，对儿童期到成年期内隐记忆的发展研究显示，知

觉内隐记忆大多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年龄差异(Billingsley et 

al.,2002;Carroll et al.,1985;Parkin & Streete,1988;Toppino et 

al.,1991)，但儿童和成人的概念内隐记忆存在差异

(Nakamura et al.,2006;Sauzéon et al.,2012)。

■ Vakil et al.(2018)的研究显示出知觉和概念内隐记忆有类似

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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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研究显示，内隐记忆却在老化过程中保持完好(Davis et al.,2001;Dew & 
Giovanello, 2010;Fleischman et al.,2004; Gordon et al.,2013; Spaan & Raaijmakers, 
2011; Ward et al.,2013)。

■ 有学者认为，内隐记忆不受老化影响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识别式启动，而
老年人相比年轻人在产生式启动上的成绩明显降低(Geraci et al.,2015; Soldan 
et al.,2009;Stuart et al.,2006;Ward et al.,2017) 。

Geraci 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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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Example trials from the study phase and the continuous-identification-with-recognition (CID-R) task. 

Ward et al.(2020): 减少外显记忆的污染，控制注意和加工深度，发现内隐记忆
和外显记忆类似的老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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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Mean proportional priming (left) and mean d′ score (right) in each age group for attended 

items, collapsed across depth-of-processing condition. Error bars indicate standard errors of the 
mean.

62



Fig. 3. Judgment and accuracy by item type. The graphs on the left show the mean proportion of 

attended, unattended, and new judgments by item type, collapsed across depth-of-processing 
condition. The graph on the right shows the accuracy of source judgments to attended and 

unattended items, collapsed across depth-of-processing condition. 63



2、内隐记忆发展的脑基础及其与外显记
忆脑机制的关系

■ 内隐记忆主要与纹状体、小脑和杏仁核有关，一些任务中也
发现感觉区和运动区的额外激活(Jabes & Nelson,2015)。

■ 在人类个体发育期间，这些脑区是首先成熟的，并在出生后
头几个月就得到充分发展(Nelson,1995)。因此，与内隐记忆
相关的脑系统在生命早期就得到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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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研究比较了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的脑机制：
– ERP研究发现，二者有不同的空间时间成分 (e.g., Paller et al., 

2003, Rugg et al., 1998, Schott et al., 2002)，表明内隐记忆
和外显记忆的检索有不同的神经关联。

– fMRI研究也提供了二者神经分离的证据。例如，Schott et al.  
(2005) 发现，内隐检索动员了 前额叶、梭状回和 纹外区域, 而
外显检索 动员了后扣带回、楔前叶和 顶下小叶。

– Turk-Browne et al. (2006): 内隐和外显记忆受相同编码因素的
影响，可能依赖类似的知觉加工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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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2019b)对一系列fMRI研究进行了元分析，认为外显与内
隐记忆的编码阶段涉及很多共同的脑区，而外显与内隐记忆
的检索则涉及很多不同的脑区，因此，Kim提出了一个外显
与内隐记忆共同编码、分别检索的神经认知模型（EIMER）。
– 记忆编码涉及三个连续的阶段：

■ 知觉加工阶段：分析刺激形式，在感知觉区域（如梭状回）完成；

■ 语义加工阶段：分析刺激的意义，在联合区（如前额叶皮层）完
成；

■ 关系加工阶段：分析经验的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在海马结构和
周边皮层完成。

– 由于成功的编码非常依赖于选择性注意，编码活动也涉及
背侧注意网络（DAN）

– 对于检索阶段，外显记忆检索与默认网络（DMN）存在
内在联系，可能反映了对内部表征的注意；而内隐记忆的
检索过程主要涉及DAN/感知觉区域，可能反映了对外部
刺激加工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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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 1. A sketch of the Explicit/Implicit Memory Encoding and Retrieval 
(EIMER) model. （DAN, 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DMN, default mode 

network; EM, explicit memory; IM, implicit memory）(Kim,2019b)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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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展望

■ 已有研究虽然在行为层面上大致描绘出了记忆毕生发展的轨
迹，但是，对脑机制的认识还比较有限，探讨记忆毕生发展
的深层机制的研究比较少。未来需进一步开展脑机制的研究。

■ 已有研究大多是在实验室情境中针对单一感觉通道信息或独
立事件的学习记忆而展开，未来需要加强对复杂学习记忆的
发展规律和脑机制的研究。

■ 对儿童青少年记忆发展规律的研究中，还较少考虑情绪的影
响。另外，考察学习环境中的一些社会因素如竞争或合作的
学习氛围、奖励与惩罚等如何影响儿童学习记忆的脑机制，
对提升学校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 未来将开展更多训练和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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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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