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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全球范围内毒品问题形势日益严峻，毒品成瘾者的跨期决策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

前，毒品成瘾者的跨期决策研究得到较为一致的共识，即相较于未成瘾者，成瘾人群在跨期决策时通常偏

好即时而小的收益，却放弃延迟而更大的收益。时间在毒品成瘾者的跨期决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而，目前从心理时间的角度来探讨毒品成瘾者跨期决策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

基础之上，试图分析心理时间是如何影响毒品成瘾者的跨期决策，从时间长度知觉、时间洞察力以及时间

成本知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方向和思路，并且从根本上直接对成瘾者时间系统进行干

预和改变，这样可以改变个体处理延迟满足的方式，从而促进健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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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坛·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毒品问题形势十分严峻，联

合 国 毒 品 与 犯 罪 办 公 室（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s，UNODC）的数据指出，全球的 2950

万人存在吸毒成瘾等问题 [1]。毒品问题会对成瘾者个人、

家庭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我国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用于禁戒工作，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在

戒毒实践中，虽然能够实现毒品的生理戒断，但是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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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戒断却很困难。面对毒品时，戒毒人员依旧会产生

“及时行乐”想法。

大量研究表明，毒品成瘾人群常常为了即时享乐

而放弃长远的利益 ( 健康、幸福的家庭、良好的社会

关系等 )[2]。这与跨期决策中，人们倾向于选择小而即

时的奖励，放弃大而延迟的奖励相似。即使在成功戒

毒之后，他们仍会有“及时行乐”的想法，复吸风险

较高。由于毒品成瘾者存在“及时行乐”这一非理性

行为，成瘾者的跨期决策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因此，本文从心理时间的角度对毒品成瘾者的跨期决

策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成瘾者“及时行乐”

的这一非理行为背后原因，探索“心瘾难戒”的深层次

原因，从而构建更全面的物质成瘾理论，为循证戒治提

供科学证据。

2 毒品成瘾者的跨期决策

跨期决策 (intertemporal choice) 指个体在面对不同

时间点 ( 尤其是现在与未来之间 ) 的结果时，进行权衡

从而作出各种判断和选择。最常用的研究范式是让决策

者在立即收益与延迟收益之间进行选择，或者在不同

时间延迟的收益之间进行选择 [3]。跨期选择最重要的现

象——时间折扣，即与当前或近期的获益 ( 或损失 ) 相

比，人们倾向于赋予将来获益更小的权重 [4]。时间折扣

是跨期选择的核心指标，它在区分正常人群和成瘾人群

上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指标。

毒品成瘾是物质成瘾中重要的成瘾类型之一，指

对阿片类、可卡因类、大麻类等物质冲动性使用及强

烈的渴求，长期摄入某种毒品或物质后，身体和心理

会产生一种无法控制的依赖该物质的状态。大量研究

表明，成瘾人群常常为了即时享乐而放弃长远的利益

( 健康、幸福的家庭、良好的社会关系等 )，表现出比

正常人群更加明显的冲动行为，从而更倾向于选择即时

奖励 [2][5][6]。Madden 等人和 Kirby 等人都研究发现，海

洛因使用者比健康未成瘾者有更高的时间折扣率 [5][7]。

Johnson 等人发现，大麻成瘾者在延迟折扣任务上对大

麻奖励的折扣比金钱奖励的折扣更大 ( 而且这两种奖励

的折扣都比对照组大 )[8]。

综上所述，毒品成瘾者具有较高的时间折扣率，

以及不同类型毒品成瘾者对特定物质的时间折扣具有特

异性。

3 心理时间对毒品成瘾者跨期决策的影响

时间是跨期选择中的一个核心变量，而人们对时

间的认识既是客观的（所谓的钟表时间），也是主观的

（心理时间）。因此本文从时间心理学角度，探讨心理

时间对毒品成瘾者跨期决策的影响。总结以往关于时间

知觉的研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时间长度的知觉，时

间洞察力，以及时间成本知觉。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论

述心理时间如何在毒品成瘾者的跨期选择中起作用。

3.1 时间长度知觉

时间延迟与跨期选择密切相关：相同的收益，时

间延迟越长，其主观效用越低，决策者选择延迟收益的

意愿越低 [3]。人们对时间长度及变化的感知和判断往往

是不准确的，不过总体而言感知到的主观时间长度与客

观时间长度之间大致呈对数关系。有研究者提出了基于

主观时间感知的跨期决策模型 [9]，使用主观时间来进行

计算和建模能更好地解释跨期决策中产生的现象 [10]。

Wittmann 和 Paulus[11] 认为，时间感知能力的差异很可

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期选择中的延迟折扣程度。过分

高估时间长度会导致个体倾向于选择即时但较小的利

益，而低估时间长度会使个体着眼于未来更大的利益。

在成瘾研究中发现，毒品成瘾者与未成瘾者对时间长度

的估计存在差异。对于给定长度的时间间隔，毒品成瘾

者知觉到的主观时间长度比未成瘾者人更长。有研究发

现可卡因和大麻成瘾者对 53 秒的时距进行高估，冲动

性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 [12]。

那么为什么会有主观时间长度的差异呢？时钟理

论假设有机体大脑内存在一个生物钟或内部时钟来掌握

时间，它产生的时间信息是有机体基本知觉的前提。“内

部时钟”的起搏器产生一系列脉冲，这些脉冲被传送到

累加器。给定时间内的脉冲数量表示个体感知到的持续

时间 [13]。之后，Zakay 和 Block 在时钟模型的基础上，

结合注意分配和信息加工提出注意闸门理论（attetion-

gate model）[14]。注意力资源的分配和信息加工模式都

会对个体的时间长度估计产生影响。而长期吸毒的个体，

会伤害神经机制，使其产生注意方面的的缺陷。甲基苯

丙胺类毒品和可卡因滥用者在前额叶和纹状体多巴胺回

路中发现功能的改变 [15]。例如，苯丙胺类（例如冰毒）

会促进多巴胺和一些其他神经递质的释放，并对纹状体、

海马和前额叶皮质造成损害。海洛因成瘾者的扣带后回

与前额叶皮质、丘脑和对侧顶叶的功能连接都出现了减

弱。由于，额叶、纹状体网络是内部时钟的神经基础，

以及前额叶皮质与执行功能有高度相关，起到注意调节、

自我控制以及未来的规划等功能 [16]。大量的研究表明，

毒品成瘾者会对时间长度进行过高估计。可能由于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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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前额叶、纹状体等产生损伤，认知能力下降，“内

部时钟”发生变化；毒品成瘾者在特定时间间隔内记录

的时间单位数量变多，知觉到的时间长度更长，为了避

免长时间的等待，毒品成瘾者比未成瘾者更倾向于选择

“即时较小的奖励”。

总而言之，对于相同的延迟时间，毒品成瘾者比

正常人群知觉到的时间流逝的速度更慢、经历的时间长

度更长，从而导致其更倾向于选择“即时较小的奖励”

而放弃“未来更大的奖励”。

3.2 时间洞察力

个体的时间洞察力 (time perspective, TP) 也会对物

质成瘾者的跨期决策产生影响。时间洞察力是指个体对

时间的认知、体验和行动 ( 或行动倾向 ) 上所表现出来

的较为稳定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

格特质，反映了人们对过去、现在、未来的一贯看法，

分为过去时间洞察力、现在时间洞察力和未来时间洞察

力 [17]。Zimbardo 和 Body 编制的《津巴多时间洞察力量表》

（ZTPI）用于评估个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知、情

绪和行为方式，该量表将时间洞察力划分为 5 个维度：

过去消极、过去积极、现在享乐、现在宿命、未来 [18]。

时间洞察力与跨期决策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表明延迟折

扣率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得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与现

在时间洞察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19]。这些研究可以表

明延迟折扣可能受到现在时间洞察力和未来时间洞察力

的影响。

而毒品成瘾者的时间洞察力与未成瘾者存在差

异 [20]。研究表明，毒品成瘾者更多地表现出现在享乐

时间洞察力取向 [21-22]。增强未来时间洞察力不仅可以减

少成瘾行为，而且有助于成瘾者的戒断和康复，并且该

结论在毒品成瘾的研究中得到验证 [23]。由于毒品成瘾者

存在较高的现在时间洞察力、较低的未来时间洞察力，

而现在时间洞察力取向的个体更倾向于即时的满足，表

现为高冲动性，可能会对过去和未来不屑一顾而更多地

关注于即时的满足；而未来时间洞察力取向个体能够对

自己的行为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甘愿为价

值更高的遥远结果而放弃即时的满足 [24]。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毒品成瘾者往往更具有高冲动性，倾向于获得即

时的奖赏而放弃未来更大的收益 [25-26]，另外未来时间洞

察力可以作为一个保护性因素，减少成瘾行为的发生 [27]。

综上所述，时间洞察力与毒品成瘾者的较高的时

间折扣率存在密切关系。毒品成瘾者大多为现在时间取

向的个体，他们会倾向于进行不经思考的冲动性行为，

倾向于在没有未来计划的情况下作出快速的决定，实

现即时的满足，而不去考虑未来可能导致的后果。但是，

未来时间洞察力取向的个体则会倾向于思考未来可能

会导致的后果，作出理性的决策行为以获得更长远的利

益 [28]，他们毒品成瘾或者复吸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因此，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鼓励个体用未来时间洞察力来代替过

去消极和现在时间洞察力 [27]。

3.3 时间成本知觉

时间延迟本身带来的成本也会影响个体对延迟收

益的效用评估。跨期选择中经常面对的时间成本包括等

待带来的不适感、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收益贬值的风

险、失去收益增值的可能性等 [29]。这些时间成本会影

响人们的跨期决策，当时间成本较高 ( 比如未来的不确

定性较高 ) 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尽快获取收益，即使其

数量比延迟收益更少 [3]。当个人长期处于时间匮乏时，

就会产生“时间贫穷”思维。“时间贫穷”产生注意力

聚焦与认知负荷增加，损害个体认知功能 [30]，让个体

感到时间成本更高。有研究表明，稀缺会无意识地占用

注意力，使人们没有更多的“带宽”投入到其他事物，

从而导致计算能力、专注能力、认知能力、坚持计划能

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等各方面能力下降 [31]。在有关跨期

决策的研究中，陈希希等人指出实验室操纵下的急性时

间压力与生活中的慢性时间压力都会使个体在决策中更

短视，更倾向于选择近期选择 [32]。由于，部分毒品成

瘾者是源于工作、学业的压力导致其吸毒行为，他们本

身就处于“时间贫穷”的状态下，对于未来不确定性更

强，因此感到时间成本会更高，倾向于即时享乐，其也

具有较高的时间折扣率。

4 未来与展望

如上文所述，跨期决策研究通常采用金钱作为收

益类型，大部分研究发现在跨期选择中毒品成瘾者的时

间折扣率比未成瘾者更低，会选择更即时的奖励 [33]。

本文介绍了心理时间对毒品成瘾者跨期决策的影响。与

未成瘾者相比，毒品成瘾者知觉到的时间长度更长、时

间成本更高以及更大的现在时间洞察力取向。这些差异

导致了成瘾者比未成瘾者在跨期决策中时间折扣率更

高、更倾向于选择即时的收益。未来研究亟需解决以下

几个问题。

4.1 不同毒品成瘾行为的一致性与特异性

毒品成瘾者存在对时间长度的高估，较高的时间

成本知觉以及现在时间洞察力定向。心理时间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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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成瘾者存在较高的时间折扣率。不同类型的成瘾

行为在跨期选择上又表现出明显的特异性特征。例如，

不同类型毒品成瘾者对不同物质 ( 成瘾物质、金钱等 )

的时间折扣率明显不同，表现出明显的特异性；大麻戒

断降低了成瘾被试的时间折扣 [8]，而短期的可卡因戒断

却没有改善可卡因成瘾者的时间折扣 [34]。以及，大麻

成瘾者对大麻的时间折扣显著高于对金钱的时间折扣。

这些结果都说明，不同类型毒品成瘾行为在跨期选择缺

陷上又有其各自独特的机制。因此，探究不同类型的成

瘾行为在跨期选择上的共同性和特异性也是未来重要的

研究方向之一。

由于长期吸食不同毒品类型对成瘾者神经机制的

损伤存在差异。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是否是由于

不同类型毒品造成成瘾者神经机制损伤的差异，使成瘾

者心理时间存在不同的缺陷，进而导致不同类型毒品成

瘾者在跨期决策上的缺陷存在其独特性。

4.2 采用纵向研究方法探讨毒品成瘾者的动态变化

过程

由于以往研究普遍采用的是横断研究的方法，更

多的是探讨毒品成瘾者的目前的心理时间和跨期决策，

而很少有研究采用纵向研究的方式揭示毒品成瘾者心理

时间和跨期决策的动态变化过程。

从时间洞察力的角度，Zentsova 等人研究发现药

物成瘾者在不同恢复阶段的时间洞察力存在差异。过去

和未来维度可以作为预测因子。在恢复期间，毒品成瘾

者的“消极过去”得分下降，“享乐现在”得分也下降，

他们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未来”得分升高 [35]。

对于刚开始戒断毒品的成瘾者而言，他们会由于过去的

吸毒经历而产生更高的过去消极时间洞察力，而超过 1

年的戒断者，他们开始忽视过去的消极的经历，转向关

注未来。因此，随着戒毒时间的变化，跨期决策也并非

是固定不变的。未来可以通过纵向追踪的研究方法来探

讨个体心理时间和跨期决策的动态发展变化过程，为成

瘾行为的预防和康复提供指导。

4.3 改变毒品成瘾者的心理时间，改善高时间折扣率

毒品成瘾人群的高时间折扣率可能归因于知觉和

人格两个方面。关于知觉方面可能由于放大的主观时间

感知 [9] 和高时间成本知觉。时间知觉能力属于知觉的

研究领域，也与注意、执行控制等能力有关。对毒品成

瘾者在时间知觉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毒品成

瘾者的时间知觉缺陷，对日后戒毒所的戒治工作提供新

思路。未来通过一定的认知策略改善毒品成瘾者的时间

知觉能力，从而使毒品成瘾者进行更好自我调整，拥有

合理的时间观念，培养其时间管理能力，改善其跨期决

策中的缺陷。

从时间洞察力的角度，即人格特征方面考虑，未

来时间洞察力作为成瘾行为的一个保护性因素，对毒品

成瘾行为的预防和戒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时间洞察力

是可以进行干预的。在关于吸烟成瘾的研究中发现，增

强当前吸烟者的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帮助当前吸烟者

更多地尝试戒烟 [36]。当前在毒品成瘾领域，已有少量

的研究开始从时间洞察力视角来预防和干预毒品成瘾行

为，Davies 和 Filippopoulos 对 63 名药物使用者，从时

间洞察力角度的进行治疗干预，使成瘾者的时间洞察力

发生改变，并且取得成效。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对

时间洞察力进行干预的方法及这种干预对预防成瘾行为

的效果。

因此，通过时间心理学的角度对毒品成瘾人群跨

期决策行为与神经机制的研究，最终是为了改善和治疗

成瘾行为，使毒品成瘾者更好的适应社会生活，提高戒

断效果并且减少复吸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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