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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疗法对大学生注意力的影响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心理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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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探讨漂浮疗法对大学生注意力的影响。方法：被试为 %$ 名（男 &’，女 &(）大学生，随

机分为 % 组，其中 ! ) * 组为漂浮组，% 组为对照组。每人共四次治疗。采用视觉注意分配与转移（简称 +%）
和双手选择反应时（简称 +#）为指标。结果：总体而言，漂浮组被试的视觉注意分配与转移和双手选择反
应时时间均随着治疗过程而逐渐缩短，且男性注意力提高好于女性（ ! , "-"%），左右手改善无明显差异。漂
浮组被试在两项指标上均显著好于对照组被试。提示漂浮组实验指标的改善不完全是练习效应的结果。结
论：漂浮疗法有助于提高被试注意力。漂浮疗法提高右脑功能的假说在本研究中未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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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者认为，在外界环境刺激极度下降的情
境下，被试的认知功能会受到损害，表现之一是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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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个体注意力的影响，特进行本实验。以大学本科
生为被试，检验漂浮疗法对大学生注意力的影响。

［!］

力不集中

。然而，研究逐渐发现一些相反的结果。

例如有研究显示，实验中对外界刺激水平的削减会导
致被试感知觉实验成绩的提高以及学习、记忆、问题
解决能力的提高［&］。根据以上研究发现，心理学家提
出了一种心理治疗方法———限制环境刺激疗法（ U7R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校内以广告形式征召被
试，要求年龄 !# ) &* 岁，身体健康，男女不限。共
有 %’ 人报名参加实验。其中 $ 人在第一次实验后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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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疗法是限制环境刺激疗法的两种模式之一，

出（其中两人为实验间隔期出现皮肤破损，另一人认

其作用机理之一是极大程度的限制环境中各种刺激对

人数的 W*-’*X 。平均年龄 &" Y ! 岁。

［$］

个体的影响

。有人以简单反应时和选择反应时为指

标进行实验，结果在治疗前、治疗后和治疗结束一小
时后简单反应时和双手选择反应时与对照组相比均没

为漂浮箱内有气味），%$ 人完成四次治疗，占总报名
将被试随机分为 % 组。 !—* 组被试的治疗均在
漂浮状态下进行。四组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有听觉刺

有显著性差异，由此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证明漂浮疗

激。! 组有背景音乐和放松指导，& 组有背景音乐，$
组有放松指导，* 组没有任何听觉刺激。% 组为对照

法会损害被试的认知功能，造成所谓的“认知紊乱”

组，被试的“治疗”也在漂浮池内进行，此时池内没

（8@321>1I7 C1E@=3<21V<>1@2），但也 没 有 证 明 漂 浮 可 以 促
进被试的认知功能［*］。

有漂浮液，铺有一张床垫，被试仰卧在床垫上，有背

然而，在临床工作中，许多接受过漂浮治疗的个
万方数据
体反映在治疗后注意力似乎有所提高。为验证漂浮疗

背景音乐和放松指导对于客观的实验指标没有影

景音乐和放松指导。其它程序与前四组完全相同。
响（另作报告）。因此，将前四组的数据合并，与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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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的结果进行对照，可以观察漂浮疗法对被试注意
力的影响。将前四组合称为漂浮组，共有被试 !" 名，
其中男 #$ 名，女 #" 名。将第五组称为对照组，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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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治疗后的时间分别为：基线 $)!, . $)"$ 秒、第一
次 $)!" . $)$5、第二次 $),5 . $)$%、第三次 $),5 .

名，男女各 % 名。五组被试的年龄与性别无显著性差

$)$4、第四次 $),- . $)$!。第二、三、四次治疗与基
线值 相 比，反 应 时 均 缩 短（ ! 7 $)$" ）。第 二、三、

异； &’( 问卷内外向、神经质、精神质得分及测谎量

四次治疗后的反应时也均低于第一次（ ! 7 $)$"）。

表得分在各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方法

") ’* + , 型漂浮治疗仪：由北京大学医学
部医学工程室自行研制，由漂浮治疗箱和控制系统组

右手选择反应时在第一次治疗后即有显著提高。
右手选择反应时的基线值和每次治疗后的时间分别

系统分别安装在治疗室内外两个房间内。治疗者在安

为：基线 $)!! . $)$6、第一次 $)!$ . $)$6 秒、第二
次 $),6 . $)$5、第三次 $),5 . $)$5、第四次 $),% .
$)$!。第一、二、三、四次治疗与基线值相比均缩短

装控制系统的外间，通过内部通讯系统，随时监听被

（ ! 7 $)$"）。第二、三、四次治疗后的反应时也均低

成。漂浮液温度控制在 ,-)$ . $)#/ 。治疗箱与控制

试的情况。每次治疗时间为 ,$ 分钟。
#) 01 + 2 型多功能心理测试仪：由北京大学医学
部医学工程室研制。使用该仪器的两项功能：视觉注
意分配及转移，简称 3-。键盘上 " + -$ 共 -$ 个数字
键随机排列，要求被试尽快按顺序敲击一遍。计算敲
击时间。正式测量基线之前，进行一次练习。

于第一次（ ! 7 $)$"）。
与对照组结果进行比较，第二、三次治疗前后，
漂浮组左手选择反应时变化大于对照组（ ! 7 $)$"，
! 7 $)$-）。整个治疗前后，漂浮组右手选择反应时
变化大于对照组（ ! 7 $)$-）。
,) 性别差异：漂浮组中男性平均年龄 #" . # 岁，
女性 #$ . "（ ! 7 $)$-）。 &’( 问卷内外向、神经质、

双手选择反应时，简称 34。被试左右手食指分
别放在红绿两个按键上，红绿指示灯随机亮起各 "#

精神质得分及 1 量表得分均无显著性差异。

次，要求被试尽快按下相应的按键，计算 "# 次的平
均值。正式测量基线之前，进行一次练习。

3- 基线值治疗前男女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整
个治疗前后 3- 时间变化男性的差值为 #5)!- . ,#)!%

,) 艾森克个性问卷（成人）（ &’(）：该问卷在国
内外广泛应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秒，女性的差值为 6)"5 . #$),4 秒（ ! 7 $)$-）。总体
而言，男性注意力提高好于女性。

实验程序：所有被试的基本程序相同，在 # 周时

讨

间内共进行 ! 次治疗，间隔时间为 , + ! 天。每次治

论

疗尽量安排在一天的相同时间，每次治疗的基本程序

由本实验结果来看，漂浮组被试的视觉注意分配

相同：第一次治疗前测定 3- 和 34 基线值。每次治疗

与转移和双手选择反应时结果相似，即所用时间均逐

后再测定 3- 和 34。

渐缩短。视觉注意分配和转移与注意广度、注意稳定
结

果

性、注意分配和注意转移均有关系。它和双手选择反
应时都是注意力的常用指标，在实验心理学中广泛应

") 漂浮疗法对被试视觉 注 意 分 配 与 转 移（ 3- ）
时间的影响：整个过程中，漂浮组被试的 3- 项所用

用。这两项指标对于信息加工水平的要求甚低，但它

时间逐渐缩短：基线值 "#$)5# . !#)-- 秒，第一次治
疗后 "$6)5$ . #5)%4、第二次 "$-)6" . ##)56、第三次

定的操作水平。由于反复操作，被试成绩的提高可能

"$!)## . #-)6#、第四次 "$$)"% . #5)#$。四次治疗分
别与基线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 ! 7 $)$-）；且第四

被试整个实验前后， 3- 的时间虽有所短，但无显著

们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以在测验的整个过程中维持一
会受到练习效应的影响。然而从实验结果看，对照组
差异。而漂浮组被试该项结果治疗前后有显著性差异

次治疗与第一次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8 9 #)5,， ! 7
$)$-）。

此外，男女被试之间这一指标的变化也有显著性差
异。在双手反应时指标上，也可以看到漂浮组被试指

对照组整个治疗前后 3- 时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标改善优于对照组被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不同

和对照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第一次治疗前，漂

实验条件之间进行了合并，漂浮组实验结果组内变异

浮组和对照组的 3- 基线值没有显著性差异。

性比较大。即使如此，漂浮组依然大于对照组的变

#) 漂浮疗法对被试双手选择反应时（ 34）的影
响：漂浮组被试各次治疗间比较（ 8 检验），双手选
万方数据
择反应时均逐渐缩短。左手选择反应时的基线值和每

化，可见单用练习效应难以解释漂浮组被试这两项指
标的逐渐提高。
由此推断，漂浮疗法不但不会损害被试的认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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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被试的注意力。

见：严和马侵，主编 $ 医学心理学概论 $ 第一版 $ 上海：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 ##"$

应用触觉分辨等检验方法发现：漂浮疗法可以提
高右脑功能［!］。本研究中整个治疗前后左右手选择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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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变化无显著性差别，第三次治疗后右手选择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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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提高甚至大于左手选择反应时。结果从反应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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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未能支持漂浮疗法提高右脑功能的结论。这可能与
反应时操作所需的认知功能水平相对较低有关。选择
反应时的变化可能不能表现出右脑占优势的图形分
辨、空间位置整体识别等高级认知功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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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英，胡佩诚 $ 漂浮疗法的起源与研究现状 $ 中国临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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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者曾指出，性别对限制环境刺激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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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无影响

。本实验显示，性别对

于视觉注意分配与转移这一指标的结果有一定影响，

G:. ;FH363DG0 2-E-08HF-:54 3: @085G538: >;+?$#5= -.$ +H63:I-6

这可能与实验者的性别有关（女性被试面对的是同性

J-60GK：7-L M86N，#%%O$##’ ) #*($

实验者，而男性被试面对的是异性实验者）。在现有

!

H68D-443:I -:=G:D-F-:5 G/5-6 6-4563D5-. -:E368:F-:5G0 453F,0G538:

的实验条件下，实验者的性别是否是影响男女被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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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差异的重要因素以及是否存在其它未知的影响因
素，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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