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抑郁倾向对合作的影响：双人同步近红外脑成像研究
作者：张丹丹 王驹 赵君 陈淑美 黄琰淋 高秋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仅看摘要，不知道“低-低”等都是是什么意思？要在摘要部分陈述清楚。
回应：已修改
意见 2：检查书写，统一为中文标点符号以及中文简体。
回应：已修改
意见 3：被试对象是大学生，从 350 人中，能选出 78 名中重度抑郁倾向患者，如此高的比
例，筛查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如何？作者如何思考的？谁筛查的，有无筛查资质和经验？
回应：抱歉此处存在笔误，应为从“3500”大学本科生中筛选被试（已在正文中修改，见 2.1
节“被试”首段）
。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由校学生处的心理健康专职教师负责，先通过《症
状自评量表 SCL-90》和《大学生人格问卷 UPI》进行初筛，再针对疑似有心理问题的学生
进行进一步的心理问卷调查及心理访谈，这第二步用到了本文中提到的贝克抑郁量表
（BDI-II）。在心理访谈时，心理健康教师会询问学生是否愿意参加心理认知方面的脑成像
实验，如果学生愿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的主试（高年级研究生）就会获得被试的
手机号码及 BDI-II 问卷得分。所有的被试在实验前一周都填写了 BDI-II，确保他们的分数
低于 13（低抑郁组）或高于 20（高抑郁组）。
意见 4、6、7：对实验过程的介绍要更详细。比如，两个被试的搭配是固定的吗？如果是，
后一试次的决定是否会受到前一个试次合作与不合作的影响？结果是由高低焦虑引起的还
是由决策策略引起的？还是共同作用的结果。
结果部分，合作率不能选择独立样本 t 检验，用混合方差分析。此外，前后试次合作或者背
叛，不同抑郁倾向组选择接受或者背叛是否有差异？决策策略是否相同？这些很重要的分析
应该做。
“平均反应时为 902 ± 373 ms。各条件间反应时无显著差异。”不能这样笼统的报告数据。
建议，把各个条件反应时数据，分析的结果都列出来。同时把行为结果作图，让读者更易理
解。
回应：被试搭配固定，在整个实验中，一名被试一直和另一名被试进行任务（此点已在正文
中明确写出，见 2.2 节“实验过程”第一段）
。
根据审稿人的建议，已对行为数据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见更新后的 3.1 节“合作率和
反应时”。由于近红外成像数据的信噪比受到 trial 数目的极大影响，本研究的实验试次不足
以支持 NIRS 数据的该类分析，故本次修改中 NIRS 数据分析方法和结果不变。
根据审稿人建议，论文新增图 3 展示了部分行为结果。

意见 5：结果部分，双人脑间同步性以 Pearson 相关系数 r，报告的相关系数的结果是经过校
正的还是没经过矫正的要说明。
回应：是经过矫正的。我们在 2.5 节“统计”部分进行了补充说明。感谢审稿人的意见。
意见 8：OFC 激活的组间差异没有报告，可以把各个脑区 ROI 激活值提取出来作图。
回应：由于论文篇幅有限，我们在文字部分仅报告了显著的效应，而 OFC 的组间效应不显
著，故未报告。已根据审稿人建议，将各脑区的激活值画成 bar 图，见新增图 5。由于本文
考察了 5 个感兴趣脑区，而杂志要求“图”的比例不能太多，故我们仅画出了 3 个感兴趣区
（OFC 和左右 dlPFC）的激活 bar 图，对没有产生实验效应的脑区（mPFC 和右侧 TPJ）的
具体结果没有报告，否则图片尺寸太大，希望审稿人谅解。
意见 9：论文的理论意义要进一步提升。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我们在本次修改过程中在讨论部分（主要是 4.2 节）强调了本研
究的一些新发现。但是我们也承认，本文的主要贡献还是进一步为抑郁的社会认知障碍提供
神经学的实验证据，帮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抑郁的脑功能缺陷。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题目：抑郁倾向更为精准。
回应：已将题目改为“抑郁倾向对合作的影响”。
意见 2：摘要：过于简短。应简要说明研究背景和研究的意义，随后再阐述研究目的和结果。
回应：由于杂志要求摘要不超过 200 字，目前已超字，按照审稿人建议，本次修改在摘要部
分简要介绍了研究的背景。
意见 3：方法：请说明被试量如何选定。
回应：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即不同抑郁倾向配对组的脑间同步性（基于含氧血红蛋白浓度）
并没有可参考的文献能提示实验的可能效应量，本研究事前没有采用统计学方法根据先验效
应量估计实验所需被试量。由于本研究将被试按照抑郁倾向高低随机分配至低-低组、高-高
组、高-低组，按照我们课题组进行 ERP/NIRS 实验的惯例，我们决定在正式实验中每种配
对组收集 25 例数据，在预实验中每种配对组收集 1 例数据，即每种配对组共收集 26 例数据，
三种配对组共 26*3=78 例数据。本次修改在 2.1 节“被试”部分添加了相应说明。
意见 4：为何 Δ[HbO]比 Δ[Hb]对实验条件更加敏感，Δ[HbO]是研究者预先假设的么？请详
细说明。
回应：针对神经-血管间的耦合关系，Roy 和 Sherrington 早在 1890 年就曾提出了一个非常著
名的假说，即大脑的血流供应会随其功能活动的局部变化而进行局部响应（文献信息附后）。
神经元活动引起氧消耗，此时需要血管给该处脑区提供更多的氧气也即含氧血红蛋白，这是
通过血流量增加和血管容积增大来实现的，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使脑区附近血液内的含氧
血红蛋白浓度 Δ[HbO]大大上升，而脱氧血红蛋白浓度 Δ[Hb]略为下降（参见图 A、B）
。因
此目前进行的 NIRS 研究大多仅分析 Δ[HbO]，因为该指标对神经活动更敏感，也就是信噪
比更高。当然，也有少部分 NIRS 研究同时分析了 Δ[HbO]和 Δ[Hb]。

图 A. 激活(b)与静息(a)两种生理状态下局部脑血流及血氧水平的变化

图 B. 神经-血管耦合示意图。(a)持续 10 秒的刺激引起的血氧浓度改变；(b) 神经活动引起
的血流动力学改变。

参考文献：
Roy C. W. , Sherrington C. S.. On the regulation of the blood supply of the brain. Journal of
Physiology, 1890, 11: 85-108
意见 5：图 2 呈现被试 2 的目的是什么？
回应：确实没有必要呈现被试 2 的探头分布，因为一幅图已经能提供足够的信息。因此我们
本次修改删除了被试 2 的图。
意见 6：OFC 对应通道 1、1、4、5, 应该是笔误？OFC 应为 1 2 4 5，而非 1 1 4 5.
回应：非常感谢，已修改此笔误。
意见 7：图 3 请详细说明到底呈现了什么结果。颜色代表了什么，是哪些条件间的对比。
回应：在图 4（之前的图 3）的图题中我们已经说明“图中颜色代表方差分析 F 值”，即颜色
越红代表此脑区在方差分析中的 F 值更大。在 2.5 节我们已说明了：“单人脑激活强度的考
察采用 2（抑郁倾向：高、低）×4（决策结果：CC、CD、DC 和 DD）的混合设计。”。因
此在图 4 中，A 子图为抑郁倾向“组间效应”和“决策结果”的交互作用对应的 F 值，B 子图为
抑郁倾向“组间效应”的主效应对应的 F 值。为了提高图题的自明性，我们在本次修改中在图
4 的题注中加入了更多的信息。
意见 8：讨论： “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 Cheng 等人(2015)的研究中，后者发现合作率在男性男性组合中最高，女性-女性组合中最低，而男性-女性组合的合作率居中。”请说明性别如
何对应于这里的高低抑郁倾向。
回应：之前的讨论确实没有写好，性别无法直接对应本研究的抑郁倾向。我们已将相应文字
修改为：“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也部分解释了 Cheng 等人（2015）的研究发现，后者发现合
作率在女性-女性组合中最低，男性-男性组合中最高，而男性-女性组合的合作率居中。这是
因为众所周知，女性更易患抑郁症，即通常女性被试的抑郁倾向比男性高，因此两名女性搭
配进行实验任务时可能会比男男组合产生更低的合作率。”非常感谢审稿人的细心审读。
意见 9：“本研究进一步发现 OFC 的激活在 CC 条件（个人收益 2 元）强于 DC 条件（个人
收益 3 元）
，而这二者引起的 OFC 激活强于 CD 和 DD 条件，这提示相比于金钱奖赏，OFC
可能对社会奖赏更敏感。”从该结果的趋势，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例如 DC 相比于 CD，被
试不合作且得钱多，同时 DC 激活的 OFC 强于 CD，这个结果还是支持 OFC 对金钱奖赏敏
感。只有 CC 大于 DC 说明 OFC 对社会奖赏敏感多于对金钱奖赏。请对这段内容修改。
回应：已修改为：“本研究进一步发现 OFC 的激活在 CC 条件（个人收益 2 元）强于 DC 条
件（个人收益 3 元）
，这提示相比于金钱奖赏，OFC 可能对社会奖赏更敏感。”
意见 10：“考虑到目前临床针对 dlPFC 的 TMS 治疗方案几乎均瞄准患者的左侧 dlPFC，我
们建议未来的治疗可以结合个体的抑郁症状以及需要重点改善的认知功能，灵活地选择双
侧、
左侧或右侧 dlPFC 予以治疗。
”首先，请给出“TMS 治疗方案几乎均瞄准患者的左侧 dlPFC”
的参考文献；其次，请给出实例论证如何“结合个体的抑郁症状以及需要重点改善的认知功
能，灵活地选择双侧、左侧或右侧 dlPFC 予以治疗”。
回应：已根据审稿人建议进行了修改。“本研究发现，高抑郁倾向被试在整个 PDG 过程中双
侧 dlPFC 的激活弱于低抑郁倾向被试。... 考虑到目前临床针对 dlPFC 的 TMS 治疗方案几乎

均瞄准患者的左侧 dlPFC（Kar, 2019; Sonmez et al., 2019）
，我们建议未来的治疗可以结合个
体的抑郁症状以及需要重点改善的认知功能，灵活地选择双侧、左侧或右侧 dlPFC 予以治
疗。例如，本研究结果提示，同时激活患者双侧 dlPFC 可能比仅激活左侧 dlPFC 更有利于
增加患者在社会决策过程中的合作行为。”
增加的文献：
Kar SK. Predictors of response to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depression: a
review of recent updates. Clin Psychopharmacol Neurosci. 2019 Feb 28;17(1):25-33.
Sonmez AI, Camsari DD, Nandakumar AL, Voort JLV, Kung S, Lewis CP, Croarkin PE.
Accelerated TMS for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sychiatry Res.
2019 Mar;273:770-781.
意见 11：大脑活动的结果，有没有大脑活动可以预测具体的合作行为？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建议。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脑间同步性指标的确可以预测互惠合作
行为。本次修改在论文中添加了相关内容。见结果 3.5 节（脑活动指标对合作行为的预测）
以及讨论 4.3 节（脑间同步性对互惠合作的预测）
。
需要指出的是，本次所添加的“预测”内容其实只能体现相关关系。审稿人此处提到的也
可能是另一种研究思路，即实质性的“预测”。我们也发现在近红外成像领域有类似的研究，
例如下面列举的三篇文献。但是，目前已有的这类预测研究均采用了 block 设计的方法，即
可以用一段较长时间的脑同步数据去训练分类器。而本研究采用的是事件相关设计，如果要
用当前试次的脑数据预测下一试次的行为表现，能供利用的脑数据长度仅为 6 秒。由于含氧
血红蛋白浓度变化是一个慢信号（与脑电信号不同）
，因此本文没有尝试进行实质性的预测
分析。希望在未来的抑郁+合作方向的研究中能采用脑电技术开展，预测分析思路可参照
Dandan Zhang et al., The dynamics of belief updating in human cooperation: findings from
inter-brain ERP hyperscanning. NeuroImage, 2019, 198:1-12。
增加的文献：
Jiang J, Chen C, Dai B, Shi G, Ding G, Liu L, Lu C. Leader emergence through interpersonal
neural synchroniz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5 Apr 7;112(14):4274-9.
Liu J, Zhang R, Geng B, Zhang T, Yuan D, Otani S, Li X. Interplay between prior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on mode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terpersonal neural synchronization as a
neural marker. Neuroimage. 2019 Jun;193:93-102.
Reindl V, Gerloff C, Scharke W, Konrad . Brain-to-brain synchrony in parent-child dyad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emotion regulation revealed by fNIRS-based hyperscanning. Neuroimage.
2018 Sep;178:493-502.
意见 12：研究的意义需要进一步展开说明。相比于前人研究，该研究到底创新在哪里。是
理论有所创新，还是范式有创新？从文章来看，似乎更多是范式的创新，但对理论贡献似乎
还是局限于前人研究发现的行为和大脑活动特点。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我们在本次修改过程中在讨论部分（主要是 4.2 节）强调了本研
究的一些新发现。但是我们也承认，本文的主要贡献还是进一步为抑郁的社会认知障碍提供
神经学的实验证据，帮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抑郁的脑功能缺陷。
………………………………………………………………………………………………………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从理论意义来说，通过超同步扫描技术来研究抑郁症是否真的加深了对抑郁症及其
神经机制的理解？比如已知抑郁症在这些脑区，如社会奖赏加工、冲突控制及心理理论脑区
均存在功能性缺陷，那么揭示这些脑区之间同步性的变化到底对理解抑郁症的神经机制有什
么新的理论贡献和应用价值？比如同步性降低或者同步性升高说明什么？另一方面，不参与
合作任务的两个个体之间（如随机抽取两个高抑郁倾向个体）是否也存在这些功能区域同步
性的降低？对脑间同步性的解读以及这种同步性是否是合作的个体才具备的特异的神经机
制的进一步探索将提升本研究的理论价值。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专业评论。我们在本次修改过程中在讨论部分（主要是 4.2 节）强
调了本研究的一些新发现，因为此前在“抑郁对合作的影响”这个领域，目前我们只发现了一
项已发表的研究。由于本研究采用了同步扫描技术，因此与之前仅有的一项研究相比，发现
了其他脑区的功能异常。
实事求是的讲，不直接参与任务的两名被试间的确能发现脑同步指标的类似变化，这可
能也是目前大部分 hyperscanning 研究观察到的现象，其原因应该是相似的认知过程引起了
相似的神经活动以及血流动力学反应。我们认为，脑间同步性指标能带给我们的新的信息量
主要表现在可以预测双人及多人社会互动的行为表现（正如审稿人在下一个问题中谈到的
“行为与神经水平数据的关联”）
。当然，hyperscanning 作为认知心理学领域的一项较新的研
究技术，它到底能不能提供给我们新的、有意义的信息？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此外，您还
提问“同步性变化（上升或下降）能反映什么神经机制”？这些问题可能也是目前
hyperscanning 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在思考的问题，还需要研究者们继续探讨。因此对于审稿
人此处抛出的相关问题，本文作者目前也无法回答，希望能够得到谅解。
意见 2：行为与神经水平的数据之间是否存在一定关联？研究者测量了多个行为变量，如抑
郁，特质焦虑，满意度等。这些行为数据与神经水平变量（如，个体内脑激活，个体间脑际
同步性）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将进一步回答抑郁如何通过调节脑激
活或脑同步对社会合作产生影响。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我们在本次修改中添加了神经数据对行为数据的回归分析。
增添部分见结果 3.5 节（脑活动指标对合作行为的预测）以及讨论 4.3 节（脑间同步性对互
惠合作的预测）
。另请关注我们对审稿人二的第 11 问的回复。
关于抑郁，特质焦虑，满意度等变量与行为、神经数据的关系分析，我们目前正在另一
项研究中进行这一工作，该研究收集了 1000 名大学生的双人实验数据，也包含本研究中使
用到的 100 多名被试，旨在考察个体差异（抑郁倾向、焦虑倾向、人格内外倾、自尊水平等
10 余个指标）与双人合作行为、大脑活动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然而仅基于本研究的数据不
太适合做这类分析，一是因为本研究样本量不够大，二是因为本研究将特质焦虑等作为控制
变量，因此这些变量在样本内的变化范围不大，降低了它们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本文我们
着重考察的只是抑郁倾向的影响。
意见 3：“2.2 实验过程“ 第二段”当一名被试进行选择后，他/她的编号会以红色高亮显示。
在双人做出选择后，收益矩阵中的对应单元从白色变为灰色。” 为什么要告知被试其同伴做
出选择？不同抑郁程度的个体是否在决策的顺序上存在差异？
回应：实验中两名被试观看同样的屏幕显示内容，即我们将同样的 eprime 呈现画面呈现给
两名被试的两个显示器上。当第一名被试先按键时，屏幕上给出一定提示，主要是告诉该名
被试已按键成功，不需要重复按键或加大按键力度。这类似于单人实验中设置的 probe 画面

按键消失。本文没有发现抑郁倾向导致的按键顺序的显著差异，同时反应时也没有表现出组
间差异（仅有趋势）
。
意见 4：脑电同步性计算的时间窗口多长？如在此过程中，不同个体做出决策的时间不同（比
如被试 1 总倾向先做出反应，被试 2 倾向后做出反应）是否会影响其同步性的计算？
回应：本文为近红外成像研究，神经活动的指标为含氧血红蛋白浓度的变化量，此为慢变指
标，不像脑电能实时反应神经活动，因此本文的时间窗为整个 trial 的 6 秒。该信息请参见
2.4 节“近红外数据的分析”末段。由于血流动力学指标的低时间分辨率特性，本文的分析暂
不考虑审稿人所说的特例。
意见 5：从方法上来说，相比计算脑区间的相关性，建议研究者考察脑区间的功能连接在不
同组和不同条件间的差异，这样会对抑郁所涉及的这几个功能脑区及其在合作过程中的改变
更具理论价值。
回应：审稿人所指的是单个被试脑内不同脑区的功能连接计算吗？如果是，的确如此，这样
的分析能提供很多信息。但这类研究已积攒了不少文献了，在此列举 5 篇（见下）
。而且，
单个大脑脑区间的功能连接，一般采用 fMRI 进行实验，由于本文采用的 NIRS 技术无法探
测脑部深层组织（例如伏隔核等奖赏加工系统、杏仁核等情绪处理系统），因此可提供的脑
网络节点信息有限。NIRS 的优势主要在于提供高生态学效度的多人同步交互脑活动信息。
基于脑区功能连接的抑郁对社会认知影响的研究（列举 5 篇）
：
(1) He Z, Zhang D, Muhlert N, Elliott R. Neural Substrates for Anticip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Social and Monetary Incentives in Depression. Soc Cogn Affect Neurosci. 2019, doi:
10.1093/scan/nsz061. [Epub ahead of print]
(2) McIver TA, Bosma RL, Goegan S, Sandre A, Klassen J, Chiarella J, Booij L, Craig W.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cross 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s related to peer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young adults. J Affect Disord. 2019, 253:366-375.
(3) Ho SS, Swain JE. Depression alters maternal extended amygdala response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uring distress signals in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Behav Brain Res. 2017,
325:290-296.
(4) Shao R, Zhang HJ, Lee TM. The neural basis of social risky decision making in female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Neuropsychologia. 2015, 67:100-10.
(5) Schwartz KTG, Kryza-Lacombe M, Liuzzi MT, Weersing VR, Wiggins JL. Social and
Non-social Reward: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Clinical Improvement and Neural
Reactivity in Adolescents Treated With Behavioral Therapy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Front Behav Neurosci. 2019, 13:177.
意见 6：建议在“2.1 被试” 中需要对样本数的选定给出相应的依据。
回应：已添加。请参加我们对“审稿人二”问题 3 的回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者针对之前意见 1 的回复不够深入。首先，如果“不直接参与任务的两名被试间的
确能发现脑同步指标的类似变化“，那么，直接测量两个进行合作任务而没有交互活动的个
体是否会得到类似的结论？如果是，那么应用 hyperscanning 进行这个研究并没有带来更新
的理论意义，只是对前人结果的重复论证。另外，”hyperscanning 作为认知心理学领域的一
项较新的研究技术，它到底能不能提供给我们新的、有意义的信息？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 这样的问题是作者需要思考的以及回答的。Hyperscanning 技术从 2002 年开始发展到今天
已经 10 余年了，其神经水平上以及心理水平上的机理已经有研究者进行探讨，可以参看近
几年关于这一技术的综述类文章。那么，作者需要结合自己的发现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和挖掘，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抑郁症对合作影响的机制
回应：对于第一点，非常抱歉上轮我们的回复意见写得不够清楚。上轮在回复意见中我们提
到：“不直接参与任务的两名被试间的确能发现脑同步指标的类似变化，这可能也是目前大
部分 hyperscanning 研究观察到的现象，其原因应该是相似的认知过程引起了相似的神经活
动以及血流动力学反应。”这仅是我们课题组在若干个 hyperscanning 研究中观察到的现象，
我们也跟国内同行就此问题做了一些交流，大部分研究者也同样在没有直接互动的被试中观
察到了由于“相似任务”引起的脑间同步性的升高。因此目前在 hyperscanning 研究中，大家
报告结果的一个共识是，脑间同步性改变的显著性需要通过一些统计检验，例如置换检验
（permutation test；例如 Jiang et al., 2012; Zhang et al., 2019）
，然后才能下结论说实验所发现
的同步性改变的确是由于两名被试共同参与任务引起的。
本文的结果也是经过了 permutation
test，仅报告了在 permutation test 中仍然显著的效应。本轮修改，我们在 2.5 节统计方法部
分补充了相关信息。
对于第二点，我们认为 hyperscanning 研究中的脑间同步性指标能带给我们的新的信息
量主要表现在可以预测双人及多人社会互动的行为表现方面，即此技术目前的应用价值已初
步体现。至于脑同步性指标对社会认知的神经机制的理论贡献，可能主要还需进一步使用颅
内电极以及微电极在病人和动物脑中进行探索。在上轮修改中我们已对本 hyperscanning 研
究在认知机制和应用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初步讨论，本轮修改我们进一步增补了一些观点，请
见讨论 4.2 和 4.3 节的蓝色字体部分。
参考文献：
Jiang, J., Dai, B., Peng, D., Zhu, C., Liu, L., & Lu, C. (2012). Neural synchronization during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J Neurosci, 32, 16064-9.
Zhang, D., Lin, Y., Jing, Y., Feng, C., & Gu, R. (2019). The dynamics of belief updating in human
cooperation: findings from inter-brain ERP hyperscanning. NeuroImage, 198,1-12
意见 2：参考文献在文中的引用以及参考文献列表多处不符合 APA 格式规定，请认真进行
修改。
回应：已修改
意见 3：P20 对于单人合作率以及各脑区之间的回归虽然不显著，也应参照双人互惠合作率
以及脑间效应的回归分析的结果进行报告，即给出不同组别的回归分析结果。
回应：已添加，见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