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亚类限制性饮食者情绪唤醒状态下的进食行为

许辰 1， 陈红 1，2， 秦婧雪 1， 周一舟 1

（1．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2．西南大学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715）

【摘要】 目的：探讨不同亚类限制性饮食者在情绪唤醒状态下的进食行为。 方法：使用喜剧和悲剧影片诱发成功、失

败和非限制性饮食女性各 60 名的正性和负性情绪，测量比较她们在不同情绪唤醒状态下进食爆米花的量。 结果：限

制性饮食者在正性和负性情绪状态下进食量都会增加； 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在正性和负性情绪状态下进食量高于

非限制性饮食者，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与非限制性饮食者在情绪唤醒状态下进食量没有差异；限制性饮食者在正性

和负性情绪状态下进食量没有差异。 结论：限制性饮食者在正性和负性情绪状态下进食量都会增加，并且这种进食

增加效应主要由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引起,资源有限假说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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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curr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eating behaviors among successful restrained
eaters, unsuccessful restrained eaters and non-restrained eaters dur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arousal. We hy-
pothesized that unsuccessful restrained eaters would eat more than successful restrained eaters and non-restrained eaters
during negative emotional arousal. Conversely, within the positive emotion condition, restrained eaters would eat more than
non-restrained eaters regardless of whether successful or not she is. Methods: We recruited 60 successful restrained
eaters, 60 unsuccessful restrained eaters and 60 non-restrained eaters based on the scoring cut-offs of the Dutch Eat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 We tested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inductions on food intake. Mood induction
is manipulated by exposure to a piece of a comedy or a tragedy. Result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arousal
trigged overeating among restrained eaters, especially in unsuccessful restrained eaters, and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eating behaviors between successful restrained eaters and non-restrained eaters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conditions, and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of eating behaviors in restrained eaters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conditions. Conclusion: Emotional arousal, regardless of valence, may trigger overeating among restrained eaters especial-
ly in unsuccessful restrained eaters. The limited resources hypothesis can explain this phe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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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瘦为美”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对

自己体重不满，寻求各种方法减肥，其中减少能量的

摄入是超重和肥胖者重要的减肥策略[1，2]。 适当的卡

路里限制 (Calorie Restriction，CR)能 降低体重、减 缓

老化速度、延长生命长度 [3]，但卡路里限制过度，这

一 过 程 就 会 转 变 成 限 制 性 饮 食 甚 至 是 饮 食 失 调 。
Herman 等 人 1975 年 提 出 限 制 性 饮 食 (Restrained
Eating)这个概念，是指为了控制体重，长期严格的禁

食，包括控制进食的食物类型及数量[4]。 限制性饮食

的主要特点包括：①以控制体重为目的，包括降低体

重 和 维 持 体 重；②该行为涉及生理上进食的冲动和

抵抗这种冲动所做出的认知努力； ③该行为重视外

在食物线索影响，而忽视内在生理信号的影响；④该

行为主要常见于青年女性群体。 限制性饮食是饮食

失调发展过程中最常见又最为关键 的适应不良 行

为，是由不良心理到不良行为转变的关键点 [5，6]。 实

证研究表明， 限制性饮食是饮食失调发展的关键环

节，能够预测饮食失调的强度 [7-9]，也是导致暴食症

和神经性贪食症的危险因素[10]。 在国外限制性饮食

已成为自我与健康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 研究也相

对广泛。虽然国内对限制性饮食的研究才刚起步，但

已做出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如基于前人对限制性饮

食者亚类的探讨， 根据 DEBQ 问卷 (荷兰人饮食问

卷)区分出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高限制、低去抑制)
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高限制、高去抑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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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限制性饮食者进食行为的因素可以分为三

大类：①与限制性饮食者相关的影响因素，如自我抑

制能力、动机水平、目标、情绪情感等；②与食物相关

的影响因素，如食物形状、大小、能量高低、美味程度

等； ③与进食环境相关的影响因素， 如进食的地点

(快餐店)、进食时是否有其他人在场、媒体中关于食

物的宣传等 [5]。 当前关于限制性饮食的理论和研究

主要集中在限制性饮食者的认知层面， 对情绪情感

层面重视不够。 虽有一些研究考察了情绪与限制性

饮食的关系，但研究比较零散，结论不一致，有必要

进一步澄清情绪对限制性饮食者进食行为的影响。
情绪有不同的动机功能， 可以影响和控制人类

和动物的基本行为[12，13]，情绪的不同分类(效价、唤醒

度和强度)对进食行为有不同的影响[14]。 大多数研究

发现限制性饮食者在恐惧等负性情绪条件下会增加

进食 [15-19]，进食量的增加也有助于缓解负性情绪 [20]。
但是， 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发现限制性饮食者在负性

情绪条件下增加进食的现象 [21-24]。 目前研究情绪对

饮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负性情绪方面，也有研究发现

限制性饮食者在正性情绪条件下有更多的进食意向 [25]

和进食行为[26-29]。 Cools 等人使用喜剧和恐怖电影诱

发限制性饮食者的正性与负性情绪， 结果发现接受

正负性情绪诱发组的被试， 其爆米花进食量均显著

多于中性情绪条件组被试的爆米花进食量， 并且恐

怖电影组被试进食量显著多于喜剧电影组 [27]。 Cav-
allo 等人同样发现正负性情绪都有助于限制性饮食

者增加进食，但在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两种条件下，
限制性饮食者的进食量并没有显著差异[26]。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大多数研究发现限制性饮

食者在正性和负性情绪条件下都能增加进食， 然而

也存在不一致的现象， 这种不一致现象的原因首先

有可能是不同的筛选被试方法、 不同的实验材料以

及不同的食物种类。 其次,不区分限制性饮食者的亚

类型也会影响实验结果。 Shah 等人指出成功的限制

性饮食者具有一种自我调控机制, 该机制能自动激

发和保持节食目标，因此能抵挡住美食的诱惑 [30]，因

此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应该

会在情绪唤醒状态下有不同的饮食行为, 但目前为

止还没有研究考察不同亚类限制性饮食者在情绪唤

醒状态下的进食行为。 为了更进一步探讨情绪对限

制性饮食者进食行为的影响， 我们在 Cools 和 Cav-
allo 的研究基础上， 区分出成功和失败的限制性饮

食者两个亚类，模拟具有生态效度的现实场景，考察

不同亚类限制性饮食者在情绪唤醒状态下爆米花的

进食量。
前人研究发现女性对负性情绪有更强的情绪易

感性[31]，而限制性饮食者大部分是女性，失败的限制

性饮食者与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相比会承受更多的

体重困扰， 可能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并更易受负

性情绪的影响。 同时，在正性情绪条件下，成功和失

败的限制性饮食者有限的认知资源被占用， 直接影

响到控制进食的能力。因此我们假设：限制性饮食者

在正负性情绪唤醒状态下进食量都会增加； 负性情

绪对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比对成功限制性饮食者的

影响更大，即在负性情绪下，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进

食量高于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及非限制性饮食者；
正性情绪对成功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影响效果相

同， 即成功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在正性情绪下的

进食量没有差异，都显著高于非限制性饮食者。

1 实验程序

1.1 目的

通过喜剧和悲剧电影片段诱发限制性饮食者的

正负性情绪， 考察成功和失败两个亚类限制性饮食

者在不同情绪唤醒状态下的进食行为。
1.2 被试

采 用 荷 兰 人 饮 食 行 为 问 卷 (The Dutch Eat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DEBQ)，按照前人标准 [11]， 在

国内某高校筛选出成功、 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及非

限制性饮食者各 60 人。 见表 1。

表 1 三类被试人口统计学资料(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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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验设计

采用 2(情绪影片：喜剧影片/悲剧影片)×3(被试

类型: 成功/失败/非限制性饮食者)被试间设计。因变

量为爆米花进食质量，以克(g)计。
1.4 实验材料及其评定

荷兰人饮食行为问卷(The Dutch Eating Beh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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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r Questionnaire，DEBQ)由 Van Strien，Frijters，Berg-
ers 和 Defares 编制，共 33 个项目，1-5 五点记分。 包

含情绪性进 食 (emotional eating)、外部性进 食 (exter-
nal eating)、限 制 性 进 食 (restrained eating)三 个 分 问

卷, 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三个分问卷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5、0.81、0.95[32，33]。 翁春燕

等人认为将“限制性进食”分问卷的平均分称为“限

制性分数”,“情绪性进食”和“外部性进食”两个分问

卷平均分称为“进食性分数”,满足“限制性分数”≥3
和“进食性分数”均分≥3 分的被试筛选为失败限制

性饮食者;满足“限制性分数”≥3 分和“进食性分数”
<3 分的被试筛选为成功限制性饮食者者 ;满足“限

制性分数”<3 分的被试筛选为非限制性饮食者[11]。
视觉模拟情绪量表(Visual Analogue Mood Scales，

VAMS)。 在 0-100mm 程度等级上测量焦虑、抑郁、困

倦、放松、高兴和警觉，信效度良好[34]。
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ales，VAS)。 在

0-100mm 程度等级上测量饥饿程度及爆米花喜好

程度。
电影片段：根据以往研究推荐，并由 56 名女大

学生进行评定。 要求使用 9 点量表对所给出影片的

效价和唤醒度进行评价，选出 20 分钟时长的《唐山

大地震》中“母女重见”片段作为负性情绪诱发影片，
20 分钟时长的《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与宁王手

下斗法” 片段作为正性情绪诱发影片。 正性和负性

情绪影片效价差异显著 F (1，54)=127.49，P<0.01，唤

醒度差异不显著 F(1，54)=0.745，P=0.392。 见表 2。
爆米花：使用 118g 装吉列火星巧克力口味微波

爆米花，实验开始前两分钟用微波炉爆好，纸质爆米

花桶盛放，电子称精度 0.1g。

表 2 非限制性饮食者对影片效价及唤醒度的评定

注：在 9 点量表上进行评定

1．5 实验程序

采用个别施测， 被试在一个 3m×3m 的行为实

验室中， 影片通过 17 寸 DELL 液晶显示器呈现，声

音由戴头式耳机呈现，被试距屏幕 60cm 处。 实验分

为五个步骤。 第一，被试进入实验室，被试熟悉实验

环境后填写 VAMS 和 VAS 前测量表，并随机分配喜

剧或悲剧影片条件。第二，向被试详细说明实验的任

务， 具体指导语为：“我们的实验是研究影片对情绪

的影响， 由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都是边看电影边

吃爆米花，所以我们也准备了爆米花，尽量模拟真实

的环境，你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第三，观看影

片， 提供给每个被试一桶已称重爆米花和一杯纯净

水，打开播放器，关闭实验室内的灯光，被试开始观

看 20 分钟的影片。第四，影片结束后，立即取出爆米

花并称重， 计算出每个被试的爆米花进食量 (以克

计)。第五，填写 VAMS 后测量表，并简单询问实验目

的，发放 10 元被试费，实验结束。

2 结 果

被试实验前饥饿程度、爆米花喜好程度、VMAS
各维度(焦虑、抑郁、困倦、放松、高兴和警觉)均无差

异 Ps＞0.05。 观看影片后，喜剧影片组被试在高兴和

放松维度上显著高于悲剧影片被试，在焦虑、抑郁困

倦和警觉维度上显著低于观看悲剧影片组被试，Ps＜
0.05， 表明两种影片的情绪操作有效地改变了被试

的情绪。 实验结束后，询问被试实验目的时，没有被

试意识到本次实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检查情绪对进

食量的影响。
2.1 限制性和非限制性饮食者在情绪唤醒状态下

的进食行为

为了便于与前人研究相比较， 首先把被试分为

限制性和非限制性两类， 限制性和非限制性饮食者

在正性和负性情绪条件下的进食量如表 3。 以被试

分组和影片效价为自变量， 以爆米花进食量为因变

量的方差分析表明，分组主效应显著，F(1，176)=5.64，
P=0.019，限制性饮食者进食量(23.72±14.50)显著高

于非限制性饮食者(18.29±14.20)。 情绪效价主效应

不显 著，F(1，176)=0.002，P=0.961，正 性 和 负 性 情 绪

条件对进食行为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交互作用不

显著，F(1，176)=0.167，P=0.684，表 明 限 制 性 饮 食 者

在正性和负性情绪唤醒条件下进食量没有差异。
2.2 成功、失败和非限制性饮食者在情绪唤醒状态

下的进食行为

为了探讨情绪对不同亚类限制性饮食者进食行

为的影响，把被试为成功、失败和非限制性饮食者三

类， 三类被试在正性和负性情绪条件下的进食量如

表 4。 以被试分组和影片效价为自变量，以爆米花进

食量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表明， 分组主效应显著 F
(2，174)=4.68，P=0.011，两两比较发现失败的限制性

饮食者进食量(26.23±14.70)显著高于非限制性饮食

者(18.29±14.20)，P=0.003，边缘高于成功限制性饮食

者 (21.21±14.01)，P=0.058， 成 功 的 限 制 性 饮 食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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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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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14.01)和 非 限 制 性 饮 食 者 (18.29±14.20)的 进

食量无显著差异，P=0.267。 情绪效价主效应不显著

F(1，174)=0.039，P=0.844，交互作用不显著 F(2，174)
=0.269，P=0.764。

表 3 限制性、非限制性饮食者情绪唤醒状态下的进食量

表 4 成功、失败和非限制性饮食者情绪唤醒状态下的进食量

3 讨 论

本研究从正性和负性情绪两个维度上考察了限

制性饮食者的进食行为， 并将限制性饮食者分为两

个亚类,对于深入探讨已有研究的结果不一致现象，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限制性饮食者日常生活的行

为指导方面也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当被试分成限制性饮食者和非限制性饮食者两

类的时候，与假设一致，即限制性饮食者在正性和负

性情绪唤醒状态下，进食量均会增加，这也与大多数

前人研究一致。 限制性饮食者在负性情绪唤醒条件

下进食量增加这一现象，可以用多种理论进行解释。
逃避理论认为过量进食可以使人们从负性的情绪刺

激中逃离，缩小对周围事物或刺激(如食物)的注意，
从自我意识中逃离， 使个体避免处理与自我威胁相

关的信息 [35]。 掩蔽理论认为限制性饮食者专注于进

食因此掩盖了负性情绪事件， 因此掩蔽了其他的问

题[36]。 而情绪调整模 型 认 为 进 食 能 带 来 正 性 情 绪
[37，38]，这种情绪的提高可能是由于食物的性质(气味、
味道)[39]，也可能由于进食禁止食物的愉悦[40]，这种情

绪提高背后的生理机制可能是进食高脂肪和碳水化

合物增加了血清素水平 [41]。 另一个可能机制是由于

食物的适口性和进食的愉快体验 [42]，导致体内生类

罂粟碱的释放[43]，因此提高了情绪。 资源有限假说则

认为认知资源是有限的， 应对情绪应激状态需要占

用认知资源，从而打破了限制性饮食对进食的监控，
导致增加进食[44]。

逃避理论、 掩蔽理论及情绪调整模型都可以有

效地解释限制性饮食者在负性情绪条件下的进食增

加的现象， 但无法解释在正性情绪条件下进食增加

的现象， 资源有限假说认为应对正性情绪同样需要

认知资源， 因此占用了限制性饮食者监测 “节食边

界”的认知资源，导致过量进食，这也与 Baumeister
的自我剥夺(ego depletion)模型[45]一致。 限制性饮食

者在认知负荷条件下，同样出现进食增加的现象 [46-

48]进一步支持了资源有限假说。
前人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发现限制性饮食者在负

性情绪后进食增加的现象 [21-24]。 造成结果不同的原

因主要有三种：①被试筛选标准，目前用来筛选限制

性饮食者的量表主要有限制性饮食量表(RS)、荷兰

人饮食行为问卷(DEBQ)和三因素进食问卷(TFEQ)，
虽然三者都能有效地测出限制性饮食群体但三者又

有所不同，RS 包括节食关注和体重浮动两个维度，
DEBQ 包括限制性饮食、 情绪性饮食和外部性饮食

三个维度，TFEQ 包括限制性饮食、无法控制的饮食

和情绪性饮食三个维度， 不同量表的侧重点有所不

同，因此被试的筛选标准可能引起不同的实验结果；
②情绪可变性，情绪有不同的效价、强度和唤醒度，
这些情绪属性的不同也可以造成进食量的差异；③
食物种类类型，食物种类可以分为高能量美食、高能

量甜食及低能量食物等，食物种类的不同，同样可以

引起不同的结果。 限制性饮食者在正性和负性两种

情绪唤醒条件下进食量没有差异这一结果，与 Cav-
allo 的研究一致而和 Cools 的研究结果相左。 可能是

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是悲剧影片作为诱发负性情绪条

件，而 Cools 使用的是恐怖片诱发负性情绪，不同强

度的情绪对进食量也有影响 [14]，诱发情绪强度的不

同可能是导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另一个可能的原

因是正性和负性情绪同样激活限制性饮食者控制进

食的大脑中枢，因此引起相同的进食行为。
当被试分成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 失败的限制

性饮食者和非限制性饮食者三类的时候， 与假设一

致，不论在正性还是负性情绪条件下，失败的限制性

饮食者进食量都显著高于非限制性饮食者， 这种情

绪唤醒条件下的进食增加效应， 同样可以用资源有

限假说来解释， 由于情绪唤醒状态占用了限制性饮

食者有限的认知资源从而打破了限制性饮食对进食

的监控，导致增加进食[44]。 与假设不一致，本研究发

现正性情绪条件下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进食量多于

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成功

限制性饮食者认知资源多于失败限制性饮食者，当

有限的认知资源受到占用时， 仍能分配出额外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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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去监控进食；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限制性饮食者

同时具有进食享乐和体重控制两种冲突的目标，失

败的限制性饮食者面对美味食物时激活了进食享乐

目标，同时抑制体重控制目标，因此增加进食，成功

的限制性饮食由于早期成功节食经验， 可能形成了

美味食物与体重控制目标之间的联结， 在面对美味

食物时虽然激活了进食享乐目标， 但同时激活了体

重控制目标，因此没有出现进食增加现象 [49]；还有一

个可能的解释是划分成功和失败限制性饮食者的标

准问题，区分成功和失败限制性饮食者时两者在“限

制性分数”方面是相同的，都大于等于 3 分，只是“进

食性分数”存在差异，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的“进食

性分数”大于等于 3 分，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的“进

食性分数”小于 3 分。而“进食性分数”是一个连续变

量，在一个连续变量上设置某一个界限，达到这个界

限划分为一个群体， 低于这个界限就是另一个相反

的群体，这种划分标准还有待完善，今后的研究可以

考虑在按照“进食性分数”前后 27%的方法筛选出

成功和失败限制性饮食者， 或者采用更加严格的筛

选标准。
综上所述， 可以发现资源有限假说可以有效地

解释限制性饮食者在正性和负性情绪状态下进食增

加现象， 但限制性饮食者在正性和负性情绪条件下

的生理机制是否相同，还需后续研究进行验证。
本研究发现限制性饮食者在正性和负性情绪唤

醒条件下都会增加进食， 这种进食量的增加主要是

由于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造成的， 成功的限制性饮

食者与非限制性饮食者进食量没有显著差异。 限制

性饮食者在中等强度的正性和负性情绪唤醒下，进

食量没有差异。由此可见，限制性饮食者要想成功节

食一方面要在认知方面进行调整， 另一方面也要合

理的调整自己的情绪，避免极端情绪唤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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