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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饮食(Restricted Eating) 作为饮食失调发

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指个体为了控制体重，长期

严格地控制进食的慢性节食行为 [1]。研究表明，与

非限制性饮食者相比，限制性饮食者反而更容易过

量进食，并进一步导致贪食症等问题饮食行为[2]。

早期探讨限制性饮食者过量进食机制的主要有

饮食边界模型（Boundary Model），该模型关注限制性

饮食者对内部线索的敏感性，认为限制性饮食者的

进食行为受到他们为自己设立的一条认知边界（又

称“节食边界”）控制，在一定条件下（如高情绪唤醒、

高认知负荷）突破了该边界导致过量进食[3-5]。考察

认知负荷影响限制性饮食者进食量的研究结论较一
致，均发现高认知负荷（自我调控资源剥夺）预测了
限制性饮食者的过量进食[6，7]，且排除情绪唤醒因素
后过量进食行为依然存在[8]。但是饮食边界模型仅
表明限制性饮食者在资源剥夺条件下存在过量进食
现象，未对其内在机制进行进一步解释。该模型发
展后期转向外部线索，认为进食享乐线索抑制了限
制性饮食者的节食认知从而导致进食过量，但并没
有实验证据证明这一过程[9]。

Stroebe 等 人 提 出 的 饮 食 目 标 矛 盾 理 论 模 型

（Goal-conflict Model）对过量进食机制进行了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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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限制性饮食者在自我调控资源剥夺条件下的过量进食机制。方法：操纵自我调控资源，考察了

61名女性（大学生）限制性饮食者和非限制性饮食者在自我调控资源完整、自我调控资源剥夺条件下的进食量，以

及该进食量与内隐食物态度、限制性饮食水平的关系。结果：自我调控资源剥夺导致了限制性饮食者的过量进食行

为，且该进食量与自我调控资源剥夺条件下的内隐食物态度有关。结论：当自我调控资源不足，限制性饮食者进食

享乐目标在引导进食行为中占主导，从而引发过量进食。研究结果支持饮食的目标矛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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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his research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the hyperphagia after depleting self-regula⁃
tory resources in the restraint eaters. Methods：61 female participants(29 restrained eaters, 32 unrestrained eaters) were
asked to finish a single-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ask to assess the automatic attitude toward chocolate candy. Then
they were instructed to watch a 6-min voiceless neural video in which several neural words appeared in the bottom while
eating M&M’s chocolate candies. Experiment group were told to watch this video and overlook these words purposely at the
same time, control group were only asked to watch the video attentively. After self-regulation resource task, they were in⁃
structed to do the taste-test of the chocolate candies, which is widely used as the disguise of the purpose of measuring the
food consumption. Finally the participants finish the DEBQ-R, which assessed the intention they want to restraint their food
intake. Results: When the self-regulatory resources were depleted, the restraint eaters eat more food than unrestraint eat⁃
ers,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when self-regulatory resource is intact. In the restrained
eaters, the automatic attitude toward chocolate candy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candy consumption when self-regulatory re⁃
source is depleted.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when restrained eaters’ability to monitor the dietary boundary
is impaired, the hedonic goal is in dominant position to direct their food consumption. Further study might distinct the suc⁃
cessful restraint eaters and unsuccessful restraint e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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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认为限制性饮食者长期面临进食享乐和节食这

一对矛盾目标，当暴露在高美味食物刺激中，限制性

饮食者需要更多认知资源维持节食目标。一旦认知

资源不足，进食享乐目标的可达性增加，占优势的享

乐目标就引导个体产生过量进食行为[11]。脑成像研

究显示，限制性饮食者进食时产生涉及食物奖赏的

眶额叶皮质（OFC）的激活增强以及涉及进食控制的

背侧前额叶皮质（DPFC）激活减弱[12，13]，表明限制性

饮食者进食高美味食物时可能存在一种相互冲突的

脑活动过程[14]。有研究以内隐食物态度代表享乐目

标，即对食物享乐效价的自动化情感反应，外显节食

水平代表节食目标，即对进食的认知控制加工过程，

考察了普通个体的自我调控资源剥夺后的进食量与

内隐食物态度、外显节食水平的关系[15]。结果表明，

当自我调控资源剥夺，被试进食量与内隐食物态度

显著有关；当自我调控资源完整，被试进食量与外显

节食水平显著有关。该结果有利于解释资源剥夺条

件下享乐目标与进食量的关系，进一步阐明了资源

剥夺条件下普通个体的进食行为内在机制。

但该研究并未考虑限制性饮食者这一特殊人

群。以往研究表明，限制性饮食者与非限制性饮食

者的最大区别之一在“去抑制进食”上，即非限制性

饮食者与限制性饮食者相反，在资源剥夺后并未过

量进食[6，7]，甚至进食更少[8]，该研究并未比较非限制

性饮食者与限制性饮食者的进食量与内隐食物态度

和外显节食水平的关系之间的差异，从而无法进一

步探索两者在资源剥夺后过量进食机制的区别。此

外，研究采用的实验材料为负性情绪材料，不能排除

情绪唤醒对进食量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采用中性

情绪的认知任务考察限制性饮食者和非限制性饮食

者进食量差异，及其与内隐食物态度、限制性饮食水

平之间的关系。根据目标矛盾模型，假设自我调控

资源剥夺导致限制性饮食者过量进食，且资源剥夺

条件下的进食量与内隐食物态度有关，资源完整条

件下进食量与限制性饮食水平有关。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随机选取某大学学生，根据限制性饮食者的常

用划分标准 [16]，以限制性饮食量表（Restraint Scale,
RS）15 分为临界值，15 分以上为限制性饮食者，15
分（包括）以下为非限制性饮食者。筛选出 61名女

性被试，其中，限制性饮食者29名，非限制性饮食者

32 名，并采用荷兰饮食行为问卷（Dutch Eating Be⁃

haviour Questionnaire, DEBQ）中的限制性饮食分量

表（DEBQ-R）对分组是否成功进行检查。相比其他

限制性饮食问卷而言，如三因素饮食问卷(Three-
Factor Eating Questionnaire)和荷兰人饮食问卷(Dutch
Eat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限制性饮食量表（Re⁃
strained Scale）同时考虑了限制性饮食倾向和限制

性饮食失败两个方面[17]，更全面地反映了限制性饮

食者“去抑制进食”的实质[18]，是以往研究最为广泛

采用的划分标准，因此本研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采

用该量表作为被试分组标准。此外，本研究采用

DEBQ-R测量被试的限制性饮食水平，考察其与进

食量的关系，避免了反复使用RS量表产生的效度问

题。被试随机分配至资源剥夺组与资源完整组，其

中资源剥夺组28人，资源完整组33人。

表1 限制性饮食者与非限制性饮食者人口统计资料(M±SD)

注：BMI = 体重(kg)/身高 2(m2)，下同。

表2 我调控资源剥夺组和自我调控

资源完整组人口统计资料(M±SD)

1.2 实验材料

限制性饮食量表（Restraint Scale，RS）[19]：共 10
个项目，包括节食分量表和体重周期两个分量表，分

别测量长期节食动机水平和体重波动记录，其内部

一致性系数在0.75-0.83之间。

荷兰人饮食行为问卷（Dutch Eating Behaviour
Questionnaire, DEBQ_ENREF_2)[20]：共 33 个题目，包

含三个分量表：限制性进食分量表（DEBQ-R）、情绪

性进食分量表（DEBQ-E）和外部性进食分量表（DE⁃
BQ-X），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5、0.81 和 0.95。

本研究采用限制性饮食分量表（DEBQ-R）测量限制

性饮食水平，分数越高代表限制性饮食倾向越强烈。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 [21]：包括 20 个情绪形容词，

其中 10个正性情绪词，10个负性情绪词，要求被试

根据近 1-2星期自己的情绪状况，从“几乎没有、比

较少、中等程度、比较多、及其多”对每个词打分。正

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5和0.83。

年龄

BMI
RS
DEBQ-R

限制性饮
食者(n=29)
21.48±1.75
21.35±1.87
20.00±3.56
3.42±0.67

非限制性饮
食者(n=32)
21.87±1.79
20.19±2.10
10.72±3.00
2.65±0.62

差异

t(59)=0.991, P=0.326，η2=0.016
t(59)= -2.234, P=0.029，η2=0.078
t(59)= -11.057, P<0.001，η2=0.265
t(59)= -4.612, P<0.001，η2=0.674

年龄

BMI
RS
DEBQ-R

资源剥夺组
(n=28)

21.89±2.01
20.794±2.13
14.214±5.36

2.92±0.72

资源完整组
(n=33)

21.45±1.64
20.68±2.05
15.91±5.92
3.10±0.77

差异

t(59)=0.939, P=0.352，η2= 0.121
t(59)=0.208, P=0.836，η2= 0.027
t(59)= -1.163, P=0.250，η2= 0.150
t(59)= -0.913, P=0.365，η2=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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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口味评价问卷：共 20题，用于品尝食物后

评价其口味、自然度、健康度、好吃度、外观以及包装

设计等，各题目无明显内在关联。该问卷用于诱导

被试进食，除第一题巧克力喜爱程度评价外(巧克力

在西方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高能食物，但作为舶来品

在我国并不如西方流行。自我报告的巧克力喜爱程

度可能影响被试进食量，因此要求被试从1（非常不

喜欢）到5非常喜欢对刚进食的巧克力进行打分，作

为额外变量纳入数据分析)，其余题目不计入统计分

析[15]。

单分类任务内隐联想测验（The Single 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SC-IAT）[15]：通过对图片和

词语作按键反应考察被试内隐食物态度，此处指对

M&M’s 牌巧克力糖果的内隐态度。图片包括 6 张

不同的M&M’s糖果图，3张积极图片（婴儿、浪漫的

情侣和风景）和 3张消极图片（暴力行为，发怒的狗

和垃圾堆），事先由60名大学生评定（见表3）。词语

包括3个积极词语（快乐、高兴，幸运）和3个消极词

语（害怕，恶心、灾难）。

程序采用 Inquisit 3 软件编程。共两个按键反

应 block，每个 block 包含 96 个 trial，其中 24 个练习

trial，72个正式 trial。在第一个block中，练习 trial要
求被试用右手中指按“I”键对积极图片、积极词语作

反应，用左手中指按“E”键对消极图片、消极词语作

反应。正式 trial加入M&M’s糖果图片，要求被试用

右手中指按“I”键对M&M’s糖果图片和积极图片、

积极词语作反应，用左手中指按“E键”对消极图片、

消极词语作反应，即在该block中，M&M’s糖果图片

和积极图片、词语共用一个按键进行反应；第二个

block 中，练习 trial 和 block1 的练习 trial 要求相同。

正式 trial加入M&M’s糖果图片，要求用右手中指按

“I”键对积极词语、积极图片作按键反应，用左手中

指按“E”键对M&M’s糖果图片和消极图片、消极词

语作按键反应，即在该block中，M&M’s糖果图片和

消极图片、词语共用一个按键进行反应。

按键反应要求又快又好地完成，图片与词语随

机出现，防止被试由于“只要是图片就作反应”带来

的效度问题。每一被试得出的内隐食物态度等于两

个 block 中正式 trial 的平均反应时之比 [22]。如果被

试在糖果图片和积极图片、词语共用一个按键的平

均反应时快于糖果图片与消极图片、词语共用一个

按键的平均反应时，代表被试对该糖果持有更积极

的内隐态度。

自我调控资源剥夺任务：用于剥夺被试自我调

控资源[23]。视频内容为6分钟的无声中性访谈节目

（事先由30名大学生评定）。该视频正下方每隔2秒

会出现一个中性词语（如“桌子”“台灯”）。 自我调

控资源完整组的任务为认真观看该视频，自我调控

资源剥夺组任务除认真观看该视频外，要求他们有

意识地忽略屏幕下方出现的词语。指导语如：“请您

认真观看该访谈视频，并有意识地忽略该视频下方

出现的词语。如果感觉自己的视线快要转移到这些

词语上，请迅速调整视线至视频中的人物表情或其

他部分”。

进食材料：为每一被试提供 80 克 M&M’s 牌巧

克力糖果，在观看视频的资源剥夺任务同时进食。

每个被试的进食量由 80克减去其剩下的巧克力重

量计算。

表3 积极、消极图片评价维度（M±SD）

1.3 实验设计

采用2（限制性饮食者、非限制性饮食者）×2（自

我调控资源完整、自我调控资源剥夺）被试间设计。

因变量为进食量，控制变量为体型指数 BMI(Body
Mass Index=kg/m2)、被试情绪状态、饥饿度、自我报告

的巧克力喜爱程度。SC-IAT测验所得的内隐态度

分数和DEBQ-R分数分别与进食量作相关分析。

1.4 实验程序

为控制被试的饥饿程度，研究于下午 2:00-5:
00，多人同时进行。事先告知被试本研究目的是考

察人们对零食产品的感受，包括三个阶段：感受任务

阶段、观看视频阶段以及零食口味评价阶段。

感受任务阶段，被试进行饥饿度评定，要求被试

从非常不饥饿到非常饥饿进行 9等级评分[6]并完成

正负性情绪量表，之后进行SC-IAT任务测量对糖果

的内隐态度。视频观看阶段，研究者呈现一段中性

视频，并打开一包巧克力糖果，要求被试在观看的同

时进食巧克力糖果，提醒被试之后会对该糖果的口

味进行评定。视频结束后填写实验操纵检查。操纵

检查让被试回答：刚刚看短片的任务对你来说有多

困难？采用 7 级评分 [24]。零食口味评价阶段，要求

被试根据刚刚进食的巧克力糖果填写糖果口味调查

问卷和自我报告的巧克力喜欢程度。最后完成DE⁃
BQ-R并测量身高和体重。

愉悦度

唤醒度

优势度

积极图片

7.87±1.57
7.53±1.53
6.79±2.00

消极图片

2.75±1.99
5.27±2.42
4.05±2.21

t(df=58)
484.469
73.178
100.313

P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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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实验操纵效果检查

资源剥夺组被试 (M=4.17)比资源完整组被试

(M=3.42)认为观看视频的任务更困难，t(59)=2.051,
P=045，表明资源剥夺任务操作有效。

2.2 被试在情绪、饥饿度、自我报告巧克力喜爱程

度上的差异

限制性饮食者和非限制性饮食者在消极情绪上

差异显著，t(59)= -2.60，P=0.013，在年龄、饥饿程度、

积极情绪和巧克力喜欢程度上差异不显著。

资源剥夺组与资源完整组进行比较，巧克力喜欢

程度差异显著，t（59）=-2.404, P=0.019，情绪、饥饿程

度上差异不显著。

表4 限制性饮食者与非限制性饮食者的情绪、

饥饿及自我报告的巧克力喜欢程度（M±SD）

表5 资源剥夺组与资源完整组的情绪、

饥饿及自我报告的巧克力喜欢程度

表6 限制性饮食者与非限制性饮食者

自我调控资源不同条件下进食量 (M±SD)

表7 限制性饮食者进食量与SC-IAT
分数、DEBQ分数相关分析

注：*P<0.05（单侧），内隐态度：内隐食物态度，限制性：限制性饮食水平。

2.3 限制性饮食者和非限制性饮食者不同条件下

的进食量差异分析

对 2（限制/非限制）×2（资源剥夺/资源完整）四
种条件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额外变量为BMI、饥饿
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自我报告的巧克力喜爱程
度 。 限 制 性 分 组 主 效 应 显 著 ，F(1,60)= 5.900，P=

0.019，η2=0.104，限制性饮食者进食量（M=20.44）显

著大于非限制性饮食者（M=13.73）；资源剥夺主效

应不显著；限制性和资源剥夺交互作用显著，F(1,
60)= 4.060，P=0.049，η2=0.074。简单效应检验表明，

资源剥夺条件下，限制性饮食者和非限制性饮食者

进食量差异显著F(1,51)= 9.378，P=0.004，η2=0.155，

资源完整条件下二者进食量差异不显著；限制性饮

食者在资源剥夺条件下进食量显著高于资源完整条

件F(1,51)= 3.236，P=0.078，η2=0.060，非限制性饮食

者资源剥夺和资源完整条件下进食量差异不显著。

2.4 进食量与内隐食物态度、限制性饮食水平的

相关分析

非限制性饮食者无论在资源完整或资源剥夺条

件下，进食量与限制性饮食水平（DEBQ-R）和内隐

食物态度（SC-IAT）相关均不显著。

限制性饮食者在资源剥夺条件下进食量与内隐

食物态度（SC-IAT）显著正相关，r=0.551, P=0.05，与

限制性饮食水平（DEBQ-R）相关不显著。在资源完

整条件下，进食量与限制性饮食水平（DEBQ-R）和

内隐食物态度（SC-IAT）相关均不显著，见表7。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自我调控资源剥夺条件下，限制性

饮食者进食量显著大于非限制性饮食者，而资源完

整条件下进食量无差异，说明限制性饮食者在资源

剥夺条件下存在过量进食行为。

饮食边界模型提出者Herman与Polivy认为，限

制性饮食者与非限制性饮食者最大区别有两点：首

先，因为限制性饮食者反复地节食与过量进食，使他

们的生理边界差异比非限制性饮食者大，具有更低

的饥饿边界和更高的饱感边界；其次，限制性饮食者

为自己设立了一条节食边界，这种认知限制标记了

他们的最大进食量[2]。普通个体的进食行为更多受

内部生理线索的自动化调节，限制性饮食者的进食

量更多受该节食边界限制。认知资源充足情况下，

限制性饮食者有能力反复监控进食量是否超过节食

边界；认知资源剥夺后，节食边界无法再作为进食摄

入标准，其他因素（例如食物的美味线索）取代节食

边界调节进食量 [17]，甚至产生“破罐子破摔”认知

（What-the-hell Cognition），放纵进食直至到达饱感

边界 [3]。此外，由于认知资源剥夺使限制性饮食者

产生进食抑制解除，因此削弱其监控节食边界能力

的因素均会导致限制性饮食者过量进食，如摄入一

定量酒精[25]，或处于负面情绪状态[26]、压力情境中[27]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饥饿度

巧克力喜欢程度

限制性饮

食者(n=29)
30.25±4.96
18.84±3.78
38.88±23.68
3.35±0.95

非限制性饮

食者(n=32)
29.52±6.05
22.48±6.56
34.28±24.78
3.628±0.78

差异

t(59)=-0.065, P=0.949,η2=0.000
t(59)=-2.598, P=0.013, η2=0.107
t(59)=0.621, P=0.537, η2=0.006
t(59)=-1.051, P=0.298, η2=0.019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饥饿度

巧克力喜欢程度

资源剥夺组

(n=28)
30.50±4.65
20.96±5.10
34.04±19.52
3.35±0.95

资源完整组

(n=33)
30.12±6.49
20.21±5.95
39.55±27.99
3.70±0.85

差异

t(59)=0.257, P=0.798, η2=0.001
t(59)=0.525, P=0.601,η2=0.005

t(59)= -0.902, P=0.385, η2=0.013
t(59)=-2.404, P=0.019, η2=0.091

资源完整(n=33)
资源剥夺(n=28)

非限制性饮食者
(n=32)

16.39±11.68
13.23±10.13

限制性饮食者
(n=29)

16.86±7.86
22.55±9.56

内隐态度

限制性

进食量

自我调控资源完整

内隐态度

1
限制性

-0.221
1

进食量

0.125
-0.033
1

自我调控资源剥夺

内隐态度

1
限制性

0.000
1

进食量

0.551*
-0.2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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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研究从另一角度支持资源剥夺对限制性饮

食者过量进食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限制性饮食者的进食量在资源剥

夺条件下与内隐食物态度显著相关，与限制性饮食

水平无显著相关，说明限制性饮食者资源剥夺后的

进食量联结了进食享乐目标而非节食目标。

目标矛盾理论认为，限制性饮食者一旦处于进

食享乐线索丰富的环境中，追求体重控制的节食目

标就比追求进食享乐需要更多认知资源。进食线索

增加了进食享乐目标的可达性，无法监控节食目标，

最终，控制体重的节食目标被进食享乐目标所代替
[11]。但是在资源完整条件下，限制性饮食者的进食

量与DEBQ-R分数无显著相关，说明限制性饮食者

此条件下的进食量与节食目标并无关系，与预期不

一致。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限制性饮食者中存

在更能成功抑制进食倾向的亚群体。Fishbach等人

认为，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由于反复在面对食物刺

激时介入自我控制，促进了食物刺激与节食目标联

结，形成了能自动激发和保持节食目标的自我调控

机制。因此对他们来说，美味食物信息不仅没有抑

制，反而自动激活了他们的节食目标 [28，29]。已有国

内研究发现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对美味食物线索存

在注意回避，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存在注意脱离

困难[30]。也有研究发现介入节食意图的干预措施显

著增强了失败限制性饮食者对进食的控制，而对成

功的限制性饮食者无显著作用[31]。这种与节食目标

自动化的无意识联结可能导致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

对自我报告的限制性饮食水平指标不敏感。

当限制性饮食者面对美味食物线索，进食享乐

目标和节食目标产生了冲突。通常情况下，他们能

通过将食物摄入量与节食边界进行对比，调整进食

行为而阻止过量进食，维持节食目标；一旦自我调控

资源剥夺，对进食量的监控能力不足，进食享乐目标

可达性增加，限制性饮食者就转而追求更高的饱感

边界而过量进食。

有研究用注意失败来解释限制性饮食者的过量

进食机制，认为资源剥夺导致限制性饮食者的注意

被高认知负担所占用，无法监控自己的节食标准而

过量进食[6]；也有研究用反过程理论（Ironic Process）
来解释[32]，认为没有足够资源联结有意识的节食通

道时，行为就会被导向行为失败的反过程所控制 [7]。

本研究表明限制性饮食者的过量进食是由于没有足

够自我调控资源的情况下，进食享乐目标在进食行

为中占优势所致，支持饮食的矛盾目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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