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美味食物丰富的当今社会，限制性饮食和食物渴求现象十分普遍，且与人们的身
心健康密切相关，例如可能引发饮食失调、肥胖等健康问题，引起国际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期主编特邀文章介绍了中国人限制性饮食和食物渴求的认知神经机制，归纳中国文化背景
下的限制性饮食和食物渴求认知神经表现的研究，对这些结果的研究对象、方法、创新和进
展等方面进行有意义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对该领域未来研究和应用提出展望。作者陈红教
授及其团队多年来一直从事身体自我和饮食行为研究，在对中国人限制性饮食和食物渴求的
探讨上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推进该领域在国际上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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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限制性饮食和食物渴求的认知神经机制1
陈红 刘馨元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715）
摘要 物质丰富的时代，如何抵御美味食物线索带来的食物渴求，并限制饮食从而保持健康
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近年来，国内学者为了探讨节食成功的原因，创建中国食物
图片库，考察限制性饮食的认知神经机制，以及成功和失败限制性饮食者的脑机制差异；开
展了特质食物渴求及中国特色的辣食渴求的认知神经研究。对推进饮食行为研究的理论发展，
也为肥胖、饮食失调等健康干预工作提供重要支持。
关键词 限制性饮食，成功限制性饮食者，失败限制性饮食者，食物渴求，辣食渴求

1 引言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俗语―民以食为天‖反映出中国人对于饮食的重视。饮食行为
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科学饮食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
进步和发展，美味食物随处可见，同时人们对自身形象和健康的要求不断提高。一方面，现
代富足社会中，食物既美味可口又方便获得，因此人们往往容易被美味食物吸引而产生食物
渴求；另一方面，为了健康管理，以及塑造和维持苗条的身材，大量以年轻女性为主的群体
采用限制性饮食的方式来减少进食。在当前中国社会中，食物渴求和限制性饮食现象十分普
遍，且与人们的健康密切相关。例如，食物渴求可能导致暴食和肥胖（Zhou et al.,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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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饮食可能诱发厌食症，或反向发展为去“抑制进食”即反而吃更多（王邵睿, 陈红, 2019；
Schaumberg et al., 2016）
。因此，关注中国人食物渴求和限制性饮食的认知神经机制具有十
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食物渴求和限制性饮食的研究最早在西方兴起，但是由于饮
食受地域和文化影响较大，西方研究结论以及采用的食物材料未必适合中国人。中国食物图
片库的建立为开展中国饮食行为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和依据（Kong et al., 2015）
。近几
年，国内学者进行一系列研究考察了中国人限制性饮食的认知特征和神经机制，探索一般食
物渴求脑机制的同时，开展有中国区域特色的辣食渴求研究。这些成果不仅在中国文化背景
下系统探讨了中国人饮食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同时进一步推进该研究领域在国际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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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制性饮食
限制性饮食（restrained eating，RE）是指为了减肥或保持体重而节食的倾向，通常表现
为摄入低卡路里食物、流食，以及间歇性禁食/断食等（Polivy et al., 2020）。一些研究认为
限制性饮食可以实现减少食物摄入、减轻体重的目的；相反，大量研究发现限制性饮食者
（restraint eaters，REs）无法长期控制饮食，甚至比非限制性饮食者（non-restraint eaters，
NREs）表现出更多的（高热量）食物摄入，即去抑制进食。研究者们将后者现象称为限制
性饮食的反调节作用（Zhang et al., 2019）
。限制性饮食对食物摄入的影响是正向还是反向的，
研究者们仍然存在争议。目前，大多数认知神经证据支持反向调节的观点。此外，限制性饮
食者可以区分为成功和失败两类，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对应着饮食控制行为，而失败的限制
性饮食者则对应着去抑制进食。
2.1 限制性饮食者的反向调节
限制性饮食者（REs）通常面临着享受美食和控制体重两种目标的冲突，且往往美食当
前时，会忽略节食或变瘦的目标。神经成像研究也发现，REs 抑制控制脑区激活较弱，而奖
赏脑区激活程度更强。这些结果从认知神经机制的角度解释了限制性饮食的反调节作用，即
为什么大多数节食者更容易表现出―反而吃更多‖的去抑制进食行为。
2.1.1 享受美食-控制体重冲突
饮食的目标冲突模型认为，节食者通常面临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享受美食与控制体重
（Stroebe et al., 2013）
。由于现在社会中接触大量美食信息，REs 更容易激活享受美食目标、
抑制控制体重目标，从而导致去抑制进食和不健康饮食行为。即面临两种目标冲突时，REs
对享受美食目标表现出更多注意偏好和较弱的抑制控制能力。目标冲突模型在行为和神经表
现上都得到了证据支持。首先，在行为上，为了直接考察 REs 在享受美食和控制体重两种

目标冲突下的抑制控制，我们的研究采用创新的图片-词语干扰范式，将食物信息和身材信
息同时呈现，形成直观的目标冲突。结果发现食物信息冲突条件下，年轻女性 REs 比身材
信息冲突条件下反应时更长、错误率更高。即相比于身材信息，限制性饮食的女性更偏好食
物信息，可以理解为对美食信息加工自动化，且抑制控制过程参与度较低（Chen et al., 2019）
。
其次，在神经表现上，事件相关电位（ERP）的研究也发现了 REs 的抑制控制和饮食行为之
间存在直接关联。例如，在食物 go/no-go 任务中，发现食物暴露条件下 REs 抑制控制能力
减弱。即与非限制性饮食者相比，REs 的额叶和额叶中央区与食物相关的 no-go N2a 波幅较
小。此外，与基线相比，食物暴露后 REs 的 no-go P3 波幅显著增加，而 UREs 没有表现出
差异（Zhou et al., 2018）
。N2 和 P3 是抑制控制研究的常用指标。其中，N2a 与抑制控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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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有关（Pires et al., 2014）
，表明 REs 对食物信息的抑制控制能力降低；而 P3 与加工强度有
关（Chen et al., 2018）
，食物暴露后 P3 波幅增加，表明 REs 需要分配更多注意资源到对食物
信息的抑制控制中。
以上研究从行为和生理层面支持了饮食的目标冲突模型，进一步推动了 REs 抑制控制
的研究进展。例如，通过实验范式的方法创新直接比较 REs 在享受美食和控制体重两种目
标冲突条件下的认知控制表现（Chen et al., 2019）
；采用 ERP 技术识别 REs 抑制性控制降低
的可能神经标志物（Zhou et al., 2018）
。为理解为什么许多限制性饮食者表现出去抑制进食
行为提供了证据。
2.1.2 奖赏-控制脑区
在检验享受美食-控制体重冲突的行为和 ERP 研究中，主要从抑制控制的角度支持目标
冲突模型。但是，由于实验范式和测量指标的限制，导致无法直接考察食物信息是否以及如
何诱发 REs 享乐目标。因此，神经影像学研究通过考察大脑区域激活，不仅进一步支持了
REs 抑制控制能力降低，同时也发现了食物奖赏性提高和奖赏脑区改变的相关证据，为限制
性饮食的反调节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限制性饮食的神经成像研究大多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在任务态中考察 REs
的大脑活动。总体而言，与非限制性饮食者（NREs）相比，REs 在奖赏相关脑区（如，脑
岛和眶额皮层[OFC]）有更强的神经激活，与抑制控制相关的脑区（如，背外侧前额叶[dlPFC]
和前扣带回[ACC]）激活减少（Wang et al., 2016）
。例如，在食物信息和中性信息的 oddball
任务中，当对高热量食物图片进行反应时，REs 比 NREs 反应更快，在奖赏（脑岛，OFC）
、
注意（额上回）和视觉加工（颞上回）相关脑区的激活增强，但是抑制控制脑区（ACC）
激活下降。REs 对低热量食物的反应时最长，在低热量食物-中性图片对比条件下，注意和

视觉加工相关脑区的激活明显强于 NREs（Wang et al., 2016）
。表明虽然 REs 对食物信息都
具备较高的敏感性，但是他们对高热量食物具有注意偏向，而对低热量食物则表现为更多的
注意资源分配。此外，由于冲动控制需要认知资源，并且是体重控制和体重波动的重要行为
关联（Weygandt et al., 2015）
，因此不应忽视与冲动控制有关脑区对 REs 饮食行为的影响。
我们采用巧克力延迟折扣任务考察女性 REs 冲动行为的神经关联，发现 REs 在纹状体和
dlPFC 激活增强。同时，右侧纹状体激活与奖赏系统呈正相关，左侧 dlPFC 与纹状体激活正
相关，表明 REs 冲动脑区（纹状体）是对食物奖赏脑区的补充（Dong et al., 2015）
。因此，
在食物相关任务中，REs 大脑激活模式主要表现为奖赏脑区激活增强，而抑制控制脑区激活
降低。此外，注意、视觉和冲动相关脑区的激活也表明了食物信息对 REs 具有更强烈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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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抑制的吸引力。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是测量没有执行明确任务时，人们大脑 BOLD 信号
的自发活动（Stopyra et al., 2019）
。我们的系列研究发现，当缺乏食物线索时，REs 在奖赏
和注意脑区也表现出更强的激活，而抑制控制脑区则表现出自发活动减少。首先，研究者
（Dong et al., 2014）使用区域同质性（ReHo）发现 REs 在与奖赏（OFC）、注意（舌回、楔
状体、顶下小叶）和身体感知功能（即中央旁小叶、前岛叶）相关的脑区中显示出较多 ReHo
激活。第二，研究者（Dong et al., 2015）采用 ReHo 分析方法，发现年轻女性 REs 在食物奖
赏脑区（OFC/腹内侧前额叶[vmPFC]）表现出更多激活，抑制控制脑区（dlPFC）自发活动
减少。第三，研究者（Chen et al., 2016）通过体素镜像同位体连通性（VMHC）考察大脑半
球之间的相互作用，评估了 REs 的抑制控制和奖赏系统之间的功能协调。发现与 UREs 相
比，女性 REs 表现出 dlPFC 的 VMHC 降低，右侧前额叶和 ACC 功能连接改变。这种抑制
控制区域大脑半球间功能连接降低和奖赏相关区域功能连接改变有助于解释 REs 无法控制
享乐目标而采取进食行为，并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暴食症状。以上静息态 fMRI 结果表明，限
制性饮食者在奖赏-抑制脑区的自发神经活动也发生了改变，即在食物相关任务 fMRI 研究
中观察到的大脑激活模式在无食物信息刺激的条件下仍然存在。
此外，大脑结构的改变也是解释限制性饮食及其反调节作用的一个重要的潜在神经机制。
一些研究考察了饮食行为与大脑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奖励脑区的灰质体积
（GMV）较高，而涉及抑制控制的脑区 GMV 较低。例如，采用三因素饮食量表发现，去
抑制进食与左侧额中回 GMV 负相关，限制性饮食与壳核 GMV 呈负相关、与 dlPFC（Yao et
al., 2016）和右侧楔前叶 GMV 正相关（Song et al., 2019）。此外，采用限制性饮食量表发现，
较高 RE 水平与 OFC 和左侧岛叶 GMV 正相关、
与双侧后扣带回 GMV 负相关
（Su et al., 2017）。

这些结果表明，限制性饮食和去抑制进食相关的大脑结构变化可能导致抑制控制功能降低和
食物敏感性的增加。
综上所述，任务态、静息态和结构态 fMRI 结果进一步支持了 REs 认知神经机制改变。
与行为和 ERP 结果一致，fMRI 研究中也发现了 REs 与抑制控制脑区激活降低、灰质体积减
少相关。此外，脑成像结果还发现了 REs 在奖赏脑区激活增强、灰质体积增加。总的来说，
这些神经成像研究强调了 REs 如何增强食物线索的奖赏价值、降低抑制控制能力，从而增
加 REs 在食物丰富环境中忽略体重控制目标、采取去抑制进食的风险。
2.2 成功和失败限制性饮食者的认知神经表现差异
虽然大多数 REs 通常无法长期保持节食，甚至表现出去抑制进食，但是也存在一些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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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比较稳定地维持减少热量摄入的目标，因此研究者们根据 REs 的行为表现将其分为亚
型——成功的限制饮食者（SREs）和失败的限制饮食者（UREs）
（Polivy et al., 2020）
。根据
目标冲突模型，UREs 通常为了满足享受美食目标去破坏控制体重目标，表现出去抑制进食
行为；SREs 则优先考虑控制体重目标，从而即使在食物丰富的环境中也能减少热量摄入、
保持体重（Keller & Siegrist, 2014）
。
成功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的认知神经差异主要表现在注意偏向和冲突控制，研究者从
行为、眼动、脑电和神经成像等方面进行考察。首先，在注意偏向方面，成功和失败的限制
性饮食者之间存在差异，并表现出显著的食物信息加工的能量效应，即 UREs 比 SREs 对高
热量食物表现出更多注意偏好。例如，对食物信息注意偏向的眼动追踪研究发现，SREs 对
高热量食物表现出早期的注意警觉和总体的注意回避；而 UREs 对高热量食物表现出早期的
注意警觉、回避和总体的注意维持，即 UREs 对高热量食物信息注意更多（张雪萌等，2016）
。
其次，在冲突抑制方面，由于大量注意资源投入到美味食物信息，研究者们认为 UREs
比 SREs 在食物选择任务中经历的享受美食-控制体重两种目标之间的冲突更少。已有一些
眼动、ERP 和神经成像研究考察 UREs 和 SREs 的冲突控制差异。例如，在眼动研究中，通
过比较选择食物时的反应时和目光转换指标，
发现 UREs 比 SREs 反应更快、目光转换更少，
即经历更少冲突（Zhang et al., 2019）
。这种认知冲突差异的神经基础已经得到了来自 rs-fMRI
和 ERP 的证据支持。例如，UREs 比 SREs 在抑制控制脑区（顶下叶）ReHo 降低；冲突监
控脑区（前扣带皮层）激活降低；冲突监测和抑制控制脑区（尤其额顶叶网络）的关联性较
弱（Zhang et al., 2020）
。ERP 研究也支持了成功和失败 REs 在冲突监控和抑制控制上的差异，
即在食物 go/no-go 任务中，SREs 的 no-go N2a 波幅大于 UREs（Liu et al., 2020）
。
此外，我们进一步探讨了消极情绪对 UREs 和 SREs 冲突控制的影响。例如，在食物

go/no-go 任务中，与中性情绪状态相比，SREs 和 UREs 在消极情绪状态下都诱发更大的 N2a
波幅，表明消极情绪状态可能干扰人们的冲突监测和抑制控制能力。此外，在消极情绪状态
下，只有 SREs 的 no-go P3 波幅显著降低，表明 SREs 对食物的抑制控制能力可能增强，因
此 SREs 即使在消极情绪状态下也可能抑制外界食物线索带来的进食欲望，而 URE 则无法
抑制食欲（Liu et al., 2020）
。可见，消极情绪影响了成功和失败限制性饮食者的冲突控制，
并表现出不同的抑制控制能力。
因此，成功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的认知神经表现差异或许可以解释他们的节食行为是
否成功，
具体表现为在行为和神经指标上，
即 UREs 比 SREs 对高热量食物有更多注意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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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冲突监测和抑制控制能力较弱。同时，消极情绪也是干扰节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3 食物渴求
食物渴求（food craving）是一种想要摄入特定食物（或食物类型）的强烈欲望，几乎
每个人都曾体验到一种或者多种的食物渴求（Kober & Mell, 2015）
。虽然与酒精等具有危害
后果的物质渴求相比较，食物渴求属于相对良性的现象，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健康，例
如预测暴食行为和体重变化（Kober & Boswell, 2018）
。除了一般食物渴求，国际上研究者
开始探讨某些特定食物渴求，主要集中在甜食渴求（Meule & Hormes, 2015）
、碳水化合物渴
求（Ma et al., 2017）等。中国饮食文化中辛辣食物是一种主要的食物类型，―嗜辣‖也是一种
区域性普遍现象，国内研究者开始探讨辣食渴求的行为表现和认知神经机制。
3.1 食物渴求的认知神经研究
根据是否与暂时生理需求（如，饥饿）有关，食物渴求可以区分为状态和特质，心理学
研究中通常考察特质食物渴求的认知表现。特质食物渴求问卷（FCQ-t；如“我感觉我脑子
里时时刻刻都想着食物”
，
“有时，吃东西让一切显得完美”等）可以测量人们在行为、认知
和生理方面对一般食物渴求的特质反映（Hormes & Meule, 2016）
。
在认知表现上，高食物渴求者比低渴求者对食物有更强的自动接近倾向（Brockmeyer et
al., 2015）
；食物渴求和特质冲动共同影响人们对食物信息的抑制控制能力（Meule & Kubler，
2014）
；接触到食物线索会导致食物渴求者抑制控制能力减弱（Jones et al., 2018）
。
然而，我们对食物渴求的神经机制仍然知之甚少。许多证据表明，食物和药物奖励有相
似的神经基础（Noori et al., 2016）
，一般物质渴求相关的 fMRI 研究发现，海马、脑岛和尾
状核的特异性激活与强烈渴求有关。在此基础上，近期一项静息态 fMRI 研究考察与食物渴
求相关脑区的自发神经活动。在年轻健康女性中，采用 ReHo 分析评估大脑自发活动的时间

同步性，发现食物渴求与情绪记忆（海马旁回）和视觉注意处理（梭状回）ReHo 激活正相
关（Chen et al., 2017）
。其中，梭状回与食物视觉属性加工有关，其激活增加符合视觉食物
线索在日常食物渴求中的中心作用。此外，海马旁回参与享乐学习和激励记忆编码，其激活
增加表明，高特质渴求个体可能表现出更高的进食享受、对美食线索的自动反应，以及对可
口食物的更频繁的回忆；而更频繁地回忆曾经品尝过的食物可能会加强情绪记忆，并促进对
美味食物的记忆编码。
因此，特质食物渴求可能是由海马旁回自发活动增强的记忆回路编码的，即强化的享乐
记忆可能会使对美食的强烈渴望凌驾于体重控制目标之上。该结果与以往物质渴求研究结果
一致，表明物质渴求亚型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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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辣食渴求的认知神经研究
以往对特定食物渴求的脑成像研究相对集中在甜食渴求等，例如巧克力渴求者和非渴求
者在 OFC、ACC 和腹侧纹状体对甜食的反应存在差异（Rolls & McCabe，2007）。不同于对
其他美味食物（如，甜食）的普遍喜爱，人们对辣食的态度跨度较大——从渴求到厌恶（Tepper
et al., 2004）
，因此辣食渴求者的认知神经表现应不同于其他特定食物渴求者。此外，其他食
物渴求大多危害身体健康，如甜食摄入过度会引发肥胖及其并发病症。然而辣椒素具有多种
药理作用，如增加能量消耗（Ludy & Mattes，2011）
、具有抗菌活性、影响肠道微生物群（Qin
et al., 2014）
，与癌症、缺血性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引起的死亡率呈负相关（Lv et al.,
2015）
。与此同时，中国辛辣食品的消费量较大，尤其在西南地区，人们普遍“嗜辣”，且辛
辣食品消费率正在上升，超过 30%的成年人每天都会食用辛辣食物（Sun et al., 2014）
。因此，
研究辣食渴求现象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食物渴求背后的机制，也有助于提高公众健康。
为了考察中国人辣食渴求的认知神经机制，我们编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辣食渴求问卷
（周一舟，2018）
，并展开一系列辣食渴求的神经机制研究。首先，在一项 fMRI 研究中采
用食物线索反应任务，初步探索辣食渴求者的行为反应和神经回路。行为结果表明，辣食渴
求者比非渴求者对辛辣食物的反应更快。脑成像结果发现，当暴露于含辣椒和不含辣椒的食
物时，辣食渴求者都比非渴求者在与食物和成瘾物质线索反应有关的脑区中表现出更高的激
活，具体表现为奖赏（如，脑岛、壳核）
、抑制控制（如，ACC）、视觉注意（如，顶下小
叶、舌回、楔前叶、梭状回）相关脑区激活增强。同时，在辣食渴求者中，这些脑区（如，
脑岛、壳核 ACC、楔前叶）的 β 值变化与主观辣食渴求呈正相关；右顶叶下小叶 β 值的变
化与辣食的摄入频率相关（zhou et al., 2019）
。一方面，与一般食物渴求研究结果一致，辣
食渴求与食物奖励、抑制控制和与视觉加工有关。另一方面，该研究中关于脑岛和顶下小叶

的特异性激活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辣食渴求者的神经机制。其中，脑岛在监测身体内部状态方
面起着重要作用，脑岛激活增强可能反映了辣食渴求者在主观上经历的躯体化和内在感受过
程（Sutherland et al., 2012）
；顶下小叶是注意网络的核心节点，也与对条件线索的注意偏差
有关，并可能导致对线索的自动反应（Claus et al., 2013），表明辣食渴求者对辣食的偏好反
应可能反映了对辣食线索的注意分配更多。
此外，采用 go/no-go 任务结合 ERP 技术探讨辣食渴求者的抑制控制，结果发现在辣食
线索中，辣食渴求者的 N2b 和 P3 波幅都显著小于非渴求者，N2a 没有差异；而在一般线索
中，ERP 成分没有组间差异（王健美等, 2020）
。N2a 无差异而 N2b 差异显著可能表明，两
组群体对辣食线索的早期认知资源投入相似，但是辣食渴求者对辣食刺激有着更多的注意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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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辣食渴求者的 P3 波幅更小表明他们对辣食线索的抑制控制能力更差。然而，辣食渴求
只对特定食物的抑制控制产生影响，而不会影响一般抑制控制能力。
综上所述，一方面这些探索性发现符合一般食物渴求研究结果（Geilebter et al., 2016）
，
从辣食渴求的角度支持了背侧纹状体、ACC 和脑岛是食物渴求的基础。也与食物渴求的自
动行为倾向解释相一致（Brockmeyer et al., 2015），即辣食渴求者对辣食线索的自动行为倾
向增强。另一方面，在辣食渴求者抑制控制的结果中也显示出不同于其他物质渴求者的特点。
虽然感觉不受控是食物渴求和物质渴求共同的显著特征（Goldstein, 2018）
，辣食渴求者在辣
食线索中也表现出抑制控制能力减弱，但是他们对一般线索没有形成这种不受控的认知神经
表现。

4 小结和展望
本文总结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限制性饮食和食物渴求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近几年，国
内研究者在饮食行为心理机制领域的探讨比较前沿和深入。随着当代中国社会中与节食和暴
食有关的健康问题和隐患日益凸显，未来研究需从更全面视角探索限制性饮食和食物渴求的
认知神经表现，开发行之有效的干预方案，缓解当前社会中节食、暴食等不健康问题。
第一，国内外研究发现限制性饮食者反而容易吃得更多，即去抑制进食。国内学者在中
国文化背景下，拓展了这种反向调节作用认知神经证据。即，基于享受美食-控制体重的目
标冲突模型，发现限制性饮食者的冲突控制能力较弱；通过脑成像研究发现限制性饮食者奖
赏-抑制相关脑区的改变。未来研究应考察除健康青少年及成人以外的其他群体，如厌食症、
暴食症等饮食失调者，尤其是处于重要发展阶段的儿童。
第二，通过区分限制性饮食者的亚型——成功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国内学者发现了

节食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抑制控制及其相关脑区的变化。因此，根据成功和失败限制性饮食
者的认知神经表现差异，未来可以开发并检验更有效的饮食行为干预方案，服务于大众身心
健康。
第三，食物渴求者对食物存在自动接近倾向，并对食物的抑制控制能力更弱。食物渴求
者的大脑激活与其他物质渴求研究结果具有相似性，但是与其他危害性较强的物质渴求（如，
吸烟、饮酒、毒品等）相比，食物渴求的危害性较小。因此，食物渴求和其他物质渴求之间
的相似和差异表现有待未来研究进行更具体地识别和区分。
第四，“嗜辣”是中国饮食文化中的特色之一，尤其是西南地区。当前研究表明，辣食
渴求者只在辛辣食物中表现出抑制控制能力减弱以及相关脑区的变化，在其他线索中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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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未受损。然而，中国人辣食渴求的研究刚刚兴起，研究结果仍然需要进一步证据的支持。
未来有必要开展跨区域和跨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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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affluent societies, where palatable foods are readily available, resisting the
food craving brought by tempting food clues and keeping restrained eating to maintain a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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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weight has become one of the challenging propositions.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dieting, domestic scholars have created a Chinese Food Image
Database to investigate the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 of restrained eating, and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of brain mechanism between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restrained eaters. In
particular, based on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food craving, researches on general food craving and
spicy food crav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carried out. Exploring the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of restrained eating and food craving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of eating behavior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health interventions such as obesity and eating disorders.
Key words: restrained eating (RE), successful restrained eaters (SREs), unsuccessful restrained
eaters (UREs), food craving, spicy cra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