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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研究结合经颅直流电刺激和脑电技术，考察了对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进行电刺激激活

后，内隐认知重评效果的变化。研究结果发现，当个体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被阳极激活且被

重评启动后，观看负性图片时报告了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同时发现了更弱的 P1 波幅（早

期视觉注意程度）和顶叶 LPP 波幅（情绪体验强度），由此说明了腹内侧前额叶在内隐认知

重评中的因果作用。研究的实验设计合理，对脑调控技术在情绪调节尤其是内隐情绪调节领

域的一些基础问题进行了因果性考证，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和理论价值。建议作者对以下方面

进行修改和补充：  

 

意见 1：作者在引言第一段提到“情绪调节过程也可以是内隐（无意识）的”，第二段讲到“需

要注意的是，这两项研究仅考察了由情绪刺激诱发的自动化内隐情绪调节，没有对情绪调节

进行实验性操纵，因此难以保证被试情绪的改善是由内隐情绪调节导致的”。 那么，如何确

保本研究的内隐重评启动（句子匹配任务）、内隐情绪调节过程（图片浏览任务）等实验性

操纵是内隐无意识地进行的？作者是否进行了操纵性检验？ 

回应：内隐情绪调节的实验性操纵是本研究的核心变量之一。以往探讨内隐情绪调节的研究

多采用句子整理任务，并发现采用此操纵方法被试并不清楚实验的真正目的(Wyczesany et 

al., 2021)。本研究中，我们在实验结束后对被试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仅 5 名被试猜

到了本实验目的（阳极刺激组 3 名，伪刺激组 2 名），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被试并未觉察到情

绪调节目标，因此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本研究中句子整理任务诱发的是对情绪调节目标的无

意识追求，即被试在实验中进行的是内隐情绪调节。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方法和结果部分

补充了操作性检验有关的说明，请审稿人查阅方法部分第 2.2 节（末段）以及结果部分第 3.1

节（首段）。 

参考文献： 

Wyczesany, M., Adamczyk, A. K., Ligeza, T. S., Bereś, A., & Marchewka, A. (2021). Implicit induction of 

emotional control—A comparative fMRI investigation of self-control and reappraisal goal pursuit. Emotion, 

21(7), 1379–1391. https://doi.org/10.1037/emo0000852 

 

意见 2：原文“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证据也显示，内隐情绪调节在下

调反映负性情绪强度的顶叶 LPP 波幅时，并不会诱发明显的额叶 P3 波幅的增强，后者被认

为是认知控制卷入的指标(Yuan et al., 2015b; 2019)”。此处内隐情绪调节所导致的 LPP 波幅

的改变是研究结果，而非目的。建议更改相关表述。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已将此句改为“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证

据也显示，使用内隐情绪调节下调负性情绪时，反映负性情绪强度的顶叶 LPP 波幅减小，

同时不会诱发额叶 P3 波幅的明显增强，后者被认为是认知控制卷入的指标(Yuan et al., 2015b; 

2019)”。见引言第三段。 



意见 3：作者提到“我们采集被试观看每张图片后的情绪自我报告评分以及任务结束半小时

后的图片效价评分，用以考察内隐情绪调节的即时效果和短时的持续性效果 (Mauss & 

Robinson, 2009)”。半小时后的图片效价评分考察的仅仅是内隐情绪调节所带来的持续性效

果吗？本论文中“启动类型”为被试内条件，理论上讲，两个 tDCS 刺激组均进行了内隐重评

的启动（无论 blocks 的顺序如何），那么两个刺激组在半小时后的测试中也应该得到无差异

的内隐情绪调节后效。我发现作者的结果似乎并不是如此，也并不仅如此（半小时的持续性

效果似乎还考察了 tDCS 所带来的效应）。不知作者如何解释？” 

回应：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将引言中这一部分的表述修改为“我们采集被试观看每张图片后

的情绪自我报告评分以及任务结束半小时后的图片效价评分，用以考察内隐情绪调节以及阳

极激活 vmPFC 的即时效果和短时间内的持续效应（Mauss & Robinson, 2009）”（引言倒数

第二段）。因此，半小时后的效价评分，确实考察的是本研究两个自变量的交互效应。 

 

意见 4：“基线”和“重评启动”条件各使用了 30 张负性图片，半小时后的情绪效价评定中仍然

采用了前面实验中的 60 张图片，结果可能会受到记忆或实验者效应（被试对实验预期的猜

测）的影响。这样的后测材料选取，作者有何考虑？ 

回应：本研究在情绪调节半个小时后进行的情绪效价评定是为了考察 tDCS 激活 vmPFC 以

及内隐情绪调节的持续性效应，由于本研究的情绪调节是被试内变量，如果选用新的图片则

无法对内隐调节（基线和重评启动两个水平）进行考察。以往研究考察情绪调节的后效大多

也采用这种方法（Erk et al., 2010; Hermann et al., 2017, 2021; Li et al., 2022; MacNamara et al., 

2011; Walter et al., 2009）。 

我们认为本研究结果基本不会被您提到的两个混淆因素影响。对于记忆因素，由于本研

究在被试间平衡了基线条件和内隐情绪调节条件的先后顺序，因此记忆对结果的干扰可以忽

略。对于预期因素，由于本研究中情绪调节的目标是内隐的，因此可基本排除被试的预期对

实验结果的影响。 

参考文献如下 

Erk, S., Mikschl, A., Stier, S., Ciaramidaro, A., Gapp, V., Weber, B., & Walter, H. (2010). Acute and sustained 

effects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major depressio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0(47), 15726–15734. 

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1856-10.2010 

Hermann, A., Kress, L., & Stark, R. (2017). Neural correlates of immediate and prolonged effect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distraction on emotional experience. Brain Imaging and Behavior, 11(5), 1227–1237. 

https://doi.org/10.1007/s11682-016-9603-9 

Hermann, A., Neudert, M. K., Schäfer, A., Zehtner, R. I., Fricke, S., Seinsche, R. J., & Stark, R. (2021). Lasting 

effects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neural correlates of reinterpretation and distancing.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6(3), 268–279. https://doi.org/10.1093/scan/nsaa159 

Li, S., Xie, H., Zheng, Z., Chen, W., Xu, F., Hu, X., & Zhang, D. (2022). The causal role of the bilateral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ices on emotion regulation of social feedback. Human Brain Mapping, 

November 2021, 1–13. https://doi.org/10.1002/hbm.25824 

MacNamara, A., Ochsner, K. N., & Hajcak, G. (2011). Previously reappraised: The lasting effect of description 

type on picture-elicited electrocortical activity.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6(3), 348–358. 

https://doi.org/10.1093/scan/nsq053 

Walter, H., von Kalckreuth, A., Schardt, D., Stephan, A., Goschke, T., & Erk, S. (2009).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voluntary emotion regulation. PloS One, 4(8), e672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06726 

 

意见 5：作者在实验过程以及 tDCS 参数设置部分均提到采用了 1.5 mA 的 10 min 电刺激，



但是两处均未给出该参数是否有可靠的实验数据支撑，建议作者添加与本研究参数设置一致

的参考文献。 

回应：已补充与 1.5 mA 这一电流参数设置相关的实验数据和参考文献（2.4 节第二段）。 

 

意见 6：如何确保 tDCS 阳极激活的主要脑区是腹内侧前额叶而非其他，是否也会激活一些

外侧前额叶皮层 

回应：原文中方法部分我们提到，Junghofer 等人(2017)进行的基于有限元的 tDCS 电流正向

建模表明，本研究中采用的电极位置和电流参数设置可以最大化的将刺激区域集中在腹内侧

前额叶，并最大化减少对临近脑区如背内侧前额叶的激活。因此，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外侧前

额叶皮层的激活，但我们的 tDCS 刺激可以保证靶点脑区腹内侧前额叶区域具有足够强度的

电流密度。当然，我们承认目前 tDCS 对 vmPFC 等深部脑区尚缺乏精确的靶向功能，对此

我们本次修改也进行了讨论（见讨论部分的末段）。 

参考文献： 

Junghofer, M., Winker, C., Rehbein, M. A., & Sabatinelli, D. (2017). Noninvasive Stimulation of the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Enhances Pleasant Scene Processing. Cerebral Cortex (New York, N.Y. : 1991), 

27(6), 3449–3456. https://doi.org/10.1093/cercor/bhx073 

 

意见 7：作者试图采用句子整理任务唤起被试的自动化情绪调节目标追求。认知重评和基线

两个 blocks 中的词句本身是否存在效价、唤醒度或是熟悉度等方面的差异？作者是否通过

预实验进行了事先匹配 

回应：我们事先对两个 block 中所使用的句子材料在效价和熟悉度上进行了匹配，相关信息

已按照您的建议补充至方法部分 2.3 节（第二段）。 

 

意见 8：实验材料部分，作者提到对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相关评定，

然而并未给出该结果的 t 值以及 p 值。 

回应：相关结果已按照您的建议补充至方法部分 2.3 节（第一段）。 

 

意见 9：原文，“我们还意外发现，激活 vmPFC 能在情绪刺激加工的早期阶段影响对刺激的

注意”。 那么，晚期电生理成分 LPP 波幅的变化是否是因为早期注意分配的减少带来的，

或者说，激活 vmPFC 是不是通过减少个体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分配，进而导致情绪体验强度

也变弱了。作者是否也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呢。 

回应：本研究在问题提出和实验设计阶段并未关注注意分配对情绪调节的影响。我们的 P1

结果也是事后分析时偶然发现的。因此目前很难直接回答审稿人的提问。但是从结果模式上

看，P1 幅度仅表现出了 tDCS 效应（组间差异），而反映情绪调节效果的指标（情绪评分和

LPP 波幅）表现出了 tDCS 和内隐启动的交互效应。因此我们认为，LPP 波幅的变化至少不

完全由早期注意分配的改变引起。 

 

意见 10：需改进英文摘要部分的写作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已改进英文摘要部分。 

 

意见 11：一些表达和文字问题：（1）“从而通过语义加工过程为被“植入”情绪调节目标”，此

句不通顺；（2）“从更加积极角度看待问题”建议更改为“从更加积极的角度看待问题”；（3）

“本研究为 2（启动类型：认知重评/基线） × 2（tDCS 组别：阳极刺激，伪刺激）的混合实

验设计。其中启动类型为被试内变量，tDCS 类型为被试间变量”，首先，对于两个水平的表



述建议统一好分隔符号（要么均为“/”或者均为“，”）；另外，第二个变量的名称请统一（tDCS

组别？tDCS 类型？）；（4）“未来研究可以考察多次 tDCS 治疗并结合反复的启动训练对提

高内隐情绪调节能力的长期效果”，此句不通顺。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已对这些内容进行了修改。 

……………………………………………………………………………………………………… 

 

审稿人 2 意见： 

情绪调节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结合神经调控技术和

认知任务探讨了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总体上，该研究设计严谨，数据分析合理，

结论基本可靠，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我建议作者在修改时着重澄清以下内容： 

 

意见 1：作者在阐明本研究的创新性时非常笼统。作者基于前人的两项结合核磁共振与神经

调控技术的研究总结出“vmPFC 在内隐情绪调节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一说法。但作者又指

出，“这两项研究仅考察了由情绪刺激诱发的自动化内隐情绪调节，没有对情绪调节进行实

验性操纵，因此难以保证被试情绪的改善是由内隐情绪调节导致的”。后一句说法是否有根

据？作者认为这两项研究中被试情绪的改善除了自动化的内隐情绪调节之外，还可能由于什

么原因导致？需补充说明，否则无法支持本研究操纵内隐情绪调节的创新之处。 

回应：本次修改中，我们认真阅读了这两项研究，并将原文中“情绪刺激诱发的自动化内隐

情绪调节”替换为“激活 vmPFC 所带来的情绪改善”。在原文中我们想表达的原意是这两项研

究没有直接操纵内隐情绪调节，该段已经修改为：“需要注意的是，这两项研究仅考察了激

活 vmPFC 所带来的情绪改善，没有对情绪调节进行实验性操纵，因此难以保证被试情绪的

改善是由内隐情绪调节导致的”(引言第二段)。 

 

意见 2：研究意义的表述逻辑有些问题。“本研究不但能深化我们对内隐情绪调节脑机制的

理解，还可为采用 tDCS 提高抑郁症等人群的内隐情绪调节能力提供临床指导。”但上文又

说到抑郁患者内隐情绪调节没有问题，外显情绪调节存在问题。那为什么要提高抑郁患者的

内隐情绪调节能力而不是外显情绪调节？更常见的逻辑不是应该去改善有问题的（而非本研

究中提到的，患者本身并没有问题的内隐情绪调节能力）方面？ 

回应：以往研究发现抑郁患者的外显情绪调节功能存在缺陷，但患者使用内隐情绪调节有较

好的调节效果，提示抑郁患者的内隐情绪调节功能基本没有受损。我们认为，对抑郁症患者

等外显情绪调节严重受损的病人而言，改善甚至复原其已经严重受损的功能可能比提高其没

有受损的功能更加困难，因此可以考虑通过提高内隐情绪调节的能力来帮助改善这些人群的

情绪调节障碍。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原文的表述进行了修改：“本研究不但能深化我们对

内隐情绪调节脑机制的理解，还可为采用 tDCS 提高内隐情绪调节能力、改善抑郁症等人群

的情绪调节障碍提供临床指导。”（引言末段）。 

 

意见 3：被试分组表述不清。原文“将被试分为阳极刺激组和伪刺激组，平衡两组的年龄、

性别、抑郁水平（BDI-II）、特质焦虑水平（STAI-T）、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倾向（ERQ-R）”。

疑问：作者是将被试随机分配至阳极刺激组和伪刺激组，然后再检验两组被试在抑郁等得分

上是否存在差异？还是依据被试的年龄、性别、抑郁水平、特质焦虑水平、认知重评策略的

使用倾向等进行的分组？如果是后者，我认为不具有操作性，不知作者具体的分组细节是什

么？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提问。本研究采用的是随机分组，原文部分已修改为“随后将被试随机

分配到阳极刺激组和伪刺激组。经检验，两组在年龄、性别、抑郁水平（BDI-II）、特质焦



虑水平（STAI-T）、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倾向（ERQ-R）上均无显著差异，如表 1 所示。”。

见方法部分第 2.1 节第二段。 

 

意见 4：请认真检查全文表述，并修改以下问题。 

（1）摘要，“激活腹内‘测’前额叶”。 

（2）引言关于 LPP 成分的介绍，“在情绪调节相关研究中被用于指征情绪调节效果”中“指

征”一词用词不当。 

（3）方法，实验设计部分第二个变量的名称需统一（tDCS 组别和 tDCS 类型在一句话中混

合出现）。 

（ 4）脑电结果， “最主要的发现是，启动类型和 tDCS 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

F(1,78) = 5.7, p = 0.019, = 0.068（ AC）”，此处“AC”似乎是指“图 3 A-C”。 

（5）讨论，首次出现的英文缩写需标明中英文全称，“PCC”。 

（6）引文格式需规范。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意见。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修改。再次感谢您的建议。 

……………………………………………………………………………………………………… 

 

审稿人 3 意见： 

该论文利用认知行为实验、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和事件相关电位（ERP）等技术

方法，试图揭示 tDCS 对大学生内隐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作用。采用句子整理任务作为启动

内隐认知重评的实验范式，分别通过 10 分钟 tDCS 刺激内侧前额叶（实验组 N=40）与 1 分

钟伪刺激（控制组 N=40），研究发现：1）跟控制组相比，实验组在内隐认知重评启动条件

下，在观看负性图片时报告更少的负性情绪；2）实验组比控制组在负性图片诱发的晚正成

分（LPP）波幅更低；3）验组比控制组在负性图片诱发更低的枕区 P1 波幅。该文作者据此

认为——tDCS 刺激内侧前额叶不但能增强内隐情绪调节的效果，还能减少被试对负性刺激

的早期注意分配。 

   总体而言，该研究颇为有趣，选题较为新颖。研究问题和目标明确，实验设计合理，数

据分析较细致。尽管如此，该论文在实验设计相关变量控制、数据分析、解释和结论等方面，

均有不小的改进完善空间。以下建议供作者参考： 

 

意见 1：该论文从摘要、前沿、研究结果与讨论部分，都试图强调通过 tDCS 激活腹内侧前

额叶（vmPFC）。然而，从人脑的解剖结构来看，vmPFC 位于内侧前额叶的深部，传统 tDCS

技术难于直接刺激到该位置。此外，该论文实验研究中也未能提供任何实验证据，来验证

tDCS 效应所作用的脑区位置。鉴于此，建议该论文去除有关 tDCS 激活 vmPFC 的推论或解

释，避免过度推论。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意见。腹内侧前额叶（vmPFC）的确是较为深层的脑区。在开展

本研究之前，我们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有不少研究者针对 vmPFC

的神经调控进行了尝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 Junghofer 等人（2017）的研究。在该研究中

Junghofer 等人借助计算机模拟，以最大化 vmPFC 电流、最小化临近脑区电流为目标进行了

基于有限元的电流正向建模和计算。结果显示，采用 1.5 mA 的电流，同时将阳极电极放置

在 Fz 和 Fpz 之间，阴极放置在下巴中央，可以保证电流最大化流经 vmPFC，且 vmPFC 邻

近的脑区（如背内侧前额叶、内侧眶额叶等）的电流强度不超过 vmPFC 电流强度的 50%（见

下图）。此外，已经有大量研究采用了这种电流参数和电极位置设置进行了实验（Bulteau et 

al., 2022; Junghofer et al., 2017; Winker et al., 2018, 2019, 2020; Yin et al., 2021），这些研究均



将 tDCS 刺激靶点称为 vmPFC。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方法部分第 2.4 节补充了 tDCS 可以

有效刺激到 vmPFC 的相关证据。此外在讨论末段，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展望。 

 

(上图来源为 Junghofer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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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在实验设计中，作者通过句子整理任务作为启动内隐认知重评的实验范式，颇为有

趣。不过，句子整理任务启动后，缺乏直接或间接证据判定被试采用的认知重评策略呢？还

是因为句子整理任务诱发较为积极情绪体验持续影响对后续图片的评分呢？这种可能性无

需认知重评参与，需要在实验室设计中进行控制或分离。 



回应：由于内隐情绪调节是无意识进行的，因此我们很难从实验中采集到直接判定被试采用

了认知重评策略的证据，例如无法要求被试报告自己是否使用了认知重评。但是，我们在实

验前的材料评定阶段，招募了 20 名同质被试对两个 block 所使用的情绪无关句子和认知重

评句子进行了效价以及熟悉度的评分。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两组句子在熟悉度和效价上均

无差异（效价：t(18) = 0.26, p = 0.794; 6.18 ± 0.10 vs. 6.13 ± 0.17）。因此，您提到的句子整理

任务诱发的积极情绪体验对后续图片评分的影响在实验设计中已经得到了控制。本次修改，

我们将这一信息补充在了方法部分 2.3。 

 

意见 3：跟上述问题相关联的，图 1 中实验设计中，有关“自我平分”究竟要求被试何时进行，

似乎不目前，请改进完善。 

回应：实验中我们一共收集了两种评分，第一次是在图片浏览任务中，每观看一张负性图片

就要求被试对自己当前的情绪效价进行“自我评分”。第二次是在主任务结束半个小时后，要

求被试对之前已经观看过的图片进行“效价评分”。本次修改我们重新修订了方法中表述不清

的部分（第 2.2 节第四段和第五段）。 

 

意见 4：图 2B 中，tDCS 实验组刺激对基线和启动条件存在一致的改善或促进效应，跟作者

在论文中试图强调的“通过 vmPFC 激活促进内隐认知重评”不符，应该是一种普遍性（包括

基线和重评启动）的效应。 

回应：图 2B 中的结果是半小时后的效价评分，这部分的结果的确如您所说，主要体现了 tDCS

实验组刺激对情绪的普遍性的改善效应。另外我们在讨论中也提及，效价评分指标也同时表

现出了非常弱的内隐情绪调节效应（边缘显著），此效应较弱的原因可能是短时启动效应的

持续效果有限，即无法显著影响半小时后的情绪相关指标。 

“通过 vmPFC 激活促进内隐认知重评”这一结论主要源于主实验图片浏览任务中的“自

我情绪评分”（图 2A）和脑电 LPP 波幅（图 3AC）的结果：激活 vmPFC 的实验组比控制组

在重评启动条件下的自我情绪评分更偏正性，LPP 波幅更低，而在基线条件下两组在这两个

观测指标上均无显著差异。 

 

意见 5：关于 ERP 数据分析，建议考虑进一步分析挖掘，明确 LPP 和 P1 效应的地形图分布

模式，甚至进行溯源分析。 

回应：本次修改我们补充了 LPP 和 P1 的地形图，见图 3C、图 4B。鉴于本研究所采集脑电

信号的低通道特性（仅 32 通道数据），我们认为溯源价值较小，特别对于晚期的慢波 LPP。

因此本次修改没有补充溯源结果，请审稿人理解。 

 

意见 6：关于作者对数据结果的解释问题，鉴于 tDCS 相关作用靶点及相关效应难于精准定

位到 vmPFC，建议在摘要、结果和讨论中避免过于强调 vmPFC。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我们已对摘要、结果和结论部分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弱化了

vmPFC 的提法。详见摘要、讨论首段、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作者对于审稿人的问题做了很好的修改和说明，已经达到发表水平。 

 

 



审稿人 2 意见：作者已对上次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修改。 

 

意见 1：关于上一轮提到 tDCS 究竟是通过激活腹内侧前额叶（vmPFC）还是其他脑区来起

作用，鉴于该研究缺乏实际证据支撑，建议在摘要进一步弱化 vmPFC，可以考虑用 mPFC

而不是 vmPFC。此外，摘要和正文中“研究结果不但直接表明了以 vmPFC 为核心的内侧前

额叶与内隐认知重评的因果关系”，建议改为“研究结果不但表明了内侧前额叶尤其是

vmPFC 在内隐认知重评中的关键作用”。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已根据您的建议对相应内容进行了修改。详见摘要、讨论首段、

结论。 

 

 

审稿人 3 意见：同意发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编委复审意见：同意发表。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对我们修改工作的认可。 

 

 

主编终审：根据审稿人及编委的意见，结合稿件修改情况，建议修改后发表。此外，建议将

“总讨论”按理论逻辑加上小标题，以帮助作者了解研究的具体理论或机制。 

回应：感谢主编的建议，已按照您的建议在讨论部分增加了小标题，引导读者理解本研究的

理论逻辑，详见讨论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