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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味觉和痛觉两种感觉通道的体验为对象，探讨预期效价和预期信心如何影响知觉体验的结果及其作用机制。通过
基于味觉和痛觉的两个实验，发现预期会影响即时知觉体验，并且预期信心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对预期充满信心时，即时体
验和对结果的预期保持一致，预期越积极即时体验越好，预期越消极即时体验越差；而对预期缺乏信心时，即时体验和预期之间
呈现背离趋势，预期越积极即时体验越差，预期越消极即时体验则越好。研究结果阐明了预期影响即时体验的机制，对我们理解
身心关系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预期效价 预期信心 感觉通道 即时体验

１ 问题的提出
预期是一种对未来将要出现的情景、情绪或者

更 舒 服（Rainville, Carrier, & Hofbauer 1999）。 研
究者也使用 fMRI 技术探究预期对疼痛知觉的影响

结果的信念，这种信念使个体可以预测未来的事件，

（Koyama, 2005），发现当被试预期刺激不疼时，

并且进行相应的准备，从而改变事件的结果（Olson,

与疼痛有关的脑区被明显激活，但激活的强度较低，

Roese, & Zanna, 1996; Roese & Sherman, 2007）。预

疼痛感受也降低；而预期刺激比较疼时，与疼痛有

期有方向和强度两个属性，前者指对未来结果的正

关的脑区也被激活，激活的强度则较高，疼痛感受

性或者负性预期，也叫预期效价。后者指对该信

也会提高。预期疼痛强度较低时，实际知觉疼痛程

念实现的相信程度，也叫预期信念。对预期的研

度较弱；而预期疼痛强度较高时，实际知觉也更疼

究可以追溯到罗森塔尔效应（Rosenthal & Jacobson,

（Dannecker, Price, & Robinson 2003; Price, 2000）。

1968），它表明心理预期会影响到实际的行为，比

尽管这些研究均表明预期强度会影响实际体验，

如在一项赌博实验中，Mellers 等人发现预期会影响

但是影响模式却不一致。在基于结果的情境下（如

被试赌博的情绪体验，相比于意料之中的赢钱，意

赌博），预期和实际体验相背离——消极的预期使

料之外的赢钱会使被试更高兴；同样相比于意料之

实际体验变好，积极的预期则使实际体验变差；在

中的输钱，意料之外的输钱会使被试更沮丧。比如

基于感觉的情景下，如饮料品尝和疼痛感受，预期

当预期损失 56.7 美元时，如果什么都没失去就会很

和体验结果相一致——积极预期使实际体验更好，

高兴；但是当预期会获得 56.7 美元，如果什么都没

消极预期则使实际体验更差。在基于结果的情景下，

得到，就会非常失望（Mellers et al., 1997）。Lee 和

知觉体验来源于客观给定的事情的结果，例如赌博

Frederick 等人在对啤酒消费者进行研究时也发现：

损失、考试失利等。决策情绪理论（decision affect

当告诉被试啤酒中加入了醋时，相比于不知道信息

theory , DAT）认为，当人们得到结果反馈时，情绪

的被试，他们预期啤酒更难喝，结果得知信息的消

体验取决于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比较（Mellers,

费者实际品尝后也觉得啤酒更难喝（Lee, Frederick,

Schwartz, Ho, & Ritov, 1997）。如果实际结果好于预

& Ariely 2006）。

期，那么情绪体验较好；如果实际结果比预期差，

临床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心理预期会影响患者的

那么情绪体验较差，很多关于金钱游戏的研究验

疼痛体验，积极的预期会使个体知觉的疼痛程度更

证了该理论，（Feather, 1969; Johnson, 1986; Linder-

轻。研究者采用暗示的手段降低被试对热水温度

Pelz, 1982; van Dijk, Zeelenberg, & van der Pligt, 1999;

的预期，发现被试感受的疼痛也更轻，同时感觉

Verinis, Brandsma, & Cofer, 1968）。与此不同，在基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儒家式应对与中国人的问题行为：韧性理论的视角”（31371053）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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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感觉的情景中，知觉体验来源于感受器官，是主

趋势，预期结果积极时的实际体验反而更差；预期

观感受到的，如打针、吃药等。在这类体验中，积

结果消极时的实际体验则会更好。

极的预期使实际体验更好，而消极预期则使实际体
验更差，在消费行为和临床医学方面的研究均验证
了该结果。关于预期和疼痛的研究表明，对疼痛的

３ 实验 １ 预期对痛觉的作用
３.１ 研究方法

积极预期，可以影响疼痛知觉的脑区，降低实际知

被试：125 名大学生，有效被试 118 名，男性 30 名，

觉的疼痛，使个体感受更好。fMRI 的结果也表明，

女性 88 名，不同性别的被试均衡分布在 4 个实验组，

在正式实验中，被试对疼痛的预期确实会激活疼痛

平均年龄 M =21.39 岁（SD =2.05 岁），被试身体健康。

相关脑区，并且激活的强度和区域与实际刺激时保

实验设计：采用 2*2 的组间设计，自变量为预

持一致。因而 Ploghaus 认为个体在预期疼痛时，提

期效价（积极 vs. 消极）和预期信心（强 vs 弱）；

前激活了身体的下行控制系统，对于刺激已经有了

因变量为疼痛强度和难受程度。控制变量为健身频

准备，预期直接影响实际的疼痛感受，使知觉的疼

率、熟悉度、经验、情绪状态、自信、人格特质。

痛强度与预期保持一致（Ploghaus, Becerra, Borras, &

实验材料：

Borsook, 2003; Ploghaus et al.2001）。

面积为 152cm×88cm 的组合指压板，前置一块

２ 研究假设

垫脚毛巾。室内场地空旷，光线良好，温度约为 20 度。
操纵和测量工具如下：

以往的研究只考虑了预期的方向，并没有考虑

预期效价 通过不同的文字材料描绘指压板的材

预期信心的作用。Ploghaus 等人通过 fMRI 对实验过

质、功能和他人的评价感受来启动被试的预期，积

程监测，发现预期的强度——预期信心在整个过程

极预期组看到的材料描述更加正性，正式实验前通

中是变化的：在练习初期，被试对预期的结果不相

过预实验针对启动材料有效性进行评价，该操作方

信时，预期不会激活疼痛相关的脑区，也不会影响

法的启动成功率达到 92%。

痛觉；而一段时间练习后，个体对预期比较相信，

预期信心 高预期信心组的被试被要求说明形成

预期才会激活疼痛相关的脑区，从而影响实际的疼

预期的 3 条理由；而低预期信心组的被试则需要描

痛知觉。Ploghaus 的结果表明预期信心会影响从预

述今天做过的 3 件事情，正式实验前通过预实验检

期到疼痛知觉的过程，预期信心弱时，预期并不会

验操纵方式，该操作的启动成功率达到 87%。

影响疼痛体验；而预期信心强时，积极预期（预期

情绪状态 Watson（1998）等人编制的正性负性

疼痛较轻）会使实际知觉更不疼，消极预期 ( 预期

情绪检验量表的中文版，已被证明适用中国人群（黄

疼痛较重 ) 会使实际知觉更疼。 前人基于感觉的研

丽 , 杨廷忠，2003）。包含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两

究情境中，被试由于经过练习，因而对预期的信心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9 个题项，被试在 Likert5 点

较强；而在基于结果的研究情景下，被试明白结果

量表上描述此刻的情绪感受（其中“1”表示没有，

是客观的，
自己无法掌控，
对预期的信心则相对较弱。

“5”表示“极强”）。正性情绪的 α 系数为 .93，

因此，预期信心的差异是造成两种情景的结果差异

负性情绪的 α 系数为 .82。

的可能原因。本研究同时考虑预期效价和预期信心

疼痛强度、预期疼痛强度 采用前人的方法，通

的影响，从不同感觉通道探讨预期信心和预期强度

过 0~10 点医院常规用的单条目进行测量（其中“0”

如何影响人们的痛觉和味觉体验，从而揭示预期如

代表一点也不疼，“10”代表疼痛难以忍受）。

何影响实际的知觉体验，据此提出本研究的两个假
设：
假设 1：在基于感觉的体验情境中，当个体对

对预期的相信程度 采用 11 点量表用单条目评
估对于所作预期的相信程度（其中“0”代表完全没
把握，“10”代表完全相信）

预期有强烈信心时，实际体验和预期结果呈现保持

难受程度 采用单条目的 9 点量表进行测量（其

一致的趋势，预期结果积极，体验就会更好；预期

中“1”代表一点也不难受，“9”代表极度难受）。

结果消极时，体验会更差。

自信 采用毕重增和黄希庭针对中国学生修订的

假设 2：在基于感觉的体验情境中，当个体对

《青年学生自信问卷》，一共 33 个条目，包含了成

预期持有怀疑时，实际体验和预期结果呈现背离的

就自信、才智自信、应对自信、品质自信和人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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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5 个方面，通过 Likert 5 点测量（其中“1”代表

期信心和预期效价的交互作用不显著，阅读材料

不符合，
“5”代表很符合），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86。

能够启动不同强度的预期。③以对预期的相信程

（毕重增 , 黄希庭，2009)。

度为因变量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预期信心主

人格特质 采用钱铭怡等人对艾森克人格问卷发

效应显著，说明原因的被试比回忆生活的被试对于

展的中文修订版《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文版》，

自己的预期更加相信，F （3, 114）=16.24，p <.001,

一共有 4 个分量表，分别是神经质、外向、精神质和

η 2=0.13，预期效价的主效应不显著，预期信心和预
期效价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被试实际知觉的疼痛强度和难受程度如表 1 所
示：结果表明疼痛强度和难受程度两个因变量间存
在显著正相关（r =.68，p <.001）；方差齐性 Box’s
M 检验值为 6.00，p =.759，同质性较好；Levene’s
检验表明因变量间的误差变异相等，因而选用多元
方差分析，整合的因变量为即时体验。对控制变量
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自信程度、负性
情绪和恐惧情绪存在组间差异，因此将它们作为协
变量加入多元方差分析。
通过多元方差分析考察预期效价和预期信心
对即时体验的影响，协变量对于即时体验的影响
不显著。预期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 (2, 110)=7.55,
p =.001，η 2=.12， 对 疼 痛 积 极 预 期 的 被 试 即 时 体
验会好于消极预期的被试；预期信心主效应不显
著。预期效价和预期信心的交互作用显著，F (2,
110)=10.06，p <.001，η 2=.16。 简 单 主 效 应 表 明：
当预期信心较强时，对疼痛积极预期的被试的即
时体验感受会好于消极预期的被试，F （2, 110）
=16.78，p <=.001，η 2==.23；而当预期信心较弱时，
预期效价对实际体验未产生显著影响。

撒谎，每个分量表 12 个条目，均为是非题，该量表
的 α 系数为 .68（钱铭怡 , 武国城 , 朱荣春 , 2000）。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周
浩，龙立荣，2004），将所有变量放到一个探索性
因素分析中，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共产生
4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分别为 3.326, 2.972, 2.065
和 1.329， 解 释 的 百 分 比 分 别 为 22.17%，19.8%，
13.77% 和 8.86%，判定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实验流程：被试阅读描绘指压板的启动材料，
形成相应程度的疼痛预期，然后通过上述操作控制
被试的预期信心。通过操作检查确保启动效果，然
后被试报告目前的情绪。问卷填写完毕后，被试裸
脚以正常步速在指压板上走一个来回后。体验结束
之后，被试出声报告疼痛程度和难受程度。
３.２ 研究结果
操作检查结果：①有 7 名被试未准确回答“材
料中描述的是什么？”“大家体验如何”；②以预
期效价和预期信心为自变量，预期的疼痛强度为因
变量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预期效价主效应显著，
阅读消极描述材料的被试预期体验更疼痛，F （3,
114）=46.62，p <.001，预期信心主效应不显著，预

表 １ 不同条件下疼痛强度和难受程度知觉 Ｍ （ＳＤ ）

以疼痛强度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预期效价
的主效应显著，预期积极的被试，实际知觉疼痛更
轻，F （1, 111）=13.53，p <.001，η 2=.11；预期信心
主效应不显著，F （1, 111）=.11，p =740；预期信心
和预期强度的交互作用显著，F （1, 111）=16.75，

图 １ 预期信心和预期效价对疼痛知觉的影响

p <.001，η 2=.13。Bonferroni 简单主效应表明：预期
信心较强时，对疼痛积极预期的被试，实际知觉疼
痛更轻，F （1, 111）=28.96，p <.001，η 2=.21；而预
期信心较弱时时，预期效价对于疼痛知觉并未产生
显著影响，如图 1 所示。
实验 1 初步验证了假设，在预期效价影响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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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的过程中，预期信心起调节作用。预期信心较

17.87%，11.08%，8.17% 和 6.95%， 判 定 不 存 在 共

弱时，预期效价对体验的影响不显著，和假设不一致。

同方法偏差。

根据 DAT 理论，可能的原因是体验指压板的过程较

实验设计：采用 2*2 的组间设计，自变量为预

长，弱化了预期和实际体验的对比效果，使得预期

期效价（积极预期 vs. 消极预期）和预期信心（预

并不会影响即时体验。同时实验 1 的情景是新颖的，

期信心强 vs. 预期信心弱）；因变量为味道知觉、

大多被试未体验过。研究 2 采用饮料品尝情景，该

厌恶程度、舒服程度。控制变量为动机、口味偏好、

实验情景在日常生活中较为普遍和常见，并且体验

味道耐受性。

过程时间较短，同时实验情报扩展为味觉通道，以
增加研究的生态效度。

４ 实验 ２ 预期对味觉的作用
４.１ 研究方法
被试：117 名大学生，有效被试 100 名，男性 31 名，
女性 69 名，平均年龄 M =21.51 岁（SD =2.39 岁）。
实验材料：被试被告知是帮助某饮料公司进行

实验流程：被试阅读新品饮料的启动材料，形
成对口味的不同程度的预期，然后根据分组说明原
因或者回忆事件，形成不同强度的预期信心。完成
操作检查之后，被试报告自己此时的情绪状态。问
卷填写完毕后，被试品尝 5ml 特质饮料，随即报告
味道知觉和主观感受。
４.２ 研究结果
操作检查结果：①回答“材料中描述的饮料

市场调研。新品饮料实际是橙汁、醋和盐的混合饮料，

味道如何？用户反馈怎样？”，剔除回答错误的

为红褐色，无刺激气味。问卷材料如下：

17 人。②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对预期效价的操作

预期效价 通过不同的文字材料描绘饮料的口味
和他人的评价来启动被试的预期，积极预期组看到
的描述偏正性，消极预期组看到的描述则更负性，
正式实验前通过预实验针对启动材料有效性进行评
价，启动成功率达到 82%。
预期信心 高预期信心组的被试被要求说明形成
预期的 3 条理由；而低预期信心组的被试则需要描
述今天做过的 3 件事情。
情绪状态 采用正性负性情绪检验量表的中文版
（黄丽 , 杨廷忠，2003）。正性情绪的 α 系数为 .90，
负性情绪的 α 系数为 .88。
对预期的相信程度 采用 11 点量表用单条目评
估对于所作预期的相信程度（其中“0”代表完全没
把握，“10”代表完全相信）
动机：采用 11 点量表用单条目评估对于所作预
期的相信程度（其中“0”代表一点不期待，“10”
代表十分期待）
口味偏好、味道耐受性 均通过单条目 9 点 Likert
自编量表测量对果汁、刺激性味道的偏好和耐受性。
因变量 味道知觉、厌恶程度和主观感受均采用
单条目的 Likert 9 点量表进行测量对于饮料难喝程
度的评价、味道厌恶程度和主观难受程度。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单因素的方法检
验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表
明，共产生 5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分别为 4.03,
2.86, 1.77, 1.31 和 1.11，解释的百分比为 25.19%，

成 功， 以 预 期 味 道 为 因 变 量，F (3, 96)=158.30，

p <.001，η 2=.62，以预期难受程度为因变量，F (3,
96)=99.20，p <.001，η 2=.51，以预期厌恶程度为因
变量，F (3, 96)=100.70，p <.001，η 2=.51，阅读消极
材料的被试预期味道更难喝，预期体验更不舒服，
预期厌恶程度更高；③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不同组
间的预期信心无显著差异，F (3, 96)=.28，p =.596。
不同实验操作情境下的被试实际体验的味道知
觉、难受程度和厌恶程度如表 2 所示：饮料难喝程
度、难受程度和厌恶程度 3 个因变量互为显著正相
关，相关系数均大于 .8，共线性诊断表明容许度均
大于 .1，条件指数均小于 30，排除多元共线性；方
差齐性 Box’s M 检验值为 22.65，p =.262，同质性
较好；Levene’s 检验表明各水平间的误差变异相
等，因而选用多元方差分析数据。双因素方差分析
表明控制变量的组间差异均不显著，控制变量不会
影响实验结果，因而在多元方差分析时不作考虑。
实验结果表明预期效价和预期信心的交互作用显著，
F (3,94)=4.62，p =.005，η 2=.13。简单主效应表明：
当预期信心较强时，预期饮料好喝的被试实际体验
更 好，F (3, 94)=3.83，p =.012，η 2=.11； 而 当 预 期
信心较弱时，预期饮料难喝的被试实际体验更好，
F (3, 94)=2.87，p =.069，η 2=.08。
对味道知觉、难受程度和厌恶程度分别进行方
差分析。以味道知觉为因变量：预期效价和预期信
心的主效应均不显著；预期效价和预期强度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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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条件下的味道知觉、难受程度和厌恶程度 Ｍ （ＳＤ ）

作 用 显 著，F (3, 96)=10.56，p =.002，η 2=.1。 简 单
主效应表明：当预期信心较强时，预期饮料好喝的
被 试 知 觉 到 的 味 道 更 好，F (1, 96)=5.77，p =.018，

η 2=.06；而当预期信心较弱时，预期饮料难喝的
被 试 知 觉 到 的 味 道 更 好，F (1, 96)=4.81，p =.031，
η 2=.05。如图 2 所示

５ 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痛觉和味觉两种知觉情景，验证了
实验假设，预期确实会影响实际体验，预期信心在
该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当个体对预期产生强烈信
心时，个体的预期和体验保持一致，即预期结果越
积极，实际体验就会更好，与预期影响疼痛的研究
结果一致（Dannecker, Price, & Robinson 2003; Price,
2000）；而预期结果消极，那么实际体验就会更差；
而当个体对预期持有怀疑不相信时，预期和体验出
现不一致，即预期结果积极，那么实际体验反而更
差，而预期结果消极，那么实际体验则会变的更好，
与 DAT 理 论 的 相 关 研 究 结 果 一 致（Feather, 1969;
Johnson, 1986; Linder-Pelz, 1982; van Dijk, Zeelenberg,
& van der Pligt, 1999; Verinis, Brandsma, & Cofer,

图 ２ 预期信心和预期效价对味道知觉的影响

在难受程度的影响上，预期效价和预期信心的
主效应、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在厌恶程度上，预期
效价和预期强度的交互作用显著，F (3, 96)=5.92，

p =.017，η 2=.06。简单主效应分析表明：当预期信
心较弱时，预期饮料难喝的被试实际感受更好，
F (1, 96) =5.15，p =.026，η 2=.05；当预期信心较强时，
预期强度对饮料的体验并无影响，F (1, 96)=1.37，
p =.244。如下图 3 所示：

1968）。
研究发现预期信心的调节作用在不同感受通道
情境下具有跨情景一致性。在实验 1 中，因为体验
过程较长，预期和体验之间的间隔较长，所以预期
信心较弱时，预期积极的被试仅呈现出感受更好的
趋势；而在实验 2 中，喝饮料的过程很短，预期和
实际体验的间隔较短，实验结果与假设完全一致，
表明体验过程的时间长短也会影响实际体验。该结
果支持了 Ploghaus 的观点：预期信心较强时，对刺
激强度的预期会直接影响感受器感觉刺激的过程，
通过提前激活相关的感受脑区，唤醒身体的免疫机
制，降低感觉器官的感受灵敏度，使实际体验的脑
区活动和预期时保持一致（Ploghaus et al., 2003）。
本研究区分了感觉体验和结果知觉两种体验情
景，同时考虑了预期效价和预期信心，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通过考量预期信心的边界作用整合了前
人的研究，系统地回答了预期如何影响实际体验，

图 ３ 预期信心和预期效价对味道厌恶的影响

并探索了影响机制。通过测量比较知觉和主观感受，

实验 2 的结果验证了实验假设：在基于味觉感

发现预期效价和预期信心会影响身体的知觉感受，

受通道的体验情景下，预期信心会对预期效价和味

但不会影响有心理加工过程的主观感受。意识层面

道知觉的关系起调节作用，预期信心较强时，预期

的预期会影响生理层面的感受器知觉，从而影响实

的结果和实际体验保持一致；而预期信心较弱时，

际体验，间接证明了心理作用会影响身体的生理机

预期的结果和实际体验出现反转的效果。

能，为身心之间的关系补充了新的理论依据。在实

1440

心

理

际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预期信心能够调节预期效
价和实际体验的关系，通过合适的预期来提升体验
感受，从而提高我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减少应激事
件的不良影响。面对打针、吃药、噪音等负性体验时，
个体应缓优先进行积极的预期，并且不断强化自己
对于预期的信心，以此提升实际体验；若个体根据
经验，产生了消极的预期，那么通过减弱预期信心，
对于预期持怀疑态度，实际体验会更好。本研究明
晰了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可以通过调整预期提高实

科

学

Gilbert, D. T., Pinel, E. C., Wilson, T. D., Blumberg, S. J., & Wheatley, T. P. (1998).
Immune neglect: A source of durability bias in affective forecast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3), 617
Johnson, J. T. (1986). The knowledge of what might have been affective and
attributional consequences of near outco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2(1), 51-62.
Koyama, T., McHaffie, J. G., Laurienti, P. J., & Coghill, R. C. (2005).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pain: Where expectations become re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2(36),
12950-12955.
Lee, L., Frederick, S., & Ariely, D. (2006). Try it, you'll like it the influence

际体验，有助于个体经历更少的负性刺激，提高个

of expectation, consumption, and revelation on preferences for beer.

体的体验感受，
从而减少负性情绪，
提高生活满意度；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12), 1054-1058.

同时也为国家和心理咨询机构的灾后心理重建工程
提供了可行的建议。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在实验情景上，我们
主要考虑了味道和疼痛知觉，还有待于探究预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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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Expectation Strength and the Expectation
Confidence on the Unpleasant Perceptual Experience
Tang Wenjie, Hou Yubo
(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and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Expectation is an individual’s belief of future outcomes of forthcoming events. The intensity of belief is called expectation strength while
to what extent one believes these outcomes will come true is called expectation confidence. Previous researches mainly focused on how expectation
strength affects people’s sensation and perception. Nevertheless, previous researchers obtained different results. Our target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xpectation strength and confidence on immediate experience based upon sensory channels, thereby to answer the reason why expectation strength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outcomes in past researches. Ultimately, we give some useful advices about expectation to optimize their actual experiences
when encountering negative events. For this purpose, we conduct two experiments which start respectively from sense of touch and taste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expectation strength and expectation confidence have influence on actual pain and subjective feeling. In Experiment 1, we conduct a new
situation in which participants are asked to experience a hot product-shiatsu sheet which can generate pain feeling. We manipulate expectation strength
with different text description about shiatsu sheet and activate expectation confidence through asking participants to illustrate three reasons about their
expectations or describe 3 things they have done today. For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e measure participants’ pain perception and subjective feeling
through self-evaluation scale under controlling self-confidence, emotion state and personality trait. The main results show that expectation strength and
expectation confidence have interaction effect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F (2,110)=10.06, p <.001, η 2=.16. Participant with positive expectation have better
feeling while they have strong expectation confidence, F (2,110)=16.78, p <.001, η 2=.23. Meanwhile, expectation will not influence actual experience
when participants do not have confidence, F (2,110)=0.15, p =.858. Interestingly, for the pain perception, expectation strength and expectation
confidence have the same effect on actual experience, F (1,111)=13.53, p <.001, η 2=.11, but for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the two independent variables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F (1,111)=1.83, p =.179. In Experiment 2, we ask participants to taste some home-made drink and make evaluation.
Participants experience their feelings more immediately since they are more familiar with this scene, so they can easily compare actual experience with
expectation. The method of manipulating independent variables is the same with Experiment 1. For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 measure participant’s
taste perception, subjective feeling and aversion under controlling emotion.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2 are consistent with experimental hypothesis
that expectation strength and expectation confidence have interaction effect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F (3,94)=4.62, p =.005, η 2=.13. Participant with
positive expectation have better feeling when they have strong expectation confidence, F (3,94)=3.83, p =.012, η 2=.11. In the contrary, participant with
negative expectation have better feeling when they have weaker expectation confidence, F (3,94)=2.87, p =.069, η 2=.08. The findings are the same
with experimental 1, expectation strength and expectation confidence only influence taste perception without any effect on subjective feelings. In
conclusion, results suggest the expectation strength can impact individuals’ immediate experience in which expectation confidence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When people have strong expectation confidence, their actual experience is consistent with outcomes of expectation, that is, people with positive
expectations can experience better and vice versa; On the contrary, when expectation confidence is lacked, individuals’ actual experience is different
from the expectation, in other words, those who have negative expectation can experience better instead. These findings depict how expectation
influences perception and sensory.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he research not only reveals the mechanism that expectation strength and
confidence influence individuals’ immediate experience, 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bodymind relationship.
Key words expectation strength, expectation confidence, sensory channel, sensory exper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