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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之间的结构连接是脑功能网络连接的生

理条件。现有研究已经证实：大脑皮层内的神经元

连接一部分是局部的，通常连接范围在几百毫米以

内，连接着同一皮层区域的神经元；而另外一部分连

接则相对较远，连接了不同皮层区域的神经元，从而

形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脑结构网络 [1，2]。大脑功能

网络是对大脑结构网络之上的神经元、神经元集群

或脑区之间动态活动交互整合的直观描述。自

2000年 Stephan等 [3]利用侵入式神经元示踪法发现

猴子的脑功能网络拓扑满足“小世界”特性以来，应

用复杂网络理论研究脑功能网络已成为脑功能网络

领域的一个热点。2005年，Salvador等[4]首次基于脑

区水平构建了静息态下正常被试的大脑功能网络，

发现这些正常人群的脑网络展现出“小世界”特性，

并具有较高的网络效率和稳定的拓扑结构。

EguãLuz等 [5]利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数据构建了基

于体素水平的大脑功能网络，发现该网络度分布服

从幂律分布，具有无标度属性。这些研究成果促进

了复杂网络理论对人脑功能网络方面的研究。随着

研究的逐渐深入，研究人员开始将复杂网络理论应

用于研究患有癫痫 [6]、精神分裂症 [7，8]、抑郁症 [9]等脑

疾病患者的脑功能网络，并且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癫痫发病机制是由于大脑皮层神经元兴奋性异

常，过度放电造成的暂时性大脑功能紊乱。其中

JME是一种常见的特发性全身性癫痫综合征，以肌

阵挛发作为突出临床表现。JME临床若治疗不合

理，极易造成难治性癫痫，因此对其发病机制的研究

极为重要。在临床诊断中，JME的诊断主要依靠脑

电图，但 JME患者常常不具备典型的脑电图改变，

因而众多研究人员开始聚焦于 JME患者脑功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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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方面的研究工作，试图为 JME的临床诊断提供新

的参考依据。如任国政等[10]采用镜像同伦连接技术

观察 JME患者两侧大脑半球间静息态功能连接情

况，发现 JME患者静息态下基底核-丘脑-皮层环路

中多个脑区间功能连接异常。Jiang等[11]通过静息态

fMRI研究发现 JME双侧丘脑及与运动功能相关的

皮层区域的局域一致性明显增高。这些研究成果虽

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 JME患者较正常人脑功能网

络发生了脑功能网络异常，让我们可以借助这些研

究结果来对 JME进行更精确的诊断，但关于究竟哪

些脑区的异常会导致 JME患者脑功能网络紊乱还

少有涉及。因此本研究试图在当前研究基础上，通

过引入复杂网络理论及相继故障理论来探究 JME
患者脑功能网络紊乱的动态过程，帮助我们寻找导

致 JME患者脑功能网络紊乱的核心脑区。

本研究采用CLM[12]来研究正常人大脑脑区如果

发生异常（在CLM模型下，某脑区异常即为攻击该

脑区节点，表现为在脑网络中移除该脑区节点），是

否会出现与 JME患者脑功能紊乱相似的状况。首

先根据大脑网络组谱图 [13]将大脑分割成 246个脑

区，以这些脑区作为节点，再分别计算各脑区之间的

皮尔森线性相关系数来定义边，从而构建静息态脑

功能网络。接着设定容量系数，赋予每个脑区正常

处理负载的能力。最后利用VBM获取 JME患者组

与正常对照组的差异脑区，即异常脑区，将异常脑区

作为核心节点进行攻击。

1 材料与方法

1.1 图像数据采集

本研究被试数据来自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采集

数据包括有20例（男13例，女7例，年龄8-40岁，平

均年龄 18.8岁，癫痫平均持续 4.03年）JME患者的

fMRI和 3DT1图像以及 20例（男 11例，女 9例，年龄

10-34岁，平均年龄 19.4岁）正常志愿者的 fMRI和
3DT1图像。两组受试者均为右利手。两组年龄、利

手、性别无显著性差异（P>0.05）。所有患者均根据

2001 年国际抗癫痫联盟发布的诊断标准诊断为

JME，常规MRI检查未见结构异常，发作期脑电图显

示 4~6Hz广泛性多棘慢波或棘慢复合波，均未接收

过正规治疗。正常志愿者通过广告招募，在扫描前

排除急性身体疾病、药物滥用或依赖、有颅脑损伤导

致意识丧失的病史以及神经或精神障碍者。本次研

究内容及研究目的均告知被试，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所有数据均由 Simens Verio 3.0T MR扫描仪采

集完成。其中 fMRI数据采用梯度回波-平面回波成

像(gradient echo-echo planar imaging, GRE-EPI)序列

进行采集。具体参数：重复时间（TR）=2000ms，回波

时间（TE）=30ms，层厚（slice thickness）=4.0mm，层间

距 (gap) =0.40mm，层数 =33 层，视野范围（FOV）=
240mm*240mm，matrix=64*64，旋转角度 (FA)=90°，
共采集200个时间点。T1加权像通过三维磁化准备

快速梯度回波序列（3DMP-RAGE）采集。具体参

数：重复时间（TR）=1900ms，回波时间（TE）=30ms，
层厚（slice thickness）=0.9mm，视野范围（FOV）=
256mm*230mm，matrix=256*256，旋 转 角 度 (FA) =
90°。数据采集均要求受试者平卧、头部固定、闭眼，

塞耳，尽量不做特定性思维。

1.2 fMRI数据预处理

所有 fMRI数据的预处理均使用基于matlab平

台下的DPARSF软件进行处理，具体包括：DICOM
数据的格式转换、去除前10个时间点、层间校正、头

动校正（平动1mm, 旋转1度）、空间标准化、平滑、去

线性漂移、低频滤波、去除协变量。

1.3 VBM分析

3DT1图像采用matlab平台下的 SPM软件及嵌

入到SPM软件里的VBM8工具箱进行预处理及统计

分析。主要步骤如下：首先对 40名被试的EPI图像

进行时间矫正和头动矫正，排除头动大于 0.5mm的

EPI图像；其次将矫正后的图像进行空间标准化，使

其与标准模板对齐，消除大脑的个体差异；再根据脑

组织（灰质、白质、脑脊液）的先验模板，对标准化的

图像进行解剖分割，得到灰质、白质、脑脊液；对分割

后的图像进行调制，本研究是为了分析癫痫患者脑

灰质体积的变化，因而在此对分割后的灰质图像进

行调制，使其能够真实地反映灰质体积；然后将得到

的灰质图像使用半高宽（Full Width Half Maximum,
FWHM）4毫米的高斯核进行平滑使其图像的信噪

比提高且服从正态分布；最后采用双样本 t检验检

测 JME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大脑结构中灰质体积

的组间差异。

灰质由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和毛细血管组成，

是中枢神经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早有研究

通过VBM方法发现 JME患者额中回灰质密度和厚

度发生了变化 [14]。Lin等 [15]研究也发现 JME患者的

辅助运动区灰质体积有所减小。因此，我们有理由

认为 JME患者大脑功能网络的异常可能是与部分

脑区灰质萎缩有关。因而为了探究这些萎缩脑区是

否与癫痫患者脑功能网络紊乱有关，我们基于V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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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选择灰质萎缩严重脑区作为攻击的核心节点，

再基于CLM，利用计算机模拟攻击这些脑功能网络

的核心节点，观察脑功能网络的变化情况。

1.4 网络构建

根据人类脑网络组谱图将大脑按结构分成246
个感兴趣区，提取每个感兴趣区预处理之后的时间

序列信号。计算任意两个感兴趣区之间时间序列的

皮尔森线性相关系数建立边，构建脑功能网络。皮

尔森相关系数公式如下：

其中 xn表示为脑区第n层的时间序列，x表示为

脑区所有扫描层的均值，yn与y表示为另一个脑区的

时间序列和均值。当相关系数 r（xn，yn）大于某个给

定的阈值 T时则认为 xn和 yn之间存在功能连接，即

两者之间有边相连。通过这个过程即可以建立大脑

功能网络。

1.5 相继故障模型研究

当网络中一个或者几个节点（边）发生故障时，

会导致节点（边）按照一定的策略将自己的负载传递

给邻居节点（边），继而引发网络负载重新分配，而负

载的重新分配又会使得某些节点（边）上的负载超过

其负载容量而失效，这种通过节点（边）间的耦合关

系从而引发其他节点（边）发生故障，并蔓延开来引

起连锁效应，最终导致相当一部分节点（边）甚至整

个网络崩溃的现象被称为相继故障。本文采用

CLM模型来模拟人脑在受到攻击时的演化过程，主

要考虑到CLM模型是一种同时考虑节点与边的混

合动态模型，这与我们在分析脑网络时要同时考虑

脑区与脑区间神经元连接相一致。在CLM模型中，

网络节点过载时，并不会直接删除节点以及与节点

相连的边，而是通过降低与该节点相连边的传输效

率，使得网络中负载重新分配，表现为经过该点的信

息会通过选择其它替代传输路径进行信息传输。这

些网络特性也与实际脑网络较为相似。该模型具体

来说，假设网络为无向加权图G，并且网络中任意两

点之间的信息传输总是沿着最短的路径，即效率最

优的路径来传输，其中节点 i与 j之间的边用效率 eij
(t)来表示，即节点之间最短路径长度Lij的倒数（当 i
与 j之间不存在路径时，最短路径长度 Lij的倒数为

0）来表示，代表着 t时刻节点 i与 j之间的传输效率，

其公式为：εij=1/dij。在构建模型时，需要解决三个基

本的问题：节点（边）上初始负载的定义、节点（边）发

生故障后负载重新分配的动力学过程、节点（边）容

量的定义。在CLM模型中，定义Li(t)表示 t时刻节点

i的负载，表示为 t时刻经过节点 i距离最短路径的条

数，当 t为0时，即为初始负载Li(0)。Ci为节点 i的容

量，其公式为： ，其中 a代表容量系

数，表示节点处理负载的能力。当攻击某一节点时

（在此模型中，表现为移除该节点），必然会改变节点

之间最短路径，从而导致负载重新分配。节点负载

的重新分配，可能又会导致其他节点过载，继而引起

新一轮的负荷重新分配，循环往复，导致相继故障的

发生。在此模型中，当节点过载时，通过降低与之相

连的边的传输效率，使得分配到该点的负载逐渐降

低，当负荷小于容量时，节点再次正常工作。t时刻

节点间效率迭代公式为：

为了更好的探讨攻击网络上的节点引发相继故

障所造成的后果，该模型用网络的效率来评价故障

后的网络性能。考虑到脑网络受到攻击时，其拓扑

结构发生变化，而全局效率与局部效率对网络的拓

扑结构具有重要描述意义，因此在此引入全局效率

和局部效率来衡量网络的情况。全局效率定义为：

，局部效率定义为： ，

其中，N表示网络节点数，E(Gi)表示第 i个节点的局

部效率。E(Gi)定义为：第 i个节点的所有邻居节点间

的效率均值。因此，整个网络的局部效率为N个节

点局部效率的均值。

2 结 果

利用皮尔森相关方法计算得到两组每一个体任

意两个感兴趣区之间的相关系数，对两组数据分别

取平均值，以避免个体差异对实验产生影响。在构

建脑网络时，阈值Tm的设定必须满足网络平均度<
k>大于网络节点N的自然对数的两倍，网络密度在

10%~50%之间且不存在孤立节点[16]，因此本实验选

取Tm=0.3，在此阈值下正常对照组网络平均度<k>=
27.1057，网络密度为 22.1271%，癫痫患者组网络平

均度<k>=22.5366，网络密度为 18.3972%，两组网络

平均度均大于2ln246且不存在孤立节点，满足网络

构建条件，从而构建出大脑功能连接网络。不同阈

值下，网络度分布如图1所示。

对癫痫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两组的结构像采用

双样本 t检验，结构态与功能态采用相同的脑谱图，

用以保证脑区与功能网络节点一一对应。癫痫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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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正常对照组大脑灰质体积的差异结果如图2所
示。彩色条取值范围在-10到 10之间，显示的是组

间的差异性水平，其中冷色表示大脑灰质萎缩脑

区。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JME组大脑灰质

体积显示萎缩的脑区主要有：颞叶（颞中回，颞上

回）、顶叶（顶下小叶尾区，中央前回，中央后回）、额

叶（额中回，额下回）、梭状回、枕叶以及角回等脑

区。（FDR-corrected P<0.05）。

注：横轴Tm表示阈值，纵轴<k>表示网络平均度

图1 网络度分布随阈值变化曲线

图2 癫痫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大脑灰质体积的组间差异

研究中我们通过对正常对照组右侧顶下小叶尾

区进行攻击，脑区位置如图3所示，发现受攻击的正

常对照组脑网络的局部效率与全局效率逼近于 JME
患者脑网络的局部效率与全局效率，攻击结果如图

4所示。

图3 右侧顶下小叶尾区脑区位置示意图

图4 不同容量系数下攻击结果变化趋势图

由于我们无法确定真实脑功能网络节点的容量

系数，为此我们容量系数a取值范围选在1.0~1.85之
间（容量系数必须a>=1.0, 当a=1.0时，表明该网络中

各节点仅能正常处理接受到的信息）。在容量系数

较小情况下，此时网络较为不稳定，一旦遭遇攻击，

节点极易过载，但随着网络容量系数的增加，当容量

系数过大时，网络又不会发生相继故障，在本研究

中，当a>1.85时，该网络不再发生相继故障。在实际

的脑网络中，容量系数介于两者之间。从图 4中我

们发现，在不同容量系数攻击下，脑功能网络中的局

部效率始终保持着近似的稳定状态，表现出较好的

容错性。但全局效率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显现出

明显的脑网络紊乱状况，最终无论是局部效率还是

全局效率均在接近于 JME患者脑网络效率时趋于

稳定。

在网络中，由于网络的核心节点到达网络其它

节点的平均最短路径较小，使得它可以方便快捷地

和其它节点联系，一旦核心节点崩溃，将会带来不可

预见的严重后果。由此我们推测右侧顶下小叶尾区

可能是癫痫患者脑网络中的一个核心脑区，如果此

处发生异常，则极易导致整个脑功能网络的紊乱。

3 讨 论

VBM方法是一种基于体素的并且针对脑组织

结构的形态学测量方法，它通过计算灰质、白质的变

化来分析脑结构的特性和脑组织成分的差异，可以

精确的分析出大脑的神经解剖变化。因此本研究采

用VBM分析获取异常脑区作为待攻击的核心节点，

保证了所选取的攻击节点与 JME本身有密切的关

系。结果显示，大脑颞叶、顶叶、额叶和枕叶等脑区

大脑灰质体积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萎缩。由于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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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区处于额叶、枕叶和颞叶脑区之间，与三者以中央

沟和顶枕沟作为分界线，这也导致如果顶叶发生了

异常，则很有可能会影响到额叶、枕叶和颞叶脑区，

继而导致这些脑区接连发生功能上的异常。值得注

意的是，有学者在对不同部位的脑外伤后癫痫病研

究中发现顶叶脑外伤最容易继发癫痫，并且易于向

其他脑区传导[17]，其表现为与其他脑区相比，顶叶异

常放电更容易传导至其他脑区[18]。CLM作为一种可

以同时考虑脑区和脑区间信息传输作用的动态连锁

故障模型，因而非常适合用于研究顶叶脑区异常对

大脑功能网络的影响。因此本文结合VBM方法以

及顶叶脑区的特点获取待攻击脑区，基于CLM模拟

脑区异常后的动态演变过程，发现右侧顶下小叶尾

区如果发生异常，会导致周围相关脑区发生异常，继

而导致整个大脑功能网络的紊乱。

在以往研究中，因 JME患者脑电图异常多发生

在双侧额叶区域，因此研究人员普遍认为 JME患者

脑功能紊乱是由于额叶病变所致。本研究在此提出

了另外一种可能，即导致 JME患者脑功能网络紊乱

的部分原因在于多种原因导致的右侧顶下小叶尾区

发生异常，继而影响到其它脑区所致。本文在基于

VBM分析时，不仅发现了顶叶脑区灰质体积有所萎

缩，同时也发现额叶、枕叶和颞叶发生了同样的萎

缩。因此我们推测顶叶周围的脑区灰质体积的萎缩

可能是由于受到顶叶脑区异常放电造成的损伤所

致，而受到影响的脑区可能也是核心脑区，继而将这

一影响不断扩大，最终导致整个脑功能网络的紊

乱。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右侧顶下小叶尾区

可能就是导致整个脑功能网络紊乱的核心脑区之

一，并且它确实存在着与脑区中其它核心脑区密切

联系的可能。

本研究的结果也与 Greicius等[19]的研究结果存

在关联，其在对正常人脑 fMRI功能连接分析时发

现，前额叶中内侧部、后扣带回、腹侧前扣带回等区

域与顶下小叶区域的静息态血氧水平依赖信号具有

高度的时间一致性。而这些脑区都是默认网络的重

要组成部分，那么如果其中部分脑区受损，既会影响

各脑区的正常功能，同时也会影响到连接脑区与脑

区间神经元，导致脑区与脑区间功能协作上的异常，

继而造成大脑功能网络异常紊乱。根据本文研究结

果，右侧顶下小叶尾区发生异常时，确实会导致正常

人大脑功能网络发生紊乱，并且结果与 JME患者脑

功能网络紊乱情况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因此在临床

中，应该重点提防发生在该脑区的病变和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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