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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思维、认知、情感皆受到不同

程度损害的慢性致残性重性精神障碍，主要起病于

青少年后期和成年早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认知

功能障碍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1，2]，几乎所有患

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损伤 [3]，主要表现在

注意力、记忆力、语言流畅性、执行功能和语言学习

等方面的损害。认知缺陷的出现通常早于疾病发作

之前，并在整个疾病病程中持续存在。现有研究认

为工作记忆损伤可能是大多数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

基础和重要表现，并且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最显著的

特征 [4]。因此，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可

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工作记忆的损害。

工作记忆在认知任务期间负责临时存储和同步

处理信息，是大脑贮存、保持和操纵信息的过程，是

日常计划和行动中认知和决策的关键组成部分 [5]，

与社会功能息息相关[6，7]。因此，工作记忆对于日常

生活的良好运行至关重要。工作记忆是决定患者生

活质量和日常功能的关键因素，可能比幻觉和妄想

等精神病性症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更为重要。工作

记忆损伤是患者日常和社会功能受损的基础，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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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工作记忆任务状态下的脑激活异常模式。方法：对61名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和89名健康对照者，进行n-back任务状态下的功能磁共振扫描，并比较两组在n-back任务状态下的脑激活差

异。结果：患者组的工作记忆任务成绩显著差于健康对照组。2-back任务时，完成该任务时患者组内侧前额叶上

回、后扣带回、前扣带回、中央前回、丘脑和额上回的激活程度显著升高；0-back任务时，两组的脑激活水平未发现

有显著性的差异。结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低负荷任务时（0-back）脑区激活正常，任务负荷加重时（2-back）患
者出现大脑激活异常增高，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完成更复杂的任务时，动用的大脑的资源更多还达不到正常人的

工作记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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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bnormal brain activation pattern in the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under working memory tasks. Methods: Sixty one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and eighty-nine healthy con⁃
trols were scanned with fMRI under the n-back tasks, and w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of brain activation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working memory performance of the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work task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at of the healthy control. Under the 2-back load，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dis⁃
played hyperactivation in the medi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 posterior cingulate, anterior cingulate, precentral gyrus, thala⁃
mus, and superior frontal gyrus; under the 0-back load, no significant brain activation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have normal activation pattern in the low- load
task (0-back), but abnormal brain activation pattern in higher-load task (2-back). It suggests that when patients with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complete more advanced tasks, the resources of the brain used are more required but still cannot
achieve the same normal level of the working memory performance as healthy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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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患者精神残疾的主要原因 [8]。因此，工作记忆

可能是改善精神分裂症功能预后的重要治疗目标。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工作记忆损伤

与脑功能的异常有关，前额叶是目前精神分裂症脑

影像研究发现异常最多的脑区之一，现在国内外研

究普遍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前额叶功能异常导

致其工作记忆受损，但是其功能异常的性质是增强

或减弱尚不清楚。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工

作记忆任务中存在前额叶激活降低，并认为“前额叶

激活降低”反映了认知功能障碍，而随后的研究提出

了一些异议，认为“额叶激活降低”也可能是行为学

表现差所致，也有研究发现前额叶激活正常或增加
[9-11]。目前有关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工作记忆任务

状态下的脑影像研究还较少。因此，本研究招募首

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健康对照，以n-back任务为工

作记忆任务的范式进行功能磁共振扫描，探讨首发

精神分裂症患者工作记忆任务状态下的脑激活异常

模式，并与任务表现和行为学特征如阳性、阴性症状

相关联，试图寻找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工作记忆损伤

的生物学标记，探索精神分裂症早期工作记忆损害

的神经病理机制。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患者组：61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自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科门诊和住院部。入组标准：（1）
年龄在18至45岁；（2）符合DSM-IV（精神疾病诊断

与统计手册）[12]中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3）
病程≤2年；（4）汉族；（5）受教育年限≥9年；（6）均为

右利手。排除标准：(1)有神经系统或躯体方面的疾

病以及精神发育迟滞；（2）电休克治疗史和任何其他

磁共振检查的禁忌症；（3）符合DSM-IV物质滥用和

物质依赖诊断标准，但不包括尼古丁使用史；（4）在

进行磁共振扫描前24h内服用了苯二氮卓类药物。

健康对照组：按就近匹配的原则，在长沙社区和

大学招募健康志愿者，入组89例健康对照。纳入和

排除标准与患者相同，除不符合任何精神障碍的

DSM-IV标准，并且他们的一级亲属没有任何精神

疾病史。本研究通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伦理委员

会的批准；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临床资料评估 对患者的诊断工具采用

DSM-IV-TR轴 I障碍临床定式检查（病人版）（即

SCID-I/P），对健康对照的筛选工具釆用 SCID-N/P

以排除轴 I障碍；采用家族史研究诊断标准（Family
History Research Diagnostic Criteria，FHRDC）以排除

一级亲属精神疾病家族史；利手评估釆用Annett左
右利手问卷 (AHPQ)；人口学基本资料包括年龄、性

别、受教育水平；采用中国版韦氏成人智力量表的常

识(Information)和数字符号测验（Digit symbol）评估

所有受试者智力水平；采用阳性症状量表（SAPS）[13]

和阴性症状量表（SANS）[14]分别对患者组最近一个

月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进行评估。记录患者的诊

断、病程、抗精神病药物使用情况及其氯丙嗪等效剂

量。扫描时所有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在接受抗

精神病药物治疗。

1.2.2 n-back任务状态下的 fMRI的实验范式 n-
back任务：在采集任务磁共振数据时，所有受试者

需要完成通过Eprime 2.0 软件设计和编辑的字母n-
back任务，n-back任务主要包括2个任务状态，分别

为 0-back和 2-back。0-back任务状态流程设定字

母“X”或者“x”为靶字母，靶字母出现时要求被试者

按右手反应手柄按键，否则按左手反应手柄按键。

2-back任务状态流程设定与前面间隔一位字母相

同的字母即为靶字母（如 p-m-d-M，M 即为靶字

母），要求被试者靶字母出现按右手反应手柄按键，

否则按左手反应手柄按键。采用区块（block）设计

的任务范式，每个区块包括2秒的任务指导语，40秒
的任务呈现；每个任务状态各包含4个区块，共8个
区块，8个区块随机出现。区块与区块之间有 20秒
的间隔，在屏幕上以“+”呈现，视为任务的基线状

态。字母任务在显示屏幕中央随机呈现单个大写或

小写字母，每个区块包含20个字母，其中有7个字母

为靶字母，每个字母呈现500毫秒，字母与字母之间

存在 1500毫秒的间隔。考虑到磁共振机器的匀场

效应，在任务态功能磁功能数据扫描时，任务开始前

有 4s的空白期，同样以“+”显示，结束后任务开始。

整个任务状态时间总共8分20秒。反应正确率及反

应时间同步在线纪录。

1.2.3 磁共振数据采集 采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影像科荷兰飞利浦公司3.0 T磁共振成像仪器，完

成所有受试者 fMRI图像采集，所有影像数据由1名
有经验的磁共振成像专业医师完成。扫描时受试者

仰卧，保持全身静止不动，处于放松状态，用配套的

泡沫垫限制头部的运动。使用梯度回波平面成像

（序列从轴状面扫描高分辨率的全脑功能像），扫描

参数：重复时间（repetition time，TR）=2000ms，回波

时间（echo time，TE）= 30ms，翻转角（flip angle，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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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层厚（slice thickness）=4mm，层间距为 0mm，层

数为36，共采集250个脑容积。

2 数据处理和分析

2.1 一般数据分析

使用 SPSS22.0软件包对一般统计资料及所有

量表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使用卡方

检验，计量资料使用 t 检验，结果用均数±标准差（χ±
s）表示。使用卡方检验比较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

及健康对照组间性别的差异，对两组受试者年龄、受

教育年限、中国版韦氏智力量表（包括韦氏-常识和

韦氏-数字符号）进行双样本 t 检验，以P<0.05认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统计患者组 SANS和 SAPS量

表评分。

2.2 MRI数据分析预处理及统计分析

MRI数据分析基于MATLAB 2016a（The Math⁃
Works Inc.Sherbon MA, USA）平台，以 SPM12软件包

（http:// www.fil.ion.ucl.ac.uk/spm）处理脑功能图像。

2.3 fMRI数据预处理

考虑匀场效应，即磁场达到稳态的时间，剔除前

两个时间点的图像；时间矫正（slice timing）：由于每

层获取的时点不同，对剩余 248时点的图像进行时

间矫正；头动校正（realign）：主要目的是减少头部运

动所产生的噪声对核磁信号的影响。头动参数的估

计包括X、Y、Z三个方向的平移以及围绕这三个方

向的旋转。各个方向平移均小于1mm，旋转均小于

1°的研究对象纳入进一步分析，剔除了 4名运动幅

度过大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3名健康对照者；

标准化（normalize）：由于受试者大脑形状及大小各

不相同，不具有可比性，为使其具有可比性，将所有

受试者的图像与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MNI）的

大脑标准模板进行标准化，以3*3*3mm3大小为体素

单元对数据进行重釆样；平滑（smoothing）：使用

6mm半高全宽 FWHM的高斯核函数对标准化后的

图像进行空间平滑，从而降低空间噪声，提高信噪

比，并减少空间标准化带来的误差。

2.4 fMRI数据统计分析

第一水平分析（the first level analysis），或称为

个体水平分析其目的在于对每个受试者进行逐像素

分析。使用一般线性模型用于模拟该任务中血氧水

平依赖性（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BOLD）信号

强度的时间依赖性变化。我们使用4个独立的回归

量和常数对每个参与者建立了BOLD时间进程。4
个独立的回归量指的是与血液动力学响应函数卷积

的 4个条件（即固定，基线状态，0-back和 2-back）。

将运动相关参数作为协变量来最小化对 fMRI信号

的非神经影响。基于 SPM12运行中的受限最大似

然法，使用加权最小二乘回归估计每个参与者的一

般线性模型GLM参数，为排除基线状态的干扰，计

算出每个受试者 2-back任务状态 vs.基线状态、0-
back任务状态vs.基线状态。

第二水平分析（the second level analysis），或称

为组间水平分析其目的在于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

在第一水平分析得出每个受试者（2-back任务状态

vs.基线状态、0-back任务状态 vs.基线状态）的基础

上，通过组间ANOVA分析，为完全排除年龄和性别

的影响，使用年龄、性别作为协变量，检测出首发精

神分裂症患者组及健康对照两组之间脑区激活的差

异。对于所有的 fMRI分析，统计参数图是在（P<
0.05和cluster size>20，FDR校正）的联合阈值下获得

的。

2.5 相关性分析

通过比较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

之间的 fMRI数据得到的显著差异区域被视为种子

点（ROI）进行进一步相关性分析。我们通过 Rest
（Forum of resting-state fMRI）软件分别提取每位受

试者ROI的BOLD信号。我们使用SPSS22.0软件进

行了ROI活动信号大小与工作记忆任务表现之间的

Pearson相关性分析。

3 结 果

3.1 人口学资料及临床特征

两组被试人口资料和临床特征见表1。两组被

试在年龄（t=0.027，P=0.971）、性别构成（χ2=0.113，
P=0.945）无统计学差异，教育年限（P<0.001）有统计

学差异。患者的韦氏成人智力测验一般常识分量表

（P<0.001）及数字符号分量表（P<0.001）成绩显著低

于健康对照。患者的 0-back和 2-back的反应正确

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P<0.001），而其正确反应时

间则显著长于健康对照组(P<0.001)。
3.2 功能磁共振数据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在 0-back任务下，首发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脑激活无显著差异。在 2-back任

务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在内侧额上回、后扣带

回、前扣带回、中央前回、丘脑、额上回、右侧辅助运

动区显著激活增加；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无显著

激活减少的脑区。见表2和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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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相关性分析

将功能磁共振数据分析得出的差异脑区内侧前

额叶上回、后扣带回、前扣带回、中央前回、丘脑、额

上回、右侧辅助运动区作为种子点，我们提取了两组

被试在 2-back任务时种子点的激活强度。进一步

分析了两组 2-back任务表现（正确率和反应时间）

与种子点信号强度、精神分裂症组临床症状（SANS
和 SAPS）与种子点信号强度的相关性。结果发现，

在 2-back 任务下，额上回与 2-back 正确率（r=-
0.215，P=0.016）、后扣带回与 2-back 正确率（r=-
0.267，P=0.003）、内侧前额叶上回与 2-back正确率

（r=-0.202，P=0.024）、前扣带回与 2-back 正确率

（r=-0.280，P=0.002）、中央前回与 2-back 正确率

（r=-0.227，P=0.011）存在负相关，丘脑与 2-back反

应时间（r=0.217，P=0.015）存在正相关。额上回与

SANS（r=0.277，P=0.041）存在正相关。

表2 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正常对

照组有显著脑激活差异的区域

注：SCH：精神分裂症；HC：健康对照

年龄（岁）

性别 (男/女)
受教育年限 (年)
病程(月)
氯丙嗪等效剂量（mg）
常识

数字符号

0-back accuracy
0-back reaction time（ms）
2-back accuracy
2-back reaction time（ms）
SANS
SAPS

SCH组(n = 57)
22.77±5.59

27/30
12.27±2.17
8.41±6.24

286.11±244.06
15.18±4.61
62.32±13.35
0.78±0.26

574.48±148.75
0.51±0.25

691.52±187.30
39.57±27.32
21.38±15.57

HC组(n = 86）
22.93±4.28

41/45
14.19±2.06

-
-

20.87±4.65
90.63±12.68
0.92±0.12

482.33±88.85
0.73±0.18

649.90±140.54
-
-

t/χ2

-0.029
0.113

-12.954
-
-

-12.025
-71.75
-8.08
10.879

-16.138
4.804
-
-

P
0.971
0.945

<0.001
-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
-

表1 患者组与对照组的一般资料

注：缩写：SCH：精神分裂症；HC：健康对照；n：统计样本；SANS：精神病性阴性症状量表；SAPS：精神病性阳性症状量表。

图1 在2-back vs. rest的任务状态下，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正常对照组有显著脑激活差异的区域

比较

2-back vs. rest
SCH>HC

HC>SCH
0-back vs. rest
SCH>HC
HC>SCH

脑区

内侧前额叶上回

后扣带回

前扣带回

中央前回

丘脑

额上回

右侧辅助运动区

-
-
-
-

MNI坐标

X Y Z

-3 56 23
3 -49 23

-3 44 2
42 -25 56
15 -25 5

-12 23 53
6 -22 59

-
-
-
-

簇大小

37
123
47
139
26
67
35
-
-
-
-

t值

4.00
5.20
3.41
4.86
3.73
4.73
4.6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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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次采用 n-back任务探讨首发精神分

裂症患者工作记忆任务状态下的脑功能异常激活模

式。行为学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工作记忆任务表现显著差于健康对照组，反应

时间更长且反应正确率更低；且随工作记忆任务负

荷增加，其工作记忆任务表现越差。这表明精神分

裂症患者在发病早期工作记忆较正常人相比就已经

出现了损伤 [15]。影像学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 0-
back任务时，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相

比并未发现有差异的脑区。随着任务负荷加重，在

2-back任务时与健康对照组相比，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组出现了内侧前额叶上回、后扣带回、前扣带

回、中央前回、丘脑、额上回、右侧辅助运动区这些脑

区的激活增强。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异常脑区

的信号强度与任务表现2-back正确率呈负相关，与

2-back反应时间呈正相关，与SANS量表评分呈正相

关。

本研究发现在给予低负荷任务时，首发精神分

裂症患者组未发现脑区的异常激活；而在给予高负

荷任务时，患者组出现前额叶等脑区激活增加，这些

脑区功能出现失代偿，致使其不能对相关信息进行

有效加工，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需要调用更多

的脑资源来完成更高难度的任务。相关性分析表明

这些脑区的激活程度与患者组的临床症状和任务表

现存在相关性，任务表现越差，激活程度越高；临床

症状越重，激活程度越高。内侧前额叶上回、后扣带

回是默认网络的重要位点 [16，17]，默认网络（DMN）是

指在休息期间比在参与目标导向任务期间具有更大

激活的大脑区域 [18，19]，这些大脑区域在静息状态显

示了特征性的高代谢，在执行认知任务时被抑制而

表现为负激活，默认网络相当于任务负激活脑区。

健康对照组在工作记忆任务期间表现出与默认网络

典型的任务相关性抑制；患者组可能对默认网络的

任务相关抑制作用降低，从而表现出默认网络的过

度激活。默认网络过度激活的程度与认知表现和临

床症状存在相关性，这些相关性表明默认网络的过

度激活可能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和认知功

能中起重要作用 [20]。前扣带回是注意模式环路的一

部分，主要负责信息的监控，前扣带回信息监控加工

功能异常，患者出现错误愈多[21]。丘脑是与皮层紧

密连接的脑结构，是运动和感官信息的中继站，以及

皮层-皮层沟通的中间者，在整合神经元信息中起

关键作用，丘脑功能异常可能会导致精神分裂症的

认知功能障碍[22]。本研究在运动皮层中央前回及右

侧辅助运动区中识别出的脑活动变化，可能反映了

工作记忆任务下，与运动反应相关的信息加工过程

的差异，可能与被试者的敏捷度有关。

目前精神分裂症脑影像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前额叶功能异常[23]，并可能与其工作记忆缺陷

有关，但是其功能异常的性质是增强或减弱尚存在

争议。既往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前额叶激

活降低[24]；也有些研究表明患者前额叶激活程度升

高 [25，26]，且与工作记忆任务执行情况呈正相关 [27，28]。

本项研究发现患者默认网络激活程度升高，且激活

程度与任务表现呈负相关，与临床症状呈正相关。

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前额叶的位点、任务难度、操

作成绩、患者本身的异质性和混杂因素如头动有

关。以往的研究和我们的研究发现认为，精神分裂

症患者存在默认网络脑功能的异常，本研究还进一

步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发病早期就已经出现这些

异常，这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认知功能损害

的神经影像标记，可能成为将来改善精神分裂症患

者认知功能从而改善社会功能[29]的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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