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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与神经发育有关的精神疾

病，主要临床症状为阳性症状、阴性症状、不协调的

表现和认知症状。在既往的研究中已经证实，精神

分裂症患者存在额叶和颞叶脑结构 [1，2]和功能 [3，4]的

异常。从功能上来说，额叶和颞叶是人脑中产生语

言的关键脑区，因而，这两个脑区的异常也被认为可

能参与了精神分裂症中与语言理解相关的精神症状

的形成，尤其是与幻听和不协调的表现的关系。从

人类大脑发育成熟的过程来看，额叶和颞叶是人脑

发育成熟较晚的两个脑区，在精神分裂症发病高峰

期（18-25岁）这个阶段，这两个脑区仍处在发育成

熟的动态过程中 [5]，其发育过程明显受到早期的应

激的环境因素与精神分裂症危险基因的交互作用
[6]。根据精神分裂症的神经发育障碍假说，精神分

裂症是由于神经发育异常干扰了某神经通路或神经

调节的加工过程，从而导致精神症状的产生 [7]。考

虑到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其健康同胞有着相近的遗传

学背景和相似的早期生活经历，通过对比他们与普

通人群的额叶和颞叶的脑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将有

可能加深我们对精神分裂症发病轨迹上重要的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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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功能连接异常，为阐明额叶和颞叶在精神分裂症遗传易感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提供新的证据。方法：研究入组

SCZ、SIB，以及健康对照各27例。以既往研究所发现的静息态下SCZ及其SIB均有的局部脑功能活动异常的颞环路

上的两个脑区为功能连接分析的感兴趣区，计算并比较各组的感兴趣区与全脑的脑区的功能连接强度的差异。结

果：SCZ与其SIB都存在左侧颞中回与对侧额叶亚区（右侧眶额回和右侧额上回）、同侧颞叶其他亚区（左侧颞下回）

的功能连接下降；以及左侧眶额回与对侧颞叶亚区（右侧颞中回）的功能连接下降。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精神分裂

症的遗传易感性可能不仅与额颞环路上的局部脑区功能活动异常有关，而且还与其对侧额颞通路的脑区间功能整

合障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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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现的病理生理特点的认识，并为早期防治提出

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

在脑结构影像方面，已有的大多数研究都发现，

精神分裂症及其健康同胞存在额叶和颞叶脑区的结

构异常，而且这些一致的结果体现在脑灰质[8，9]和脑

白质 [10-12]的异常上。但是，依然有极少数研究报告

了阴性结果[13]。更值得一提的是，Moran等人[14]综述

多个精神分裂症健康同胞对的研究结果，推测额叶

和颞叶的脑结构异常可能是一个与年龄相关的遗传

内表型，成年期发病的患者的健康同胞中额叶和颞

叶的正常脑结构结果可能是其大脑代偿保护性相关

的可塑性改变。研究者还指出，更敏感的功能磁共

振技术是未来探索健康同胞中额叶、颞叶脑区功能

的改变与精神分裂症病理特点以及代偿性保护机制

的关系的重要方法。

在功能影像方面，大量的任务态磁共振数据表

明，精神分裂症及其健康同胞的额叶、颞叶脑区的脑

功能活动或连接异常参与了多种认知功能异常，包

括：心智理论[15]、工作记忆[16]、情景记忆[17]、认知控制
[18]。然而，在这些任务态研究中由于实验范式以及

实验任务的难易程度不一对实验结果所造成的干

扰，使得结果的解释受到一定的限制。静息态磁共

振技术似乎更适合研究患者及其健康同胞与病理生

理特点相关的静息态局部特定脑区脑功能活动以及

与其他脑区的功能整合的模式。既往的静息态磁共

振研究在多个独立的样本中发现，精神分裂症与其

健康同胞中都存在额叶、颞叶与其脑区间的功能整

合异常 [19，20]，这些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存在额叶、

颞叶与其脑区间的功能整合异常，只是到目前为止，

既往的研究并没有揭示精神分裂症中较为一致的额

颞叶脑功能整合的异常，不同的研究所报道的额颞

叶脑功能连接的异常形式并不一致，而且不全是阳

性发现，还存在阴性的结果。这可能与额叶和颞叶

所包含的亚区较为广泛有关。因而对额叶和颞叶中

异常的局部特定亚区的功能活动异常特点以及这些

特定脑区与其它额叶、颞叶的子脑区的功能整合的

研究也显得非常必要。

此外，既往研究利用功能连接分析探索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脑区功能整合仅仅提供了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某一个或多个神经回路间的功能连接异常，并

未明确这些脑区神经环路中哪一个确定的脑区出现

了问题，仍然不清楚这些神经回路中的哪个脑区的

异常更为显著。根据我们既往的研究结果，在精神

分裂症及其健康同胞都享有局部特定脑区的异常活

动模式，即脑功能活动的增高及同步协调性下降，这

些脑区是左侧眶额回和左侧颞中回，分别属于额叶

和颞叶的亚区。既然在我们之前的研究中通过在全

脑范围内进行局部自发活动的分析发现精神分裂症

及其健康同胞存在额叶和颞叶的局部特定脑区的异

常脑功能活动模式，考虑到精神分裂症是与多个脑

区的功能整合障碍有关的疾病，我们试图采用既往

研究所发现的局部脑功能活动异常的额叶和颞叶亚

区（左侧颞中回和左侧眶额回）作为感兴趣区[21]，进

行点对全脑的功能连接分析方法比较精神分裂症及

其健康同胞这些局部特定种子脑区与其他脑区的功

能整合模式，以探索这些存在于精神分裂症及其健

康同胞中的局部脑功能活动异常的额叶和颞叶亚区

是否也同时存在与其他脑区间的功能连接异常，进

一步阐明额叶和颞叶在精神分裂症遗传易感性方面

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包括27例精神分裂症患者、27例健康同

胞以及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匹配的 27例健康对

照。实验前向所有研究对象详细告知实验目的、方

法以及可能的不适和风险，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

究经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1.1 精神分裂症患者（schizophrenic patients, SCZ）
所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均为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精神科2010年9月至2013年9月的门诊和住院患

者。入组标准为：①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

手册（第四版，DSM-Ⅳ）轴Ⅰ障碍临床定式检查（病

人版）(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Pa⁃
tient version, SCID-I/P)[22]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②每

位患者至少有一位未患病的同胞，为同父同母的兄

弟姐妹。③年龄在18～45岁，病程<5年；④汉族，右

利手；⑤无神经系统疾病史或重大躯体疾病史；⑥无

酒精或药物滥用或依赖史；⑦无电休克治疗史；⑧影

像学检查前 6小时之内未使用任何药物；⑨无磁共

振检查禁忌，且磁共振检查未发现脑结构异常；⑩理

解研究的内容，同意参加并能够完成整个实验，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平均病程为

18.32±15.84月，其中23例病程小于2年，3例病人病

程小于 3年，1例病人病程小于 5年，均为早期发

病。有 15例未服药患者，6例正在使用维思通（2-
5mg），1 例 氯 氮 平（200mg），3 例 喹 硫 平（400-
600mg），2例舒必利（100-300mg）。
1.1.2 健康同胞（healthy siblings, SIB） 所有的健

康同胞均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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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不符合DSM-Ⅳ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外，健康

同胞的入组标准同精神分裂症患者。所有的健康同

胞均使用SCID-NP以排除轴Ⅰ障碍。

1.1.3 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 HC） 本研究共

收集到27例健康对照，都是通过公开招募后自愿入

组，均来自长沙及周边社区。除符合以上③④⑤⑥
⑦⑧⑨⑩入组标准外，所有健康对照均无精神疾病

史，无神经精神疾病史或家族史，未经历过重大精神

创伤，无严重躯体疾病史，无药物滥用史，其一级亲

属无精神病史。所有的健康对照均使用 SCID-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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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亲属精神病家族史。

1.2 研究方法

1.2.1 功能磁共振检查方法 扫描设备和参数：功

能磁共振图像数据采集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放射

科磁共振室完成。使用美国通用电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GE ) Signa Twinspeed 1.5T双梯度磁共振成

像系统(General Electric, Fairfield, Connecticut, USA)，
在标准的头线圈内完成扫描。扫描时不添加任何认

知任务，受试者仰卧，保持全身不动，闭上眼睛，尽量

不要去思考任何特定的人或事，用配套的耳塞隔离

环境噪声，用泡沫垫限制头部的运动。所有研究对

象均首先完成轴位T1结构像扫描，扫描参数：重复

时间（repeat time，TR）1924 毫秒，回波时间 (echo
time，TE)7.5毫秒，反转时间 (inverse time，TI)750毫

秒，共 20层，视野 24×24厘米，矩阵 256×256，层厚 5
毫米，层距 1毫米。采用平面回波成像（echo planar
imaging，EPI）序列在T1像相同平面扫描静息状态功

能成像。扫描参数：TR为2000毫秒，TE为40毫秒，

90度翻转角，共20层，视野24×24厘米，矩阵64×64，
层厚5毫米，层距1毫米，扫描时间共6分钟。

功能磁共振图像数据预处理和分析：基于SPM8
和MATLAB 7.8进行图像数据的预处理及统计学分

析。具体步骤如下：1）剔除每个受试者前10个时间

点的图像，剩余 170副图像进行后面的预处理和分

析。2）时间校正（slice timing）：校正由于每个层面

（slice）获取时间不同而造成的时间差。3）头动校正

（realign）：首先估计每一个被试的头动参数，主要包

括 x、y、z三个方向的平移距离，以及围绕这三个方

向的旋转位相。各个方向平移均小于 1.5mm，旋转

均小于1.5度的受试最后进入统计分析。对进入后

续分析的三组被试的头动程度量化进行独立样本 t
比较，三组两两比较后均显示病人组、同胞组及正常

对照组均无显著差异性（P>0.05）。4）标准化（nor⁃

malize）：在SPM8的标准EPI模板上对所有受试者的

fMRI图像进行标准化，并以 3×3×3mm3大小为单位

体素对图像数据进行重采样。5）空间平滑(spatial
smoothing)：采用 8×8×8mm3FWHM高斯核像进行平

滑。6）滤波(filtering)：使用REST软件对每个体素的

时间序列进行带通滤波，带限范围为 [0.01-0.08
Hz]。7）使用线性回归方法剔除头动对信号带来的

影响，包括三个方向的平移和三个方向的旋转，并剔

除脑灰质、脑白质和脑脊液及全脑均值信号的波动。

基于我们之前采用局部一致性和低频振幅的局

部脑功能分析已经发现精神分裂症与其未患病同胞

均存在左侧颞中回和左侧眶额回两个脑区显著的脑

功能活动以及同步性的改变，在本研究中的脑功能

连接分析中，我们以有显著局部脑功能改变的精确

体素集合，即左侧颞中回（MNI坐标，X=-45，Y=18，
Z=-27），左侧眶额回（MNI坐标，X=-42，Y=57，Z=-
3）作为功能连接分析的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
ROI），然后计算左侧颞中回和左侧眶额回到全脑的

功能连接。此过程中，因为有2个感兴趣区，因此共

计算了 2次种子点到全脑的功能连接。最后，每一

个体素的相关系数都经由费舍尔 r-to-z转换公式转

换成 z分数，以提高相关系数的正态分布。

1.2.2 临床资料采集 所有被试均采用 the Old⁃
field inventory来进行利手评估；人口学基本资料包

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以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 [23]评估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及严重程度。

1.2.3 统计分析 功能磁共振数据在SPM8软件包

下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精神分

裂症患者组、健康同胞组和健康对照组的 z分数图

像的差异，显著阈值设为P<0.001 (未校正), 然后，以

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到的显著性结果作为模板，采用

双样本 t检验模型对三组样本的 z分数图像进行两

样本显著差异检验，显著阈值设为P<0.05（FWE，校
正）；此外，基于 SPSS16.0使用两样本 t检验或单因

素方差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比
较两组或三组之间的临床变量的差异。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计算患者组有显著差异的脑区内各体素的

z值与临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阈值设为P<
0.05。
2 结 果

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健康同胞及健康对照的人口

学资料和临床特征见表 1。三组间的性别构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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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额颞环路功能连接的比较

以有显著低频振幅以及局部一致性改变的左侧

颞中回和左侧眶额回为感兴趣区进行全脑功能连接

分析。当种子点位于左侧颞中回时，双样本 t检验

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组较正常对

照组在额、颞其他五个区域（包括右侧眶额回、左侧

额中回、双侧额上回和左侧颞下回）的功能连接下降

（P<0.05, FWE校正+体素值>17）（表 2和图 1）;精神

分裂症未患病同胞组在额、颞其他三个区域（包括右

侧眶额回、右侧额上回和左侧颞下回）的功能连接下

降（P<0.05, FWE校正+体素值>17）（表2和图1）。
当种子点位于左侧眶额回时，双样本 t检验发

现：与健康对照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组较正常对照

组在额、颞其他三个区域（包括右侧额中回、左侧颞

下回、右侧颞中回）的功能连接下降（P<0.05, FWE
校正+体素值>17）（表3和图2）。精神分裂症未患病

同胞组较正常对照组在颞叶其他两个区域（包括右

侧颞中回和左侧颞上回）功能连接下降（P<0.05,
FWE校正+体素值>17）（表3和图2）。

注：图1中表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健康同胞各自与健康对照

相比，左侧颞中回ROI功能连接下降的5个脑区，1代表右侧

眶额回，2代表左侧额中回，3代表左侧额上回，4代表右侧额

上回，5代表左侧颞下回。阈值设为P<0.05（已校正）。

图1 SCH组和SIB组与健康对照相比，

左侧颞中回ROI功能连接下降的脑区

表2 左侧颞中回的功能连接在精神分裂症

及其未患病同胞和正常对照组间的差异脑区

表3 左侧眶额回的功能连接在精神分裂症

及其未患病同胞和正常对照组间的差异脑区

2.3 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未患病同胞共同的脑功

能连接的异常模式

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未患病同胞共同的异

常脑功能连接，从两个感兴趣区分别来看，当种子点

位于左侧颞中回，两组都存在种子点脑区与对侧额

叶亚区（右侧眶额回和右侧额上回）、同侧颞叶其他

亚区（左侧颞下回）的功能连接下降（P<0.05, FWE
校正+体素值>17）。当种子点位于左侧眶额回，两

组都存在种子点与对侧颞叶亚区（右侧颞中回）的功

变量(Mean±SD)
年龄(年)
教育年限 (年)
性别 (男/女)
病程 (月)
总分(PANSS)
阳性总分(PANSS)
阴性总分(PANSS)
一般精神病性总分 (PANSS)

精神分裂症患者(n=27)
25.44±5.92
12.30±2.73

15/12
18.32±15.84
85.78±12.80
21.56±4.92
23.15±5.75
41.30±6.38

健康同胞(n=27)
25.56±6.44
12.70±2.73

16/11
-
-
-
-
-

健康对照(n=27)
27.44±7.24
12.96±3.39

18/9
-
-
-
-
-

统计分析

F / χ2

0.793
0.365
0.713

P
0.696
0.456
0.700

脑区

左侧颞中回

健康对照>精神分裂症

颞下回

眶额回

额上回

额上回

额中回

健康对照>未患病同胞

额上回

眶额回

颞下回

体素值

23
61
68
56
31
63
18
33

蒙切利尔

（MNI）坐标

X Y Z

-27 -6 -42
18 45 -15
21 66 9
-21 57 6
-24 54 27
24 57 12
24 39 -18

-51 -57 -21

统计分析

t P FWE, 校正

7.65 1.63×10-5

7.44 3.45×10-5

7.31 5.54×10-5

7.26 6.80×10-5

6.3 0.002
7.89 6.84×10-6

6.08 0.005
6.87 2.85×10-4

脑区

左侧眶额回

健康对照>精神分裂症

颞下回

颞中回

额中回

健康对照>未患病同胞

颞中回

颞上回

体素值

114
52
44

34
37

蒙切利尔

（MNI）坐标

X Y Z

-45 -48 -21
60 -15 -15
42 15 42

51 -72 12
-51 12 -24

统计分析

t PFWE, 校正

8.51 2.60×10-6

6.91 2.45×10-4

7.41 3.90×10-4

7.24 7.20×10-10

6.99 1.85×10-4

表1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健康同胞及健康对照的人口学资料和临床特征

注：Mean，平均值；SD，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

龄、受教育水平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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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连接下降（P<0.05, FWE校正+体素值>17）。

注：图2中表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健康同胞各自与健康对照

相比，左侧眶额回ROI功能连接下降的4个脑区，1代表右侧

额中回，2代表左侧颞下回，3代表右侧颞中回，4代表左侧颞

上回。阈值设为P<0.05（已校正）。

图2 SCH组和SIB组与健康对照相比，

左侧眶额回ROI功能连接下降的脑区

2.4 功能连接强度和症状的相关分析

对功能连接强度（Z的平均值）和精神分裂症临

床症状严重程度进行相关分析，未发现显著的相关。

3 讨 论

本研究首次利用静息态下脑局部自发活动异常

（异常增高的低频振幅和显著下降的局部一致性）的

脑区作为种子点，测量种子点与全脑不同脑区间的

功能联系，探讨精神分裂症与其未患病同胞是否存

在类似的脑功能连接异常的情况。与以往的种子点

研究不同的是，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的是一种相对

客观、可靠的方法选定感兴趣区，即用静息态下测量

脑局部自发活动的ALFF和ReHo来分别确定低频

振幅以及局部一致性有显著差异的区域，采用这些

有显著低频振幅以及局部一致性改变的区域做种子

点进行点对全脑的功能连接分析，避免了手工选择

感兴趣区的主观性和选择偏倚。本研究中，我们发

现无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是健康同胞，均存在左

侧颞中回与对侧额叶亚区（右侧眶额回和右侧额上

回）、同侧颞叶其他亚区（左侧颞下回）的功能连接下

降，以及左侧眶额回与对侧颞叶亚区（右侧颞中回）

的功能连接下降。这一结果与我们之前的研究结果

一同揭示了精神分裂症及其健康同胞不仅存在相似

的额叶和颞叶的局部脑功能活动的异常，也存在与

对侧颞叶和额叶亚区的功能整合障碍，进一步证实

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易感性可能不仅与左侧颞中回和

左侧眶额回的局部脑功能活动异常有关，而且还与

其对侧额颞通路的功能整合障碍有关，这也为阐明

额颞通路在精神分裂症遗传易感性方面的作用提供

了新的依据。

有研究提示左侧颞叶可能是与语言（语义和词

汇）的整合过程有关[24]，而右侧颞叶可能是与词汇的

情绪内容整合有关[25]；左侧眶额回可能与词汇的非

结构化信息的加工处理有关[26]，右侧眶额回负责词

汇的记忆和提取过程[27]，提示正常人的左右颞中回

和眶额回在功能上的相互分化和整合。额叶和颞叶

是产生语言的核心脑区，既往已有研究发现精神分

裂症的主要症状（幻听和思维障碍）与其语言功能的

损害有关。临床上，精神分裂症多存在思维形式障

碍，甚至语词新作等。本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及其

健康同胞与健康对照相比，存在左侧颞中回与对侧

眶额回、额上回的功能连接下降，左侧眶额回与对侧

颞中回的功能连接下降，分别反映了语义内容整合

和词汇的情绪内容整合障碍可能在精神分裂症发病

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这种左右额叶、颞叶亚区间的

连接模式异常表明在精神分裂症及其健康同胞中共

同存在语言加工的语义和情绪内容方面的功能整合

异常。一方面，精神分裂症及其健康同胞存在与语

义处理、词汇情绪内容的加工有关的脑区功能活动

异常（左侧颞中回和左侧眶额回的异常增高的低频

振幅和降低的局部一致性），反映了额叶和颞叶亚区

各自的功能异常可能参与精神分裂症病理过程，另

一方面，额叶和颞叶亚区与其他额、颞叶亚区间的功

能相互联系，表现出类似的功能连接的异常模式

（额、颞叶亚区与对侧颞、额叶亚区的功能连接下

降），反映了额、颞叶不同亚区间的功能整合障碍亦

可能参与了精神分裂症的病理过程。总的来说，精

神分裂症及其健康同胞不仅存在左侧颞中回和左侧

眶额回的局部脑功能活动异常，而且都表现为同各

自对侧类似功能的额、颞亚区间的功能整合障碍。

而且，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更为广泛的额区、皮质下

结构以及视觉网络区的功能连接下降。因此，本研

究不仅为精神分裂症的神经失连接假说提供了有力

的证据，而且还进一步证实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易感

性可能不仅与左侧颞中回和左侧眶额回的局部脑功

能活动异常有关，而且与其对侧类似功能的额、颞亚

区间的功能整合障碍有关。

对于左侧颞中回，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未患病

同胞共同的异常脑功能连接脑区包括对侧的额叶亚

区（包括右侧眶额回、右侧额上回）、同侧的颞叶亚区

（左侧颞下回），以及同侧皮质下结构（左侧小脑）和

感觉运动区域（右侧中央前回）。有研究证明，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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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作为一个与语言相关的脑区，它与前额叶脑区存

在广泛的联系，既往的功能磁共振研究发现精神分

裂症中存在额颞脑区间的功能连接下降[28]，这与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幻听有关。最为重要的是，额颞脑

区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脑白质结构连接，这可能是额

颞脑区间功能连接的解剖基础[29]。与以往研究结论

相一致的是，本研究发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颞叶

亚区主要是与对侧的额叶亚区，以及同侧的颞叶亚

区有功能上的连接下降，而且这些脑区间的功能连

接异常也都可以在精神分裂症的健康同胞中观察

到，表明患者及其健康同胞的共同的左侧颞叶亚区

到对侧额叶亚区的功能连接异常可能是与该病遗传

易感性有关的一种表现。

本研究发现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其健康同胞中

都存在的左侧颞中回种子区与对侧额叶的两个亚区

（右侧眶额回、右侧额上回）的功能连接下降，与精神

分裂症的脑功能异常的不对称假说相一致。对于精

神分裂症患者而言，脑功能的偏侧化异常既可以是

一侧大脑功能异常所致，也可以是由于双侧大脑功

能的连接异常导致[30]。颞中回是与语义处理过程相

关的脑功能网络的重要组成脑区，这部分信息的处

理是构成语言的核心部分，是个体根据过往的经历

而对人、物、事的认知，参与个体的推理和解决问题

的过程。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语言和思维方面的障

碍，包括语言缺乏相关性和目的性，思维内容贫乏

等。同时有研究已经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语义加

工过程中也具有颞中回区域的功能连接异常 [31] 。

从我们既往的研究结果发现[21]，在精神分裂症及其

健康同胞中，左侧颞中回的异常增高的低频振幅和

降低的局部一致性反映了左侧颞叶特定亚区的局部

脑功能异常参与了精神分裂症遗传相关的左侧语言

加工脑区功能的异常。另一方面，眶额回和额上回

这两个额叶的不同亚区，各自参与了注意网络和默

认网络的构成，分别参与注意、执行等认知功能和自

我参照，同时，右侧眶额回负责词汇的记忆和提取过

程 [27]，而右侧额上回也参与了词汇的记忆检索过

程。临床上，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明显的思维散漫、

思维破裂等思维形式障碍。本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

患者及其健康同胞与正常对照相比，存在左侧颞中

回与对侧眶额回以及额上回的功能连接下降，反映

了精神分裂症与其健康同胞左侧颞中回与对侧眶额

回以及额上回的功能协作障碍，提示与精神分裂症

思维形式障碍有关的表现可能在发病前就已经存

在。

对于左侧眶额回，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未患病

同胞共同的异常脑功能连接包括对侧的颞叶亚区

（右侧颞中回）、对侧顶叶区域（包括右侧角回和右侧

顶下小叶）、皮质下结构（双侧小脑和左侧海马）以及

视觉网络区域（双侧纺锤体）。眶额皮质参与了人脑

背侧注意网络（即中央执行网络）的构成，与个体定

向功能有关，有研究发现眶额皮质的功能异常与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和阳性症状有关[32]。既往的研

究发现，眶额回及顶、颞区域都与定向功能有关[33]。

功能磁共振研究采用功能连接分析方法已经证实在

精神分裂症中存在额顶通路的异常，而且这一通路

的异常与精神分裂症的执行功能和决策有关[34]。本

研究所发现的顶、颞区域（右侧角回、颞中回、右侧顶

下小叶）属于默认网络的组成脑区，该网络的功能被

证实反映了人脑思维的漫游状态。既往的有关默认

网络的功磁共振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默认网络（De⁃
fault-Mode Network，DMN）过度活跃 [35]，研究者认为

DMN的过度活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患者的思

维障碍。这种过度活跃模糊了内部感知和外界认知

的界限，因此大脑不能产生正确的思维判断，即使是

中立的事件也会认为与自己密切相关。进一步的功

能连接分析发现，这一网络内部脑区存在功能的异

常增强，而这一网络脑区与其他脑区间存在功能连

接的下降，这与本研究的结果大致一致。默认网络

内部的功能连接增强与精神分裂症的自我相关障碍

有关，而与额叶亚区（眶额回）等其他脑区的连接可

能减弱，导致额叶等脑区相关的中央执行注意网络

无法有效激活，这样使得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执行认

知相关的任务时，由于默认网络的过度反应，而注意

网络无法得到有效激活，最后导致患者异常的认知

表现。而且有研究已经证实[36]，默认网络的自我相

关的异常以及注意网络的异常与精神分裂症的阳性

症状有关。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发

现眶额回到顶、颞区域的功能连接的异常同时出现

在精神分裂症的健康同胞中，这就提示这种额-顶、

颞环路的功能连接异常可能在疾病发生之前就已经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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