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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肌阵挛癫痫（juvenile myoclonic epilepsy，
JME）是青少年时期常见的一种癫痫综合征，占所有

癫痫的 2.8%~11.9%[1]。JME发病的起始年龄在 12
到18岁之间占76%，同时也是一种常见的特发性全

面性癫痫（idiopathic generalized epilepsy，IGE），约占

IGE总数 的 26%[2]。所有患者均有肌阵挛发作[3]，约

85%~90%存在全身强直阵挛发作，约 20%~40%出

现全身强直阵挛伴随失神发作[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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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脑网络来研究脑疾病的方法已经较为成

熟，如刘畅等 [6]对精神分裂症及其健康同胞额颞环

路的功能异常进行研究，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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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万依等[7]发现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杏仁

核以及背外侧前额叶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存在异常。

研究人员针对 JME患者脑网络方面的研究工作已

取得一系列成果：任国政等 [8]采用镜像同伦连接技

术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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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通过静息态 fM⁃
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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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 Özçelik Emel等[10]

发现了幼年肌阵挛性癫痫中上升网状激活系统和丘

脑后部功能连接障碍与光敏性的关系。

功能连接分析方法获得不同脑区的活动在时间

上的相关性，但是无法刻画大脑中信息的流向。为

了更好地阐述不同脑区间神经活动的耦合关系，学

者们又提出了有效连接思想[11]。本文采用的有效连

接方法为格兰杰因果分析（Granger causality analy⁃
sis, GCA）[11]。

本研究首先通过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vox⁃
el-based morphometry，VBM）来分析青少年肌阵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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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GCA)模型探究青少年肌阵挛癫痫(Juvenile Myoclon⁃
ic Epilepsy，JME)患者有效连接。方法：采集20例青少年肌阵挛癫痫患者和20例健康被试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rs-fMRI)数据。首先利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 (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方法分析

两组被试灰质体积差异，获取右侧额中回、左侧海马旁回和左侧楔前叶等灰质异常脑区。然后以这3个脑区为感兴

趣区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模型进行青少年肌阵挛癫痫有效连接研究。结果：青少年肌阵挛癫痫患者组的六条格兰

杰因果关系中，右侧额中回到左侧海马旁回、右侧额中回到左侧楔前叶两条格兰杰因果关系均呈现负激活。结论：

右侧额中回可能对青少年肌阵挛癫痫患者的脑功能网络异常有更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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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Juvenile myoclonic epilepsy (JME) patients using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GCA). Methods: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RI (rs- fMRI)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20 JME pa⁃
tients and 20 healthy subjects. The gray matter volume difference was analyz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y using voxel
based morphology (VBM) and three abnormal brain regions that included the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left parahippocam⁃
pal gyrus and left precuneus were obtained. Then these three brain regions were taken as the regions of interest, and the ef⁃
fective connectivity in JME patients was studied by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model. Results: Among the six Granger cau⁃
salities in Juvenile myoclonic epilepsy group, the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to the left parahippocampal gyrus and the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to the left precuneus showed negative activation. Conclusion: The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may have
greater impact on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 abnormalities in JM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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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患者的灰质体积，然后将灰质体积缩小的脑区

作为感兴趣区，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模型来研究感

兴趣区。提取选定的感兴趣区预处理之后的时间序

列信号，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模型定义感兴趣区之间

的连接以及连接强度，获得感兴趣区之间的因果关

系，最后得出格兰杰因果关系显著的感兴趣区，以此

探讨青少年肌阵挛癫痫的核心脑区的相关问题。

1 材料与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被试来自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采集数据

包括20例 JME患者（男性13例，女性7例，年龄8~26
岁，平均年龄16.4岁，癫痫平均持续4.03年）的结构

像T1数据和功能像 fMRI数据以及20例正常志愿者

（男性11例，女性9例，年龄10~32岁，平均年龄17.8
岁）的结构像 T1数据和功能像 fMRI数据。两组被

试均为右利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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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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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接受过正规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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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神经精神障碍者。本次研究内容及研究目的均告

知被试，所有被试签署知情同意书。该研究获得兰

州大学第二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1.2 图像数据采集

所有被试数据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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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ck⁃
n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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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具体参

数 ：重 复 时 间（TR）=1900ms，回 波 时 间（TE）=
2.99ms，层厚（slice thickness）=0.9mm，视野范围

（FOV）=230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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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

被试的结构像数据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

方法进行分析，该方法采用matlab平台下的SPM8工
具箱以及基于 SPM8的VBM8[13]工具箱进行预处理

及统计分析。

预处理主要包括七个步骤。第一步，数据格式

转换；第二步，时间层校正；第三步，头动校正；第四

步，空间标准化，使经过两步校正后的图像数据与标

准模板对齐，消除大脑的个体差异；第五步，图像分

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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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图像调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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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图像平滑，使用全宽半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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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预处理后，得到 JME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

灰质体积图像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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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脑图谱（Anatomical Automatic Labeling, AAL）
[14]作为划分和提取脑区的模板。根据AAL模板获得

灰质体积差异的脑区，并将差异脑区作为格兰杰因

果分析所需的感兴趣区。

1.4 功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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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软件进行处理，具体包括：第一步，数

据格式转换；第二步，排除不稳定因素删除前10个时

间点的数据；第三步，时间层校正；第四步，头动校正；

第五步，去除协变量，包括6个头动参数和白质信号、

脑脊液信号；第六步，采用T1模板进行空间标准化；

第七步，去线性漂移；第八步，低频滤波。

1.5 格兰杰因果分析

使用SPM8平台下的REST工具箱进行基于格兰

杰因果分析（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GCA）有效连

接研究，方法是提取感兴趣区域内所有体素的平均时

间序列，然后计算两个脑区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值。

格兰杰因果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对于两个广义平

稳的时间序列X和Y（均值和方差不随时间变化而变

化），如果用X和Y时间序列过去的值来预测X时间

序列现在的值，其效果比只用X时间序列过去的值来

预测X时间序列现在的值效果更好，则认为Y是X的

格兰杰原因，或Y对X有因果影响，反之亦然[16]。

在GCA中，时间序列Xt和Yt的联合自回归模型
[17]为：

其中p为模型阶数，εt、ε't表示预测误差，Ai、Bi为

自回归系数，Zt为外生变量，通过X时间序列过去 t-i

Yt =∑
i = 1

p

A'
iXt - i +∑

i = 1

p

BiYt - i +CZt + εt (1)

Xt =∑
i = 1

p

AiXt - i +∑
i = 1

p

B'
tYt - i +C'Zt + ε'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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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的值来乘以在 t-i时刻的自回归系数的累加和

来预测X时间序列在 t时刻的值。Y的时间序列的

自回归模型同理。A'i和B'i为格兰杰因果系数，如果

两个时间序列相互独立，即两个时间序列没有任何

因果关系，则两个格兰杰因果系数都为 0，εt和ε't相
等。若B'i不为0，且预测误差εt、ε't不相等，则视为Y
的时间序列 t时刻过去的值对于预测X时间序列在 t
时刻的值起到了作用，即Y是X的格兰杰原因，或者

说存在Y到X的格兰杰因果关系。X对预测时间序

列Y在 t时刻的影响同理[16]。

模型阶数的选择，遵从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
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s，BIC）[18]：

因此，模型阶数选择p=1。
2 结 果

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方法分析 JME组和正

常对照组两组的灰质体积，JME组与正常对照组大

脑灰质体积的差异结果如图1所示。彩色条显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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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积显著（FDR-corrected P<0.05）萎缩的脑区主要

有：右侧额中回（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左侧海

马旁回（Left Hippocampus Gyrus），左侧楔前叶（Left
Precuneus）。

图1 癫痫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大脑灰质体积的组间差异

基于感兴趣区的格兰杰因果分析包含两种情

况,信息输入和信息输出两种情况, 因此上述三个脑

区一共产生6种因果关系。即右侧额中回到左侧海

马旁回、左侧海马旁回到右侧额中回、右侧额中回到

左楔前叶、左侧楔前叶到右侧额中回、左侧海马旁回

到左侧楔前叶、左侧楔前叶到左侧海马旁回。双样

本 t检验显著性差异分析（P<0.05）得出结果，用小提

琴图表示（图 2）。在图 2中 JME患者的图形面积小

于正常对照组的图形面积，表示格兰杰因果关系降

低，得出有效连接呈现负激活；JME患者的图形面积

大于正常对照组的图形面积，表示格兰杰因果关系

升高，得出有效连接呈现正激活。在 JME组中，条

件格兰杰因果降低的连接有两条，右侧额中回到左

侧海马旁回和右侧额中回到左侧楔前叶，因此这两

条有效连接呈负激活；JME组的左侧海马旁回到右

侧额中回、左侧楔前叶到右侧额中回、左侧海马旁回

到左侧楔前叶、左侧楔前叶到左侧海马旁回这四条

有效连接的格兰杰因果值均升高，因此这四条有效

连接呈现正激活。

图2 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的有效连接差异图

图3 右侧额中回到左侧海马旁回、右侧额中回

到左侧楔前叶的两条激活抑制的有效连接

图4 左侧海马旁回到右侧额中回、左侧楔前叶

到右侧额中回、左侧海马旁回到左侧楔前叶、

左侧楔前叶到左侧海马旁回激活促进的四条有效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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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和图 4是将 JME组和正常对照组的有效连

接差异投影到大脑模板上展示。在图 3中，黄色节

点代表右侧额中回，左侧海马旁回，左侧楔前叶三个

脑区，蓝色箭头代表一个脑区对另一个脑区的激活

抑制作用。JME组相对于正常对照组的条件格兰杰

因果值降低的连接有两条，分别是：右侧额中回到左

侧海马旁回、右侧额中回到左侧楔前叶。在图4中，

红色箭头代表一个脑区对另一个脑区的激活促进作

用。从图 4中可以看出，JME组中条件格兰杰因果

升高的连接有4条，分别是：左侧海马旁回到右侧额

中回、左侧楔前叶到右侧额中回、左侧海马旁回到左

侧楔前叶、左侧楔前叶到左侧海马旁回。

3 讨 论

本文对 20例青少年肌阵挛癫痫患者和 20名健

康对照组结构像数据进行VBM分析，通过双样本 t
检验获得右侧额中回、左侧海马旁回和左侧楔前叶

三个灰质体积异常脑区。进一步以这三个脑区为感

兴趣区，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模型建模，研究青少年

肌阵挛癫痫患者脑网络的有效连接。结果显示六条

格兰杰因果关系中，右侧额中回到左侧海马旁回、右

侧额中回到左侧楔前叶两条格兰杰因果关系均呈现

负激活。

VB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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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出大脑的神经解剖变化。早期有研究通过VBM
方法发现 JME患者额中回灰质密度和厚度发生了

变化 [19]。Lin等 [20]人还发现 JME患者的辅助运动区

灰质体积有所减小。灰质体积的变化会引起大脑功

能的变化，选用VBM分析结果来定位有效连接的感

兴趣区，保证了所选取脑区与 JME患者疾病本身的

密切关系。

格兰杰因果分析通过数据驱动分析有统计学意

义的差异脑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推测潜在的神经

连接的结构形式。近几年，格兰杰因果分析被广泛

用于脑网络研究，孙金洋等[21]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

对右额叶肿瘤患者的功能网络进行研究，发现右额

叶肿瘤患者的补充运动区与楔前叶等脑区格兰杰因

果系数与正常对照组有明显差异。石庆丽等[22]通过

脑白质疏松相关认知障碍患者的静息态脑网络及格

兰杰因果连接的研究发现，随着认知障碍程度增加,
激活程度进行性下降, 并出现脑网络之间连接方向

和连接强度的变化和重建。说明通过格兰杰因果分

析研究脑疾病网络具有实际可行性。

本文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得出右侧额中回到左

侧海马旁回和右侧额中回到左侧楔前叶两条格兰杰

因果关系均呈现负激活，表明右侧额中回分别对左

侧海马旁回和左侧楔前叶两个脑区的信息传输存在

抑制作用。而左侧海马旁回到右侧额中回、左侧楔

前叶到右侧额中回、左侧海马旁回到左侧楔前叶、左

侧楔前叶到左侧海马旁回四条格兰杰因果关系均呈

现正激活，因此这四条连接均为促进作用，即脑区间

信息传递为促进作用。右侧额中回对左侧楔前叶和

左侧海马旁回的信息传输的异常抑制作用会造成两

个脑区的信息传输受阻。两个脑区信息传输受到抑

制，造成信息传输分担到其他脑区。因此，两个脑区

互相异常促进信息传输，同时，两个脑区又反作用于

右侧额中回，对右侧额中回的信息传输产生异常促

进作用。右侧额中回、左侧楔前叶和左侧海马旁回

通过有效连接的激活模式组成一种异常连接模式的

局部通路，这种局部通路的异常可能会导致通路附

近脑区出现异常活动，进一步可能扩展到更大的区

域，甚至有可能影响全脑。在脑疾病中，存在不少由

异常连接模式构成的局部通路，例如精神分裂症中

存在的额颞通路和额顶通路 [6]，本文的实验结果为

JME中可能存在类似的通路提供了依据，为 JME患

者脑网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本研究发现的三个脑区均为默认网络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部分脑区受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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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经元，

导致脑区与脑区间功能协作上的异常，局部通路出

现异常。目前，已有研究证明默认网络极有可能与

JME、颞叶癫痫的发病机理有密切关系[23，24]，本研究

的结果也阐明了默认网络在研究 JME以及其他癫

痫疾病的重要性。

本研究中，右侧额中回对于左侧楔前叶和左侧

海马旁回两个脑区的负激活是造成局部通路异常的

关键。推测是因为多种原因造成右侧额中回脑区出

现异常，进一步导致通路上其他脑区出现异常，进而

整个通路异常，最终异常扩散。目前，已有研究表明

右侧额中回在颞叶癫痫[24，25]的研究中有很重要的地

位。本文为 JME核心脑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

在探索 JME的发病机制和结合物理干预治疗中，右

侧额中回确实需要密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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