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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面孔识别反映了人们通过自己与他人的区分识别

出自我面孔的过程，它既是自我加工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

面孔加工的一个特殊过程。自我面孔识别是自我意识的重

要指示器，也是研究自我加工常用的范式。通常来讲，个体

识别自我面孔的速度显著快于识别他人面孔的速度，但自闭

症、精神分裂症和抑郁障碍等精神障碍患者存在自我面孔识

别缺陷和加工速度的异常，且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发展进程

直接相关。因此，自我面孔识别及其加工优势与自我意识水

平和心理健康息息相关，揭示精神障碍患者在自我面孔识别

中异常的行为特征和神经活动可为其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

依据。本文梳理分析了精神障碍患者自我面孔识别的行为

特征及调节因素，并重点分析总结了精神障碍患者识别自我

面孔的异常神经活动和机制。

1 精神障碍患者自我面孔识别的异常行为

反应和神经活动

1.1 神经发育障碍
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是一

种广泛性发育障碍，核心症状为社会功能和交流障碍及兴趣

范围狭窄与行为刻板重复[1，2]。

1.1.1 行为特征 一些行为学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具有自

我面孔识别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自闭症患者自

我面孔识别能力的发生明显迟滞于正常儿童，3岁之后才逐

渐显示出自我面孔识别能力，而正常儿童发生在18-24个月

之间[3]。自闭症患者对自我面孔识别更困难，表现为需要自

我面孔所占的比例较高才能将合成面孔识别为自我面孔[4]。

不仅如此，自闭症患者对自我面孔的识别速度更慢，该缺陷

与其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海马介导的学习和记忆过程

的一个重要成分，通过影响神经元的可塑性起到神经保护作

用)水平降低有关，所以自闭症患者自我面孔识别缺陷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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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神经修复及再生功能紊乱有关[4]。自闭症患者对自我面

孔的识别缺陷可能与知觉加工受损以及对自我面孔的认知

评价与情绪反应间的失调有关，他们对自我面孔的整体加工

和特征区加工均明显受损，显著少于正常个体，且具有目光

回避现象[3]。对自我面孔图片吸引力的评分与感受到尴尬程

度的评分之间的相关耦合显著弱于正常个体[5], 这说明正常

个体体验到的自我意识的情绪是基于评价自我面孔的结果，

而自闭症患者对自我面孔的认知评价与情绪反应之间的关

联更弱。并且在他人观察情境下，正常个体对自我面孔图片

吸引力的评分与感受到尴尬程度的评分之间的相关耦合显

著强于无他人观察情境，但自闭症患者在他人观察或无他人

观察两种情境下两个评分的相关耦合无显著差异[6]，这表明

正常个体在与他人互动时会产生自我意识的情绪，而自闭症

患者在被观察时可能并不关注观察者如何看待或评价自我

面孔。

然而，也有一些行为学研究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认为自

闭症患者在自我面孔识别上并不存在缺陷[7-9]，因为他们依然

表现出对自我面孔的匹配优势，即对自我面孔的匹配正确率

显著高于他人面孔[10]。也有研究者认为自闭症患者并不具

有自我面孔加工缺陷但存在他人面孔加工缺陷。正常个体

对自我面孔和同龄人面孔均表现出注视偏好，而自闭症患者

只对自我面孔表现出注视偏好[11]。还有研究者认为较高的

自闭症特征并不单独影响个体对自我面孔的凝视，而是总体

上减少了对所有面孔(自我和他人)的注视时间[12]。

1.1.2 神经活动异常 采用近红外成像技术(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NIRS)考察自闭症患者加工自我面孔的异常神

经活动，发现自闭症患者症状严重程度与加工自我面孔时右

侧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的氧合血红蛋白水平有关，症

状越严重，该脑区氧合血红蛋白水平越低[13]。自闭症患者与

正常发育个体加工自我面孔和他人面孔的神经活动同样存

在差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研究结果发现自闭症患者和正常发育个体加

工自我面孔时均表现出额叶(Frontal cortex)、脑岛(Insula)和枕

叶(Occipital cortex)的激活并且在枕叶和额下回的激活有重

叠，但在加工他人面孔时，正常个体激活了右侧额下回，而自

闭症患者却没有激活该区域，所以自闭症患者加工自我面孔

和他人面孔时不能共享神经环路[14]。自闭症患者加工自我

面孔和亲密他人面孔的神经活动同样存在异常。事件相关

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名人

面孔和陌生人面孔，正常发育个体和自闭症患者加工自我面

孔时均表现为P300成分波幅增强；然而，相对于亲密他人面

孔，正常发育个体加工自我面孔时P300波幅依然更强，而自

闭症患者的P300波幅却没有表现出差异[15]。因此，自闭症患

者相对于亲密他人的自我面孔加工优势受损。对广泛性发

育障碍儿童(包括自闭症患者和亚斯伯格症候群患者)的研究

同样发现，正常儿童加工自我面孔时EPN(Early posterior neg⁃
ativity)波幅及P300波幅显著大于他人面孔，而广泛性发育障

碍患者加工自我、熟人和陌生人面孔的EPN波幅和P300波
幅均没有显著差异[16]。因此，尽管广泛性发育障碍儿童在行

为反应上可以准确地区分出自我面孔与他人面孔，但加工自

我面孔时的神经活动却存在异常。

除此之外，自闭症患者在评价自我面孔时与认知评价和

情绪反应相关的神经活动也有别于正常个体。正常个体加

工自我面孔比加工他人面孔激活了更强的后扣带回皮层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活动，而自闭症患者加工自我

面孔时却没有在此脑区表现出增强的活动，且后扣带回的活

动与自闭症特征显著相关；自闭症患者在加工自我面孔时，

尴尬感受负性调节右侧脑岛的活动，且右侧脑岛激活水平的

降低与个体对自我面孔的认知评价和情绪反应间的耦合程

度降低有关[5]。由于后扣带回表征自我参照加工而脑岛表征

情绪体验，这两个脑区的异常活动可能导致自闭症患者在自

我面孔识别中认知评价与情绪反应间的异常。另外，自闭症

患者在他人观察情境下评价自我面孔时还表现出右前脑岛

和前扣带皮层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的活动异常。

正常个体在他人观察情境下的尴尬感受与右前脑岛的激活

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而自闭症患者没有表现出相关关系；

正常个体在他人观察情境下，前扣带回与内侧前额叶(Medi⁃
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的功能连接程度显著高于自闭症

患者，并且该功能连接的强度与个体对自我面孔的认知评价

和情绪反应间的耦合程度显著相关[6]。由于右前脑岛涉及情

绪体验的产生，所以自闭症患者在自我面孔评价中的尴尬感

受较少受到他人观察情境的影响可能与右前脑岛的功能损

伤有关。而前扣带回尾部则作为一个枢纽节点在自我面孔

评价中整合来自他人的信息，自闭症患者前扣带回与内侧前

额叶的功能连接程度的减弱可能反映了他们在他人观察情

景下识别自我面孔时认知评价和情绪反应间的失调。

1.2 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一组异质性的精神障碍，具

有广泛的认知功能损害，包括感知觉障碍、思维障碍、注意障

碍等，其中自我异常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病理表征[17，18]。

1.2.1 行为特征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面孔识别也有一

定缺陷，表现为识别错误率更高[19]、识别速度更慢[19，20]以及自

我面孔陌生感更强[21]等。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面孔相对于

他人面孔的加工速度优势消失，以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对陌生人面孔的识别速度反而快于自我面孔，而以阳

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表现出对两种面孔的识

别速度差异[22]；并且无自知力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自我面孔

的识别速度显著慢于有自知力的精神分裂症患者[23]，自知力

越高，无意识条件下自我面孔识别速度越快[24]，所以自我面

孔识别速度可用来判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知力。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自我面孔识别缺陷还表现为注视次数更少且时

间更长 [25]。另外，极高风险患精神病(Ultra-high risk for psy⁃
chosis)的个体在自我-名人分辨任务中，阈限显著高于正常

个体，更倾向于将合成面孔分辨为自我面孔[26]，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自我面孔加工在阈下水平上也受到损害，表现为自

我-名人辨别速度没有差异[27]。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自我面孔

的识别缺陷与其幻觉症状[21，28]、躯体问题及抑郁症状[21]、心理

理论水平的损伤[19]、自我监控能力的损伤[29]、更低的自我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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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自尊水平的降低及自我效能感的降低有关[30]。另外，

对正常个体的研究提示分裂型人格特质调节自我面孔识别

的速度和加工优势，低分组个体表现出自我面孔加工相对于

陌生他人面孔加工的速度优势，而高分组则没有表现出该优

势效应[31]。

相反，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保存相对完好

的自我面孔识别能力。例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像正常个体一

样表现出自我面孔相对于他人面孔的加工速度优势[32-34]；且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知力(Insight)越高，其在自我-名人面孔

中识别出自我面孔的速度越快[32]。尽管精神分裂症患者加

工自我面孔时注视次数更少且时间更长，但他们和正常个体

的面孔探索模式却相似[25]。还有研究者认为精神分裂症患

者并没有表现出独特的自我面孔加工缺陷，而是对所有面孔

刺激的加工速度均慢于正常个体，且只对模糊面孔刺激

(40%-60%合成面孔)的判断正确率差于正常个体[35]。还有一

种观点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对熟悉性的加工和自我的加工

是分离的，他们在自我面孔加工过程中的熟悉性加工受到损

伤，而自我加工本身却未受损[36]。

1.2.2 神经活动异常 应用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考察精神分裂症患者加工自我面

孔的异常神经活动，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加工自我面孔和

名人面孔时大脑激活区域和有效连接网络模式都相似，这可

能反映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他人区分障碍[20]。另外，

精神分裂症患者加工自我面孔时双侧前额叶大量区域及左

侧脑岛的活动均弱于正常个体，其中左侧额下回的激活减弱

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面孔识别速度变慢相关显著；并且

精神分裂症患者加工自我面孔时右侧缘上回(Supramarginal
gyrus)与左侧颞下回(Inferior temporal gyrus)、楔叶(Cuneus)与
右侧内侧前额叶的有效连接强度也均弱于正常个体[20]。因

此，精神分裂症患者识别自我面孔时的异常行为特征可能与

前额叶的激活减弱及前额叶、顶叶和颞叶间的有效连接减弱

有关。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识别自我面孔的时间加工进程的考

察进一步揭示，在自我面孔识别的早期他们的神经活动就已

经发生异常。精神分裂症患者加工自我面孔时，枕颞区域的

N170波幅显著小于正常个体，而N250波幅则大于正常个

体；并且正常个体在这两个成分上均表现为对自我面孔的加

工优势，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却没有表现出该优势效应甚至出

现相反的效应[37]。

1.3 抑郁障碍
抑郁症患者的主要症状为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及意志活

动减退，同时伴有自罪和自责的自我贬低现象[1]。抑郁症患

者对自我面孔的反应速度显著慢于正常个体，且没有表现出

自我面孔相对于他人面孔的加工速度优势[38]。重度抑郁患

者在自我-名人区分任务和自我-陌生人区分任务上的阈限

值都要显著大于正常个体，说明他们更倾向于将自我与他人

的合成面孔判断为自我面孔，也就是对自我的过度识别[39]。

对重度抑郁障碍患者(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加工自

我面孔的异常神经活动进行考察，发现高自杀倾向的抑郁青

少年加工自己的高兴面孔时皮质中线结构(Cortical midline
structures)中的内侧前额叶区域以及边缘系统中的海马(Hip⁃
pocampus)、海马旁回 (Parahippocampus)和杏仁核 (Amygdala)
等区域的活动显著弱于低自杀倾向的抑郁青少年，而低自杀

倾向的抑郁青少年这些脑区的活动又显著低于正常个体；另

外，控制了抑郁的严重程度后，正常个体加工自我面孔和他

人面孔时皮质中线结构的活动强度相似，低自杀倾向的抑郁

青少年加工自我面孔时该区域活动强于他人面孔，而高自杀

倾向的抑郁青少年加工自我面孔时该区域活动(尤其是前扣

带回和内侧前额叶)却弱于他人面孔[40]。由此看来，高自杀倾

向的抑郁青少年加工自我面孔时维持自我意识和情绪体验

的神经环路的活动均异常降低。与正常个体相比，抑郁青少

年在加工三种情绪(快乐、悲伤、中性)的自我面孔时表现出较

低的楔状体活动和更高的中央后回(Postcentral gyrus)活动[41]。

在自我面孔加工过程中，前扣带回喙部皮层(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rACC)与左侧杏仁核功能连接增强与近期自

杀未遂有关，但前扣带回喙部皮层与右侧杏仁核功能连接增

强与自杀意念有关[42]，表明杏仁核与加工自我面孔的脑区之

间的功能连接也许能预测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行为。

1.4 强迫及相关障碍
强迫性障碍(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是一组

以强迫思维、强迫行为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精神障碍，并且症

状可引起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

功能方面的损害[1，43]。强迫症患者没有表现出自我面孔加工

优势，他们对自我面孔和名人面孔的反应时间显著慢于正常

个体，所以自我加工和熟悉他人加工可能受损[44]。

躯体变形障碍(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BDD)患者具有

对自我身体扭曲的知觉与认知的症状，并表现出自我外表知

觉障碍，认为自己相貌丑陋，因此感到痛苦并伴随功能失调

症状，因而在自我面孔加工中表现出异常的神经活动[45]。躯

体变形障碍患者加工自我面孔时左腹侧视觉流皮层(Ventral
visual stream)活动与焦虑分数呈正相关，但右侧腹侧视觉流

皮层活动与焦虑分数却呈非线性关系，中等程度焦虑伴随最

强的激活；右侧杏仁核(Amygdala)显著调节焦虑与腹侧视觉

流皮层的关系[46]。因此，躯体变形障碍患者的杏仁核和腹侧

视觉流皮层的异常活动与其焦虑症状有关。然而，还有研究

进一步揭示躯体变形障碍患者加工自我面孔时视觉加工系

统和额叶-纹状体系统(Frontostriatal systems)均表现出异常

的神经活动，并与其症状严重程度相关显著[47]。加工低空间

分辨率的自我面孔时大脑初级和次级视觉加工区域(Primary
and secondary visual cortical regions)的活动减弱，这表明他们

在面孔结构和整体加工上就已出现异常；而加工正常自我面

孔时额叶-纹状体系统活动的异常增强，尤其是眶额叶(Orbi⁃
tofrontal cortex)和尾状核头部(Head of the caudate)，则与其对

自我身体扭曲的知觉与认知的症状有关[47]。

1.5 喂食和进食障碍
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 AN)患者以身体知觉的

扭曲为主要症状，他们看到的和感觉到的自我面孔比实际更

胖[48]，并且他们识别自我面孔更加困难，表现为更高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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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限，当自我面孔的比例更高时才能将合成面孔识别为自我

面孔，且该缺陷与患者身体质量指数(BMI)的降低有关，神经

性厌食症患者识别自我面孔的困难还与其进食障碍及对自

我体型的认知障碍有关[49]。

采用近红外成像技术考察神经性厌食症女性和健康女

性加工自我面孔的神经活动差异，得到了有价值的研究结

果。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加工自我面孔和加工陌生人面孔时

右侧颞叶(Temporal cortex)的氧合血红蛋白水平均高于基线

水平，而正常个体只有加工自我面孔时右侧颞叶的氧合血红

蛋白水平才高于基线水平[50]。

1.6 小结
综合来看，精神障碍患者自我面孔识别缺陷包括识别自

我面孔更困难、识别错误率更高、反应速度更慢、相对于他人

面孔的加工速度优势消失、知觉加工受损及认知评价与情绪

反应间的失调，且与疾病的症状和发展进程直接相关。调节

自我面孔识别损伤的因素众多，症状相关的因素有精神分裂

症的幻觉症状、阴性还是阳性症状为主及自知力的降低和神

经性厌食症的身体质量指数的降低、进食障碍及对自我体型

的认知障碍等，其他相关的心理因素有心理理论水平的损

伤、自我监控能力的损伤、更低的自我接纳水平、自尊水平的

降低及自我效能感的降低等，还包括体内神经修复及再生功

能的紊乱及分裂型人格特质的调节。

精神障碍患者在自我面孔识别早期的面孔结构编码阶

段及随后的面孔表征阶段均存在缺陷，如自我面孔激发的

N170波幅显著小于正常个体，而N250波幅则显著大于正常

个体。除此之外，精神障碍患者在自我面孔识别的各个加工

阶段均存在异于常人的自我面孔加工优势消失的现象，如在

正常人表现出识别自我面孔诱发的早期成分N170，中期成

分N250和EPN，以及晚期成分P300等波幅强于识别他人面

孔时，精神障碍患者识别自我面孔和他人面孔诱发相同成分

的波幅均出现过差异不显著的结果，即自我面孔的加工优势

消失。

精神障碍患者异常的神经活动涉及众多脑区，包括面孔

结构编码和整体加工相关的枕叶和颞叶皮层、自我参照加工

相关的皮质中线结构中的内侧前额叶和扣带回等、认知控制

有关的额顶控制网络和前扣带回等，以及与情绪加工相关的

脑岛和杏仁核等。其中额下回的异常活动较为普遍，且可能

与精神障碍患者自我面孔识别速度变慢等行为异常有关。

除此之外，精神障碍患者与认知控制有关的脑区，如前额叶

和前扣带回等，与其他脑区的功能连接存在异常可能与其对

自我面孔的认知评价和情绪反应间的失调有关。

2 精神障碍患者自我面孔识别异常神经活

动的元分析

精神障碍患者自我面孔识别异常神经活动的研究相对

匮乏，已有研究还存在样本量较少、研究结果不一致、激活脑

区较分散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回顾以往

研究并以量化的方式确定精神障碍患者自我面孔识别的异

常神经活动。本研究将采用激活似然估计(Activiation likeli⁃
hood estimation, ALE)的元分析方法进一步确定精神障碍患

者自我面孔识别中活动异常的脑区。

研究

精神障碍患者组>健康对照组

Feusner et al., 2010[47]

Ketay et al., 2014[51]

Quevedoa et al., 2016[40]

Quevedoa et al., 2018[41]

Yun et al., 2014[20]

精神障碍患者组<健康对照组

Morita et al., 2012[5]

Morita et al., 2016[6]

Quevedoa et al., 2016[40]

Quevedoa et al., 2018[41]

Yun et al., 2014[20]

方法

fMRI
fMRI
fMRI
fMRI
PET

fMRI
fMRI
fMRI
fMRI
PET

患者(N)

躯体变形障碍患者(17)
人格解体障碍患者(9)
低自杀倾向抑郁青少年(39)
高自杀倾向抑郁青少年(43)
抑郁症(43)
精神分裂症(8)

自闭症(15)
自闭症(14)
低自杀倾向抑郁青少年(39)
高自杀倾向抑郁青少年(43)
抑郁症(43)
精神分裂症(8)

实验任务

观看自我或熟悉面孔

判断自我或陌生他人面孔朝向

判断自我与陌生他人合成的情绪面孔的身份

判断自我与熟悉他人合成的情绪面孔的身份

识别自我或名人面孔身份

评价自我或陌生他人面孔的尴尬程度

评价自我或陌生他人面孔的尴尬程度

判断自我与陌生他人合成的情绪面孔的身份

判断自我与熟悉他人合成的情绪面孔的身份

识别自我或名人面孔身份

坐标空间

MNI
MNI
MNI
MNI
MNI

MNI
MNI
MNI
MNI
MNI

提取坐标数

3
3
1
3
4

3
2
3
1
7

表1 纳入文献基本信息

2.1 文献检索策略与纳入标准
在数据检索平台上检索于 2020年 9月前发表的文献。

中文文献检索使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

务平台及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基于本文的主题选择检索

关键词“自我面孔加工”、“自我面孔识别”、“自我面孔加工优

势”、“精神障碍患者”、“神经基础”、“脑成像”以及“损伤”、

“缺陷”等，英文文献检索使用Web of Science和PubMed数据

库，以 self- face recognition, fMRI, PET, disorder 或 self- face,
impairment, deficit, damage等为关键词检索有关精神障碍患

者和正常被试参与的自我面孔识别的 fMRI和PET研究。在

检索过程中，共搜索到19篇相关文献符合以下纳入标准：①
必须包含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②采用自我面孔识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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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探究自我面孔识别相关的神经活动；③结果必须报告

标准化后的空间坐标，包括MNI或 Talairach坐标。有 12篇

文献依据以下标准被予以排除：①ROI分析而非全脑分析；

②未报告激活的空间坐标值；③患者组未与正常组对比；④
探究自我识别的脑功能连接。

最终共 7篇文献纳入本次元分析，其中 5项研究报告精

神障碍患者组脑区激活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5项研究报告

精神障碍患者组脑区激活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见表1)。
2.2 数据处理与元分析步骤

本 文 使 用 Ginger ALE 3.0.2 (https://www.brainmap.org/
ale/)作为神经成像ALE元分析工具。首先对各文献中的坐

标数据进行划分整理，判断可用坐标，根据ALE的输入标准

提取相关信息和坐标，分别建立患者组激活水平高于对照组

文件和患者组激活水平低于对照组文件。本次元分析采用

MNI坐标。首先对单一研究采用 FWE矫正方法，后采用未

矫正P值的方法，阈值设为P<0.001，激活簇体积最小值设为

200mm3。最后，采用Mango成像软件(Mango Image Viewer)用
于展示元分析的成像结果 (http://ric.uthscsa.edu/mango/)，并
报告脑区激活簇的中心坐标、体积及ALE值等，其中最大

ALE值代表该脑区的激活概率。

2.3 元分析结果
ALE元分析结果如表 2和图 1所示，识别自我面孔时精

神障碍患者激活强于健康对照组的脑区主要包括右侧额下

回(BA 9)、左侧楔叶(BA 18)、右侧海马旁回、左侧脑岛(BA 13)
以及右侧中央后回(Postcentral gyrus, BA 2)；激活低于健康对

照组的脑区主要包括右侧内侧前额叶 (BA 10)、左侧中脑

(Midbrain)、右侧海马旁回(BA 30)以及左侧舌回(BA 18)。
表2 ALE元分析激活簇结果

注：(a)精神障碍患者组>健康对照组 额下回(BA 9)；(b)精神障碍患者组<健康对照组 内侧前额叶(BA 10)
图1 ALE元分析获得激活簇结果

脑区

精神障碍患者组>健康对照组

额下回

楔叶

海马旁回

脑岛

中央后回

精神障碍患者组<健康对照组

内侧前额叶

中脑

海马旁回

舌回

半球

右

左

右

左

右

右

左

右

左

BA区

9
18

13
2

10

30
18

中心坐标

X

50
-10
24

-28
60

12
-16
28
0

Y

18
-98
-2

-28
-16

64
-20
-36
-94

Z

26
16

-18
-12
34

8
-12

2
4

体积/
mm3

264
248
216
216
216

448
216
216
216

最大
ALE值

0.0104
0.0104
0.0097
0.0097
0.0097

0.0113
0.0104
0.0104
0.0097

2.4 讨论
本文元分析结果主要发现精神障碍患者识别自我面孔

时右侧额下回、海马旁回和中央后回，以及左侧脑岛和楔叶

的过度激活。以往研究发现额下回的活动可能涉及区分自

我面孔和他人面孔以及对自我面孔的注意加工[52]、区分不同

效价的自我面孔[53]和评价自我面孔及产生的情绪体验[4]。因

此，精神障碍患者额下回的过度激活可能反映了他们对自我

面孔的过度注意以及评价自我面孔时的异常情绪反应。还

有研究发现有自杀倾向的抑郁青少年在识别自我面孔时，右

侧额下回(BA 9)的激活强于健康控制组，并且控制了抑郁程

度后，额下回的活动依然更强，这表明精神障碍患者额下回

的过度激活还可能与抑郁和自杀倾向有关[40]。有研究发现

抑郁青少年在识别中性表情的自我面孔时海马及海马旁回

活动增强，并与其焦虑症状有关，这可能因为中性自我面孔传

达的信息往往更加模糊，加工它们会使抑郁个体更加焦虑[41]。

并且海马和海马旁回在加工中性自我面孔时的过度激活也

可能反映了精神障碍患者在自我相关信息编码和提取上的

异常。而脑岛作为凸显网络的重要脑区，参与识别或评价自

我面孔时产生的情绪体验[5]，因此精神障碍患者脑岛的过度

激活可能与他们加工自我面孔时异常的情绪体验有关。

本文元分析结果还发现精神障碍患者识别自我面孔时

右侧内侧前额叶和海马旁回以及左侧中脑和舌回的激活降

低。内侧前额叶作为皮质中线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我

参照加工的重要脑区[54]。内侧前额叶的活动还反映了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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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社会背景中的自我面孔识别[55]，并负责评价自我相似面孔

的内隐亲社会行为[56]。以往研究发现有自杀倾向的抑郁青

少年识别高兴情绪的自我面孔时，内侧前额叶活动降低[40]。

因此，精神障碍患者识别自我面孔时内侧前额叶的活动降

低，可能反映了他们加工自我相关的情绪和评价等社会信息

存在异常。有自杀倾向的抑郁青少年识别高兴情绪的自我

面孔时，不仅内侧前额叶活动降低，海马和海马旁回的活动

同样降低。因此，海马和海马旁回的活动在精神障碍患者加

工高兴自我面孔时的异常降低可能与其编码和提取自我相

关的积极信息的缺陷有关[40，41]。

3 问题与展望

首先，以往研究多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考察精神障碍患

者识别自我面孔的异常神经活动，割裂了时间加工信息与空

间加工信息，并且大多数研究只考察某一脑区的活动异常所

对应的认知功能损伤，忽视了脑区间关联的信息。然而，认

知活动和心理过程是多个脑区间协同的功能，并且各脑区之

间不仅具有空间上的协同作用还具有时间上的因果联系。

因此，为了系统全面地揭示精神障碍患者识别自我面孔的异

常神经活动，不仅需要结合EEG-fMRI同步技术或脑磁图技

术(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充分整合时间和空间加工

数据，还可应用功能连接等分析方法考察精神障碍患者识别

自我面孔时各个脑区间协同功能的损伤。

其次，本文总结了各类精神障碍患者自我面孔识别的共

同行为特征，并且采用元分析方法揭示了精神障碍患者额下

回和内侧前额叶等脑区的异常神经活动，它们可能是自我面

孔识别的重要神经节点，一旦活动异常，便会出现自我面孔

识别障碍。同时，本文还发现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的现象。

因此，未来不仅要积极开展临床研究以得到更加稳定的研究

结果，还应关注各类精神障碍患者自我面孔识别的共同特征

及其独特性。

最后，本研究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发现精神障碍患者自我

面孔识别的一些行为特征和异常的神经活动与其临床症状

显著相关。例如，行为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自知力越

高，无意识条件下自我面孔识别速度越快等[24]；神经活动上，

自闭症患者症状严重程度与加工自我面孔时右侧额下回的

氧合血红蛋白水平降低有关等[13]。这说明自我面孔识别具

有早期诊断精神障碍的潜力。因此，未来研究应关注自我面

孔识别在精神障碍早期诊断中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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