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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态(Psychopath)是一种多维度的人格障碍，临床上

被分为四个维度：情感维度(如低情感、缺乏共情、内疚与悔

恨)、人际关系维度(如自我中心、病理性欺骗与操纵)、生活方

式维度(如不负责任、冲动与寻求刺激)与反社会维度(如不良

的行为控制、一系列不道德和反社会行为)，这四个维度可以

进一步合并为情感/人际关系维度与冲动/反社会维度[1]。精

神病态与反社会人格障碍、犯罪密切相关，有调查显示约

25%~46%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表现出精神病态的人格特

征，约 89%的精神病态患者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标

准 [2]。据报道，我国的监狱服刑人员中至少有 15%的犯罪者

符合精神病态的诊断标准。即便在普通人群中，也有大约

1%~2%符合精神病态的标准 [3]。精神病态者初次犯罪的时

间显著早于非精神病态者，并且暴力犯罪的几率更大、再犯

率更高，尤其是男性精神病态者[4]。

精神病态的首要特征是情感/人际关系维度上的缺陷，

主要表现为高冷酷无情特质。元分析发现高冷酷无情特质

者的突出特点是低共情、低亲社会性和低内疚感[5]，这可能是

他们反复从事攻击、暴力行为的原因。在冲动/反社会维度

(或称行为/反社会维度)上，精神病态者表现出道德决策、规

则学习能力与冲动控制能力的异常[6]。并且其工具性攻击行

为更频繁[4]。

新的研究表明精神病态的产生具有神经生物学基础，并

具有很高的发展稳定性。因此深入了解精神病态的成因对

犯罪领域与儿童发展领域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

而，由于目前对于其发生发展的机制尚不清楚，因此对精神

病态个体的干预是一个难题。针对精神病态的发生发展机

制，目前主要存在三个方向的理论，本文将介绍这三个方向

的理论研究并结合神经影像学证据梳理研究进展，最后依据

当前理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旨在为精神病

态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1 精神病态的相关理论

1.1 情感缺陷的理论解释
以Blair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精神病态的形成主要与

情感加工缺陷有关，即缺乏情感体验，如低共情、低恐惧感

等，可能是精神病态者一系列功能失常的成因，这也是精神

病态的个体更容易卷入暴力、反社会行为的原因。根据Blair
等人提出的暴力抑制模型(Violance Inhibitation Mode)，他人

的痛苦(恐惧、悲伤、疼痛等)线索往往会引发个体的厌恶感，

从而促使个体停止伤害他人或试图采取行动以缓解他人的

痛苦[7]。对这些痛苦线索的准确识别既是共情的诱发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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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亲社会行为的基础。而元分析研究表明精神病态者对恐

惧、悲伤、愤怒和厌恶等负性情绪面孔的识别存在缺陷，且这

一缺陷还体现在对恐惧声音、恐惧身体姿势的识别上[8]。这

可能是造成个体对他人痛苦的识别与理解受限的原因。

除了对情绪的识别受损，多项研究表明精神病态者的恐

惧反应也存在异常，如面对威胁性刺激时，其惊跳反射、皮肤

电反应与血压都低于对照组[9]，这反映了其对威胁信息的处

理与反应过程的异常，意味着精神病态者对威胁性刺激的敏

感度低于正常人，从而无法很好地习得回避潜在的危险或恐

惧。在社会化过程中，对威胁性线索的不敏感意味着对惩罚

不敏感。惩罚是行为塑造的重要反馈机制，由惩罚引起的恐

惧促使人们习得如何回避潜在的危险。由于精神病态者的

恐惧反应比正常人低，从而难以根据惩罚习得适应性的行为

模式，这可能是他们反复从事冒险、攻击、暴力行为的原因[10]。

然而，另一些结果并不完全支持精神病态者情感缺陷这

一理论假设。如郭笑等人发现精神病态暴力犯对恐惧情绪

面孔的识别缺陷与眼部区域的注意减少有关[11]，这可能意味

着精神病态者的情感缺陷只是注意缺陷的外在表现。另一

项元分析也指出精神病态者报告的主观幸福感与愤怒体验

减少，而主观恐惧、惊讶与悲伤则没有显著损伤[9]，这些结果

与情感缺陷的假设不一致。但目前关于精神病态者的主观

情绪体验的研究较少，因此研究者所观察到的精神病态者的

情感缺陷是源于客观的情感反应缺陷或主观的情感体验缺

陷，或两者兼而有之，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阐明。

1.2 精神病态情感缺陷的神经影像学研究
针对以上发现，大量研究试图从神经影像学角度探索精

神病态者情感缺陷的神经机制。第一个系统阐述精神病态

情感缺陷的理论是Blair提出的整合情绪系统理论(Integrat⁃
ed Emtion System)[12]，该理论认为杏仁核的结构或功能异常在

精神病态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杏仁核被认为是个

体的恐惧中枢，它参与威胁信号的检测，与腹内侧前额叶在

恐惧联结学习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Pardini等人通过对成

人的回溯性及前瞻性追踪研究发现，杏仁核体积的下降与儿

童期较高的攻击行为水平及精神病态特质显著相关，而且杏

仁核的体积还可以预测个体将来的攻击性与精神病态特

质[13]。功能磁共振的相关研究结果也发现精神病态的功能

缺陷与杏仁核的激活异常有关[9]。因此，杏仁核的结构或功

能异常导致的对威胁性线索的反应性下降可能是精神病态

者表现出情感缺陷的原因[14]。

尽管如此，另一些研究者认为精神病态者的情感缺陷并

非仅仅与杏仁核有关，其他脑区如前扣带回、后扣带回、颞

极、脑岛及海马旁回也存在异常，因此Kiehl等人据此提出了

旁边缘系统障碍假设 (Paralimbic Dysfunction Hypothesis of
Psychopathy)[15]。

旁边缘系统障碍假设认为精神病态者在情感上的缺陷

是因为旁边缘系统的功能低下，旁边缘系统是指初级边缘结

构与其扩展的脑区网络，该结构参与了从皮层下结构到高级

皮层区域的过渡，包括眶额皮层、脑岛、前扣带回和后扣带

回、杏仁核、海马旁回和颞极(前颞上回)。该假设与整合系统

理论的区别是该假设认为精神病态者的神经损伤并不局限

于杏仁核、腹内侧前额叶等边缘组织，还包括前扣带回、后扣

带回、颞极、脑岛与海马旁回等区域。有研究表明，精神病态

者的颞极体积减少，海马的形态异常[16]，杏仁核、眶额皮质、后

扣带回、海马旁区和颞极的灰质体积也较对照组显著下降[17]。

其中，眶额皮层的损伤可导致个体的情感线索加工、联结学

习产生缺陷[18]。前扣带回的损伤则会影响对情感信息的检

测、存储与加工[19]。可见，这些区域的结构、功能或相互连接

存在异常均可能使得个体对情感线索的加工出现缺陷。这

可能也是脑影像学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异质性的原因。

虽然以上证据试图从神经影像学角度阐明精神病态者

情感缺陷的原因，然而目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发

现精神病态者的情感反应能力或对恐惧线索的识别或许并

不存在“能力”缺陷，而是有赖于个体当前的任务与目标。眼

动研究发现，相比起精神病态低分组，高分组在自由注意条

件下对恐惧面孔识别的错误率更高，对眼部区域的注视点更

少、时长更短，但在刻意注意条件下（即注视面孔的眼睛区

域）两组差异并不显著[11]。脑影像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当精

神病态者自主观察情绪材料时，其共情相关的脑区激活显著

低于控制组，但当研究者要求精神病态者主动感受不同情绪

视频中的情感时，其共情相关脑区的激活与控制组差异减

少 [20]。Newman等人认为精神病态者表现出的情感缺陷可能

与其对目标以外的信息(边缘信息)存在注意缺陷有关，并据

此提出了注意缺陷相关的理论解释[21]。

2 精神病态的注意缺陷理论

2.1 注意缺陷的理论解释
反应调节假设(Response Modulation Hypothesis)是注意缺

陷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21]。反应调节指个体的注意力

暂时从当前任务中抽离并转移到其他刺激上的能力，包括将

注意力从主要注意焦点转移到未预料到的、非目标的线索

上。反应调节假设认为精神病态者的注意缺陷是因为缺乏

反应调节能力，表现为过度关注目标信息，而没有足够的资

源分配给边缘信息[21]。反应调节假设理论解释了精神病态

的生活方式/反社会维度中的自我控制力低下是由于精神病

态者无法注意到那些会抑制当前行为的边缘线索（如道德要

求、法律规定、情感体验等），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导致精神病

态者无法在行动与后果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结。这一理论很

好地解释了精神病态者为何在自由注意过程中对情绪图片

的识别存在缺陷，而当识别情绪是当前目标时，这一缺陷便

不再显著[20]。同时，基于这一理论可以推测精神病态者对于

边缘线索的抗干扰能力较正常组或许更高。有研究支持了

这一推测。在Flanker任务中，研究者通过线索提示告知被

试注意目标，结果发现在有线索提示的条件下，干扰刺激对

精神病态者的干扰作用低于对照组；而在无线索提示的条件

下，精神病态者受到的干扰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这进一步

说明精神病态者对任务目标的处理抑制了对边缘信息的注

意[22]。

为了解释注意缺陷如何发生，有研究者提出了注意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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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Attention Bottleneck Model)[23]。该模型指出早期注意选

择的功能障碍降低了精神病态者的注意力范围，导致其无法

将边缘信息整合到当前的注意目标上。注意力瓶颈还可能

导致精神病态者使用序列而非平行的方式处理信息。有研

究使用序列呈现与平行呈现两种方式呈现多个刺激，其中包

含一个目标刺激并要求被试反应。结果发现，相较于对照

组，精神病态者在序列呈现条件下的正确率更高、反应时更

短，平行呈现条件下则相反。这意味着精神病态者倾向于使

用效率更低的序列顺序处理方式[24]。因此，这进一步支持了

精神病态者对情感线索的识别与反应缺陷可能是由于注意

缺陷所引起。

2.2 注意缺陷的神经影像学证据
杏仁核差别激活模型 (the Differential Amygdala Activa⁃

tion Model)认为杏仁核不同部位的激活差异可能导致了精神

病态者的注意缺陷[25]。杏仁核根据其功能可分为基底外侧

杏仁核(Basolateral Amygdala)和中央杏仁核(Central Amygda⁃
la)。在注意过程中，基底外侧杏仁核主要负责赋予刺激预期

价值与注意转移，而中央杏仁核主要负责处理注意目标信息

并作出行为反应。杏仁核差别激活模型认为精神病态者在

情绪识别与恐惧条件化学习任务中，中央杏仁核存在正常或

以上的激活，而基底外侧杏仁核的激活不足[25]。在恐惧面孔

识别中，基底外侧杏仁核通常负责将注意力转移到眼睛区

域[26]，因为眼睛部位包含识别恐惧情绪的关键信息。而精神

病态者由于基底外侧杏仁核的结构或功能异常，使得他们在

注视恐惧面孔时，对眼睛部位的注意更少，从而对恐惧面孔

的识别正确率也更低[11]。而当研究者要求被试注视眼睛部

位时，精神病态者对恐惧面孔的加工与健康对照组无显著差

异。这意味着即便存在基底外侧杏仁核的异常，个体仍能通

过自上而下的注意调控来弥补自下而上的注意缺陷。这提

示精神病态者保留着相对正常的自上而下的目标导向注意，

但自下而上的刺激导向注意可能存在异常。

除了杏仁核以外，也有研究发现外侧前额叶在精神病态

者的注意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外侧前额叶被认为参与注

意选择过程。研究者把与任务无关的威胁信息与目标相关

信息呈顺序呈现时发现，当目标信息先呈现时，精神病态者

的外侧前额叶激活显著高于正常组，而杏仁核的激活则要低

于正常组，并且外侧前额叶的激活与杏仁核的激活呈负相

关，这可能意味着精神病态者对目标信息的优先注意过程抑

制了杏仁核对无关信息(如威胁性线索)的处理[27]。有意思的

是，当威胁性线索加工成为任务目标时，精神病态者的杏仁

核激活与正常组没有显著差异，这意味着精神病态者对威胁

性线索的加工可能取决于目标情境。而前额叶参与了这一

自上而下的调控过程。

由此可见，基于情感加工缺陷和注意加工缺陷的理论都

得到了部分研究的支持，尽管研究结果并不一致。Hamilton
等人提出，精神病态者的情感缺陷或注意缺陷或许并非独立

存在，这也是两种理论均得到部分研究证据支持的原因[10]。

一项大型元分析表明，精神病态者对面部表情的识别障碍并

不局限于恐惧面孔，而是同时对多种面部表情的识别存在普

遍性缺陷[28]，这反映了精神病态者可能存在更为广泛的认知

加工缺陷。与此同时，许多研究表明精神病态者的脑区异常

不仅限于杏仁核，其额叶与颞叶、皮层与皮层下灰质以及白

质通路都存在异常[10]。并且精神病态者的各个脑区之间的

神经连接性存在异常[29]，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精神

病态的缺陷可能不是某些局部区域(如：杏仁核)或者一些局

部环路(如与情感加工或者注意加工有关的神经环路)异常导

致的，而是源于大范围的脑网络间连接异常。因此有研究者

开始从系统角度整合精神病态者情感缺陷理论与注意缺陷

理论。

3 精神病态的整合理论

目前较为突出的整合理论是Hamilton提出的关于精神

病态的整合受损理论(Impaired Integration Theory)[10]。该理论

认为精神病态者的情感缺陷与注意缺陷并非由某个特定脑

区的缺陷引起，而是由于不同神经网络的连接性异常与拓扑

属性异常，包括背侧注意网络、腹侧注意网络、默认网络、凸

显网络等。

整合受损理论认为背侧注意网络与腹侧注意网络的连

接性异常是精神病态者注意缺陷的主要原因。背侧注意网

络主要负责目标导向的注意，腹侧注意网络负责觉察与重新

定向注意到凸显性刺激，并具有右侧偏侧化的特点[30]。精神

病态患者由于腹侧、背侧注意系统的连接异常，导致信息整

合存在缺陷，难以整合各种感官信息，如情感信息与注意目

标、过往记忆与当前事件等。这种缺陷增加了精神病态者的

认知负荷，从而没有多余的认知资源分配给边缘信息，即便

边缘信息具有凸显性(如恐惧性线索)[10]。研究发现，当要求

精神病态者处理熟悉和不熟悉两种情绪图片时，其对熟悉图

片的情感信息处理与正常组并无显著差异，但对不熟悉图片

的加工则表现出显著的缺陷。这可能是由于熟悉性降低了

认知负荷，让精神病态者得以分配多余的注意资源处理情感

信息[31]。整合受损理论认为这种异常的信息处理模式会影

响相应的神经系统发育，使得个体难以发展出认知补偿的能

力，最终导致边缘信息的忽略成为自动化的过程。

与此同时，该理论认为精神病态者的情感缺陷与默认网

络(Default Mode Network)和凸显网络(Salience Network)的连

接性异常有关。默认网络(包含后扣带回皮层、角回和海马

等)与共情、观点采择和注意过程相关。凸显网络(包含前扣

带回皮层和前脑岛等)参与调控其他神经网络，并调动注意

资源与工作记忆以促进对凸显信息的注意定向[32]。研究显

示，精神病态者在道德决策中具有功利主义的倾向[33]。而道

德决策会激活默认网络，该过程又会受到凸显网络的调节。

研究发现凸显网络节点到默认网络节点的连接性越低，个体

越有可能做出功利主义的选择[34]。此外，整合受损理论还认

为精神病态者对自身情感的认知缺陷源自于前脑岛与后脑

岛之间的低连接性，该连接性被证明与情感和内感受有关[35]，

与此同时，整合受损理论认为精神病态者的额顶控制网络

(Frontoparietal Control Network)并没有功能损伤，因此自上而

下的注意控制能够改变大脑其他网络之间的功能连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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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解释了为什么精神病态者在一些实验条件下(如研究者要

求或言语指导)能表现出正常水平的情感线索加工能力[36]、共

情能力[20]。整合受损理论认为这正是由于自上而下的认知

控制改变了网络的功能连接[37]，然而这一推测还需要更多的

研究证据支持。

此外，对精神病态者大脑的网络拓扑结构进行研究发

现，精神病态特质与多个脑区的连接性下降呈正相关，这些

脑区主要分布在边缘系统与旁边缘系统，该研究还发现精神

病态者大脑中默认网络的关键节点存在拓扑属性的异常[38]。

另一项研究表明精神病态者左右半球之间的功能连接也存

在显著异常[39]。除了功能连接以外，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发

现精神病态者的大脑白质纤维的完整性也存在异常，包括胼

胝体、皮质脊髓束等，且这一结构的改变与精神病态特质得

分呈显著相关[40]。然而这些结构异常与精神病态的情感或

注意缺陷之间的具体关系尚未得到有力的解释。

4 目前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尽管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精神病

态发生与发展机制的理解，但目前对精神病态的理论研究尚

未达成共识，其中整合理论在对注意力缺陷与情感缺陷的解

释上或许具有一定优势，但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支持，尤

其是对其神经机制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认为关于精神病态

的未来研究方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为了更好地刻画精神病态相关的脑神经机制，未

来研究可考察脑网络间的动态连接性与拓扑结构，如动态因

果模型。该模型可以利用脑成像数据的时间特性来推测单

个神经网络对其他神经环路的影响，并检测这种效应是否随

着时间、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可结合大脑多模态的影

像学数据进行验证。

其次，尽管既往研究对精神病态者恐惧感缺乏的研究结

果较为一致，但大部分研究衡量精神病态者对恐惧性线索的

检测与反应采用了客观的测量方式，如惊跳反射、皮肤电等

生理指标，对于精神病态者的主观恐惧体验是否存在缺陷鲜

有考虑。由于恐惧的主观体验与客观生理反应对应着并非

完全相同的神经环路[41]，并且个体的恐惧反应可能受到社会

文化和遗传等因素的影响[9]。因此，对精神病态者主观情感

体验和客观情感反应的研究需要更加细化和深入。

最后，一些追踪研究表明，精神病态具有两个亚型，原发

型和继发型。原发型精神病态的特点为低焦虑与更少的情

感表达，对威胁性线索的恐惧反应更低，这一类型在精神病

态者中占比较多，可能与先天的生物学因素有关。继发型精

神病态的特点为高焦虑、情感波动性大，可能与后天的不良

成长环境有关 [42]。同时，继发型报告了更多的童年创伤经

历[43]，更多的冲动和外化行为[44]。因此，这两种亚型或许存在

不同的发生发展机制，对应着不同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当

然，这需要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精神病态的发展曲线进行

追踪研究。与此同时，尽管精神病态者的情绪识别缺陷是跨

通道、跨类别、跨年龄存在的，但一些干预可以提升精神病态

者的情绪识别能力[8]。一项元分析结果亦表明，成年精神病

态者对于恐惧的识别力要强于儿童精神病态者[28]，这可能是

个体发展与认知代偿的结果，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精神病态虽

然是一个稳定的人格特征，但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具有可塑

性。因此描述这一发展曲线或许可以明确精神病态特质发

展和干预的关键期，从而更好地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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