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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患者脑功能激活特征。 方法：对 17 例矿

难相关的慢性 PTSD 患者和 14 例经历相同矿难未患病的对照进行脑功能磁共振成像。 使用 Matlab6.5 和 SPM2 软件

对功能磁共振数据进行处理。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患者组左海马旁回激活增强；右楔前叶激活降低。 与中性图片相

比，患者组面对负性图片时右海马旁回、右梭状回、右枕下回、双侧枕中回的激活增强；左顶下小叶、左顶上小叶、右

中央后回、左楔叶、背外侧前额叶的激活降低。 对照组面对负性图片时，右楔前叶激活增强；右岛叶激活降低。 结论：

这些脑区改变可能反映了 PTSD 患者症状包括对创伤情绪和记忆加工不足的复杂的生物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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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features of brain functional activa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Methods: Seventeen miners with chronic PTSD resulting from a severe mining accident and 14 miners
exposed to the same accident without PTSD underwent functional magnetic imaging (fMRI). Results: The PTSD group s
howed greater activation in left parahippocampal gyrus and lower activation in right precuneus than non-PTSD controls.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TSD group showed greater activations in right parahippocampal gyrus, right
fusiform gyrus, right inferior occipital gyrus, bilateral middle occipital gyri in response to negative pictures; and lower acti-
vation in left inferior parietal gyrus, left superior parietal gyrus, right postcentral gyrus, left cuneus,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gyrus than in response to neutral pictures. The non-PTSD controls showed greater activation in right precuneus and lower
insular in response to negative pictures, than in response to neutral pictures. Conclusion: The change of the brain may re-
flect complex biological mechanism of PTSD symptom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processing of traumatic emotion and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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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是由强烈应激引起的一组特殊症候群，包括

创伤重现体验， 回避与麻木， 高警觉性以及睡眠障

碍， 注意力等认知功能受损等。 本实验运用功能成

像 磁 共 振 技 术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
ing，fMRI)技术，研究慢性 PTSD 患者在症状激发任

务时脑功能变化， 探讨慢性 PTSD 患者神经元环路

的长期变化特点， 为揭示大脑进行情绪记忆加工和

神经生物学改变提供线索和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5 年 6 月湖南某 地 发 生 大 型 矿 难，22 人 死

亡，112 人被困井下 48 小时后被营救出。 此次研究

在 2007 年 6 月至 2008 年 1 月进行。 研究对象为此

次矿难幸存者。PTSD 患者入组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

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创伤后应激障碍的

诊断标准。对照组为经历相同矿难的幸存矿工，不符

合 DSM-IV 关于 PTSD 的诊断标准。 排除标准包括

脑外伤及重大躯体疾病，物质滥用所致精神障碍、精

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体内有金属植

入物。 17 名现患 PTSD 患者和 14 名对照者均为男

性，右利手。本研究经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 受试者在实验前均知晓实验内容且通过预

实验，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临床资料收集及处理

以创伤后应激障碍清单(PTSD Checklist-Civil-
ian Version，PCL-C) 评 估 患 者 病 情 的 严 重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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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L-C 是 17 项自评量表，由 DSM-IV 中有关 PTSD
的诊断标准构成，包括闯入症状、回避症状和再体验

症状[1]。
1.3 功能任务设计

每位受试在磁共振下依次完成症状激发的情绪

图片任务。 该任务均采用组块模式(Block model)编
排，时长为 5 分 12 秒，前 12 秒为预扫描时间，以获

取稳定信号， 不纳入数据处理。 设计如下：+-N-+-
C-+-N-+C-+ (+-静息，C-负性图片，N-中性图片)。
包含 4 个刺激组块， 即中性图片刺激组块和负性图

片刺激组块，交替出现，每个组块包括 10 张同类型

刺激图片，每张刺激图片 6 秒，共 60 秒。组块之间的

间隔基线“+”为 6 秒。 负性图片为此次矿难相关图

片组成，中性图片由不会引起强烈情绪反应，与矿难

无关的风景图片组成。
1.4 磁共振数据的采集

采用美国 GE 公 司生产的 1.5T 磁 共振成像系

统完成扫描。 受试在平静状态下完成 T1 加权定位

像， 然后在同一位置进行脑功能成像扫描。 参数如

下：结构像：T1 加权像，采用自旋回波(SE)序列，轴面

18 层，覆盖全脑。 扫描参数为：重复时间/回波时间

(TR/TE)：2100/24ms，视 野 (FOV)：24cm×24cm，矩 阵 ：
256×256，层厚：5mm，间隔：1.5mm，T1 750ms。 功能

像：T2 加权像，采用梯度回波-回波成像(GRE-EPI)
序列，冠状位，血氧依赖水平(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BOLD) 对 比 图 像 ，TR/TE =3000/60ms，
FOV=24cm×24cm，90°翻转 角 , 矩阵：64×64， 层厚：
5mm， 间隔：1.5mm。 范围从头顶至小脑，RTIP 监控

下的 BOLD 成像序列。
1.5 数据分析

磁共振数据分析： 采用 MRIcro for windows 软

件(作者：Chris Rorden，版本号 1.39build1)对获取的

图像进行处理，转换为 img 格式，然后采用 SPM2 软

件在 matlab6.5 上对所有图像进行空间预处理，如头

动矫正，三维空间标准化，以及采用半高宽为 8mm
的高斯滤波器对数据进行平滑。 图像经过空间预处

理之后，根据实验设计对数据给予矩阵设计。最后计

算出激活脑区 BOLD 信号的结果。 首先对两组受

试分别进行单样本 t 检验， 计算每组受试负性图片

相比中性图片的激活脑区。其次，为消除年龄对组间

比较的影响， 两组间比较采用以年龄为协变量的协

方差分析。显示组内组间有差异的脑区激活，显著水

平为 P<0.01，像素集合为 cluster>30。
一般资料的数据分析：采用 SPSS13.0 进行统计

分析。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患者组年龄 33～45 岁， 平均 37.59±3.38 岁，受

教育年限 3～12 年， 平均 8.06±2.38 年，PCL-C 总分

56.94±12.76。对照组年龄 32～49 岁，平均 40.86±5.20
岁，受教育年限 6～14 年，平均 9.07±1.82 年，PCL-C
总分 38.64±11.73。 两组在性别、受教育年限等方面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年龄上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46)。 此外，两组在 PCL-C 总分上存在统计学

差异(P=0.000)，患者组 PCL-C 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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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两组在给予症状激发任务时的组间组内比较

注：L/R，Left/Right；BA，Brodmann Area；P<0.01，cluster>30

2.2 组间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患者组左海马旁回激活增强；右

楔前叶激活降低。 见附表。
2.3 组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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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性图片相比，患者组面对负性图片时，右海

马旁回、右梭状回、右枕下回、双侧枕中回的激活增

强；左顶下小叶、左顶上小叶、右中央后回、左楔叶、
背外侧前额叶的激活降低。对照组面对负性图片时，
右楔前叶激活增强；右岛叶激活降低。 见附表。

3 讨 论

海马旁回被认为与情节、空间、背景记忆和情绪

反应有关 [2]。 多数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慢

性 PTSD 患者面对创伤表象刺激时海马旁回激活增

强 [3，4]；与中性图片相比，PTSD 患者组在面对创伤图

片时左海马旁回激活增强 [2]。 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

究结果一致。说明海马旁回在创伤情景的编码、识别

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可能参与 PTSD 患者创伤

记忆的加工。 也有关于 PTSD 患者在面对创伤刺激

时海马旁回激活降低的报道[5]。 不同的任务范式、创

伤来源可能导致了诸多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
楔前叶与情景记忆、注意和空间位置编码有关[6]。

楔前叶的活动变化可能会 影 响 高 级 皮 层 一 体 化 加

工[7]。 本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慢性 PTSD 患者右

楔前叶脑区激活降低。 提示 PTSD 患者在面对创伤

任务刺激时视觉空间注意功能降低。 PTSD 患者存

在着明显的认知功能损害， 主要表现为学习记忆能

力的下降， 注意力无法集中。 这些提示楔 前叶与

PTSD 症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Davide 等[8]的研

究发现，PTSD 患者的楔前叶存在灰质密度降低的结

构病理学改变。 研究发现 PTSD 患者在予以执行任

务刺激和记忆编码任务时， 楔前叶相比对照组激活

降低， 并认为这可能是导致记忆提取功能缺陷的原

因[9-11]。 以上证据表明 PTSD 患者在面对应激或潜在

威胁时楔前叶结构或功能反应失调， 并存在记忆编

码及提取功能的损害。
背外侧前额叶包括 Brodmann 9 区及 46 区，它

参与感觉和记忆信息的整合、工作记忆的加工、智力

功能作用的一体化 [12]。 既往 PTSD 研究多将内侧前

额叶做为重点脑区进行研究， 而对背外侧前额叶关

注较少。 本研究发现，PTSD 患者负性图片相比中性

图片， 背外侧前额叶的脑区激活降低。 有文献报道

PTSD 患者在进行情绪设置变化任务时背外侧前额

叶激活下降 [13，14]。 Hayes 等[15]报道具有高 PTSD 症状

的受试在面对注意目标任务时表现出背外侧前额叶

和顶叶外侧区域的激活降低。 该区域功能下降说明

PTSD 患者处理创伤应激的能力下降，对创伤记忆加

工能力减弱， 为 PTSD 患者的高警觉性及闪回症状

提供生物学基础。
既往关于 PTSD 的研究多集中于海马，杏仁核，

内侧前额叶等脑区结构功能的变化 [16]。 本研究尚未

发现上述脑区的功能改变， 但发现慢性 PTSD 患者

海马旁回、 楔前叶等脑区的激活异 常， 提示慢性

PTSD 患者脑部具有神经生物学改变，这些改变可能

反映了 PTSD 患者症状包括对创伤情绪记忆加工不

足的复杂的生物学机制。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所单保慈研究员对工作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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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核相关的一些脑功能出现异常， 包括对自然犒

赏反应性下降， 这使得成瘾者更多的通过反复使用

海洛因来追求犒赏效应。 对海洛因及其相关刺激的

动机明显增加，对海洛因相关的记忆更加牢固，从而

导致成瘾行为更加难以纠正[11]。
Volkow 总结了前人的研究，认为成瘾行为的产

生主要涉及多个神经环路， 包括使成瘾物质产生犒

赏效应的犒赏环路，增加成瘾物质使用的动机环路，
与成瘾行为密切相关的记忆环路和导致成瘾者对用

药行为控制能力下降的自我控制环路 [8]。 不同学者

提出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成瘾行为的产生， 每种理论

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综合这些理论，目前认为导

致成瘾行为的原因包括成瘾者戒断时的负性情绪，
它被认为是主要的负性强化之一； 成瘾者对正常犒

赏的反应下降。 而对药物及其相关刺激的动机凸现

或增加，对药物及其相关线索的牢固的记忆（习惯记

忆）可能更重要。 以及自我控制能力的下降[8，11，12]。 本

研究结果显示： 出现异常脑功能连接的脑区主要包

括杏仁核和扣带回， 其功能均涉及上述理论提及的

异常，所以本研究的结果为上述的理论提供了支持。
总之， 本研究证实了静息态下海洛因成瘾者杏

仁核与额叶皮质， 特别是扣带回的功能连接存在异

常, 这可能与海洛因成瘾者的成瘾行为的产生和保

持有关。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我们研

究的患者均为男性， 所以对女性病人的情况还需要

进一步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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