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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患者执行短期记忆提取任务时脑功能

的激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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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对照组比，病例组左海马旁回，右颞上回，左中央后回，右角回，右豆状核的激活降低。 结论：慢性 PTSD 患者

存在短期记忆受损的情况。 颞叶（包括边缘系统），顶叶，杏仁核可能参与了短时记忆贮存与提取的过程。

【关键词】 应激障碍； 创伤后； 磁共振成像； 脑； 短期记忆

中图分类号: R3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1)02-0143-03

A Magnetic Imaging Study of Brain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hen Doing Short-term Memory Retrieval Task

ZHANG Li， LI We-ihui， LI Ling-jiang， et al
Mental Health Institute，Second Xiangya Hospital，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feature of brain functional activa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when doing short-term memory retrieval task. Methods: 17 miners with chronic PTSD resulting from a
severe mining accident and 14 miners exposed to the same accident without PTSD underwent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
nance imaging （fMRI）. Results: The PTSD group showed lower activation in left parahippocampal gyrus, righ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left postcentral gyrus, right angular gyrus, right lentiform nucleus than non-PTSD controls. Conclusion: It
is confirmed by neuroimaging technique that impaired short-term memory existing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TSD. Tempo-
ral lobe （including limbic system）, parietal lobe and lentiform nucleus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storage and re-
trieval in short-term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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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指突发性、威胁性或灾难性生活事件导致个

体出现的一种精神障碍。 临床表现以再体验创伤为

特征，并伴有情绪易激惹和回避行为，睡眠障碍，注

意力及认知功能受损等。 其中症状持续 3 个月以上

被称为慢性 PTSD。 PTSD 患者记忆功能最主要的特

点是对痛苦的创伤记忆的非自愿提取， 这些痛苦记

忆包括创伤情景的视觉图像 [1]。 既往研究已从临床

心理学方面证实 PTSD 患者短期记忆受损 [2，3]，但从

神经影像学方面对于创伤短期记忆的研究比较少；
且受试经历的创伤事件类型不同质性， 可能诱发或

混淆实验结果[4]。 本实验拟运用功能成像磁共振（func-
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技术， 研究

来自同一创伤事件的慢性 PTSD 患者在短期记忆提

取任务时脑 功 能 的变化， 为 PTSD 患者短期记忆变

化提供影像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在 2007 年 6 月至 2008 年 1 月进行。
研究对象为 2005 年 6 月湖南某地发生的大型矿难

的幸存者， 幸存者在矿井下被困 48 小时后被救出。
研究组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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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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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功能任务设计

功能任务设计参考本研 究组既往研 究设计 [5]。
每位受试在磁共振下依次完成两项任务： 症状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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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和短期记忆提取任务。 每项任务均采用组块设

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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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块设计如下：+-
N-+-C-+-N-+-C-+（+-静息，C-负性图片，N-中性

图片）。 症状激发任务包含 4 个组块，即中性图片 2
个组块和负性图片 2 个组块，交替出现。每个组块包

括 10 张同类型图片，每张图片 6 秒，共 60 秒。 组块

之间的间隔基线“+”为 6 秒。 负性图片为该次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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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短期记忆提取任务

中，症状激发任务中的图片继续采用，但是其中有一

半负性和中性图片被新图片替换。任务开始之前，指

导语说明图片如果是症状激发任务中看过的， 用右

手手指按 1 键，反之则按 3 键。
1.3 磁共振数据采集

采用美国 GE 公 司 1.5T 磁共振成 像系统完成

扫描。 受试者在平静状态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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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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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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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ms/
60ms，FOV=24cm×24cm，90°翻转角，矩阵=64×64，层

厚：5mm，间隔：1.5mm。
1.4 数据处理和统计

采用 MRIcro for windows 软件（作者：Chris Ror-
den，版本号 1.39build1）对获取图像进行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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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 计 矩 阵 。 最 后 计 算 出 激 活 脑 区

BOLD 信号的结果， 查看单个受试负性图片减去中

性图片后的结果。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经两独立样本 t 检验，病例组年龄 33～45（37.6±
3.5）岁，受教育年限 3～12（8.1±2.4）年，平均井下作

业 工 龄 （12±6）年 ，平 均 井 下 高 度 （-338.25±55.25）
米。 对照组年龄 32～49（40.86±5.20）岁，受教育年限

6～14 （9.1±1.8） 年， 平均井下作业工龄 （20.570±
6.022）年，平均井下高度（-330.4±46.8）米。 两组在受

教 育 年 限（t=-1.306，P=0.202）、平 均 井 下 高 度 （t=-
0.419，P=0.678）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年龄（t=-
2.088，P=0.046）、井下作业工龄（t=-3.732，P=0.001）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附表 短期记忆提取任务时病例组

与对照组相比激活降低的脑区

注：MNI 为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P 值为协方差分析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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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短期记忆提取任务时病例

组与对照组相比激活降低的脑区

注：a.左海马旁回 b.右颞上回 c.左中央后回 d.右角回 e.右豆

状核

2.2 功能磁共振结果

病例组平均 正确按键数（23.7±9.9）次，对 照 组

平均正确按键 数（30.7±4.9）次，两组正 确按键数 有

明显差别（t=-2.623，P=0.014）。进行短期记忆提取任

务时，以年龄、井下作业工龄为协变量，采用协方差

分析发现：与对照组比，病例组左海马旁回，右颞上

回，左中央后回，右角回，右豆状核的激活降低；未见

激活增强的脑区。 见附表，附图。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与对照组相比，PTSD 患者执行短

期记忆提取任务时左海马旁回激活降低。 海马旁回

是边缘系统、 颞叶内侧面的组成部分， 被认为与情

节、空间、背景记忆和情绪反应有关，参与记忆的编

码和提取[6]。 结构影像学证据表明 PTSD 患者海马旁

回灰质体积/密度小于创伤暴露的对照组 [7，8]；功能影

像学证据表明 PTSD 患者在执行创伤脚本或恐惧面

孔任务时海马旁回激活增强 [6，9，10]，与本研究结果不

一致。 可能原因是在不同的任务范式下，PTSD 患者

脑区功能变化不同。
颞上回为听 觉联合皮质 区， 颞上回与 相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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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chl’s 回（该区包含初级听觉皮质）共同参与声音

知觉及处理[11]。 该区有明确的偏侧化特异性，优势半

球皮质与分析语声有关，有助于词汇的产生与理解；
非优势半球则调节非语词材料包括音乐的听知觉，
有助于区分音律、音调及声音强度的差别[12]。 故研究

认为该部分脑区在语言加工方 面 表 现 活 跃 。 Brem-
ner[13]指出 PTSD 患者颞上回、颞中回参与记忆加工

的整合。 结构影像方面，研究发现 PTSD 患者颞上回

灰质体积/密度低于对照组[7，14]。 功能影像方面，本组

既往研究发现急性 PTSD 患者在执行短期记忆提取

任务时，其右颞上回激活强度低于对照组[5]。 本次研

究亦发现慢性 PTSD 患者执行该任务时， 右颞上回

激活强度低于对照组。 说明右颞上回在 PTSD 急性

期的短期记忆提取上表现的功能异常在慢性期同样

存在。 Whalley 等 [1]发现 在执行情景 记忆提取任 务

时， 病例组左颞上回对负性图片激活强度低于对照

组，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但 Bremner 等[15]使用正电子

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技术却发现 PTSD 患者在进行

言语记忆编码时双侧颞上回局部脑血流量（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rCBF） 高于创伤暴露的对照组。
同样，Schuff 等[16]使用动脉自旋标记 MRI 灌注方法，
发现 PTSD 患者颞上回 rCBF 高于对照组，与本研究

结果不一致。 结果的差异性可能与样本及研究技术

的不同等有关。
顶叶感觉和监控躯体对应激刺激的反应， 在感

觉加工从初级感觉区域到单项或多项与前额皮质的

连接发挥重大作用[17]。 研究发现，PTSD 患者右中央

后回灰质密度高于健 康 对照 [18]。 fMRI 研 究 示 急 性

PTSD 患者面对创伤相关图片刺激时，左中央后回激

活降低 [5]。 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技术发

现进行眼动脱敏和再加工治疗后，PTSD 患者左中央

后回较治疗前激活降低 [19]。 本研究中 PTSD 患者左

中央后回功能降低， 这个结果与上述研究发现是一

致的。 角回是顶下小叶的组成部分， 负责听觉语言

信息和视觉语言信息之间的转化。 本研究 PTSD 患

者在执行短期记忆提取任务时， 角回区激活强度低

于对照组， 提示 PTSD 患者的语音听觉感知与文字

听觉感知间的联系下降。
豆状核是由壳和苍白球组成的灰质团块， 是锥

体外系传导通路中的重要核团[20]。 有报道指出单纯

的豆状核损伤可以引起语言认知功能的障碍， 认为

豆状核参与了语言表达和 词 语 短 期 记 忆 的 处 理 过

程 [21]。 本研究发现 PTSD 患者豆状核在短期记忆提

取任务时激活强度低于对照， 肯定了 PTSD 患者的

豆状核存在功能的病理性改变。 此外，PTSD 患者存

在明显的认知功能损害， 主要表现为学习记忆能力

的显著下降。 本研究提示豆状核与 PTSD 症状之间

可能存在联系，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致谢：感谢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单保慈研究员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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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中的大学生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获得这种内隐

的态度[2]。
而当大学生自我卷入时， 文科的女生将自己与

人文社会类的职业联系更紧密， 文科的男生对人文

社会和科学技术领域职业两者的偏向程度差不多，
并稍微偏向科学技术领域职业； 而理工科专业的自

我职业 IAT 效应值显著高于文科学生， 具体而言，
理工科的被试都更多地将自己与科学技术领域的职

业相联结，尤其对理工科的女生而言，也将自我与科

学技术类职业联系更紧密，当自我卷入时，并未受到

普遍存在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表现出一

定的反职业性别刻板效应， 这一结论支持了很多前

人的研究 [18-21]，如人们对女性从事某些传统的 男性

职业持比较宽容的态度， 女性更可能选择那些以男

性为主的职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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