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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基于最弱连接理论确认的抑郁症认知易感者与首发重性抑郁症患者杏仁核体积的差异，探讨在

抑郁症发生过程中杏仁核体积变化的特点。 方法：应用磁共振成像(MRI)检测 29 例抑郁症认知易感者、27 例未用药

首发重性抑郁症患者及 25 例健康对照者的杏仁核体积。 结果： 三组被试的右侧杏仁核体积存在显著组间差异， F
（2，78）=5.467，P＜0.001，其中抑郁症认知易感者组杏仁核体积显著小于首发重性抑郁症组的，但与健康对照组两侧

杏仁核体积均无显著差异；抑郁症认知易感者组左、右两侧杏仁核体积与其 CSQ 结果认知因子得分均呈正相关（r=
0.371，P＜0.05； r=0.399，P＜0.05）。结论：基于最弱连接理论确认的抑郁症认知易感者杏仁核体积显著小于首发重性抑

郁症患者杏仁核体积，但与健康对照组无显著差异；抑郁症认知易感者杏仁核体积与事件结果负性认知过程有一定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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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mygdala volumes of individuals with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based on
the weakest link hypothesis and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of major depression, and explore the changes of amygdala vol-
umes during the progress of depression. Methods: The amygdala volumes of 29 individuals with cognitive vulnerablity to
depression, 27 patients with first -episode of major depression and 25 age-and gender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gained b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Results: Individuals with cognitive vulnerablity to depression revealed
smaller right amygdala volumes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of major depression,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healthy controls. Amygdala volume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nsequences cognitive scores of CSQ in individuals
with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left: r=0.371, P＜0.05；right: r=0.399, P＜0.05). Conclusion: Individuals with cog-
nitive vulnerablity to depression reveal smaller right amygdala volumes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 first episode of major
depression,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healthy controls. Amygdala volumes of individuals with cognitive vulnerabili-
ty to depression may be related to the progress of negative cognition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lif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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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核是边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与了情

感行为的形成、自主活动、内分泌整合过程 ,在抑郁

症的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 大量磁共振成

像 (MRI)研究表明，首发重性抑郁症患者杏仁核体

积增大， 并认为杏仁核体积的增大可能与杏仁核异

常活跃及其血流量代偿性增加有关 [2]。 然而抑郁症

发生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 某些易感人群比一般人

群易发抑郁症，如具有遗传素质、抑郁人格特质、负

性认知、遭遇负性生活事件等个体[3]。 2002 年，Abela
与 Sarin 从认知理论角度提出了最弱连接理论 [4]，强调

个体强度最大的抑郁易感性因素影响和决定其今后

抑郁发生的可能性，随后该理论得到了多次验证，证

明基于最弱连接理论 的 认 知 易 感 者 更 易发生抑郁

症[5]。 然而，抑郁症认知易感者在抑郁症发生过程中

是否存在杏仁核体积的变化目前尚不清楚。 因此我

们以 Abela 与 Sarin 提出的最弱连接理论为依据确

定抑郁症认知易感人群， 探讨其杏仁核体积变化的

特点，为抑郁症发生的神经生理基础提供实验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1 抑郁症认知易感组(简称易感者组) 入组的

抑郁认知易感者均来自长沙两所高校大学生。 筛选

工具包括认知方式问卷 （Cognitive Style Question-
naire，CSQ）[6]及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
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7]，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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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Abela 的最弱连接理论所建立的诊断标准，确

立抑郁症认知易感者 [4]。 所有的抑郁症认知易感者

均由两个经过严格培训的心理学专业人员完成整个

测试过程，CSQ 结果符合最弱连接理论假说的消极

认知归因模式[4]。 所有被试均为汉族人，右利手。 既

往未经历过重大精神创伤，无精神疾病、 颅脑外伤、
器质性精神障碍、酒精和药物依赖等病史,亦无精神

疾病家族史。 实际入组 29 人，男性 13 例，女 16 例，
年龄 20.70±1.02 岁。
1.1.2 抑郁症患者组 入组的抑郁症患者均来自我

院心理咨询门诊初诊的首发抑郁症患者。入组标准：
①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DSM-
Ⅳ)重性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②无抑郁发作、轻躁

狂及躁狂发作、恶劣心境和环性心境障碍的既往史，
无精神疾病家族史； ③未经抗抑郁药治疗； ④汉族

人，右利手；⑤文化程度均是在读大学生或大学毕业

者；⑥截至入组时无酒精和药物依赖等病史，无电休

克治疗史， 无口服或静脉注射类固醇及精神活性物

质滥用史。 排除标准：①心、肝、肾等重大躯体疾病；
②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脑外伤或脑血管病患者；③精

神分裂症或酒精、药物依赖所致的抑郁发作；④最近

六个月内接受过无抽搐电休克治疗（ECT）、抗精神

病或抗抑郁药物 （包括苯二氮卓类药物及其它镇静

催眠药）治疗。 实际入组 27 人，男性 13 例，女性 14
例，年龄 20.51±1.67 岁。
1.1.3 健康对照组 健康对照组的个体均来自长沙

两所高校志愿参加本研究的健康大学生， 既往无精

神疾病、 颅脑外伤、器质性精神障碍、酒精和药物依

赖等病史, 亦无精神疾病家族史。 所有被试均为汉

族，右利手。实际入组 25 人，男性 13 例，女性 12 例，
年龄 20.84±1.39 岁。
1.2 方法

大脑磁共振图像采集 采用 SIMENSE SONATA
1.5T 磁共振扫描仪， 应用 T1 加权三维磁化强度预

备梯度回波序列 （T1 weighted three-dimensional ma
sequen，T1WI 3D MP RAGE） 进行大脑数据采集，扫

描 参 数：FOV：256×256mm；视 野 250mm；层 数 192，
层厚 1mm；层间距 0.5mm；脉冲重复时间/回波时间

（TR/TE）：1900ms/2.92ms； 翻 转 角 （flip gnetization
prepared rapid acquisition gradient echoangle）：15° ；
带宽：160Hz/像素； 矩 阵 :256×256×192， 体 素 大 小

（voxel size）:1×1×1mm3， 所有图像以 DICOM 格式传

至泰瑞公司专用图像处理工作站。
1.2.1 杏仁核边界的确定 杏仁核在 MRI 上的边

界划分参照 Tamraz 和 Watson 等[8，9]的方法 ，并结合

潘克梫等[10]采用的杏仁核边界的确定方法。 杏仁核

前界与侧副沟的闭合点平齐， 在冠状位和横断位显

示视交叉图像， 矢状位图像上其前界位于环回与鼻

内沟的交界处。 杏仁核的上界以鼻内沟至环池下部

的连线为界。 后界在冠状位图像上常以海马白质上

方和海马头外侧的初现灰质为确认杏仁核后界的标

志，如果海马辨认不清，则将颞角作为边界。 杏仁核

的内外侧界：在横断位图像上容易辨认其内外侧界，
内缘邻接环池，被一部分鼻内区皮质覆盖，构成了环

回的表层, 小脑幕切迹下的鼻内区皮质未计入杏仁

核容积内。
1.2.2 MRI 容积分析 通 过 3D MPRAGE 序 列 获

得冠状面图像，将图像资料传输到 SunADW 410 工

作站。 运用 Functool(212149 版)中体积分析功能，同

时打开矢状面、冠状面、横轴面及斜冠状面 4 个视

窗，调节窗宽、 窗位至灰白质对比明显，用鼠标按照

上述标准结合矢状面、冠状面、轴面三维图像在斜冠

状面上逐层勾画出杏仁核的边界。 软件自动得到感

兴趣区的面积 S，通过 S×（层厚＋层间距）得到该层

的体积，再根据层数得到杏仁核容积的原始数据。同

时在 T1W I 轴面及矢状面上测量颅腔的最大左右

径、 前后径， 并测量枕骨大孔前下缘至颅顶内板间

的最远距离 ,三径相乘得到受试者的颅腔体积。
1.2.3 标准化 取得三组被试杏仁核体积的原始数

据后， 为消除个体头颅大小对上述结构体积数据的

影响 ,按下面 Cendes F 等提出的计算方法对原始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11]。 V 标=V 原×V 均/Vn，其中，V 标为

杏仁核标准化后的体积；V 原为杏仁核的原始体积；
V 均为平均颅腔体积；Vn 为受试者的颅腔体积。
1.3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16.0 软件处理，组间各参数比较运用

方差分析方法，相关系数计算采用 Pearson 相关法。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和行为数据比较

三组间男女性别比例 （χ2 (2)=0.277） 和年龄(F
(2，78)=1.889)无显著差异（P＞0.05）。 CES-D 抑郁症

状总分方面，三组间存在显著差异，F(2，78)=87.945，
P＜0.001,事后检验得知,抑郁症组显著高于另外两组

（P＜0.001），但易感者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无显著差

异（P＞0.05）。CSQ 的内在认知，结果认知和自我认知

因 子 得 分 方 面 ， 三 组 间 均 有 显 著 差 异 F (2，78)=
10.342，P＜0.001，F(2，78)=14.168，P＜0.001，F(2，78)=
14.064，P＜0.001，进一步两两检验结果表明，易感者

组和抑郁症组的三个认知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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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P＜0.01)，但易感者组和抑郁症组之间无显著

性差异（P＞0.05）。 见表 1。

表 1 抑郁症认知易感组﹑首发重性抑郁症组及

健康对照组的一般资料和行为数据的比较(x±s)

表 2 抑郁症认知易感组﹑首发重性抑郁症组

及健康对照组的杏仁核体积的比较(x±s)

2.2 杏仁核体积比较

三 组 间 杏 仁 核 总 体 积 大 小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F

（2，78）=3.233，P＜0.05，事后检验得出抑郁症组显著

大于另外两组（P＜0.05），但易感者组与正常对照组

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三组间右侧杏仁核体积

大小也是抑郁症组显著大于另外两组 （P＜0.05），而

易感者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P＞0.05）；
左 侧 杏 仁 核 体 积 大 小 三 组 间 均 无 显 著 差 异 （P＞
0.05）。 见表 2。
2.3 杏仁核体积与被试的年龄及行为学数据相关

三组被试右侧杏仁核体积大小与其 CES-D 总

分、CSQ 结果认知因子得分均呈正相关 （r =0.302，
P＜0.01；r =0.242，P＜0.05）；易感者组左、右两侧杏仁

核体积大小与其 CSQ 结果认知因子得分均呈正相

关 （r =0.371，P＜0.05；r =0.399，P＜0.05）；正 常 组 左 、
右两侧杏仁核体积值与其年龄大小均呈正相关（r =
0.625，P＜0.01；r =0.460，P＜0.01），右侧杏仁核体积大

小与其 CSQ 自我认知因子得分呈正相关（r =0.460，
P＜0.05）；抑郁症组左右两侧杏仁核体积值与其年龄

大小及行为学数据相关不显著（P＞0.05）。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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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大量研究表明，许多因素影响抑郁症的发生，如

遗传基因、环境因素、遭遇负性生活事件、人格特质、
人际交往、 认知方式等。 当前普遍认为抑郁症患者

的亲属、长期处于紧张压抑的环境下的个体、遭遇重

大创伤的个体、 具备内向缺乏活力及不自信等性格

特征的个体， 运用负性认知方式的个体更容易患抑

郁症[5]。 另外，有关 5-HTTP 基因型的研究发现经历

了三次以上生活事件后 S 等位基因携带者比 LL 型

携带者的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高一倍 [12]，可见 S 等

位基因是抑郁症的一个风险基因。 在抑郁症的认知

易感性方面影响力最大的是 Abramson 的抑郁无望

理论[13]。 在抑 郁 的 无 望 理 论 基础上，Abela 与 Sarin
2002 年提出了最弱连接假说 [4]，并认为个体各种消

极的认知因素对抑郁的发生并不是均衡的作用，个

体强度最大的抑郁易感性因素影响和决定其今后抑

郁发生的可能性。 随后该理论在青年和成人样本研

究中得到了多次验证 [5]。 我们依照最弱连接理论选

取抑郁症认知易感者， 并对该群体的杏仁核体积进

行研究，以期发现抑郁症发病前的一些神经基础，达

到抑郁症早期诊断的目的。
既往关于抑郁症易感人群杏仁核体积的研究较

少， 结果也不一致。 Marina Boccardi 等人的研究发

现， 抑郁症患者家属左右两侧杏仁核体积均显示大

于非抑郁症患者家属的杏仁核体积[14]；关于 5-HTTP
基因型的研究， 有研究者发现 S 等位基因携带者比

LL 型的携带者右侧杏仁核体积显著增大[15]。 而另一

些研究则未发现抑郁症易感者杏仁核体积的改变 [16-

18]。 本文结果表明，以最弱连接理论为基础确定的抑

郁症认知易感人群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其杏仁核体积

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说明最弱连接理论为基础确定

的抑郁症认知易感人群的病理改变尚未明显累及与

抑郁症发生有密切关系的杏仁核这一神经核团，尽

管该组人群在心理病理层面上出现了异常， 但是并

未表现神经组织病理的改变。 至于该人群是否以后

会发生杏仁核体积的改变还有待进一步追踪研究来

证实。此外，本文结果显示三组全体被试右侧杏仁核

体积大小与其抑郁分数呈正相关， 这从某种程度上

支持了右侧杏仁核可能在抑郁症发病机制中起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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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组总样本的杏仁核体积与被试的年龄及行为学数据相关分析（r）

注：*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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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作用。我们研究还发现易感者组左、右两侧杏仁

核体积与其 CSQ 结果认知因子得分均呈正相关，说

明易感者杏仁核体积与其对事件结果的负性认知存

在关联，目前国内外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其作用机

理还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正常组左右两侧杏仁

核体积大小与其年龄大小均呈正相关， 而另外两组

相关均不显著， 从大脑发育的角度来说， 抑郁易感

者、 抑郁症患者及正常人杏仁核体积的发展变化是

不同的， 也许可以提示杏仁核体积随年龄的变化情

况在抑郁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以往

很多研究发现杏仁核体积大小与年龄呈负相关或不

相关 [19-22]，也有研究结果与本文结果基本一致 [23，24]。
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研究样本的不同， 被试整体年

龄过大或跨度较大均可影响结果， 不同年龄阶段的

个体脑发育程度是不一样的， 中老年人机体处于衰

退状态，可能会有杏仁核体积的减少，而我们的被试

都是成年早期的个体， 可能杏仁核随年龄增加有一

定的增大， 因此研究抑郁症杏仁核体积应该注意年

龄这一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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