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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基底前脑受损是否导致自发性虚构。 方法：收集三例前交通动脉瘤破裂的病人，在病人发病后 5
到 28 天期间，进行测量，测量项目包括自发性虚构、诱发性虚构、时间背景混淆性、智力、记忆力、执行功能等。 结果：

在 CT 资料上没有可见损伤的病人，一切表现正常；仅仅基底前脑损伤的病人，出现了顺行性遗忘和中等程度的自发

性虚构；而基底前脑和额叶同时受损的病人，出现了顺行性遗忘、明显的自发性虚构和人格改变。 结论：仅仅基底前

脑损伤就可以导致自发性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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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ired Basal Forebrain Induces Spontaneous Confab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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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Whether the impaired basal forebrain can induce spontaneous confabulation or not is a contro-
versial issue’,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to explore it. Methods: Thre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rupture and repair of ante-
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neurysm were selected and assessed in the following 5 to 28 days after their onsets. The assess-
ments included spontaneous confabulation, provoked confabulation, temporal context confusion, memory, executive func-
tions, and so on. Results: The patient with no impairment in the CT scans is normal, the patient with impairment of basal
forebrain has amnesia and moderate spontaneous confabulation, the patient with impairment of both basal forebrain and
frontal lobe exhibits amnesia, spontaneous confabulation and personality change. Conclusion: Impairment of basal fore-
brain alone is sufficient for amnesia and spontaneous confab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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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症状是一种基于扭曲变形的记忆而导致的

错误的言语与行为表现，自发性虚构是指，这种症状

是脑受损病人在自然情况下的自发表现 [1]。 基底前

脑的受损在自发性虚构的研究中 非常频繁的 被提

及，但是，该结构本身的受损是否足以导致自发性虚

构，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2]。
前交通动脉瘤的破裂是最常见的导致自发性虚

构的病因，但是，前交通动脉及其分支，不仅对基底

前脑提供血液供应， 而且也供应前额叶的腹内侧部

区域。 当前交 通 动 脉 瘤 破 裂 后，这些区域出现缺血

样受损，会出现一种被称为“前交通动脉综合征”的

症状，主要包括三种表现：遗忘、自发性虚构、人格改

变[3-6]。
然而， 前交通动脉瘤的破裂并不总是导致自发

性虚构， 甚 至 并 不 出 现 遗忘症[6，7]，一个可能的原因

是，前交通动脉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构，例如，有

的人只有一根， 而有的人甚至有三到五根较细的血

管组成， 这种差异导致病人的缺血样受损的程度有

很大不同。 一些研究者认为，出现上述三种症状，需

要基底前脑和前额叶部分区域同时受损 [5]。 但是另

一方面，又有很多文献认为，仅仅基底前脑（及其附

近皮层）的受损，就足以导致自发性虚构[1，2]。
Gilboa 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 更是发现了一个

令人疑惑的现象[6]。 在他们的研究里，没有自发性虚

构症状的前交通动脉瘤病人作为控制组，然而，当对

控制组病人进行时间背景混淆测验 （ the temporal
context confusion task，简称 TCC）的时候，令人奇怪

的现象出现了， 这些被试在这个测验中表现出了很

差的成绩。 因为，长期以来，多位研究者在多个研究

里已经证明， 时间背景混淆测验是测查自发性虚构

病人的一个敏感有效的测验 [8-10]，换言之，如果被试

在该测验中成绩很差，那么，该被试往往会有自发性

虚构的症状；反之亦然，几乎所有的自发性虚构的患

者，在该测验中都有较差的表现。面对这个超出预料

的矛盾结果，Gilboa 等人怀疑，这些病人可能是属于

“行动型虚构”[6]，这种虚构，往往直接付诸行动，而缺

乏言语报告，所以，往往不易被发现。 最终，Gilboa 等

人做出结论认为，对基底前脑的损伤，足以导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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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混淆，但是，不足以导致自发性虚构，而附加

的眶额叶大部的损伤， 对自发性虚构的出现更为关

键[6]。
超出预期的结果如何解释， 仍然没有令人信服

的结论。 我们对于相关文献的检索浏览中发现，关

于这个问题，还存在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那就是， 很多文献中对前交通动脉瘤破裂病人的神

经心理测量， 都是在病人发病之后的较长时间间隔

之后，文献可见的时间段是 3 到 98 个月 [5，6]。 然而，
目前已经明确知道的是， 自发性虚构往往会随时间

而变化，很常见的变化是，由自发性虚构变化为诱发

性虚构，甚至最终虚构症状消失 [1，2，11，12]。 因此，从这

个角度来看，文献中的很多测量并不准确，这导致了

结论的可靠性降低。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我们从临床中筛选了病因

相同（前交通动脉瘤破裂）但是脑受损区域有差异的

三位病人，并且在病人发病后的较短时间内（5 天到

28 天期间），进行了神经心理的测量，来探索上述问

题的答案。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和神经解剖学数据

本研究中的被试， 包括三名病人 （姓名：NHC，
QJS，JCH）和 30 名健康成年人。 我们从所有被试处

都取得了知情同意。在选择被试时候，我们排除了那

些有明显的抑郁、酒精成瘾、吸毒，意识模糊，或者其

它已知的与本实验不适宜的被试参与实验。
控制组由 30 名健康成年人组成。 这些成年人，

在年龄（平均年龄 54 岁，范围从 35 岁到 70 岁）和受

教育程度 （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7 年， 范围是 5 年到

11 年）方面都和三位病人比较接近。
表 1 显示了三位病人的详细情况， 包括人口学

变量、 由计算机断层扫描或磁共振获得的脑受损部

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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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基本神经心理学功能的测量

本研究中使用的标准测验包括： 简易精神状况

检查（MMSE），神经精神科问卷（neuropsychiatric in-
ventory），韦氏记忆量表（中国修订版），言语流畅性

测验，威斯康 星卡片分 类测验（WCST），stroop 字 色

干扰测验。
1.3 对虚构症状的测量

Dalla 曾经设计了一个修订版的虚构量表，这个

量表对病人的自传情景记忆、 一般语义记忆和个人

未来规划三个方面进行了测量[13]。 然而，这个量表中

包含一些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著名人物和社会公

众事件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都

是比较陌生的。 因此，为了本研究的需要，我们设计

了一份中国版的虚构量表， 这个量表与 Dalla 的修

订版虚构量表具有相似的结构，并且经过了信度和

效度的检验。 值得说明的是，不管是 Dalla 的修订版

虚构量表还是我们的中国版虚构量表， 都需要对被

试做出提问，因此，严格来说，只能测量被试的诱发

性虚构。 但是， 由于自发性虚构病人往往同时具有

严重的诱发性虚构，因此，该测量可以作为自发性虚

构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对于病人的自发性虚构， 我们使用了一个李科

特五点量表( 5-point Likert scale )进行测量。 该量表

包括 6 个常见的自发性虚构的症状作为项目， 每个

项目设有 5 个评价等级(1 从不，2 很少，3 有时，4 经

常，5 总是)。我们要求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在该量表

上对病人的情况进行评价打分。最后，我们计算一个

总的平均分作为病人的得分[14]。
1.4 对自发性虚构的机制研究所特别使用的测量

Schnider 等人设计了时间背景混淆测验（TCC）
来探索自发性虚构的机制问题。长期以来，多位研究

者在多个研究里已经证明， 时间背景混淆测验是测

查自发 性 虚 构 病 人 的一个敏感有效的测验 [8-10]。 因

此，我们仿照该测验，对病人进行了测试。 我们的测

验方法和 Schnider 等人的原有测验的主要区别是，

原测验主要是使用计算机呈现， 而我们的测验主要

是手工呈现。因为，我们考虑到，大多数的中国病人，

一方面，年龄较大，文化水平较低，对于计算机的呈

现可能会不适应；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测验是在病

人的健康与精神状况较差的情况下， 在医院的病床

边进行，因此，病人对计算机的机械平静的呈现可能

会反应冷淡， 而由主试手工呈现应该会比计算机呈

现更能引起病人的注意和互动，更符合测量的需要。

表 1 三位病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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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见表 2。

表 2 病人及控制组的主要神经心理测量结果

注：* 表示该分数在常模或控制组群体的平均分数的 1.65 个标准差之外，P=
0.05， 单侧；** 表示该分数在常模或控制组群体的平均分数的 2.33 个标准差

之外，P=0.01，单侧。

3 讨 论

病人 NHC 在所有的神经心理测量中都表现正

常，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该病人在发病后很快得

到了及时的治疗，并且，其神经影像资料也显示，该

病人并没有明显可见的脑损伤。 这说明， 对于前交

通动脉瘤破裂的病人，如果其脑实质可以保持完好，
或者只有轻微的损伤，那么，病人可以保持全面完好

的神经心理功能不受损害。
对于病人 JCH 的情况，我们也并不意外。 该病

人的神经影像资料显示，双侧基底前脑受损，并且有

眶额叶的受损；病人表现出了遗忘症、自发性虚构和

人格改变，正像前交通动脉综合征所预期的那样 [5]。
关键的病人是 QJS， 该病人有中等程度的自发

性虚构的表现，轻微的顺行性遗忘，但是没有明显的

人格改变。 如果拿病人 QJS 和 NHC 的情况做比较，
可以认为， 病人 QJS 比 NHC 增加的自发性虚构和

顺行性遗忘，主要是因为增加了基底前脑的受损。如

果拿病人 QJS 和 JCH 的情况做比较， 可以认为，病

人 JCH 比 QJS 增加的人格改变，主要是因为增加了

的眶额叶的受损[15，16]。 同时，对于病人 QJS 和 JCH 来

说，二者共同的症状，自发性虚构和顺行性遗忘，应

该是因为二者同样的基底前脑的受损！
需要指出的是，现有文献已经指出，基底前脑受

损导致的记忆力受损，主要是背景记忆 [3，4]；同时，中

国修订版的韦氏记忆，是韦氏记忆的早期版本，在测

查背景记忆方面，并不敏感 [17]；因此，病人 QJS 的韦

氏记忆成绩，虽然偏低，但是，并没有超出 1.65 个标

准差。

就时间背景混淆任务来说，病人 QJS 和 JCH 都

表现得很差， 这与他们的自发性虚构症状具有一致

性。Gilboa 等人认为，“对于自发性虚构来说，时间背

景混淆仅仅是一个必要的， 但是并不是一个充分的

条件；而且，时间背景混淆仅仅是前交通动脉瘤破裂

导致的遗忘症的一个特征， 但是并不是自发性虚构

的本质本身”。但是，我们对此持有不同观点，我们认

为，仅仅基底前脑受损本身，就足以导致时间背景混

淆和自发性虚构这两个症状。 换言之，我们认为，自

发 性 虚 构 包 含 多 种症状表现，其中 包 括 时 间 背景

混淆。
我们的观点，来自实验和文献两个方面的证据。

就实验证据来说， 我们的三个前交通动脉瘤破裂的

病人，已经提供了很好的说明。就文献来看，首先，如

我们前文所述，长期以来，多位研究者在多个研究里

已经证明， 时间背景混淆测验是测查自发性虚构病

人的一个敏感有效的测验[8-10]。 其次，从对基底前脑

本身的研究来看，也有一些证据可以提供支持。研究

者很早就在对基底前脑遗忘症的研究中发现， 这类

病人的回忆能力比较差， 但是却可以保留比较好的

再认能力[3-5]。 于是研究进一步开展，人们想要知道，
这类病人的记忆里究竟保留了什么，损伤了什么？在

这种背景下， 一些研究者发现， 基底前脑受损的病

人，可以保留对刺激本身的记忆，可以完成再认，但

是， 往往丧失了这些刺激的背景记忆--也就是说，
病人对于刺激的空间位置和时间标签丧失了记忆[3-5]。
我们认为， 这恰恰是导致病人在时间背景混淆测验

中成绩偏低的原因。然而，时间背景混淆测验主要针

对的是时间标签， 而基底前脑损伤所导致的背景记

忆的丧失，却不仅仅包括时间，还包括空间及其它可

能的背景信息。对于自发性虚构来说，病人往往是保

留良好的记忆内容， 但是在这些内容的关系与逻辑

的问题上出现错误和混乱，这种混乱，包括但是并不

仅仅限于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因此，我们认为，仅

仅基底前脑受损本身， 就可以导致自发性虚构的发

生。 病人 QJS 的一次自发性虚构表现，可以作为实

际案例：QJS 有一次给家里的母亲打电话询问自己

的妻子是否已经回到家里，他认为，妻子在两个小时

前离开了医院回家，现在应该已经到家。 而事实上，
这件事情发生在好几天以前！ 病人明显的弄错了事

件的时间关系， 进而导致了自发性虚构的言语和行

为的发生。
那么， 为什么文献中对于基底前脑损伤是否导

致自发性虚构存在争议呢？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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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我们前文已述，很多研究者对前交通动脉瘤破

裂病人的神经心理测量， 都是在病人发病之后的较

长时间间隔之后，而自发性虚构往往会随时间变化，

由自发性虚构变化为诱发性虚构， 甚至最终虚构症

状消失。 因此，原本就不太严重的虚构症状，在较长

时间间隔之后，往往就很难被测查到了。 其二是，关

于自发性虚构的定义，有很大的分歧性，一些研究者

认为“古怪的、持续的、夸张的”虚构，是自发性虚构

的必要特征，而合乎情理的、低频率的自发性虚构，

可能仅仅被这些研究者归结为“记忆错误”。 从这个

角度来看，基于定义的差异，一些基底前脑受损病人

的自发性虚构，往往被研究者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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