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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慢性吸烟者静息状态下的脑功能活动情况。 方法：采用局部一致性（ReHo）方法，对 44 名慢性吸

烟者和 44 名与之相匹配的不吸烟的健康志愿者在静息状态下脑功能活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与不吸烟者相

比，慢 性 吸 烟 者 静 息 状 态 右 侧 额 下 回 BOLD 信 号 ReHo 降 低，左 侧 顶 上 回 BOLD 信 号 ReHo 增 强 (P<0.05，纠 正 后，

cluster 水平)。 结论：研究结果提示慢性吸烟会导致额叶和顶叶脑区功能活动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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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alterations in regional homogeneity(ReHo) of resting-state brain activity in chronic
cigarette smokers. Methods: 45 otherwise healthy smokers and 44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were imaged with BOLD fMRI
and analyzed with the ReHo method.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decreased ReHo was found in smokers in
the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and increased ReHo was found in left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P<0.05, voxel=10, cluster-
level corrected).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indicates abnormal brain activity is distributed frontal and parietal cortices in
chronic smokers during resting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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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吸烟人数最多的国家， 占世界吸

烟人口的 30%[1]，由于慢性吸烟而导致死亡的人数，
每年至少达一百万人 [2]。 而世界总的吸烟相关死亡

人数， 预计将从 2005 年的五千四百万升至 2015 年

的 6 千 4 百万 [3]。 功能磁共振（fMRI）有助于我们了

解慢性吸烟对脑功能活动的影响， 而了解脑功能活

动的具体改变有助于我们提高戒烟药物治疗和行为

干预的有效性。
ReHo 是用于研究静息状态下被给定的体素与

其相邻体素之间自发的神经元活动一致性的情况，
即主要了解脑区局部活动的差异， 而不是整个脑区

整体而言的差异。 与任务相关的 fMRI 相比，这种静

息状态下， 自发的脑区之间活动的相关分析可以更

完整地揭示功能上和解剖上密切联系的神经环路，
而任务引起的脑激活只能揭示参与特定认知过程的

部分脑结构[4]。

目前还没有关于慢性吸烟者静息状态下脑功能

局部性的功能连接报道。 研究局部相邻脑区的功能

活动一致性情况更有助于了解慢性吸烟对脑功能活

动的影响。 为了解静息状态下吸烟者脑功能活动局

部一致性改变， 本研究对吸烟者和不吸烟者进行静

息状态下的功能磁共振研究， 并 采用局部一 致性

（regional homogeneity，ReHo） 分析方法对研究结果

进行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包括 45 名慢性吸烟者和 44 名相匹配

的不吸烟者。 所有的吸烟者都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

断统计手册第 4 版（DSM-Ⅳ）关于物质依赖的诊断

标准，吸烟不少于 2 年，每天吸烟不少于 10 根。除了

烟草以外，没有其它任何物质（包括酒精）成瘾史。排

除标准包括：伴精神病性症状，伴有除尼古丁以外的

药物依赖史，伴脑器质性及严重躯体疾病，颅脑损伤

史、昏迷史，既往有癫痫发作或有癫痫病家族史者，
磁共振扫描前 2 周内有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者或接

受过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患者； 正在接受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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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匹配的正常对照组无任何成瘾物质依赖史，一

生中吸烟不超过 5 根。体格检查、心电图及生化检查

无异常。排除标准同病人组。所有的受试者要求无磁

共振检查禁忌，并且磁共振检查未发现脑结构异常，
年龄 18－45 岁，汉族，初中或以上教育程度。 在实验

研究前，详细告知所有受试者实验研究的目的、实验

过程、可能的危险和躯体不适感。所有被试者都是自

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磁共振检查方法和数据分析

1.2.1 磁共振图像数据采集 MRI 数据采集在湖南

省人民医院放射科磁共振室内完成， 使用 Siemens
3.0T 磁共振成像系统 (Allegra；Siemens Medical Sys-
tem)，在标准的头线圈内完成扫描，扫描时受试者仰

卧，用配套的泡沫垫固定头部位置，以减少被试的头

部运动。 扫描时不添加任何认知任务，受试者仰卧，
保持全身静止不动，闭上双眼，并嘱咐受试者尽量不

思考。 具体参数为：重复时间（repetition time，TR）=
3000ms，回波时间 (echo time，TE)=30ms，翻转角 (flip
angle)=90o，视 野 （FOV）=220×220mm，矩 阵 (matrix)=
64×64，层 厚 （slice thickness）＝3mm，层 间 隔 （gap）＝
1mm，层数=36，时间点=180。
1.2.2 磁共振图像数据预处理 首先采用 MRIcroN
（http://www.cabiatl.com/mricro/） 将 所获取的图 像 由

DICOM 格式转换为 3D img 格式， 考虑到磁场达到

稳态需要的时间以及被试对环境的适应，前 10 个时

间 点 的 图 像 被 剔 除 。 然 后 采 用 SPM5 （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http://www.fil.ion.ucl.ac.uk/spm/）
进行图像数据的预处理。 具体包括：时间纠正（考虑

到每个层面的获取时间不同）；估计扫描期间的头动

参数，进行头动纠正；将扫描所得结构图像标准化到

SPM5 的标准 EPI 模板，并将体素重采样为 3m×3m×
3m 大小。 经过头动检测后，所有在各个方向（x，y，z）
的平动均小于 1.5mm， 转动的角度均小于 1 度的研

究对象入选进行进一步分析。 然后采用 REST 软件

(REST，by SONG Xiao-Wei et al.，http://resting-fmri.
sourceforge.net)进行去基线漂移和滤波处理（0.01<f<
0.08Hz）， 减少低频漂移并且过滤高频的生理性躁

声，如呼吸和心跳[5]。
1.2.3 局部一致性计算 采用 REST 软件计算每个

个体的局部一致性 （regional homogeneity，ReHo）图

像 ，用 KCC（Kendall’s coefficient concordance）表 示

所选取的体素与其邻近的体素在此同一时间序列中

的局部一致性，KCC 值（也称 ReHo 值）就赋于此体

素，其值从 0 至 1，计算公式为： ，此处

W 是指所选取的体素的总 KCC 值， 其范围从 0 到

1；Ri 指 第 i 个 时 点 的 秩 和；R=[(n +1)K]/2 指 Ri 的

平均值；n 指总秩次数（此处 n=170）；K 指所测量的

计算单元 （指多个相邻的体素构成的计算 ReHo 的

最小单元）中时间序列的数目（此处 K=27，即 27 个

体素构成的立方体中位于中心的一个体素及其周围

相邻的 26 个体素之和）。 为了对 ReHo 值进行标准

化处理，将每个体素 ReHo 除以全脑 ReHo 均值。 然

后进行空间平滑， 即各向同性高斯平滑以降低空间

躁声并减少空间标准化过程所带来的误差， 空间平

滑 时 的 全 宽 半 高 （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
FWHM）为 4×4×4mm3。
1.2.4 统计分析 组间比较在 SPM5 软件中完成，
采用以体素为基础两样本 t 检验，并且选取 10 个以

上连续一体的体素集合高亮区才被视为两组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的区域（P<0.001，cluster>10）。 为了解

FA 异常脑区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进一步进行感兴

趣区（ROI）分 析。 采 用 marsbar 0.41（http://marsbar.
sourceforge.net/）软件设计 ROI，然后用 log_roi_batch
v2.0 提取 ROI 区 ReHo 均值。 ROI 区 ReHo 均值和

初次吸烟的年龄、每天吸烟量、吸烟年限、教育年限

之间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P<0.05）。

2 结 果

2.1 研究样本的特征

表 1 显示，吸烟组和不吸烟组在年龄、性别、利

手等方面都匹配。 吸烟组的平均吸烟量达到每天 20
根，平均年限达到 10 年。 不吸烟组的受教育水平高

于吸烟组。此外，相关分析没有发现 ROI 区 ReHo 均

值和初次吸烟的年龄、每天吸烟量、吸烟年限、教育

年限之间的相关性。

附图 与相匹配的不吸烟者比，

吸烟者在静息状态下脑功能活动情况 a b

注：a 红色部位为吸烟者组静息状态下脑功能活动 ReHo 增强

的脑区（左侧顶叶），蓝色部位为吸烟者组静息状态下脑功能

活动 ReHo 下降的脑区（右侧额叶）；b 未纠正，P<0.001，体素=
10，Cluster 水平
���n)(nK

)Rn()(R��������−?
? −W

·428·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19 No.4 2011



2.2 吸烟者与不吸烟者的 ReHo 差异

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吸烟者组和不吸烟者

组的 ReHo 图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与正常对

照者 相比， 吸烟者 静息状态下 脑的 BOLD 信 号 的

ReHo 降低部位为右侧额下回，ReHo 增高部位为左

侧顶上回（P <0.001，voxel=10，cluster 水平）。 见附图

和表 2。

表 1 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的人口特征，

吸烟者的吸烟情况(x±s)

注：a 教育程度的差异有显著性 （P<0.01），b3 名吸烟者每周饮酒超过

一次，无健康对照者每周饮酒超过一次。

表 2 吸烟者局部一致性（ReHo）增加和降低的脑区 a

注：a 未纠正，P<0.001，体素=10，Cluster 水平

3 讨 论

采用 ReHo（局部一致性）分析方法，发现慢性吸

烟者在静息状态下右侧额下回 ReHo 降低， 而左侧

顶上回 ReHo 增强。 说明慢性吸烟导致右侧额下回

脑区神经元活动的时间一致性降低， 左侧顶上回脑

区神经元活动的时间一致性增强。
其他临床疾病的研究也报道了额叶脑区 ReHo

降低，如孤独症[6，7]和抑郁症[8]。 由于额叶是执行功能

和行为控制的最重要脑区， 额叶脑区 ReHo 降低可

能与物质依赖者的强迫性觅药行为有关。 以往的影

像学研究总结认为慢性成瘾物质依赖与额叶功能低

下 有 关 [9]。 吸 烟 相 关 刺 激 的 fMRI 研 究 [10，11]和 结 构

MRI 研究[12，13]都报道了额叶脑区功能的改变。 以往

对慢性吸烟者的 fMRI 研究也报道了前扣带回的改

变[14，15]。 然而，本研究并未发现前扣带回存在 ReHo
改变。

本 研 究 还 发 现 左 侧 顶 上 回 ReHo 增 强。 其 他

fMRI 和结构 MRI 很少 有这个部位 改变的报道，可

能是慢性吸烟者的尼古丁作用而导致左侧顶上回功

能活动增强的表现。 这个部位在计划和执行工具运

动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6]。
总之，本研究首次采用 ReHo（局部一致性）分析

方法，对吸烟者在静息状态（非任何任务干预）下脑

功能活动进行了研究， 发现慢性吸烟导致右侧额下

回 ReHo 降低、左侧顶上回 ReHo 增强。 本研究为进

一步了解吸烟及尼古丁对脑功能活动的影响提供依

据， 可以针对活动异常的脑区进行进一步的神经生

物学方面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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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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