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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好发于 18-25岁的青壮年，是一种

以思维、情感、行为的紊乱及与所处内外环境不相协

调为特征的慢性精神疾病，但由于无器质性改变，它

也被认为是一种功能性精神疾病。但随着神经影像

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实现了在活体上研究脑结构的

改变，从而可以更深入的探讨精神分裂症大脑神经

系统的变化。经过近20年的研究与探索，神经影像

学研究结果证实精神分裂症并非一种单纯的功能性

疾病。脑结构影像学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精神分裂

症患者存在形态学和脑结构方面的异常。更直接的

关于精神分裂症脑结构异常的证据来源于基于体素

的形态学测量研究，这些研究比较一致地发现精神

分裂症患者大脑中存在前额叶、颞上回、海马、杏仁

核等的灰质体积减少，以及侧脑室和第三脑室的扩

大 [1，2]。与此同时，前人研究也较为一致地证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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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精神分裂症及其健康同胞的脑灰质体积的异常，为寻找精神分裂症大脑灰质异常内表型提供

新的线索。方法：对27例精神分裂症、26例精神分裂症健康同胞以及27例年龄、性别及教育年限相匹配的健康对

照进行结构磁共振扫描。运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方法比较各组的全脑灰质体积的差异。结果：与健康对照相

比，健康同胞存在左侧枕中回、左侧楔前叶以及右侧丘脑的体积增大，精神分裂症存在左侧颞中回，左侧额上回，双

侧颞下回的灰质体积下降以及右侧丘脑体积的增大；与其健康同胞相比，精神分裂症存在左侧额上回、双侧颞下回

的灰质体积减小。其中，左侧额上回的灰质损失与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总分以及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总分呈显

著相关。结论：研究中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主要表现为脑灰质体积下降，而精神分裂症健康同胞则存在脑灰质体积

增大。健康同胞的脑灰质体积增大可能是使其免于罹患精神分裂症的代偿性改变，这些异常的改变可能反映了健

康同胞对其遗传易感性相关的脑区灰质异常的代偿性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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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We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gray matter volume among schizophrenia patients, unaf⁃
fected siblings and healthy controls, in order to explore possible neurophysiological endophenotypes for schizophrenia.
Methods: 27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26 unaffected siblings, as well as 27 healthy controls, were scanned using three-
dimensional struc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By using voxel based morphometry(VBM), we investigated the gray mat⁃
ter volume in three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unaffected siblings of schizophrenia showed signifi⁃
cantly increased gray matter in the left middle occipital gyrus, precuneus and right thalamus; whil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
nia ha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gray matter in the left middle temporal gyrus, superior frontal gyrus, bilateral inferior tempo⁃
ral gyrus and gray matter increases in the right thalamus. Furthermore, schizophrenia showed gray matter decreases in the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bilateral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compared with unaffected siblings. In addi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gray matter decreases in the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the total PANSS score
and positive syndrome score. Conclusion: The regions of reduced gray matter volume observed in unaffected siblings may
reflect a compensatory role providing resilience to schizophrenia, while the specific gray matter abnormalities for patient
may be related to the illness itself.
【Key words】 Schizophrenia; Sibling; Gray matter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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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是慢性精神分裂症患

者都存在前额叶皮质和颞上回皮质的灰质损失 [3]。

许多尸检研究同样也发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存

在不同的神经病理学改变，包括皮层萎缩、脑室扩

大、杏仁核和海马体积减少、结构紊乱、丘脑细胞损

失和体积缩小。

已经较为一致地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神经发

育性精神疾病 [4]，这种神经发育的异常被认为发生

在个体青春期及成年早期对神经突触进行修剪、校

正以及调控神经发生的过程中，其可能使以前隐藏

的，由遗传、环境或交互作用造成的问题暴露，从而

导致精神症状出现[5]。既然精神分裂症存在神经发

育缺陷，那么与患者有共同遗传背景和生活环境的

健康人群也可能存在脑结构异常。由于精神分裂症

与其未患病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约有50%的等位基

因是完全相同的，在排除发病所导致的混淆因素干

扰（如抗精神病药、慢性病程、发病引起的焦虑、抑郁

以及精神病的潜在神经毒性的影响对患者造成的生

物学变化）后，越来越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健康同胞

的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未患病同胞大脑中同

样存在大脑灰质的损失[6，7]，这些研究表明脑结构病

理改变早在精神症状出现前便已存在。然而，到目

前为止，这些研究始终没有揭示精神分裂症未患病

同胞一致的脑结构异常，在国内的研究更是较为匮乏。

本研究釆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对早期精神

分裂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同胞（与入组患者同父

同母的健康同胞）和健康志愿者进行横断面比较，探

索在未患病同胞中的脑灰质体积的异常（相对于正

常对照），探讨哪些脑区的灰质体积异常与精神分裂

症遗传易感性相关，哪些脑区的灰质体积异常可能

是疾病的特征，而哪些脑区的灰质体积异常可能是

与健康同胞对其遗传易感性相关的脑区灰质异常的

代偿性保护作用有关。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精神分裂症患者（schizophrenic patients，SCZ）
本研究共收集到 27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磁共振数

据和临床一般资料，所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是通

过公开招募后自愿入组，均为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精神科2010年9月至2013年9月的住院和门诊

患者。所有的精神分裂症被试均使用美国精神障碍

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轴Ⅰ障碍临床定

时检查（病人版）(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Patient version，SCID-I/P)[8]进行评估。

入组标准：①符合DSM-Ⅳ中精神分裂症诊断

标准；②每位患者至少有一位未患病的同胞，为同父

同母的兄弟姐妹。③年龄在18～45岁之间，病程<5
年；④汉族，右利手；⑤无神经系统疾病史或重大躯

体疾病史；⑥无酒精或药物滥用或依赖史；⑦无电休

克治疗史；⑧影像学检查前 6小时之内未使用任何

药物；⑨无磁共振检查禁忌，且磁共振检查未发现脑

结构异常；⑩理解研究的内容，希望参加并能够完成

整个实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1.2 健康同胞（healthy siblings，SIB） 本研究共

收集到26例健康同胞，均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同父同

母的兄弟姐妹。除不符合DSM-Ⅳ精神分裂症的诊

断标准外，健康同胞的入组标准同精神分裂症患

者。所有的健康同胞均使用 SCID-NP以排除轴Ⅰ
障碍。

1.1.3 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HC） 本研究共

收集到27例健康对照，都是通过公开招募后自愿入

组，均来自长沙及周边社区。除符合以上③④⑤⑥
⑦⑧⑨⑩入组标准外，所有健康对照均无精神疾病

史，无神经精神疾病史或家族史，未经历过重大精神

创伤，无严重躯体疾病史，无药物滥用史，其一级亲

属无精神病史。所有的健康对照均使用 SCID-NP
以排除轴Ⅰ障碍；采用家族史研究诊断标准（Family
History Research Diagnostic Criteria，FHRDC）以排除

一级亲属精神病家族史。

本研究中所有被试在试验前被告知该试验的受

益和风险，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且此研究经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结构磁共振数据采集 结构磁共振图像数

据采集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专业技术人员在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放射科磁共振室完成。使用美国

通用电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GE) Signa Twinspeed
1.5T双梯度磁共振成像系统(General Electric，Fair⁃
field，Connecticut，USA)，在标准的头线圈内完成扫

描。扫描时不添加任何认知任务，受试者仰卧，保持

全身不动，闭上眼睛，尽量不要去思考任何特定的人

或事，用配套的耳塞隔离环境噪声，用泡沫垫限制头

部的运动。

结构图像参数设置如下：重复时间（repeat time，
TR）12毫秒，回波时间（echo time，TE）4.2毫秒，翻转

角为 15度，共 172层，视野 24×24厘米，矩阵 512×
512，层厚1.8毫米，层距为0毫米。激发次数为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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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临床资料采集 所有被试均采用 the Old⁃
field inventory来进行利手评估；人口学基本资料包

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以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9]评估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及严重程度。该量表主

要评估受试者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一般精神病

性症状，获得总分和各因子分，如P分，N分和G分，

并记录患者的诊断与病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平均

病程为18.32±15.84月，其中23例病程小于2年，3例
病人病程小于 3年，1例病人病程小于 5年，均为早

期发病。有 15例未服药患者，6例正在使用维思通

（2-5mg），1 例氯氮平（200mg），3 例喹硫平（400-
600mg），2例舒必利（100-300mg）。
1.2.3 结构磁共振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中

基于 MATLAB7.8 和 SPM8（http://www.fil.ion.ucl.ac.
uk/spm）软件进行结构磁共振数据的分析。釆用

SPM8下的子工具包VBM8对结构磁共振数据进行

预处理，其主要包括标准化、分割、调定及平滑等步

骤，得到脑灰质和白质的调定后图像，即代表脑灰质

和白质体积。具体的步骤如下：①对所有被试原始

T1图像进行蒙特利尔空间标准化；②将标准化的脑

结构图像分割成为三部分：脑灰质（gray matter，
GM）、脑白质(white matter，WM )和脑脊液(cerebrospi⁃
nal fluid，CSF)；③采用DDARTEL制作所有被试的平

均灰质模板；④将所有被试的分割后的脑图像进行

标准化，体素大小1.5×1.5×1.5mm3；⑤三组图像均使

用各向同性 8 毫米（full- widthat half- maximum，

FWHM）三维高斯核（Gaussian kernel）进行平滑，以

获取高的信噪比，减少个体差异。完成平滑后的图

像即可以进行灰质体积的比较。

1.2.4 统计分析 结构磁共振数据的统计分析在

SPM8软件包下进行统计分析。首先，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比较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健康同胞组和健康

对照组的灰质体积进行显著差异统计，显著阈值设

为P<0.001 (uncorrected)，然后，我们以单因素方差分

析的到的显著性结果作为mask，采用双样本 t检验

模型对三组样本的灰质体积差异进行两两比较，显

著阈值设为P<0.05（FWE correction）。
基于 SPSS16.0使用两样本 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

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比较两组

或三组之间的临床变量的差异。用Pearson相关分

析计算灰质体积与临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

阈值设为P<0.05。
2 结 果

2.1 人口学资料特征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健康同胞及健康对照的人口

学资料和临床特征见表1。三组的性别构成、年龄、

受教育程度无显著差异。

表1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健康同胞及健康对照的人口学资料和临床特征（Mean±SD）

变量

年龄(年)
教育年限(年)
性别(男/女)
病程(月)
总分(PANSS)
阳性总分(PANSS)
阴性总分(PANSS)
一般精神病性总分(PANSS)

精神分裂症患者(n=27)
25.44±5.92
12.30±2.73

15/12
18.32±15.84
85.78±12.80
21.56±4.92
23.15±5.75
41.30±6.38

健康同胞(n=26)
25.56±6.44
12.70±2.73

16/11
-
-
-
-
-

健康对照(n=27)
27.44±7.24
12.96±3.39

18/9
-
-
-
-
-

统计分析
F/χ2

0.793
0.365
0.713

P
0.696
0.456
0.700

表2 三组方差分析显示脑灰质体积有差异的脑区

注：MNI是指由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MNI)制定的人

脑三维坐标定位系统，坐标零点位于大脑中部，x指左右方

向，其值由负到正指从大脑最左侧到最右侧，y指前后方向，

其值由负到正指从大脑最前端到最后端，z指上下方向，其值

是由负到正指从大脑最顶端到最低端；下同。

2.2 全脑灰质体积的比较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三组灰质体积有差异的脑

区主要分布在双侧颞下回、右侧丘脑、左侧额上回

（未校正，表 2）。Post-hoc两两比较显示，与健康对

照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双侧颞下回、左侧额上回、

左侧颞中回灰质体积减小，而右侧丘脑灰质体积增

脑区

颞中回

额上回

颞下回

枕中回

丘脑

体素值

296
39
39
89
50

MNI坐标

X Y Z
-50 -10 -23
-23 -4 58
50 -46 -23

-56 -54 -11
18 -18 15

统计分析

F P FWE, corrected
12.59 0.346
10.36 0.870
9.44 0.958

10.36 0.828
8.76 0.993

效应值
Cohen’s d

1.24
1.03
1.18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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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表 3，附图）；精神分裂症健康同胞左侧枕中回、

左侧楔前叶及右侧丘脑灰质体积增加（表 4，附
图）。精神分裂症患者较健康同胞存在左侧额上回

和双侧颞下回的灰质体积的减小（表5，附图）。

表3 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对照组脑灰质体积比较的结果

表4 精神分裂症健康同胞与健

康对照组脑灰质体积比较的结果

表5 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同

胞组的脑灰质体积比较的结果

注：图中左半部分表示健康同胞与健康对照相比脑灰质体积值有差异的3个脑区，1代表左侧枕中回，2代表左侧楔前叶，3代
表右侧丘脑。图中右半部分表示精神分裂症与健康对照相比脑灰质体积值有差异的5个脑区，1代表左侧颞中回，2代表左侧

颞下回，3代表右侧颞下回，4代表左侧额上回，5代表右侧丘脑。

附图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健康同胞与健康对照相比脑灰质体积值有差异的脑区

2.3 相关分析

在精神分裂症组的相关分析显示左侧额上回的

灰质体积与PANSS总分（r=-8.99，P<0.05）以及P总

分呈显著负相关（r=-3.54，P<0.05）。
3 讨 论

3.1 精神分裂症脑灰质体积异常

本研究中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较健康对照存

在左侧额上回、双侧颞下回以及左侧颞中回的灰质

体积下降。这些脑区灰质体积的损失提示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灰质体积下降主要为额颞叶脑区，这与既

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无论是急性、慢性精神分裂症

患者均存在灰质体积的损失，主要是存在于颞叶、额

叶 [7，10，11]。尤其是一项结构磁共振研究的meta分析

结果发现，精神分裂症存在多个脑区灰质体积的下

降，主要是：颞上回、额下回、额中回、前扣带回、颞叶

内侧、岛叶以及海马和海马旁回[10]。另外，对首发精

神分裂症的脑结构磁共振的研究证实，左侧颞中回

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生物学标记[12]，而且已经

有比较一致的脑影像学证据证实精神分裂症存在颞

中回的结构 [6]和功能 [13，14]的异常。左侧颞中回主要

负责语言[15]和概念的加工以及思维的形成[16]。有研

究已经证实额下回在精神分裂症的病理机制中起了

重要的作用。相关分析还发现了额下回灰质体积的

下降与精神分裂症严重的精神病性症状（比如说阳

性症状的严重程度）有显著相关。精神分裂症最为

常见的症状就是幻听、妄想以及思维障碍。结构磁

共振研究比较一致地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颞中

回灰质体积的下降，而且一个新近的形态学研究已

经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颞中回灰质体积的减少与其

思维障碍的严重程度显著相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进行功能磁共振检查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左

脑区

健康对照>精神分裂症

颞中回

额上回

颞下回

颞下回

健康对照<精神分裂症

丘脑

体素值

296
11
10
14

50

MNI坐标

X Y Z

-50 -10 -23
-21 -4 58
50 -43 -24

-56 -54 -11

20 -21 16

统计分析

t P FWE, corrected

4.85 3.87×10-4

3.68 0.013
3.64 0.014
3.58 0.017

3.94 0.006

效应值

Cohen’s d

1.24
1.03
1.18
1.45

2.31

脑区

健康对照<健康同胞

枕中回

丘脑

楔前叶

体素值

89
41
22

MNI坐标

X Y Z

-24 -81 39
17 -19 15

-17 -63 39

统计分析

t P FWE, corrected

4.31 0.002
4.17 0.003
4.11 0.004

效应值

Cohen’s d

1.24
1.03
1.18

脑区

精神分裂症<健康同胞

额上回

颞下回

颞下回

体素值

39
39
14

MNI坐标

X Y Z

-24 -6 60
50 -46 -23

-56 -54 -9

统计分析

t P FWE, corrected

4.35 0.002
4.15 0.003
4.15 0.003

效应值

Cohen’s d

1.24
1.03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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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颞叶过高的新陈代谢，并且与其现实扭曲症状（幻

觉和妄想）的严重程度有关[17]。与此同时，任务相关

的 fMRI的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颞叶和额叶皮

质的功能连接下降，且与其幻听有关[18]。另外，新近

的一项运用语言流畅性任务的 fMRI研究也发现，精

神分裂症患者存在颞中回的异常激活，并且与其思

维障碍的严重程度有显著相关[13]。因此，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阳性症状与其颞叶以及额叶的形态学和功

能异常有关。无论是脑结构还是脑功能研究都提示

颞中回可能参与了精神分裂症神经病理学改变。因

此，颞中回的体积的损害可能是理解精神分裂症阳

性症状的重要病理学基础。

另外，本研究中除了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存

在左侧额上回、双侧颞下回以及左侧颞中回的灰质

体积下降，还具有右侧丘脑灰质体积的增大。这一

研究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对使用VBM法

来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结构MRI的研究结果总

结发现，以往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结构磁共振的结果

大多报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丘脑灰质体积显著低于

正常对照 [19，20]，但也有报告丘脑灰质体积增大的研

究[21]。这一结果可能与本研究患者样本的异质性有

关，比如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情况。需要进一步说

明的是，有研究通过比较服药和未服药精神分裂症

患者脑灰质体积的异常[21]，结果证实在首发精神分

裂症中表现为丘脑体积的减小，而服药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则表现为丘脑体积的增大。而本研究中有2/
3的病人服用过抗精神病药物，这也许可以认为抗

精神病药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的脑体积的增大。

3.2 健康同胞脑灰质体积异常

有趣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健康同胞只存在左

侧枕中回、左侧楔前叶以及右侧丘脑的体积增大，而

未发现体积减小的脑区。既往有关精神分裂症未患

病同胞的结构磁共振的结果大多报告其灰质体积显

著低于正常对照，但也有报告灰质体积增大的[7，22]。

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以往的研究中所纳入

的健康同胞大多处于精神分裂症高发年龄段（18-
25岁），具有更高的遗传易感性，其所具有的与精神

分裂症相似的脑灰质损害更为一致，主要表现为重

要脑区灰质体积的下降，包括额叶、颞叶、前扣带回、

岛叶以及海马；而本研究中的健康同胞的年龄均已

超过精神分裂症高发期（平均年龄为 25.56±6.44
岁），与正常对照相比，他们所表现的形态学异常均

为脑区灰质体积的增大，主要是左侧枕中回、左侧楔

前叶以及右侧丘脑。与本研究相类似的是，对于此

类过了精神分裂症高危发病年龄的健康同胞的功能

磁共振研究发现[23]，他们表现出与精神分裂症发病

相关脑区的功能连接的增强，而在既往的研究中报

道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处于高危发病年龄的健

康同胞大多表现出这些脑区功能连接的降低。一项

随访研究结果提示[24]：与精神分裂症灰质损失相一

致的是，未患病的健康同胞中也相应的存在此类动

态变化过程，主要表现为成年期的未患病同胞中会

有脑皮质区域的灰质体积的逐渐正常化，而这些区

域在高发病年龄期却表现为与精神分裂症类似的脑

灰质体积的损失，更为有意思的是这一些脑区多位

于左侧，这与精神分裂症的“偏侧化”异常也较为一

致，研究者推测[25]，这种灰质体积由“异常变为正常”

的动态过程可能被看作为一种与代偿有关的改变，

而高危发病年龄段所出现的灰质体积的异常可能只

是一种状态依赖的改变。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神经发育性障碍，其中精神

症状的出现主要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对称突触的过

度修剪导致前额叶皮质兴奋性-抑制性平衡失调，

以及抑制途径的精密性降低有关，而且神经支的修

剪被认为是灰质减少的主要原因。精神分裂症高危

发病年龄段与人脑重要高级认知脑区以及皮层连接

相关的脑区的发育期相一致，这一时期，精神分裂症

患者由于神经发育障碍而导致精神症状的发作，而

处于精神分裂症高危发病年龄段的健康同胞具有与

精神分裂症相类似的脑结构改变，而当过了此高危

年龄段，健康同胞的灰质体积的增大可能在健康同

胞免受疾病发生中起了重要的代偿性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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