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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海洛因成瘾者在静息状态下脑功能连接与正常对照的区别。 方法：对 16 例海洛因成瘾者和 16
例匹配的正常对照进行静息状态下的脑功能扫描。 选择杏仁核为种子区，比较两组之间脑功能连接的区别。 结果：同

正常对照相比，海洛因成瘾者杏仁核与左右扣带回、左右扣带回前部以及右侧 Brodmann 24 脑区功能连接下降。 结

论：这种功能连接的下降可能反映出海洛因成瘾者的杏仁核功能处于脱抑制状态，造成海洛因成瘾者犒赏、动机、记

忆功能异常，从而参与了海洛因成瘾行为产生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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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ifferents in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heroin dependent patients and
normal controls at conscious resting state. Methods: Using fMRI, we investigated the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city in 16
heroin-dependented patients and 16 matched normal controls. We selected the amaygdala as se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the heroin addicts had significant （P<0.005 ) decreased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amygdala and
some brain regions, including bilateral cingulate gyrus, bilateral anterior cingulate and right brodmann area 24. Conclu-
s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abnorm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heroin dependent patients. These functional de-
ficiencies may be correlated with occurrence and maintenance of addiction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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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因成瘾是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1，2]。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成瘾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病，但

确切的脑机制还不清楚。 大脑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

信息处理系统，各个脑区并不是孤立发挥作用的，而

是通过多个脑区的协调工作， 对信息进行加工、 处

理来完成脑的高级功能。既往研究发现，即使在没有

任务的情况下， 人类大脑的局部脑电和脑血流仍然

保持一种持续的波动状态， 而且这种波动在不同脑

区， 甚至一些解剖结构上并不相邻的脑区呈现出一

种同步的趋势，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脑功能连接。这些

解剖位置独立但功能相关的脑区被认为组成了执行

某种特定功能的脑环路[3，4]。 本研究通过比较海洛因

成瘾者与正常对照的脑功能连接来发现海洛因成瘾

者的大脑异常，进而推断海洛因成瘾的可能脑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6 例海洛因成瘾者来自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

强制戒毒所的强制戒毒人员，均为男性，汉族，右利

手，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 4 版（DSM-
Ⅳ）关于物质成瘾的诊断标准，体格检查、心电图及

生化检查未见异常，排除精神疾病病史。除了烟草以

外，没有其它任何药物（包括酒精）成瘾的病史。平均

年龄为 30.78±6.65 岁，受教育年限为 9.44±2.19 年，
使用海洛因时间为 4.03±3.60 年。 平均每天使用海

洛因的量为 1.06±0.73 克。 海洛因成瘾者进入戒毒

所进行尿检时均呈现阳性， 进入戒毒所后可以确定

没有海洛因的使用。 在进行静息状态下的功能磁共

振扫描之前，先进行普通结构磁共振扫描，以排除成

瘾者存在脑结构的异常。
正常对照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后勤工作

者以及陪护人员，均为男性，汉族，右利手，尽可能在

年龄，受教育等方面与海洛因成瘾者进行匹配。体格

检查、 心电图及生化检查无异常， 排除其他精神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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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除了烟草以外，没有其它任何药物 （包括酒精）
成瘾的病史。 平均年龄 30.58±7.94 岁，受教育年限

为 10.5±2.91 年， 与海洛因成瘾者相比没有统计学

差异（P>0.05） 。
研究者事先告知被试者参加此项研究的可能风

险和不适， 所有被试者都是自愿参加本研究， 本研

究为被试者提供少量的现金报酬。
1.2 磁共振检查方法

使用通用电器公司（GE）1.5T Signa 磁共振成像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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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扫描过程中，被试处于静息状态：即

被试安静仰卧，闭上双眼，不给予任何认知任务。 嘱

咐被试保持清醒，不能入睡，尽量避免思考问题。 所

有被试首先完成 T1 定位像扫描，扫描参数为：1924/
7.5ms(TR/TE)，反转时间为750ms，20 层，视野 24cm×
24cm，矩阵 256×256，层厚 5mm，层距 1mm。 采用平

面回波成像序列（echo Planar imaging，EPI）在 T1 结

构 像 相 同 平 面 扫 描 静 息 状 态 功 能 像 ， 扫 描 参 数：
2000/40ms（TR/TE），90o 翻 转 角，20 层，视 野 24cm×
24cm，矩阵 64×64，层厚 5mm，层距 1mm，扫描时 间

6min。 最后扫描矢状位全脑解剖图像，扫描参数为：
12/4.2ms （TR/TE），15o 翻转角，172 层， 视野 24cm×
24cm，层厚 1.8mm，层距 0mm。
1.3 数据分析

采用种子相关分析方法， 首先对数据进行预处

理，包括头动检测，头动校正，去基线漂移，空间标准

化，平滑处理。 在头动检测过程中，要求所有在各个

方向（x，y，z）的平移均小于 1.5mm，转动小于 1 度。
处理后将杏仁核划为感兴趣区域， 计算出杏仁核与

其他脑区功能连接的情况。 对两组功能连接图像以

体素为基础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当 P<0.002(uncor-
rected)，认为两组之间的功能连接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同正常对照相比， 海洛因成瘾者组双侧杏仁核

与双侧扣带回以及双侧扣带回前部功能连接下降。
见附表。

附表 海洛因成瘾者组功能连接下降的脑区

3 讨 论

研究发现大脑神经元即使在静息状态下， 也会

自发地放电并伴随着局部脑血流的波动， 这种波动

在功能连接的脑区存在同步的低频振荡， 表现出高

度的时间一致性。因此，可以根据功能区域时间过程

的相关性来研究脑区的功能连接性， 进而发现功能

密切相关的大脑环路。 早期研究只能通过记录脑电

来粗略的判断这种功能连接，近年来，功能磁共振技

术和数据分析能力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检测功

能磁共振 BOLD 信号来快速、无创、准确地得到脑功

能连接的信息[3，4]。 通过这种方法发现许多精神疾病

患者如精神分裂症、 抑郁症等都存在脑功能联接的

异常[5，6]。
既往研究发现， 海洛因成瘾涉及多个脑环路的

异常，其中杏仁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杏仁核内

侧和终纹床核组成了杏仁核复合体， 杏仁核复合体

内去甲肾上腺素水平的升高被认为和海洛因成瘾戒

断期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关系密切[7]。 海洛因的

犒赏效应是通过激活脑内犒赏环路实现的， 是成瘾

行为产生的基础之一， 而包括杏仁核在内的边缘叶

是犒赏环路的重要组成部分[8]。 此外，杏仁核还与海

洛因成瘾相关的动机、记忆过程联系紧密[8-10]。 所以，
我们选用杏仁核为种子区。 本研究要求海洛因成瘾

患者处在静息状态下， 所谓静息状态是指受试者不

需要完成特定的认知任务， 处于一种清醒的休息状

态，受试者不能系统地思考某一个问题[3]。 我们的研

究发现：同相匹配的正常对照相比，本研究海洛因成

瘾者杏仁核与左侧扣带回、 左右扣带回前部以及右

侧 brodmann area 24 区功能连接出现明显下降，说

明海洛因成瘾者存在脑功能连接的异常。 即在正常

人脑中，杏仁核与扣带回，扣带回前部的脑功能存在

同步性，而在海洛因成瘾者，这些脑区功能的同步性

受到了损害。如前所述，杏仁核在海洛因成瘾行为的

形成和保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具体体现在它与海

洛因的犒赏效应密切相关， 在推动和维持使用海洛

因的动机以及与海洛因成瘾关系密切的条件性记忆

的产生方面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扣带回则主要与

认知功能，特别是抑制性控制功能关系密切，它涉及

执行功能，自我监视和控制的功能。它的异常损害了

成瘾者认知功能和抑制功能， 导致成瘾行为的长期

性。本研究发现与正常对照相比，海洛因成瘾者杏仁

核与扣带回、扣带回前部的功能连接下降，这就可能

意味着扣带回对杏仁核抑制功能的下降， 导致海洛

因成瘾者的杏仁核的功能出现脱抑制， 进而导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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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核相关的一些脑功能出现异常， 包括对自然犒

赏反应性下降， 这使得成瘾者更多的通过反复使用

海洛因来追求犒赏效应。 对海洛因及其相关刺激的

动机明显增加，对海洛因相关的记忆更加牢固，从而

导致成瘾行为更加难以纠正[11]。
Volkow 总结了前人的研究，认为成瘾行为的产

生主要涉及多个神经环路， 包括使成瘾物质产生犒

赏效应的犒赏环路，增加成瘾物质使用的动机环路，
与成瘾行为密切相关的记忆环路和导致成瘾者对用

药行为控制能力下降的自我控制环路 [8]。 不同学者

提出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成瘾行为的产生， 每种理论

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综合这些理论，目前认为导

致成瘾行为的原因包括成瘾者戒断时的负性情绪，
它被认为是主要的负性强化之一； 成瘾者对正常犒

赏的反应下降。 而对药物及其相关刺激的动机凸现

或增加，对药物及其相关线索的牢固的记忆（习惯记

忆）可能更重要。 以及自我控制能力的下降[8，11，12]。 本

研究结果显示： 出现异常脑功能连接的脑区主要包

括杏仁核和扣带回， 其功能均涉及上述理论提及的

异常，所以本研究的结果为上述的理论提供了支持。
总之， 本研究证实了静息态下海洛因成瘾者杏

仁核与额叶皮质， 特别是扣带回的功能连接存在异

常, 这可能与海洛因成瘾者的成瘾行为的产生和保

持有关。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我们研

究的患者均为男性， 所以对女性病人的情况还需要

进一步实验。

参 考 文 献

1 Tang YL, Hao W. Improving drug addiction treatment in
China. Addiction, 2007, 102: 1057-1063

2 Fischer B, Oviedo-Joekes E, Blanken P, et al. Heroin-ass-
isted treatment(HAT) a decade later: a brief update on sci-
ence and politics. J Urban Health, 2007, 84: 552-562

3 Dietmar C, Victor MH, Konstantinos A, et al. Mapping fun-
ctionally related regions of brain with functional connectiv-
ity MR imaging. AJNR Am J Neuroradiol, 2000, 21: 1636-
1644

4 王亮 . 静息状态脑功能连接磁共振成像的分 析 方 法 及 应

用.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2008，24(8)：1277-1280
5 易嘉龙，王小平，廖坚，等. 男性攻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杏

仁 核 功 能 连 接 的 磁 共 振 研 究 ． 中 国 临 床 心 理 学 杂 志 ，

2009，17(6)：669-671
6 王丽，姚志剑，卢青，等. 静息态下复发抑郁症患者海马的

功能连接.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9，19(2)：73-75
7 ston -Jones G, Harris GC. Brain substrates for increased

drug seeking during protracted withdrawal. Neuropharma-
cology, 2004, 47 (1): 167-179

8 Volkow ND, Fowler JS, Wang GJ. The addicted human brain
viewed in the light of imaging studies: Brain circuit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Neuropharmacology, 2004, 47(1): 3-13

9 Di CG. Drug addiction as dopamine-dependent associative
learning disorder. Eur J Pharmacol, 1999, 375: 13-30

10 Hyman SE, Malenka RC. Addiction and the brain: The ne-

urobiology of compulsion and its persistence. Nat Rev Neu-
rosci, 2001, 2: 695-703

11 Robinson TE, Berridge KC. Addiction. Annu Rev Psychol,
2003, 54: 25-53

12 Jentsch JD, Taylor JR. Impulsivity resulting from frontostri-
atal dysfunction in drug abuse: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trol
of behavior by reward-related stimuli. Psychopharmacology
(Berl), 1999, 146: 373-390

(收稿日期:2010-10-18)

（上接第 6 页）

10 Geuze E, Vermetten E, Ruf M, et al. Neural correlates of
associative learning and memory in veterans with posttrau-
matic stress disorder. J Psychiatr Res, 2008, 42(8): 659-669

11 Hennig-Fast K, Werner NS, Lermer R, et al. After facing
traumatic stress: Brain activation, cognition and stress cop-
ing in policemen. J Psychiatr Res, 2009, 43(14): 1146-1155

12 Shintaro Funahashi CJB, Patricia S Goldman-Rakic. Mne-
monic coding of visual space in the monkey’s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1989, 61(2):
331-349

13 Simmons A, Strigo IA, Matthews SC, et al. Initial evidence
of a failure to activate right anterior insula during affective

set shifting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sychosom Med,
2009, 71(4): 373-377

14 Qi XL, Katsuki F, Meyer T, et al. Comparison of neural ac-
tivity related to working memory in primate dorsolateral pr-
efrontal and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Front Syst Neurosci,
2010, 4: 1-11

15 Pannu HJ, Labar KS, Petty CM, et al. Alterations in the
neural circuitry for emotion and attention associated with
post traumatic stress symptomatology. Psychiatry Res, 2009,
172(1): 7-15

16 Bremner JD.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in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Expert Rev Neurother, 2007, 7(4): 393-405

(收稿日期:2010-08-25)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年 第 19 卷 第 1期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