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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正常人脑对威胁性情绪面孔的反应模式。 方法：以愤怒和恐惧面孔为情绪刺激，在 34 名健康志

愿受试者完成情绪面孔匹配任务的同时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进行全脑数据采集。 用 SPM 8 等软件处理

功能成像数据，分析威胁性情绪面孔的脑区激活。 结果：与威胁性情绪面孔视觉刺激加工相关的脑区主要分布在额

叶皮质、颞叶、左侧杏仁核等，楔叶、枕叶等与视觉刺激相关脑区也有显著激活。 结论：威胁性情绪面孔刺激对正常人

脑的激活主要表现为左侧杏仁核、额叶、颞叶等多个脑区的协同加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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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brain active pattern when individuals facing threatening faces. Methods: Angry
and fearful faces were used as stimul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 scans were acquired while 34 healthy
subjects performed the emotion face matching task. Functional MRI data was processed by SPM 8 software. Results:
Threatening faces wa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activation in frontal cortex, temporal lobe and left amygdala, as well as the
visual regions such as cuneus and occipital gyrus et al. Conclusion: Several brain regions such as left amygdala, frontal
cortex and temporal lobe cooperated in the processing of threatening 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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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认知是人脑重要功能之一，在人类的适应、
认知塑造以及行为反应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研究

正常人的情绪加工机制， 不仅有助于探索人类情绪

理解和产生的过程， 而且对了解临床情感障碍类疾

病具有重要意义。
相对于其他情绪刺激（如情绪词汇和情绪场景）

而言，面孔表情是一种无声语言及社会互动的方式，
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认知信号。 面孔表情至少包含 6
种类型：高兴、难过、恐惧、愤怒、惊奇和厌恶，代表社

会交往过程中的接受或拒绝信息， 人类对这些信号

的认知既包含了面部特征的感知加工， 又包含了对

表情情绪意义的解释。 其中恐惧和愤怒的面部表情

被广泛理解为负性的、具有威胁性的信号，可以引发

显著的情绪反应， 因此恐惧和愤怒的面部表情常用

于抑郁、 焦虑等情绪障碍患者的相关情绪认知研究[1]。
情绪信息的认知加工涉及到众多脑区的共同参与，
识别与威胁性情绪信息加工相关的脑区并构建其脑

区激活模式可以为理解情绪障碍的认知特征的脑机

制提供重要和有价值的信息。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38 名健康志愿受试参加实验， 均为大学本科

生，右利手，所有受试裸视或矫正视力 1.0 以上，无

色盲、色弱，以前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最终剔除头动

及图像伪影 3 例，剔除行为学数据错误率（含漏击）
超过 30％者 1 例，共 34 例数据用于最后分析，其中

男 性 18 例，女 性 16 例，年 龄 17～24 岁 ，平 均 年 龄

20.94±1.54 岁。 所有入组受试符合下面标准：无严重

躯体疾病、脑创伤、药物和酒精依赖史或其他有可能

影响脑结构与功能的疾病；无精神障碍史，且目前精

神状况良好；同意参加实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情绪面孔匹配任务[2]，e-prime1.编写刺

激程序， 刺激内容经由与磁体外工作站相连的视听

刺激系统施加。 实验前，先对受试者进行训练，要求

受试者充分理解试验内容和过程，保证配合。实验任

务采用组块设计（block design）模式，共包含 5 个实

验组块，设置两个实验任务：匹配图形和匹配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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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匹配图形为 3 个组块，匹配面孔为 2 个组块，按

照“匹配图形-匹配面孔-匹配图形-匹配面孔-匹配

图形”形式呈现，每个组块前有一个提示语（“匹配图

形”或“匹配面孔”），每个组块 33 秒（包含 3 秒的提

示语）。在匹配图形任务组块下，同时呈现三张图形，
要求受试选择下方两张图形中与上方图形一致的图

形，并用右手食指和中指按键表示。共有 6 种不同的

几何图形组合。匹配面孔条件下，同时呈现三张情绪

面孔（愤怒和恐惧），要求受试选择下方两张面孔中

与上方面孔的情绪表达一致的图形， 并用右手食指

和中指按键表示，每个组块 6 组，不同性别各 3 组。
面孔图片均从王妍与罗跃嘉所编制的标准情绪面孔

库（Chinese Affective Face Picture System，CAFPS）中

选取 [3]，将所选面孔图片去除头发、耳朵，并使用 统

一模板使得面孔大小一致。
1.3 数据采集

扫描设备使用西门子（siemens）1.5T 扫描仪。 平

面回波序列轴位扫描获取 T2 功能数据， 主要参数

为，TR：3000ms，TE：40ms， 翻转角 （flip）90°， 视野

（FOV）240 mm×240 mm，层厚：5.0mm，间距：1.0mm，
层数：30，矩阵：64×64，扫描覆盖全脑。

受试者仰卧于磁共振检查床，头部固定，使用耳

机减少扫描噪音对受试者的干扰。 匹配任务通过投

影仪投射到扫描室的屏幕上， 受试者在磁体孔内通

过安置于头部线圈上的反光镜可以清楚看到投影屏

幕上呈现的刺激内容，反光镜经过调整，保证受试者

能够在不移动头颅且尽量不转动眼球的情况下看清

投影上的图片。 fMRI 扫描过程中要求被试注视屏幕

中央，并尽量保持头部不动。
1.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 SPM8 软件(http://www.fil.ion.ucl.ac.uk/spm)
在 Matlab 平 台（Version 7.8；The Mathworks，Natick，
MA，USA）上进行预处理和统计分析。 预处理过程包

括时间校正、头动校正（排除头部平动大于 2 mm，转

动大于 1.5°的被试对象）、空间标准化（3mm×3mm×
3mm）和平滑处理（FWHM=8mm），然后采用一 般线

性模型（GLM）对个体 fMRI 数据进行随机效应分析

和模型估计， 再把每一个体素的时间-信号强度曲

线与模型曲线进行相关分析， 获得全脑像素的相关

系数，对相关系数进行像素水平的 t 检验。 然后分别

将每个个体的匹配面孔条件减匹配图形条件 （匹配

面孔>匹配图形） 或匹配图形条件减匹配面孔条件

（匹配图形>匹配面孔）得到新的功能数据，再分别

将数据进行叠加和平均，组分析采用单样本 t 检验，

统计阈值设定为 P<0.05(FWE 校正)，k=4 voxel[4]，得

到平均脑激活图，记录各主要激活区及其激活强度。
为探讨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 将 16 名女性与 18 名

男性在匹配面孔条件下的 fMRI 数据进行双 样本 t
检验，统计阈值设定为 P<0.05(FWE 校正)，k=4 vox-
el。 在簇范围内记录体素值有显著意义的脑区所在

的 MNI 坐标。 之后再用 mni2tal 软件（http:// imaging.
mrc-cbu.cam.ac.uk/imaging /MniTalairach） 将 SPM8
的 MNI 坐标转换为 Talairach 坐标，并对脑激活区进

行定位。

2 结 果

2.1 行为学结果

所有最终入组受试的正确率均大于 70%，可以

认为受试确实进行了相应的认知加工活动。 对正确

率和反应时分别进行两种任务下的配对 t 检验，结

果见表 1。

表 1 匹配面孔与匹配图形任务的

行为学结果比较（配对 t 检验）

表 2 匹配面孔>匹配图形条件下有显著

激活差异的脑区（FWE 校正，P<0.05，k=4）

2.2 功能成像结果

功能成像分析结果显示， 匹配面孔>匹配图形

条件下， 有显著激活差异的脑区包括额叶（BA45、
46、9、6）、颞上回和颞中回（BA22）、楔叶（BA18）、枕

叶（BA18、19）、左 侧 海 马 旁 回（杏 仁 核）、右 侧 舌 回

（BA18）、右侧梭状回（BA37）、右侧楔前叶（BA7）、左

侧小结、左侧顶上叶（BA7）等（详见表 2）。 在匹配图

形>匹配面孔条件下，则未发现明显脑区激活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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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匹配面孔及匹配图形条件下，不同性别间均

无明显脑区激活差异。

3 讨 论

对于人类而言， 愤怒或恐惧面孔这类具有威胁

性的情绪面孔可以传达强烈的负性情绪信息，因此，
单纯地观看愤怒或恐惧面孔也能够引发人类较强的

躯体反应，例如心率增加和出汗等 [5]，以便作出反击

或逃跑 [6]，这些反应主要由边缘系统加工调节 [7]。 边

缘系统是情绪加工的必需结构， 而杏仁核则是边缘

系统的关键核团， 在情绪刺激尤其是威胁性情绪刺

激的认知加工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7]。 例如，对杏仁

核损伤患者的研究发现，患者难以识别面孔情绪 [8]。
功能影像学研究也发现， 对恐惧或愤怒面孔的杏仁

核反应最强烈[2]。 杏仁核在对威胁刺激自动（甚至无

意识）加工中有潜在作用，并且在探测危险中扮演一

定的角色[9]。 已有研究证明，左侧杏仁核可以更具体

地参与到负性情绪面孔的编码过程中 [10]，而本研究

采用的威胁性面孔是负性情绪面孔的一种类型，本

研究结果发现杏仁核的显著激活局限于左侧， 再次

证实了左侧杏仁核在负性情绪面孔的加工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
然而， 尽管杏仁核是情绪神经环路中不可或缺

的中心部分，它却不能独立发挥功能。 研究发现，杏

仁核与皮质区域有广泛的解剖联系， 其中包括前额

叶、扣带回、岛叶、海马旁回以及海马等皮质下区域[11]。
已有研究发现， 额叶病变不仅能改变认知、 行为和

决策能力，也影响情感和情绪的调节[12]，额叶与情绪

刺激认知评价以及它们的情绪效价判断存在相关[13，14]。
本研究发现， 在接受负性情绪刺激时， 额叶激活增

强，且激活有偏侧化趋势，右侧额叶激活更强，该结

果证明，在威胁性情绪面孔加工过程中，额叶发挥着

重要调节作用，其中右侧额叶起的作用更加重要。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颞叶中的颞上回、颞中回

和梭状回均有显著激活。 以往研究表明， 颞叶具有

对外界情绪刺激进行评价，产生自我情绪体验，以及

对情感体验的表露进行调节的功能，如表情动作、言

语、心跳、血压、胃肠功能活动等[15]，参与自主神经反

应和情感反应 [16]，其中梭状回是颞叶的一部分，也被

称作为枕颞叶， 是脑内特异性识别面孔的功能定位

区，在情绪面孔刺激的感知中起着重要作用[17]。 本研

究结果表明， 威胁性面孔刺激能够有效激活颞叶大

部分区域， 表明人脑面对威胁性刺激时需要充分调

动脑区活动，以便有效应对刺激情境，作出快速判断

和行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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