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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平滑追随眼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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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平滑追随眼动（Smooth pursuit eye movements，SPEM）过程是一种慢速的眼球运动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受试者被要求保持自己的眼球运动速率与指定目标的运动速率一致，从而使目标能被

稳定地定位在自己的视网膜上。大量研究结果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平滑追随眼动过程受损，不

能平稳地追随目标。本文介绍平滑追随过程的一些基本概念及不同阶段，并综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不同追随阶段的异常表现，以及这些异常表现的可能神经基础。同时就未来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提出了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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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平滑追随眼动过程

平滑追随眼动（Smooth pursuit eye movements，

SPEM）包括两个过程，代表眼动启动阶段的开环追

随过程及代表眼动维持阶段的闭环追随过程。两个

过程中的眼球运动模式及其中的神经机制都有不同。

开环追随是指在平滑追随开始阶段约 100ms 左

右的过程，当视网膜接收到目标物体运动的信号

时，通过直接的前馈反应对目标运动速率进行评估

后，引起眼球自动地对运动目标进行追随的过程。

这个过程被认为是在机体无意识的状态下自动产生，

主要以皮层下结构如脑干等参与调控为主，不受眼

动的反馈性补偿作用，因此眼球追随运动有一定的

延迟。

闭环追随是指在追随开始 100ms 之后的过程，

此时机体接收到眼球自动运动产生的反馈信息后，

引起大脑皮层相关结构如前额眼动区（frontal eye 

field，FEF）、辅助眼动区（supplementary eye fields，

SEFs）等对目标运动进行评估，从而对之后目标运

动的速率及轨迹等产生一定的预测，眼球运动开始

加速，平滑追随眼动的维持过程启动。这个过程中

同时依赖于视网膜的物体运动信号及视网膜外的反

馈信号，因此能够更精确地追随目标轨迹并对此有

一定预测能力。机体通过将视网膜及视网膜外运动

信号进行整合后，产生准确的运动知觉，一旦上述

两种信号的整合发生错误，就会对客观运动物体产

生不真实的感知觉。

平滑追随检查常用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追随速

度增益，即眼动的平动速率与目标运动速率的比值，

它反映了眼动维持相的追随准确性，比值越接近 1，

则说明追随准确性越好。反之当眼球无法与目标速

度保持一致时，会出现眼球落后于目标运动或超前

于目标运动轨迹，即追赶眼跳和预期眼跳，通过计

算受试者在进行平滑追随任务的过程中的眼跳频率，

眼跳总次数，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评价受试者的追随

表现。

二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平滑追随眼动受损表现

研究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眼球轨迹障碍

（eye tracking dysfunction；ETD）［1］，其中主要体现为

平滑追随眼动的异常，约有 80％的精神分裂症病人

存在此异常，主要表现为追随速率下降，追随增益

减少，眼跳频率增加等。且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一级亲属中也出现平滑追随的异常。也有报道

药物可以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平滑追随任务，抗

精神病药物通过作用于脑内的多巴胺能等系统，可

以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从而改善

他们的眼动表现［2］，Schmechtig 等研究发现长期服用

抗精神病药如利培酮等对平滑追随反而有负性影响，

使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更低的追随增益（即眼球

运动速率与目标运动速率的比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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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环追随阶段

开环追随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对目标运动速率和

方向的初步加工，视网膜对一个新的运动物体的速

率做出一个大致的评估，这是平滑追随眼动过程中

重要的一步，此后的维持追随阶段机体就把这个评

估出的速率信息进行拷贝后，经过反馈机制予再加

工，从而更好地追随目标。目前不同研究对于精神

分裂症患者开环追随阶段的表现结论不一。Chen 等

的研究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运动加工的早期阶段

即开环追随阶段是正常的，而受损主要表现在视网

膜外信息参与的维持阶段［4］。Slaghuis 等则发现精神

分裂症患者正确判别目标运动方向的

能力低于正常对照，且他们认为这种异常反映

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开环追随过程的受损［5］。Avila 等

人提出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眼动开环追随阶段的受

损，他们认为这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能准确地产生、

储存及调用已经接收的视觉目标运动信号有关［6］。

2　闭环追随阶段

已有许多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显著

的闭环追随受损，即视网膜外过程的受损。由于追

随维持阶段同时涉及视网膜信号及视网膜外信号的

参与，为了更准确地研究视网膜外过程的作用，有

学者提出了一种预测追随的实验范式，即让受试者

的眼睛追随运动目标一段时间后，将运动目标隐藏

起来，受试者看不到接下来的目标运动而只能靠之

前接收的目标运动信息对目标接下来的运动速率及

轨迹进行判断，从而完成相应任务。由于最后阶段

目标运动并不出现在受试者视网膜中，这种范式被

认为直接反映了机体的视网膜外追随进程，Amanda

等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预测追随受损，且这

种受损与其工作记忆受损有一定相关性［7］。Keedy 等

提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维持阶段的眼动受损与其背外

侧前额叶功能失调有关，而背外侧前额叶被认为与

工作记忆密切相关［8］。目前评估患者闭环追随过程

受损使用了两种不同方面的指标：单纯反映追随过程

眼球运动相关参数的追随表现指标及反映追随过程

中预测运动能力的感知觉指标，后者并不能单纯用

眼球运动速率、加速度、方向等指标评估，需要一

些特殊的任务参数。

2.1　追随表现受损

目前研究中，追随增益被认为是反映平滑追随

维持过程中追随表现的一个重要指标。Lencer 等研

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追随维持期的追随表现

受损且他们认为与 前额叶的 FEF 区的功能障碍有

关，FEF 区被认为主要负责眼动追随的控制，参与

将视觉信号转化为运动命令，调节追随增益，从工

作记忆中提取视觉运动信号等功能，FEF 区受损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表现出追随增益下降（偏离 1）

的表现，且导致追随速度稳定性下降，Gagnon 研究

发现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FEF 区及 SEF 区后的患者在平滑追随过程中

的追随增益表现更稳定、精确（即在运动目标出现

改变方向等速度变化较大的情况时眼球速度相应提

高，而在目标运动速率缓和下来时眼球速率能相应

减慢）［9］。Thomas 等用 TMS 刺激中颞叶区（middle-

temporal area，MT）、右侧颞顶连接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s，TPJ）等脑区后受试者出现了追随增益下

降，他们认为这些区域可能参与了眼球运动控制，

因此这些区域的受损可能导致追随表现异常，但他

们发现 TMS 刺激上述区域后受试者感知觉表现无明

显变化，推测可能有另外的神经网络参与了追随过

程的感知觉预测表现［10］。Hong 等发现精神分裂症

患者存在闭环追随阶段眼球速率及加速度下降，且

在他们的未患病亲属中也出现了这种异常表现［11］。

Nithin 等通过将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与平滑追随眼动结合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

者前（主要是 FEF 区）后（MT、MST 区等）脑区之间

的功能连接通路受到异常信号的干扰，从而引起了

相应的追随异常表现［12］。

2.2　感知觉预测表现受损

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单表现在追随过

程中相关测量指标的异常，同时他们对整个追随过

程的感知觉也异于常人，这种感知觉表现并不完

全通过追随过程中具体参数表现出来。传出拷贝

（Efference Copy）机制即机体通过对视网膜物体运动

信息进行拷贝复制后，作为反馈信息传给大脑相应

皮层，从而对目标接下来的运动速率及轨迹进行预

测判断，精神分裂症患者被认为存在传出拷贝机制

受损，因此对目标运动产生错误的感知觉，从而产

生不真实的目标运动信息。以往研究认为这种感知

觉表现受损与闭环追随过程中的追随表现受损产生

机制相同，来源于同一脑区，但近年来的研究有不

同看法，Miriam 等通过让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预测追

随任务中判断运动物体是否能到达预期位置，发现

精神分裂症患者比正常对照组出现了更多的判断错

误，而在整个过程虽然精神分裂症患者也表现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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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增益等指标的异常，但是这与他们的感知觉判

断的表现无相关性，因此他们推测追随表现及感知

觉表现可能来产生于不同的神经机制［13］。有研究通

过让受试者重复进行轨迹、速率相同的平滑追随任

务，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较正常个体更不善于辨别

及发现其中的规律，正常个体在第一次追随任务中

的表现不一定是完美的，但随着重复次数增多，他

们会领悟其中规律并完成得更好，而精神分裂症患

者不具有这种预测目标轨迹的能力。这种无法真实

感知物体运动的能力使得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外部世

界真实性的判断产生了混杂，可能与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被动体验（被控制感）有关。研究认为精神分裂

症患者不能准确辨别目标运动速度可能与他们的大

脑 V5 区域功能失调有关。Crawford 等发现精神分裂

症患者不能准确感知目标的运动，不能正确区分真

实和虚假的运动，这可能是他们幻觉产生的基础［14］。

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机体将运动的目标固定在视网

膜中央凹时，运动目标相对于机体是静止不动的，

而反过来周围环境则呈现出反方向的运动，因此需

要机体相关的补偿机制来抵消掉这种背景运动，如

果这种补偿机制受损，原本静止的背景世界就无法

维持静止，从而产生不真实的感受。

三　总结与展望

现已明确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平滑追随眼动

的受损，且这种受损主要表现在闭环追随即追随维

持阶段，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追随初始阶段是否

出现受损目前研究仍未有一致的结论。虽然有高达

8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平滑追随眼动受损，但

毕竟仍有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平滑追随表现与正

常人无异，且有研究发现也有一定比例的正常人出

现平滑追随眼动异常，因此，应用眼球活动指标诊

断精神分裂症还必须结合其他眼球活动指标。关于

平滑追随眼动过程的神经机制的具体研究，目前认

为大脑 FEF 区、SEF 区、MT/MST 区、扣带回、顶

叶皮质、小脑等参与了平滑追随眼动的不同过程［15］，

但具体机制仍未明确。另外，关于平滑追随眼动维

持阶段的研究，目前认为它涉及工作记忆相关脑区，

且认为它与感知觉预测能力有关，这是一种不同于

传统平滑追随眼动探索的新研究方向，很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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