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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马体体积、形态的MRI检测在抑郁症中的价值

赵指亮 1 、 范大庆 1 、 唐玉峰 1 、 李小青 1 、 郭　平 1 、 谢　飞 2

【摘要】目的　探讨人脑海马体积、形态的 MRI 检测 用于抑郁症临床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2016 年 2 月入院就诊的抑郁症患者 80 例（观察组），选取同期体检的健康对照 80 例

（对照组），均行脑部 MRI 检查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结果　观察组 HAMD 评分高于

对照组，且两侧海马体积低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 0.05）。观察组经治疗后，HAMD 评分下

降（P< 0.05），但治疗前后海马体积未见统计学差异（P> 0.05）。MRI 标准化后，观察组双侧尾部层

数均比对照组小。两组双侧海马头和海马体部体积比较未见显著性差异；经三位重建后，观察组和

对照组海马尾部的体积和形态差异明显，抑郁症患者海马尾部明显较对照组变短、变细；而海马头

部比较，抑郁症患者变窄、变长。结论　人脑海马体积、形态 MRI 检测用于抑郁症患者临床诊断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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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MRI detection in human brain hippocampal volume， morphological in depression　ZHAO Zhil-
iang, FAN Daqing，TANG Yufeng， et al. Psychiatric Department in Zhumadian Mental Hospital, Zhumadian 4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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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diagnosis value of human brain hippocampal volume, morpho-

logical MRI detection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80 cases of depression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5 to February 2016 were screened the observation group，and 80 cases of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who were treated at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the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underwent brain MRI examination 

and HAMD evaluation. Results HAMD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bilateral hippocampal volum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After 

treatment, HAMD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hippocampal volume（P>0.05）. After MRI standardized, bilateral tail layer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Bilateral hippocampal head and hippocampus volume of two groups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After three bit reconstruction, distance of hippocampus tail volume and shape was obviously 

significant, The hippocampus tail of depression patients was shorter and thinn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hip-

pocampus head of depression patients was narrower and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Human 

brain hippocampal volume, morphological MRI detection used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show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clinical diagno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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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体是人体大脑的重要部分，主要负责记忆

储存、信息处理、情绪等生理功能，其结构改变可

能和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等发发病

有关，其形态学改变可对上述精神疾病进行解说，

同时也为临床诊治提供可靠依据［1］。随着人们生活

压力的增加，抑郁症发病率、死亡率均升高，严重

威胁人类健康。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MRI 的出

现为抑郁症诊疗提供新思路［2］。抑郁症神经影像学

研究证实除海马改变外，还包括多个脑区结构及功

能的异常改变，所以全面了解海马体形态改变和抑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5 期 - 823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郁症发病相关性，对全面探索抑郁症有重要意义［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2015 年 3 月～2016 年 2 月入院就诊抑郁症

患者 80 例为观察组，入组标准：参照美国精神障碍

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中重度抑郁障碍

相关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20 分；

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妊娠哺乳期女性所致抑郁；

严重躯体疾病，尤其是有神经系统疾病病史者。男

/ 女 =42/38，18～56 岁，平均（35.48±15.32）岁，

病程 0.5～12 年，平均（3.02±1.02）年。选同期在

我院体检的 80 例健康对照为对照组，入组标准：精

神状况检查正常，无精神障碍史和家族遗传史；无严

重躯体疾病病史。HAMD-17 ＜ 8 分。男 / 女 =45/35，

19～58 岁，平均（34.69±13.58）岁。两组患者的一

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有可比性。本研究

取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者均自

愿参加。

1.2　研究方法

 采用 Signa 1.5T 磁共振扫描仪和 AW 4.2 工作

站，扫描颅脑矢状位，并行矢状位垂直于海马长轴

的倾斜冠状位的 T1 FLAIR 序列加权扫描，白质前联

合和后联合分别定位为前界和后界。参数设定：TE：

9.2ms，TR：2388ms，Dfov：24，TI：750ms，FOV：24
×18，层厚 3.0mm，层间隔 0.5mm，矩阵 320×256，

采集时间 449s，采集６次。海马体积测定：调整适

当的窗口位、窗宽，明确海马边缘位置，在每一平

面用鼠标手工勾画边缘结构，获取面积，计算体积。

由同一名核磁共振影像医师完成。海马解剖定界方

法：根据侧脑室向内侧延伸的勾隐窝区分，杏仁体在

前上方，海马在其下方，如果钩隐窝显像不明显则

可通过海马槽区分，海马槽覆盖在海马的上表面。

下界：为海马下托和钩裂，二者在颞叶内侧形成夹

角，即为分界。海马体上界为脉络膜裂，下界为其

下托和白质间分界，后界为束状回末端。

1.3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 HAMD 评分、两侧海马体积。分析观

察组治疗前后 HAMD 评分、临床疗效总评价量表—

病情严重程度（CGI-SI）评分。HAMD 评分评价标准：

采用 Davis JM 划界分，总得分在 35 分以上者可能患

有重度抑郁症；＞ 20 分者可判定为轻、中度抑郁症；

＜ 8 分者为非抑郁症者。CGI-SI 评分主要评定疾病

严重性，共 7 级，从 1 → 7 级疾病逐渐加重；CGI-GI

评分是疗效总评，共 7 级，从 1 → 7 表示从进步非常

明显→恶化非常明显［3］。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18.0 软件包处理，计量资料用（x±s）
表示，比较用 t 检验；计数用 χ2 检验，用（n，％）表

示；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标准。

2　结果

2.1　海马体积、HAMD 评分比较

 观察组 HAMD 评分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两侧

海马体积均低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观察组治疗后，HAMD 评分较治疗前下降（P<0.01），

但海马体积变化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1：

表1　海马体体积及HAMD评分结果比较（x±s）

组别 例数
海马体体积（mm3） HAMD评分

（分）左侧 右侧

对照组a 80 2769.21±220.58 2879.46±219.53 6.11±2.15

观察组 治疗前b 80 2672.21±199.54 2791.59±221.54 28.12±5.69

治疗后c 80 2679.85±201.36 2801.25±218.98 7.56±2.68

tab 2.917 2.519 32.365
abP 0.004 0.013 ＜0.01

tbc 0.241 0.277 29.238
bcP 0.809 0.782 ＜0.01

2.2　两组海马 MRI 形态学特征分析

标准化后，观察组（如图 3-1、图 3-2）双侧尾

部层数均比对照组小（如图 4-1、图 4-2）。两组双

侧海马头和海马体部体积比较未见显著性差异。

 经三位重建后，观察组患者和正常对照组患者

海马尾部的体积和形态差异明显，抑郁症患者海马

尾部明显较对照组变短、变细（如图 5、图 6）；而海

马头部比较，抑郁症患者变窄、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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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图3-2

  

图4-1　　　　　　　　　图4-2

 

图5 抑郁症患者海马尾部 图6 对照组海马尾部

3　讨论

海马位于大脑颞叶内侧，由阿蒙氏角、齿状回、

下托、围绕骈体的海马残体构成，海马残体不明显，

临床所指的海马是阿蒙氏角、齿状回和下托。海马

全长约 40～45mm，左右各一个，均绕中脑破入侧脑

室颞角。海马和大脑皮质以及皮质下中枢均有广泛

联系，所以海马的存在与记忆形成、情绪、应激等

调节均有重要作用。人类的海马直接参与空间、场

景及语义记忆形成，还参与新奇事物加工；当机体出

于应激状态时海马还可调节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

轴［4］。其内部功能分工明确：左前侧海马主要负责和

行为相关的信心处理，同时也加工期望、经验的不

匹配；海马的后部主要负责熟悉感的处理；前部、杏

仁核只要负责情绪的产生和记忆；后部侧主要负责储

存空间记忆［5］。MRI 检查用于海马结构的检测对于

软组织的分辨能力较好，能够清晰分辨肌肉、肌腱、

脂肪以及筋膜等结构，并且还能准确分辨脑灰质和

白质；MRI 还可随意进行冠状位、横轴位、矢状位

及任意斜位切换，且不改变体位即可观察病变位置、

病变范围以及病变组织和周围组织的关系；同时 MRI

检查也是一种无创操作，所以该方法在海马结构检

测中存在独特的优势。海马作为情绪调节、认知的

重要脑区，该区域异常可造成机体情绪低落，且对

于情绪的掌控能力明显下降，相关研究表示［6］，在

对抑郁症患者进行干预时，早期治疗，海马对快乐

的刺激神经反应减少，而在治疗的后期，随患者症

状的缓解，海马区域的神经反应相对增加。动物学

模型以及神经生物化学和解剖学研究发现，应激反

应引发的糖皮质激素水平的升高可造成海马神经细

胞损伤，从而导致海马体积缩小［7］。本结果中发现，

患有抑郁症的患者左右两侧海马的体积均较非抑郁

症者海马体积小，这一结果和既往抑郁症影像学相

关研究结果一致。大量研究表示［8-9］，有抑郁症家族

史者以及初次发病未得到有效治疗者，MRI 检查均

可见海马体积存在不同程度的缩小，这一观点也进

一步表明海马体积变化在抑郁症发病中的重要意义，

临床可通过分析海马体积的缩小程度继而判断病情

严重程度。此外，也有研究者表示，海马体积的变

化和抑郁症复发率有关，进一步推测，海马体积可

以作为辨别抑郁症的临床特征性指标。目前已经有

大量研究通过 MRI 检测脑结构，并进一步分析海马

结构的改变和大脑功能的相关性。国外某研究者［10］

表示抑郁症患者通过电抽搐后，海马体积有增大的

趋势，且海马相应功能也随之好转。但相关机制还

有待进一步探索。

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 HAMD 评分明显比非抑

郁症者高，且抑郁症患者两侧海马体积较对照组低，

进一步证实以往有关抑郁症患者海马体积缩小的说

法。并且抑郁症患者经过治疗后，HAMD 评分降低，

抑郁症状明显减轻。此外，分析 MRI 检查结果可见：

标准化后，抑郁症患者双侧尾部层数明显较正常者

小。但双侧海马头和海马体体积比较未见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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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三位重建后抑郁症患者海马尾部变短、变细；而海

马头部变窄、变长。

综上，MRI 检测可清晰观察抑郁症患者海马体

积、形态，同时对于抑郁症病情严重程度的判断也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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