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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脑连接分析方法在强迫症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中的应用

陈永军 、 曹　璇 、 王　振 、 张海音 、 范　青

【摘要】静息态功能磁共振（fMRI）对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脑区功能连

接异常的研究已经成为研究 OCD 病理机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本文回顾并总结了用静息态功能磁

共振两种方法 ( 种子脑区（ROI）和全脑连接（GBC））来对 OCD 患者相关脑区功能连接异常的研究，

尤其强调了 GBC 方法对研究强迫症脑区功能连接的优势和发现。最后引出了对将来研究在方法学上

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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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是

一种有强迫思维或行为，或两者同时具有一种精神

疾病，这种观念和行为会给大多数患者造成巨大的

痛苦，但其中也有少部分缺少自知力的患者不觉得

痛苦。强迫症在人群中的终身患病率大概在 2.7％左

右［1］。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fMRI）研究刺激或者任务过

后被试的血氧合度依赖（BOLD）信号，在功能性网

络结构中，被试的 BOLD 水平会有波动［2］。与任务

态相比，静息态由于被试头动，闭眼等因素的统一

控制，其结果很少受到患者配合情况及认知水平等

因素的影响。因为其有助于我们分析神经环路的动

态性，静息态功能连接的技术已经越来越多的被用

到分析正常人和病人中［3］。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对 OCD 脑区功能连接异常的

研究已经成为探索 OCD 病理机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

一，本文比较了两种不同的静息态磁共振对 OCD 脑

区功能异常连接研究成果。

一　种子脑区（ROI）静息态功能磁共振

1　ROI 的原理

首先选择一个 ROI 作为种子点，然后从种子区

和其他大脑体素中提取 BOLD 时间序列，预处理后

产生的大脑功能连接图可以显示这些信号的时间相

关性。尽管这种方法需要我们先确定种子脑区，并

且限制了对多个系统的同步探索，但是由于其本身

的高敏感度、易操作性以及解释性好等优点使其广

泛应用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中。

2　ROI 应用于 OCD 脑区功能连接的研究

以往有许多研究运用 ROI 去探究了成人和儿

童 OCD 患者在皮质 - 纹状体 - 苍白球 - 丘脑环路

（CSTC）网络中的功能连接［4］。这些研究的结果和

之前用灌注研究在 CSTC 网络中的功能性异常的研究

结果基本是一致的［5］。

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与以前的结果基本一致。例

如 Fitzgerald 等［6］把儿童和青少年强迫症患者的腹侧

和后侧的内侧额叶皮层为种子区域与全脑其他区域

体素作功能连接，发现 OCD 患者右前侧被盖间和背

侧前扣带回功能连接减弱，后扣带回间和腹内侧额

叶皮层功能连接减弱。该团队的后续研究（Fitzgerald 

et al. ，2011）以丘脑和纹状体为种子点分析功能连

接，发现儿童强迫症患者的腹侧前扣带回与背内侧

丘脑功能连接减弱，并且背侧纹状体与背侧前扣带

回之间功能连接也是如此，上述结果表明：在 OCD

患者发病的初期，其额叶—纹状体—丘脑环路中，

调控情感的脑区间功能连接始终是增强的而调控认

知的区域功能连接减弱。

3　ROI 研究及其方法的讨论

在 OCD 患者的研究中大多数的静息态功能研究

是基于种子脑区的研究方法，这样的兴趣区是基于

之前解剖因素或者任务的激活脑区确定出来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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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对测量特定区域与其他脑区功能连接很有用，

并且由于其高敏感度、易操作性以及解释性好等优

点使其广泛应用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的数据分析中，

但是对之前没有预测的脑区的功能连接异常的测量

是有限的。当寻求大范围异质脑区如基底节和背外

前额叶连接异常，确定合适的功能连接种子区域会

很困难，而这两个异质脑区（基底节和背外前额叶）

又属于 OCD 患者 CSTC 这个经典环路中的脑区，所

以运用 ROI 对 OCD 患者脑区功能连接的测量会很受

限制，另外由于人体在解剖结构上的差异使得我们

更难确定种子脑区，独立的成分分析取代以特定脑

区分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强迫症的研究中得到广

泛应用［7］。

二　全脑连接（GBC）静息态功能磁共振

1　GBC 的原理

这是以前基于 ROI 方法忽略的，GBC 既能测定

假定脑区又能发现新的脑区连接异常。特别适用于

测量在前额皮层（PFC）脑区功能异常连接的特性。

GBC 是应用基础图像理论的研究方法即大脑中所有

体素相对于其他的体素的整体连接是确定的［8］。

GBC 方法更强调定性的问题，高 GBC 的脑区

是最大可能和其他脑区功能连接异常的脑区，并且

可能在协调大规模的脑区活动性模式起到很大的作

用 ［9］。在疾病中低 GBC 可能表明特定脑区的很少参

与，相反高 GBC 可能表明特定脑区病理性的增加，

由于 GBC 方法本身的性质，我们不需要平衡脑区新

陈代谢的活力。

2　GBC 应用于 OCD 脑区功能连接的研究

GBC 对测量非健康人群大脑连接有很大的优势，

已经被成功应用于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 PFC 脑区

功能连接异常以及服药过后脑区功能连接的变化的

研究中［10］。 

最近研究者们运用 GBC 分析了 OCD 患者的脑

区功能连接异常的问题，有一些很意外的发现。例

如 Beucke 等［11］运用 GBC 的方法对 OCD 患者做了一

个病例对照的研究，结果表明未服药的 OCD 患者眶

额叶与视丘下核和脑核分别有增强的长程和短程功

能连接效应，并且增强的长程功能连接效应还与强

迫症状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另外还发现与未服药的

OCD 患者相比，服药的 OCD 患者在腹侧纹状体上有

着减弱的短程功能连接。眶额叶和视丘下核的增强

的长程连接效应表示在经典 CSTC 环路之外的一些脑

区也在强迫症的病理机制中发挥着作用。

此外，Anticevic 等［12］运用 GBC 的方法对 OCD

患者做了一系列研究，得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果，

Anticevic 等先后用仅限制在前额叶（PFC）的 rGBC

和全脑 GBC 两种测量方法做了一个病例对照研究，

rGBC 结果表明 OCD 患者在前额叶的 3 个部位（额下

回，额中回和中央前回）都有减少的 GBC 值，全脑

GBC 也得到同样的结果。但是结合两种测量方法只

发现在额下回和中央前回有减少的 GBC 值，而在额

中回没有发现此现象，结果证明了 PFC 脑区的复杂

性，另外他们还发现 OCD 患者的右脑硬膜和左小脑

有增加的 GBC 值。

最近一项关于儿童群体的形态学研究表明小脑

可能在 OCD 患者中有着潜在的重要作用［13］。大脑

新皮层、边缘皮层以及小脑半球的连接在处理多元

信息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另外 GBC 的研究

结果表明小脑可能在 OCD 的病理机制中占有重要地

位，这可能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要领域。此外上述

研究还发现了在腹侧纹状体（减少）和背侧纹状体

（增加）会呈现不同的 GBC 的趋势，这样的研究进

一步表明了纹状体的异质性。

Anticevic 等用 GBC 方法对 OCD 的研究在近几

年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他们也在试图运用

GBC 方法对 OCD 患者或者其他精神疾病做进一步研

究。Gruner 等运用 GBC 对 OCD 患者在行动策略上进

行了研究，发现 OCD 患者在“没有模型”和“基于

模型”两种强化学习方法之间转化有障碍，结果支

持了 OCD 患者过多的依赖奖励学习任务［14］。另外，

Hendler 等发表的一篇综述表明 GBC 使我们对 OCD

的脑区的研究从环路连接发展到整个网络的连接［15］。

3　GBC 研究及其方法的讨论

像 Gruner 等运用 GBC 方法研究成果支持了 OCD

患者过多的依赖奖励学习任务［1］ 一样，研究者们运

用此方法不仅验证了之前运用 ROI 研究等方法已经

证明的一些结果例如 PFC 脑区的异质性和纹状体的

异质性等基本的问题。而且还发现了诸如小脑以及

伏隔核可能被整合到一个功能网络起作用等新发现，

更为重要的是 GBC 使得我们对 OCD 的脑区的研究从

环路连接发展到整个网络的连接［16］。GBC 特别适用

于测量在 PFC 广大脑区功能异常连接的特性。更强

调定性的问题，能够最大程度的探索，提取和分类

我们的相关脑区，并且在静息态运用上更加容易和

独立。但是 GBC 方法也有一些局限，例如没有先验

假设可能会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结果和对因为生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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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动引起的噪音更加敏感等缺点。

三　对将来研究的展望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对 OCD 脑区功能连接异常的

研究已经成为研究 OCD 病理机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

一。ROI 让我们对以前强迫症相关脑区功能连接异

常的研究得到了验证和补充。GBC 又对 ROI 发现的

脑区功能异常做了验证和补充。 GBC 既能测定假定

脑区又能发现新的脑区连接异常。特别适用于测量

异质脑区功能异常连接的特性。这是之前 ROI 不能

做到的。方法学的进步会让我们更全面的认识疾病。

我们期待会有更多的方法让我们更加全面了解 OCD

的病理机制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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