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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质 -纹状体 -丘脑 -皮质环路功能失调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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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前额叶有着广泛的神经双向性联系和复杂的结构图式，它与中枢皮质下的纹状体、丘脑

神经元组成皮质 - 纹状体 - 丘脑 - 皮质环路。神经环路协调中枢神经系统的高级神经心理过程。注

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环路损伤和发育不全均可能导致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的风险增加。本文对目前所

明确的特定环路进行综述，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多样性的症状进行分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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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神经影像学技术已能将脑区功能异常与精

神症状组成对应关系，症状维度的神经定位已成为

可能。前额叶作为大脑发育的最高级部分，集中了

有关研究初步发现：执行功能定位于背外侧前额叶

皮质（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情感

症状定位于腹侧前额叶皮质（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VLPFC），选择性注意定位于前扣带回背侧

部皮质（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冲动行为定

位于眶额叶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OFC），运动控

制定位于运动区皮质（motor cortex，MC），上述皮质

结构通过皮质 - 纹状体 - 丘脑 - 皮质（cortico-striato-

thalamic-cortical，CSTC）组成各自的环路。

额叶的功能不是单独产生，而是与纹状体、丘

脑等皮层下结构通过神经纤维建立连接路径，组成

环路结构而发挥整体功能。大脑皮质的神经元与许

多其他神经元相连接，形成皮质神经环路启动大脑

功能，前额叶皮质对精神行为的影响尤为重要。经

过多次上述换元后形成了庞大的神经环路连接，环

路内激活的简单神经信号转入并转化为复杂的信号

转出，最终同步调节认知和行为。对于精神病学家

而言，可以利用对特定神经环路具有特殊调节作用

的药物或者物理治疗来干预患者的特定症状，从而

对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的相关性有更为系统的认

识。儿少期作为大脑发育的特殊阶段是该研究的热

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的研究具有特殊的学术地位，有

大量报道指向 ADHD 患者的上述 CSTC 环路存在异

常［1］，令研究开始具有指向性意义。

CSTC 环路内神经信号向“下游”传递离开皮质，

而皮质则同时获得反馈，将决定信息被如何加工处

理。神经信息从前额叶皮质发出，纹状体和丘脑都

仅与皮质的特定区域产生局部的交互关系，穿过纹

状体的神经环路与离开纹状体前往丘脑的部分纹状

体的神经元可有突触相连，最后再回到前额叶皮质

的开始区域，有时能顺利地回到最初的神经细胞内。

CSTC 环路帮助我们认识到皮质的神经冲动不仅通过

反馈调节来支配各个脑区的神经结构，而且可以通

过不同的脑区来调节各种不同的功能活动。某一脑

区并不一定仅调节大脑的某一功能，而任何某种功

能也不一定只受某一特定脑区的影响［2］。但是，脑

局部区域或分区的观点对于患者进行功能性脑影像

学检查及理解其相关特异性症状是有帮助意义的。

Stahl［2］总结的共五条 CSTC 环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本文综述 CSTC 环路与 ADHD 的症状之间的关联性。

一　背外侧前额叶皮质 - 纹状体 - 丘脑 - 皮质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ico-striato-thalamic-
cortical，DLPFCSTC）环路与ADHD的持续性注意

DLPFC 参与调节持续注意和问题解决，与执行

功能相关，又称持续注意环路。这条环路神经冲动

起源于 DLPFC，投射到纹状体中尾状核的顶端，然

后传出至丘脑，最后返回到 DLPFC。此环路调节执

行功能、问题解决和认知功能，如目标的表达和维

持、对不同作业的注意分配。DLPFC 激活不足和

（或）低效会导致难以执行或完成任务、做事没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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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及持续用脑困难。通过 n-back 测验评估工作记

忆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任务时，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

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

下显示左侧 DLPFC 功能活性显著增强［3］。经颅直流

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

受试者左侧 DLPFC，则完成工作记忆任务更快速、

更精确［4］。

氢质子磁共振波谱（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1H-MRS）显示右侧 DLPFC 的门冬氨酸

/ 肌酸值（N-acetylaspartate/creatine，NAA/Cr）与患者

学习障碍正相关，左侧 DLPFC 的  NAA/Cr 率与患者

的晨起行为严重性呈负相关，提示 ADHD 症状与两

侧半球的 DLPFC 活性不同［5］。

二　腹侧前额叶皮质 - 纹状体 - 丘脑 - 皮质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ico-striato-thalamic-
cortical，VLPFCSTC）环路与ADHD的情绪调节 

VLPFC 参与情绪的加工处理过程，该环路又

称情绪环路。这条环路信号起源于 VLPFC，传出

至纹状体中的伏隔核，再传出至丘脑，最后返回

至 VLPFC。此环路应激状态时的激活不足可导致焦

虑、抑郁和恐惧情绪。在进行任务态 fMRI 时，正性

情绪体验可以激活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entromedia 

prefrontal cortex，VMPFC），并随着 VMPFC 的激活增

加而有相协调的情绪体验评级增加。而且当参与者

被要求体验自身的情感时，同样可追踪到 VMPFC 区

域的激活。VMPFC 区域信号增加和正性情绪显著相

关，提示外在奖励和情绪刺激编码 VMPFC 区域的

主体信号从而产生神经心理效应［6］。腹侧前额叶损

伤使犒赏后敏感度下降，已成为抑郁症深部脑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的靶点治疗区域［7］。
1H - M R S 证 实 A D H D 症 状 严 重 程 度 与 右 侧

VMPFC 的肌醇 / 肌酸值（myo-inositol /creatine，ML/

Cr）负相关，与皮层下的左侧的纹状体 - 丘脑区的

胆碱 / 肌酸值（choline/creatine，Cho/Cr）正相关，与

左侧壳核谷氨酸盐 / 肌酸值（glutamate-glutamine-

GABA / creatine，Glx/Cr）负相关，提示 ADHD 的

VLPFCSTC 环路结构存在广泛的异常，其环路神经

细胞能量代谢率的显著下降导致症状趋于严重。

VLPFC 与情绪反映和反应抑制有关，任务态 fMRI 研

究情绪 Stroop 测验的测试结果证实 VLPFC 功能活性

下降与 ADHD 的相关破坏性行为障碍的症状相关，

导致的结果是 ADHD 患者更具有破坏性行为并伴有

冷漠无情的特质［8］。

三　前扣带回背侧部皮质 - 纹状体 - 丘脑 - 皮

质（anterior cingulate cortico-striato-thalamic-
cortical，ACCSTC）环路与ADHD的选择性注意

ACC 参与选择性注意的以及各种情绪调节，又

称选择性注意环路。这条环路信号从 ACC 发出，投

射到纹状体底部，然后到达丘脑，最后返回到背侧

ACC。此环路激活不足和（或）低效会导致出现诸如

注意不到细节、犯粗心大意的错误、不注意听、经

常丢东西、容易分心和经常忘事等一系列症状。环

路调节通过皮质区和皮质下区，影响选择性注意和

控制能力并且协调其相互作用［9］。ACCSTC 环路不但

调节选择性注意，正性情绪反应与左侧 ACC 灰质容

量呈显著正相关［10］，提示注意力的管理与情绪调节

密切相关。

Stroop 测验正常情况下会激活前 ACC，而 ADHD

患者却不能相应地激活这一区域，并且发现右侧

ACC 灰质容量减少与症状多样性显著相关，该区域

影响错误行为校正、冲动以及抑制控制。为代偿这

一缺陷，在进行 Go/NoGo 任务时，这些患者激活了

前额叶其他一些正常情况下不负责选择性注意功能

的脑区来完成这一任务，但其表现得效率更低、速

度更慢、错误更多［11］。

四　运动区皮质 - 纹状体 - 丘脑 - 皮质（motor 
cortico-striato-thalamic-cortical，MCSTC）环路

与ADHD的运动调节

MC 又分为初级运动皮层（Primary motor cortex，

M1）和次级运动皮层如前运动皮层（Premotor cortex，

PMC）与补充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MA），调节活动过度［12］。MCSTC 是运动相关的环

路，参与调节多动和精神运动性激越或迟缓，又称

多动环路。此环路信号冲动从 MC 发出，投射到壳

核或豆状核再到丘脑，最后返回 MC。志愿者在执

行动作命令前后进行 fNIRS 发现：MC 脑区在执行任

务时功能活性比静息态时显著增加，随着运动量越

大，MC 的运动神经网络活性越强［13］。经颅直流电刺

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刺激

SMA 区域可提高志愿者的执行任务中断时的制动效

能和制动速度［14］。

ADHD 的 MCSTC 环路的研究报道中，症状与

MC 区调节运动行为调节有关，如多动、精神运动

性激越和精神运动性迟缓等。fMRI 显示 ADHD 患

者的左侧 M1、双侧 PMC 以及双侧 SMA 脑区活性范

围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15］。3D 磁化快速梯度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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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magnetization prepared rapid gradient echo，3D 

MPRAGE）MRI 扫描显示 PMC 表面积与 ADHD 多动

症状的严重程度显著负相关［16］。

五　眶额叶皮质 - 纹状体 - 丘脑 - 皮质

（orbitofrontal cortico-striato-thalamic-cortical，
OFCSTC）环路与ADHD的冲动行为

OFC 控制冲动行为，该环路又称冲动 / 强迫环

路。这条环路调控从 OFC 发出，投射到纹状体的尾

状核底部，然后到达丘脑，最后返回到 OFC。此环

路异常激活导致冲动控制和情绪加工的调节障碍。

OFC 功能缺陷的严重程度与冲动行为的严重程度

之间存在重要关联。任务态 fMRI 扫描时，进行 Go/

NoGo 任务的高冲动人群右侧 OFC 功能活性下降。而

当右侧 OFC 功能活性增强时，人更容易表现处事从

容不迫，体现出与情绪相关的风险控制能力［17］。在

药物滥用者的冲动控制障碍研究中，静息态 fMRI 提

示 OFC 内侧局部一致性降低，证实 OFC 区局部神经

元活性的同步性减退与冲动 / 强迫症状密切相关。

ADHD 的症状与 OFCSTC 环路有关，如 ADHD

的冲动症状包括说话过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不能按顺序等待以及打断别人说话。脑结构测量协

方差网络绘图发现 ADHD 右侧 OFC 灰质体积显著减

少［18］，而左侧 OFC 功能连接的减少与抑郁的严重程

度有关［19］，上述研究结果提示双侧 OFC 的分管冲动

控制以及情绪加工的功能上可能不同。OFCSTC 路又

称冲动 / 强迫行为相关的环路，ADHD 与 OCD 拥有

共同的 OFCSTC 环路异常，这也是临床上 ADHD 与

OCD 的高共病率的原因之一［20］。而无论是冲动行为

还是冲动选择，均与 OFC 脑区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和

肾上腺素转运功能相关，是兴奋剂的治疗靶点。

六　总结与展望

目前有关 ADHD 的 CSTC 环路研究中，ADHD 治

疗前后的无创性影像学对照研究少见。有关 ADHD

的 CSTC 环路的研究也多局限于局部脑功能的研究，

不能全面反映 ADHD 的脑功能特点。加之样本小及

存在共病、合用药物等混杂因素，结果的可靠性也

受到影响。ADHD 的特定 CSTC 环路的神经递质及其

受体功能异常对环路功能的影响起重要作用。如果

针对 ADHD 的 CSTC 环路内特定结构和功能的异常

来开发某一药物或某种治疗方法，则可能会明显改

善 ADHD 的治疗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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