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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在精神心理问题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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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NIRS）在精神疾病人群、心理亚

健康人群、妊娠人群中的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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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是全身耗氧量最大的器官，各种脑活动的

发生都伴随着氧代谢过程，其耗氧量约占人体总耗

氧量的 1/4。当局部脑组织活动增加时，主要由葡萄

糖的有氧代谢提供能量，而葡萄糖代谢所需的氧来

自血液中的血红蛋白。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NIRS）利用两种波长的近红外

光与脑组织中脱氧血红蛋白（Deoxy － Hb）和氧合

血红（Oxy － Hb）之间的吸收和散射关系，观察特

定状态下脑皮层组织中 Deoxy － Hb 和 Oxy － Hb 的

相对浓度变化，进而间接反映大脑活动。1992 年，

Skov［1］采用 NIRS 研究表面活性剂治疗早产儿时大脑

血氧、血流体积的快速变化，试验中观察到在缓慢

滴注表面活性剂的过程中，早期有一个短暂但持续

的低氧血症期，与此同时动脉血压大幅度下降；但是

在此过程中大脑血红蛋白总量的下降幅值很小，该

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脑的总血流量，提示大脑

总血容量是相对恒定的，这与现代医学观点相一致；

滴注中晚期几乎所有婴儿大脑的 Oxy － Hb 浓度均

提高了，有力证明了表面活性剂治疗早产儿的疗效，

同时也展示了 NIRS 在监测脑血流变化方面的灵敏性

及有效性。此后，NIRS 广泛应用于脑功能性疾病的

研究。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述：1、主要精神

疾病言语流畅性任务（verbal fluency task，VFT）下

前额叶的激活特征及其应用；2、主要精神疾病相关

脑区的功能研究；3、NIRS 在心理亚健康人群中的应

用；4、NIRS 在妊娠人群中的应用。

一　主要精神疾病 VFT 下前额叶的激活特征及

其应用

VFT 一般通过在有效时间内和规定类别中产生

词语的数量进行测量，主要涉及记忆信息的提取速

度和注意能量，多个研究显示 VFT 在 NIRS 中能有

效激活前额叶，认为其与额叶的功能及执行功能密

切相关，因而广泛应用于各种精神疾病的脑功能研

究［22］。2004 年，Suto 等［2］应用 NIRS 研究抑郁症、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人 VFT 下前额叶、颞叶皮层

的血红蛋白浓度变化，结果发现抑郁症患者在 VFT

任务早期，Oxy － Hb 浓度增加，但增加幅度较正常

人小；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VFT 任务早期，Oxy － Hb

浓度降低，呈一个小的波谷状，但在 VFT 任务结束

后，Oxy － Hb 浓度反而增加。2006 年，Kameyama

等［3］研究双相障碍患者（Biopolar disorder，BD）的大

脑激活特点，结果发现 BD 患者在 VFT 任务早期额

叶皮层激活小于正常人组，但是在任务晚期大于正

常人组。因此 Kameyama M 等推论 BD 患者 VFT 下近

红外光谱成像的特点是延迟激活。

缺乏诊断方面的检测方法是制约精神科临床发

展的重要因素，NIRS 可能为解决此类问题开辟了路

径。2013 年，Takizawa 等［4］总结上述研究成果，根

据第一个站点患者 VFT 下额颞叶血流反应的时空特

征（Oxy － Hb 时间 - 浓度曲线面积质心点和任务期

Oxy － Hb 浓度积分值）比较分析不同精神疾病之间

的差异，确立不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的最

优阈值。接着 Takizawa R 将 ROC 应用于其他 6 个站

点的研究，其发现应用 NIRS 可以准确区分出 74.6％

的抑郁症患者和 85.5％的有抑郁症状的其他两种精

神疾病患者，表明 NIRS 作为一种神经影像方法可以

用于主要精神疾病的鉴别诊断。

二　主要精神疾病相关脑区的功能研究 
1　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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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常伴随抑郁症状，这类患

者常具有复发率、自杀率高、社会功能下降、生活

质量低等特点，给精神分裂症的预后带来了不良影

响。2016 年，Pu 等［5］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 VFT 下额

颞叶激活降低与其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负

相关关系，相关的脑区有前额叶腹外侧皮层、右侧

前额叶背外侧皮层及左侧颞叶皮层。这与 Noda 等［6］

发现的抑郁症患者 VFT 下右侧前额叶背外侧皮层激

活程度受抑郁严重程度影响的结果相一致。此外，

Mikawa 等［7］也发现双相障碍患者左侧颞叶脑区的激

活与抑郁严重程度之间可能存在关联。上述研究中

与抑郁症状相关的脑区存在重叠，支持额颞叶皮层

的激活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Pu 等进一步推测抑

郁症状可能独立于疾病分类之外以独特的方式对患

者的脑功能产生影响。类似的研究还有 Kawano 等［8］

发现的精神疾病患者（包括抑郁症、精神分裂症、

双相障碍、惊恐障碍、强迫症等）的额极血流积分

值与其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

系，Kawano 等认为额极可能是抑郁严重程度相关的

生物标记脑区，但该研究中病患例数较少，研究结

果有待扩大样本量后进一步考证。

思维障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核心症状，常常

表现为言语紊乱，让人难以理解，有假说认为语义

加工异常可能是产生思维障碍的原因之一，既往功

能性核磁共振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语义记忆加

工异常和思维形式障碍之间存在神经关联［23］，但二

者之间具体的关系并不明确。。2014 年，Marumo 等 
［9］应用 NIRS 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语义相关 VFT 任务

下左侧前额叶腹外侧皮层的 Deoxy － Hb 浓度显著降

低，并且该脑区的 Deoxy － Hb 浓度变化与思维障碍

症状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提示精神

分裂症患者左侧前额叶腹外侧皮层功能受损，这一

脑区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语义加工异常和产生思

维障碍的大脑生物基础学。

工作记忆、注意、执行等认知功能受损是精

神分裂症患者突出的临床症状。Pu 等［10］发现精神

分裂症患者工作记忆任务下额颞叶的激活程度与精

神分裂症简明认知评估量表（BACS）综合得分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脑区有右侧前额叶背外侧皮

层、双侧前额叶腹外侧皮层、右侧额极皮层及双侧

颞叶脑区，提示前额叶皮层工作记忆相关的神经活

动可能成为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受损的生物标记并

在治疗方面发挥作用。未经治疗的精神病持续时间

（Duration of untreated psychosis，DUP）是指首发精

神病症状出现到首次接受治疗之间的时长，通常认

为 DUP 与不良的临床预后、社会功能受损相关，因

此引出如下问题：精神病症状是否存在神经毒性作

用，DUP 越长的的患者是否神经损害更严重呢？

Chou 等［11］研究发现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VFT 下额颞

叶皮质功能与 DUP 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这与上述的

假设不一致，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神经认知功能

损害可能产生于精神症状发生之前，精神分裂症是

一种进行性发展的疾病，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与

DUP 之间无关。

2　双相障碍 

BD 以躁狂发作和抑郁发作转换性变迁为显著特

征，自杀率、复发率较高，快速识别 BD 的各种状

态对于疾病的治疗及预防意义重大，NIRS 可能在此

方面提供帮助。2015 年，Mikawa 等［7］发现抑郁相的

BD 患者 VFT 下左侧颞叶激活低于稳定期，且患者左

侧颞叶脑区的激活与抑郁严重程度之间存在负相关

关系。既往研究通常把颞叶归类于边缘系统，认为

其与杏仁核、眶额叶皮质之间交互作用，参与社交、

情感过程，该研究提示左侧颞叶可能与抑郁症状相

关联，这与 Pu 等［5］在精神分裂症中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同时提示应用 NIRS 可能可以区分抑郁相和稳定

期的 BD 患者。同年，Nishimura 等 ［12］发现轻躁狂的

BD 患者 VFT 下左侧前额叶背外侧皮层的激活明显

高于抑郁相的 BD 患者及轻躁狂症状缓解后的 BD 患

者，提示 BD 患者不同状态下脑区的激活模式可能存

在差异，NIRS 据此可以客观评估 BD 患者所处的状

态。研究发现前额叶背外侧皮层受损与抑郁症状相

关［5］，因而 Nishimura 等推测轻躁狂的 BD 患者前额

叶背外侧皮层的功能可能相对完整，因而较抑郁相

的 BD 患者更健谈和充满活力。

社会功能的恢复对 BD 患者至关重要，Nishimura

等［13］发现抑郁相的 BD 患者 VFT 下右侧额叶皮层激

活与其社会适应功能自评量表（SASS）总分之间呈

正相关关系，且额极的激活与 SASS 中兴趣、动机等

因子明显相关，提示右侧额叶皮层及额极皮层可能

与社会功能之间存在关联。Nakagome 等［14］在晚发初

治抑郁症患者中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支持右侧额叶

皮层在社会功能中的作用。Ohtani 等［15］长达 6 个月

的追踪研究发现 BD 患者接受治疗后 VFT 下左侧前

额叶背外侧皮层（DLPFC）及颞前叶皮层激活增加与

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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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患者接受治疗后与社会适应能力改善之间存在关

联的脑区则是右侧前额叶腹外侧皮层（VLPFC）及颞

前叶皮层。该研究提示额叶、颞叶与社会功能之间

存在关联，NIRS 可能可以用于情感障碍患者社会功

能的评估。但是研究中并未发现患者脑区激活与社

会功能之间横截面上的关联，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

研究中 BD 患者未细分状态（抑郁相、躁狂相），抑

郁症患者也未划定特定范围（晚发、首发、复发等），

这在以后的研究中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BD 患者与抑郁症患者情绪异常，通常认为是情

感加工过程出现了问题。2014 年，Matsubara 等［16］发

现在恐惧任务下，缓解期的 BD 患者和抑郁症患者左

侧额下回皮层、左侧中额叶皮层的激活较正常人明

显升高；在高兴任务下，BD 患者的上额叶及中额区

皮层的激活较抑郁症患者降低。该研究结果提示对

于负性情感刺激（恐惧），BD 患者和抑郁患者额叶有

着相似的血流反应，而对于正性情感刺激（高兴）二

者额叶皮层则存在着不同的反应特征，这可能表明

BD 患者和抑郁症患者在情感加工过程中存在着不同

的神经通路。躁狂发作的患者与抑郁症患者在言谈

方式上有着巨大的差异，2014 年，Takei 等［17］发现

BD 患者和抑郁症患者在面对面交谈任务下左侧前额

叶背外侧皮层和左侧额极皮层的持续激活水平较正

常人明显降低，提示情感障碍患者谈话状态的维持

功能较正常人受损；在转变谈话内容时抑郁症患者应

激激活降低的脑区多于 BD 患者，这一差异主要存在

于右侧额极脑区。既往有研究认为右侧额极主要参

与非正常的、遥远的语言加工过程，因此研究者认

为这一脑区应激激活的降低可能与抑郁症患者僵硬、

不灵活的认知方式有关。

三　NIRS在心理亚健康人群中的应用

社会排斥会引发被排斥群体的社会疼痛，这种

社会疼痛会导致社交困难、易激惹和抑郁。2011 年，

Yanagisawa 等［18］发现被社会排斥的个体在想象远距

离未来（明年、后年或更长时间距离）较想象近距离

未来（今晚、明晚）时，社会疼痛会减轻，同时右侧

前额叶腹外侧皮层激活度增加。因此研究者推论右

侧前额叶腹外侧皮层参与了时间隔离与社会疼痛的

调节。

众所周知，抑郁、冷漠、认知功能紊乱（精神

运动迟缓）会降低精神和躯体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但是在非临床人群中，这些症状与生活质量的关联

并不清楚。2012 年，Sawa 等［19］发现在非临床人群中，

抑郁得分、冷漠得分与生活质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并且非临床人群精神活动任务（the Trail Making Test 

Part A）下许多额叶皮层显著激活，激活程度与抑郁、

冷漠得分呈正相关关系。该研究提示抑郁、冷漠程

度较重的非临床个体生活质量较低，并且可能存在

着无效的额叶皮层激活模式。Sawa 等［20］继续发现

非临床人群 VFT 下额叶的激活与抑郁、冷漠得分呈

负相关关系，即抑郁、冷漠程度较重的非临床个体

VFT 下额叶皮层激活降低，这与 NIRS 在抑郁症中的

研究结果一致，提示 NIRS 可能可以用于评估非临床

人群的情感症状水平。

四　NIRS在妊娠人群中的应用

既往研究显示非妊娠个体中，前额叶参与情感

的管理，并且还与焦虑症状相关联。由于 NIRS 具

有非侵入性和非放射性的特点，因而对于孕妇患者

来说是安全的。2011 年，Roos A ［21］等研究妊娠期患

者与恐惧刺激相关的神经通路，发现在恐惧刺激下，

妊娠组和非妊娠组的前额叶皮层均较休息期明显激

活，而且这种激活在妊娠中期最为明显。此外实验

中还发现前额叶皮层的激活与灾难、焦虑情绪、皮

质醇、雌激素浓度明显相关，提示荷尔蒙水平会使

前额叶皮层功能发生改变，并且这种变化反过来影

响认知情感过程和焦虑。临床上产后抑郁、产后精

神障碍的发病率逐年递增，提示妊娠相关的精神心

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但是目前 NIRS 在妊娠合并精

神、心理问题方面的研究较少，其作为一种安全有

效的功能性神经影像技术在妊娠人群中有着巨大的

应用前景。

结语：近几年来 NIRS 广泛应用于多种精神疾病

额颞叶功能的研究，发现 VFT 下氧合血红蛋白浓度

的曲线特点可以用来区分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双

相障碍等主要病种，在精神科领域的应用迈出了一

大步。NIRS 在几种主要精神疾病相关脑区的研究方

面也有长足的进展，在探索精神疾病的病理生理机

制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于 NIRS 便捷、无创的

特点，其在亚健康心理人群及妊娠个体中的研究应

用也日益突出，这极大拓宽了脑功能活动的研究人

群，在探索全面的精神活动过程方面具有深远的意

义。但是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局限性，例如：①在选

取研究对象时仍不够精细，首发、复发、是否用药、

发作期、缓解期、双相分型等因素仍被大多数研究

者所忽略；②研究样本较小；③纵向研究较缺乏；④

研究设计科学、严谨、客观方面有待于提升。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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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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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研究中，如能对上述问题加以注意，NIRS 在精

神、心理疾病方面的应用仍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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