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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伴自杀意念患者前扣带回皮质喙部环路的信息时变整合研究

陈彦弛 1 、 韩少强 2 、 李　娇 2 、 郭　婧 2 、 樊云霜 2 、 杜　莲 � 、 廖　伟 2

【摘要】目的　了解人类大脑功能网络时变的动态特性及前扣带回皮质喙部环路信息时变整合特

征。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 2� 例抑郁症伴自杀意念患者的静息状态的功能磁共振数据，并收集 �0 名

年龄、性别和教育年限匹配的健康对照。采用以前扣带回皮质喙部为种子点的时间滑窗的功能连接

方法，比较前扣带回皮质喙部环路信息时变整合异常表征。探测抑郁症伴自杀意念患者大脑 rACC

环路动态功能连接的变异特征。结果　与健康对照相比，患者的左侧前顶叶、颞中回、颞上回、内

侧额上回、缘上回和右侧中央沟盖、内侧额上回、颞中回、中央后回与喙部前扣带回的动态功能连

接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自杀意念分数分别与右侧中央沟盖（r=0.4�69，P= 0.00�6）、左侧颞中

回和左侧颞上回（r=0.��14，P= 0.001�）的动态功能连接值呈正相关。结论　本研究表明抑郁症伴自

杀意念患者的前扣带回皮质喙部环路的信息时变整合的变异性增强，而稳定性降低，可能会影响情

绪监控和决策。该项研究为抑郁症的病理生理机制提供了影像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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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 brain connectivity of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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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04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rACC），which is mainly involved in the monitor-

ing of emotional conflicts，is also the critical hub of affective circuits in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patients with suicidal 

ideation（SI）. Previous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static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in the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ical pathways was abnormal in patients. However，in most cases，human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s exhibit time-

varying dynamic characteristic. The time-varying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in the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ical circuits 

remains unclear in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patients with SI. Methods　This study recruited 28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patients with SI and 30 age，sex and education level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to scan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he previous reported rACC was selected as seed region to compute dynam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using sliding windows. Group comparisons were carried out to found the abnormal time-varying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patterns of the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ical circuits in patients. Finally，the study could characterize 

patients' dynam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rACC pathway aberrance.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patients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dynam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the left anterior parietal cortex，middle 

temporal gyrus，superior temporal gyrus，medi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superior marginal gyrus and right central 

sulcus，medi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middle temporal gyrus，postcentral gyrus and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Furthermore，the SI score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ynam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right central sulcus

（r=0.4869，P=0.0086），left middle temporal gyrus and superior temporal gyrus（r=0.5714，P=0.0015）i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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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抑郁症患者终生都存在着较高的自杀风险和自

杀企图。自杀意念通常被认为是走向自杀行为的第

一步［1］。因此，研究抑郁症伴自杀意念的脑影像表

征对疾病的管理、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无创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抑郁症伴自杀行为

患者的前额叶 -- 边缘系统回路的脑结构和脑功能异

常。抑郁症前额叶 -- 边缘系统回路的失调伴随着内

侧眶部前额叶［2］和喙部前扣带回［3］的灰质密度降低，

以及额叶 -- 皮质下白质纤维连接的降低［4］。基于静

息态的功能磁共振（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的研究证实，伴自杀企

图的抑郁症患者的自发脑功能活动［5］，以及前额

叶 -- 边缘皮层回路的内在功能连接出现异常［6］。这

些研究表明前扣带回皮质喙部是抑郁症伴自杀意念

的情感环路重要的关键节点，主要负责情绪冲突监

控［7］。

先前的内在功能连接限制在信息整合稳定性的

假设之上，而人脑功能连接是时变的、动态的。功

能连接的时变性反映了脑区间交流的演变过程，与

心理和认知活动相关，同时已被证实为脑疾病的潜

在影像标记，例如癫痫［8］、精神分裂症［9］、抑郁症［10］。

但是，喙部前扣带回关键节点环路的动态功能连接

的变异性仍然不清楚。

在本研究中，采集了抑郁症伴自杀意念和健康

对照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利用滑窗功能连接

分析方法来评估前扣带回皮质喙部回路的动态功能

连接的时间变异性，并且评估与自杀意念程度的相

关性，揭示抑郁症伴自杀意念的前扣带回皮质喙部

脑网络的信息时变整合异常表征。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门诊招

募未经治疗的抑郁症伴自杀意念患者（28 例，右利

手）。入组标准：1）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

册（DSM-IV-TR）诊断标准；2）汉密尔顿抑郁评分 > 

17 分；3）既往未经治疗。排除标准：1）目前有严重

躯体疾病者；2）有神经疾病、脑外伤及严重器质性

疾病；3）物质依赖；4）处于哺乳期、妊娠期。

招募性别、教育、年龄与抑郁患者相匹配的 30
名健康志愿者。所有纳入的病人与健康志愿者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

1.2　临床量表评定

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包括姓名、性别、

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并运用 17 项 Hamilton 抑郁量

表（HAMD）；以及贝克自杀意念量表（SSI）对患者进

行抑郁和自杀意念的临床症状评估。

1.�　影像数据采集及预处理

影像数据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0 特

斯拉超导磁共振仪（GE-Signa，美国）下采集。受试

者闭目平躺于扫描仪内，嘱其保持安静，不要入睡。

静息态功能像采用 GRE-EPI 序列，扫描参数：重复

时间 / 回波时间：2000/30ms，翻转角：90 度，视野：

240mm×240mm，平面内矩阵：64×64，层厚 / 间距：

4.0/0mm，共 33 层覆盖全脑，共采集 240 个时间点，

共持续 480 秒。

影像数据使用 DPARSF（v2.3，www. restfmri. 

net）软件以及 SPM12 工具包（www. fil. ion. ucl. ac. 

uk/spm）预处理。剔除前十个功能图像，对剩余功能

影像进行层间校正以及头动校正。并剔除其中平动

大于 2.5 mm，旋动大于 2.5 度的被试数据。标准化

功能影像到蒙特利尔（MNI）空间并重采样到 3×3×

3mm3。经过上述空间预处理后，回归 24 个头动参数，

白质信号，脑脊液信号和全脑信号。然后，空间平

滑（8 mm 半宽高）功能影像。最后，去除功能影像

时间序列的线性趋势，对数据带通滤波（0.01 Hz 到

0.10 Hz）。

1.4　动态功能连接分析

参考最新的荟萃分析，选取前扣带皮质喙部［11］

（rACC，坐标为：x=15，y=45，z=7，半径：6 mm）

定义为种子点。利用 DynamicBC 工具包［12］来计算基

于滑窗的时间动态功能连接，图 1。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time-varying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of the rACC circuits in major depres-

sion disorder patients with SI exhibited increased variability and reduced stability，which may influence the emotional 

monitoring and decision making. The study added the neuroimaging evidences for the biological mechanism of depression 

disorder.

【Key words】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Suicidal ideation；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ostral an-

terior cingulate cortex；Dynam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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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两组样本的动态功能连接变异图进行双样本 t

检验（抑郁症伴自杀意念组 vs. 健康对照组），并将年

龄，性别，教育年限被当作协变量。显著水平被设

置为体素 P 强度阈值 P<  0.005，高斯随机场（GRF）

P<  0.05 校正。

为探究显著差异脑区的动态功能连接值和自杀

意念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我们计算了差异脑区的

平均动态功能连接值和自杀意念分数之间的皮尔逊

相关系数。

2　结果

2.1　人口学资料

患者组和对照组的利手、性别、年龄及教育年

限均无统计学差别；患者组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对照

组（t =30.43，P<0.0001）。在患者组中，抑郁严重

程度和自杀意念不存在显著的相关（P>0.05）。

所有数据均为均值 ± 标准差形式表示。其中，

自杀倾向代表重度抑郁症伴有自杀倾向患者；HAMD

量表代表 17 项目汉密尔顿抑郁测量量表；SSI 量表代

表 19 项目自杀倾向量表；P 代表组间或组内统计检

验 p 值；t（df）代表组间 t 检验的自由度；N. A 代表不可

取值。

2.2　动态功能连接结果

较对照组，患者组在左侧前顶叶、颞中回、颞

上回、内侧额上回、缘上回，右侧中央沟盖、内侧

额上回、颞中回和中央后回的动态功能连接显著增

加（见图 2 和表 2）。

图1　种子点rACC动态功能连接方法流程图

表1　被试人口统计学与临床信息

人口统计学 自杀倾向 正常对照 统计值 P值

人数（人） 28 30 N. A. N. A. 

利手（左/右） 0/28 0/30 N. A. N. A. 

性别（男/女） 7/21 12/18 χ2=1.48 p=0.22

年龄（年） 32.5±9.9 35.7±10.2 t（56）=1.21 p=0.23

教育程度（年） 13.3±2.6 12.9±3.2 t（56）=0.55 p=0.58

病程（月） 16.6±20.0 N. A. N. A. p=0.87

HAMD 量表分数 26.0±4.0 2.77±1.3 t（56）=30.43 P<0.0001

SSI 量表分数 15.9±4.4 0±0 N. A. N. A. 

图2　患者和正常对照之间的动态功能连接差异图。

暖色表示抑郁症患者在该区域的动态功能连接

增加。本实验采用双样本 t 检验（P<  0.005，GRF 校

正）。每个横轴图下数字表示它们各自在 MNI 空间

内对应的 z 平面坐标。字母 L 和 R 分别指示左侧和

右侧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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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患者动态功能连接异常区域

脑区
MNI

团块大小（体素） t值
x y z

左侧前顶叶 -54 -57 39 25 4.20

左侧颞中回 -48 -21 -6 34 3.91

右侧中央后回 27 -33 57 193 3.74

左内侧额上回 -3 33 42 59 3.69

右内侧额上回 3 27 57 21 3.62

右侧中央沟盖 48 -30 18 20 3.62

右侧颞中回 54 -18 -9 39 3.46

左侧颞上回 -42 -39 3 50 2.92

左侧缘上回 -60 -36 30 64 2.9

t值：组间表现出动态功能连接差异的峰值体素的统计

值；MNI：在蒙特利尔空间内的主要峰位置坐标。

2.�　相关分析

自杀意念强度分别与右侧中央沟盖（r=0.4869，

P=0.0086）、左侧颞中回（r=0.3906，P=0.0398）和左

侧颞上回（r=0.5714，P=0.0015）与右侧 rACC 的动态

功能连接值呈正相关（见图 3）。而在其他区域未见

显著相关。

左侧颞中回、左侧颞上回和右侧中央岛盖区与

自杀意念量表分数呈现正相关关系。填充的圆点表

示包含在相关中的数据点，实线和虚线分别代表了

皮尔逊相关的最佳拟合线和 95％的置信区间。

3　讨论

前扣带回皮质喙部与内侧前额叶动态功能连接

变异性的升高不仅和抑郁症症状息息相关，更与患

者的自杀意念关系密切。rACC 和大脑“上下”的情

绪信息的加工有关，从边缘或者旁边缘系统接收信

息然后传递到前额叶，或者从前额叶接收信息传递

回边缘或者旁边缘系统。前扣带回皮质喙部的脑活

动很可能反映了患者负性情绪的偏向加工［13］。rACC

和内侧前额叶的活动和患者过度的消极自我内省有

关系（比如：沉思和不良的自我为中心）［14］。除此之

外，自杀意念相关的神经环路主要包括评估功能，

情绪调节，尤其是决策功能，具体来说就是对奖赏

和惩罚的预测［15］。作为奖赏系统的关键性节点，前

扣带回皮质喙部和内侧前额叶在奖赏系统的决策作

用里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除了本文的种子区域喙部

前扣带回之外，在有自杀意念的人群当中前额叶功

能的减退程度与自杀意念的致命性程度成比例关

系［16］。综上所述，这种长期的自我消极以及积极刺

激的缺乏不仅和抑郁症状相关，更容易促使患者产

生自杀的倾向。

除了上述前额 - 纹状体系统中的前额叶出现异

常之外，颞叶 - 顶叶 - 边缘系统也被发现和自杀倾

向相关。颞中回和颞上回的灰质体积在抑郁症患者

中均降低［17］，并且颞上回的降低在抑郁症发病的初

级阶段就已经表现出来。颞上回灰质体积的降低和

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倾向有关系，在有自杀倾向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该区域也显著性的降低［18］。颞上回和

情感的注意，面孔加工相关［19］。这部分区域的损伤

会导致患者难以辨别他人的注视。有过自杀倾向的

青少年在处理社会性相关的愤怒表情时出现异常，

这些说明了具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具有社会情感信

息评估的异常。前扣带回皮质喙部和颞叶区域动态

功能连接的波动性增加，可能反映了具有自杀倾向

的抑郁患者在处理社会情绪相关的功能时，表现出

不稳定的强烈的情感伤痛，因此让他们更容易产生

自杀的想法。

综上，本研究发现伴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者相

较于健康对照的右侧 rACC 环路动态功能连接的变异

性增强，而稳定性降低。该异常可能会影响到伴自

杀意念抑郁症患者的情绪监控和决策能力。该项研

究为抑郁症的病理生理机制提供了影像学证据。

图3　患者动态功能连接强度值和自杀意念分数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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