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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记忆损害相关结构研究进展

王昊若 、 葛　茜 、 吕海侠

【摘要】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心理创伤后一种常见的创伤后反应，记忆损害是其典型症状之一，包

括陈述性记忆缺失和非陈述性记忆闪回。研究认为，大脑前额叶可能通过抑制杏仁核过强的活动来

影响非陈述性记忆，通过调节海马环路影响陈述性记忆。本文将对创伤后应激障碍中记忆损害的神

经结构基础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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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是指个体在遭受严重的应激源威胁后延迟

出现的精神障碍，发病率高、病程长、治疗效果

差。美国精神病协会统计发现在普通人群中超过

50％的人一生中至少会有一次暴露于创伤事件，约

7％～12％的人会罹患 PTSD，其中女性的创伤事件

暴露率为 51.2％，PTSD 的患病率为 10.4％，其中

男性的创伤事件暴露率为 60.7％，PTSD 的患病率为

5％［1］。

PTSD 患者记忆损害以“闯入性记忆”和“条件

性恐惧记忆”为主，常伴随“选择性遗忘”。其中“闯

入性记忆”和“条件性恐惧记忆”是非陈述性记忆 

（non-declarative memory）的损害表现，而“选择性

遗忘”属于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的损害

表现。PTSD 患者表现出对一般学习材料的识记、再

认和回忆能力下降，对个人经历的回忆存在阶段性

的遗忘，提示其同时存在陈述性记忆的损害和非陈

述性记忆的病理性增强［2］。多数 PTSD 患者不仅表

现出精神心理的变化，同时也存在大脑前额叶皮质

（prefrontal conex，PFC）、海马（hippocampus）、杏仁

核（amygdala）等脑区的器质性改变［3］。其中选择性

遗忘与前额叶皮质和海马关系密切，而闯入性记忆、

条件恐惧性记忆与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关系密切［4］。

一　PTSD患者发生陈述性记忆缺失的结构基础

研 究 发 现 陈 述 性 记 忆 存 储 于 新 皮 质

（neocortex）［5］，陈述性记忆包括情节记忆和语义记

忆。其中感觉区储存情节记忆，感觉区的前外侧储

存语义记忆。PTSD 患者对一般生活事件及创伤性事

件的记忆提取存在明显的不同（表 1）［6］，表明患者

对情节信息的加工、处理分别依赖于不同的脑区，

并在各脑区之间存在共同激活的回路。
表1　PTSD患者陈述性记忆的提取

一般事件 创伤事件

皮质 双侧
颞叶、额叶和

顶叶激活
双侧 枕叶、丘脑激活

皮质下中枢
海马、杏仁核

激活
右侧 杏仁核激活

脑血流
大脑血流量增

加
左侧

颞叶内侧区、海马、左侧
Broca区血流量减少

海马结构在陈述性记忆的形成和提取中起关键

作用。海马通过将传入感觉整合为有逻辑性的、连

续的信息，返回大脑皮质来形成情节记忆。有研究

表明，创伤性应激可导致海马神经元树突改变、加

速海马神经细胞死亡，影响认知和学习过程［7］。

PTSD 患者海马结构普遍存在萎缩的现象，海马功

能活动有所下降，其中 N- 乙酰基天门冬氨酸（N 

-acetylaspartate，NAA）表达量减少［1］。有研究对越

战退伍军人大脑进行影像学检测发现，罹患 PTSD 的

退伍军人海马结构体积明显缩小，并且与 PTSD 的严

重程度成正相关［8，9］。

前额叶皮质是情节记忆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脑区。

功能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情节记忆的编码与左侧前

额皮质（left PFC Bmdmann area 10、45、46、47）

的活动增加有关，而记忆再现主要与右侧前额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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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PFC Bmdmann area 9、10、46）的活动增加有

关。利用 PET 技术检测受试者内侧额叶皮质功能，

研究结果表明，因战争因素造成精神创伤的 PTSD 患

者的前扣带回喙部（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rACC）功能有所下降［10］，与童年有过受虐待历史相

关的 PTSD 患者在面对相关应激源刺激时，其前额叶

中央部（middle frontal gyrus）的功能活动会呈现下降

的趋势［10］。

在应激环境中，前额叶可促进释放大量应激激

素如儿茶酚胺等，其中肾上腺素会对前额叶脑区产

生明显损害作用［11］。PTSD 患者在完成工作记忆任

务时，表现出明显的腹内侧前额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活动下降，在提取与创伤有关的

情景时前额叶中部和额叶眶部（orbitofrontal cortex，

OFC）活动减弱［12］，而在记忆的加工、编码阶段，额

叶特别是前额叶、扣带回、额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楔前叶（precuneus）等处于低激活状态，而

颞叶过度激活［13］。上述结果同时提示，PTSD 患者存

在额叶 - 颞叶环路功能失调。除此之外，也有研究

发现 PTSD 患者“额叶激活不足与海马激活增加相联

系”，提示存在额叶与海马间的功能联结的断裂［13］。

综上所述，PTSD 的陈述性记忆损害主要与海马

和前额叶皮质的结构功能损害有关，进而导致陈述

性记忆的选择性遗忘。

二　PTSD 患者发生非陈述性记忆缺失的结构

基础

杏仁核被认为在非陈述性记忆尤其是情绪记忆

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4］。大量研究表明，外侧核在条

件恐惧联想学习中起作用，而中央核在恐惧的记忆

和唤起中起作用，同时调节习得恐惧的表达［15］。有

影像学检测研究结果提示，PTSD 患者杏仁核的大小

与其精神应激创伤程度呈负相关，而其杏仁核活性

与再次暴露于创伤性事件的频次呈正相关［6，10，16-18］。

童年的创伤性事件刺激导致的 PTSD 患者右侧杏仁核

在形状和大小上与健康受试者对比明显减小，并且

形状异常（图 2），经历战争的 PTSD 患者再次面对战

争图片的视觉刺激时杏仁核表现出明显更为强烈的

激活现象。与此相伴随，PTSD 患者在创伤刺激后双

侧杏仁核局部脑血流量增加［6］。

杏仁核作为早期预警系统可以直接启动逃逸行

为［14］。研究表明，杏仁核在恐惧学习和记忆中起到

外界感觉输入和中枢运动输出的桥梁连接作用，尤

其是基底外侧核和中央核［15］。研究表明，当实验中

选择性毁损杏仁基底外侧核后，大鼠条件性呆立行

为（呆立行为指大鼠在接受外界威胁性信息后表现出

暂时性的动作呆滞站立不动的行为）的长期记忆减

低，更大程度和范围的毁损（包括外侧核和基底核）

可以直接阻断大鼠条件性呆立行为的学习和记忆［19］。

“条件性恐惧记忆”的刺激可以激活杏仁核外

侧核神经元，通过谷氨酸受体，包括 NMDA 受体

（N- 甲基 -D- 天冬氨酸受体）和 AMPA 受体（α- 氨

基 -3- 羟基 -5- 甲基 -4- 异恶唑丙酸受体）与电压

门控钙通道引起钙离子的内流，通过激酶磷酸化调

节信号转导调节细胞膜兴奋性，形成记忆。在杏仁

核中注入 RNA 转录抑制剂，可阻断“条件恐惧的长

期记忆”［20］。另外，杏仁核外侧核神经元还可以通过

表达与恐惧记忆高度相关的肽类神经递质 - 胃泌素

释放肽参与条件性恐惧记忆的形成［20］。

“闯入性记忆”和“条件性恐惧记忆”在本质上属

于同一事物，条件性恐惧记忆是闯入性记忆的内容，

闯入性是条件性恐惧记忆的表现形式。反复接触相

关创伤性应激源，会使 PTSD 患者不自主地重新体

验创伤的痛苦，导致其产生警觉性增高的行为，应

激源激活相关大脑结构，可以引发闯入性记忆症状，

患者从而试图回避和压抑相关信息，导致为防止再

次回忆的体验感而表现出的持续性回避行为。由于

前额叶中央区活动下降，在面对应激源时患者不能

有效调整情绪，最终导致“闯入性记忆”的产生。

综上所述，PTSD 的非陈述性记忆的损害主要与

杏仁核的结构功能异常有关，另外前额叶皮质也参

 图1　 PTSD患者杏仁核体积明显减小［17，18］

A. 杏仁核（右侧）体积缩小，尤其是基底外侧核（红色）和浅核
（蓝色）

B. 杏仁核（右侧）体积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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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调控非陈述性记忆的病理现象。

三　总结和展望

PTSD 作为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其发病机制十

分复杂。PTSD 患者陈述性记忆损伤与非陈述性记忆

增强往往同时存在，前额叶可通过抑制杏仁核过强

的活动来影响非陈述性记忆，通过调节海马的功能

来影响陈述性记忆。临床研究发现，前额叶中央部

的功能失衡，可以部分引发恐惧性条件记忆反射的

无法减退，增高患者对创伤性应激源的致敏性，可

能与 PTSD 患者的闯入性记忆有关。

除此之外，PTSD 患者的记忆损伤还牵涉基因

组学、遗传学、心理学等因素。有关其机制的研究，

仍然存在许多疑问和争议，各脑区之间的详细联系

尚不明确，神经递质、激素的调节作用也存在部分

争议。对前额叶、杏仁核、海马脑区的神经环路以

及对大脑结构可塑性与记忆紊乱的关系值得进一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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