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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抑郁症脑功能及结构的研究

杨　明 、 郭　凯 、 张　博

【摘要】目的　静态功能磁共振分析老年抑郁症脑功能及结构的变化。方法　以我院收治的 52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作为观察组，另外选择 52 例在我院接受健康体检的正常老年人作为对照组，所有

研究对象的入院时间是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5 月，所有研究对象均接受静态功能磁共振扫描，比较

两组被试的差别。结果　观察组的抑郁量表评分为（12.76±4.17 分），高于对照组的（1.18±0.44 分），

观察组的智力精神状态检查量表评分为（26.9±2.58 分）和对照组的（29.1±2.05 分）无明显差异；观

察组受试者在中央旁小叶、中左侧梭状回、中央后回、颞上回、顶下小叶和楔前叶以及额上回、右

侧枕中回和顶下叶的 Reho 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的楔叶、左侧颞下回、颞下回、额下回、

梭状回、楔前叶和右侧内侧扣带回的灰质体积（GMV）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老年

抑郁患者存在脑功能和结构的异常，但异常部位并不完全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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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ain function and structure changes in  senil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YANG Ming，GUO Kai，ZHANG Bo.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Zhoukou，Zhoukou 46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brain function and structur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52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enrolled in our hospital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 total of 

52 normal elderly patients who received a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admission time of all subjects was From May 2018to May 2019. The high-resolution structural images and functional 

scans with MRI were used to scan all the subjective. Results  The score of the depression scal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12.76±4.17），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1.18±0.44）.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 of the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scale between twogroups. The Reho of the central side lobules，the middle 

left fusiform gyrus，the central posterior gyrus，the superior temporal gyrus，the inferior parietal lobes and the anterior 

cranial lobes，right mid-back and the lower abdomen occipital in study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GMV levels in the anterior gyrus，anterior wedge and medial cingulate gyrus in study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re were some abnormal brain 

function and structure in elderly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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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疾病负担最严重的精神疾病，目前缺

乏客观的诊断指标［1］，其识别率和就诊率都很低［2］。

老年人群抑郁症起病更加隐匿，识别更困难［3］。功

能影像学技术为抑郁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既往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存在脑结构和功能的异常，

但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4］。本研究对老年抑郁症

患者进行磁共振研究，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收治的 52 例老年抑郁症受试者为研究对

象作为观察组，另外选择 52 例在我院接受健康体检

的正常老年人作为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的入院时

间是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5 月，所有试验人员均采

用静态功能磁共振下高分辨率结构像及功能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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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受试者男性 27 例，女性 25 例，年龄 67～81
岁，平均年龄（74.3±1.2）岁；观察组受试者男性 25
例，女性 27 例，年龄 65～86 岁，平均年龄（75.5±
1.4）岁，观察组受试者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将

两组老年抑郁症实验人员的诊断结果进行研究，年

龄、身高、体重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符合重度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在入院

之前未接受其它方式的抑郁症治疗；抑郁量表评分 >24
分；年龄 >60岁；男女不限且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具有其他精神疾病的受试者；长期酗

酒或者长期使用精神药品的受试者；具有躯体残疾的

受试者；脑部做过手术的受试者；具有脑卒中病史的

受试者。

1.2　图像采集

采用西门子超导 MR 扫描仪（Siemens Magnetom 

Viro3.0T）采集图像。扫描前协助患者取舒适平卧体

位，使用耳塞减少噪音，嘱患者保持清醒、闭眼，

避免自主思维，保持头部固定。首先，运用 3D 快速

磁化强度预备梯度回波序列获得高分辨率 3D-T1W1
薄层结构像（扫描参数：TR2530ms，TE2.22ms，矩

阵 224×224，FOV224mm×224mm，层厚 1.0mm，

层数 192，体素 1mm×1mm×1mm，采集时长 328s），

排除脑内病变如肿瘤、外伤、出血等。然后采用平

面回波成像序列采集患者静息态图像并予以分析（扫

描参数：TR2000 ms，TE30ms，翻转角 90°，矩阵 

64×64，FOV240mm×240mm，层厚 3.5mm，层数

31，体素 3.5mm×3.5mm×3.5mm，采集时长 486s）。

1.3　影像数据处理

采用 Matlab 2014a 软件中 SPM8、DPARSF 进行

影像数据预处理，以 rs-fMRI 低频振幅（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ALFF）为观察指标，应

用 REST 软件计算 ALFF 值。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剔

除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的前 10 个时间点，去除

扫描时磁场不均及患者不适造成的影响，然后进行

头动矫正，排除平动＞ 2.0mm 及旋转＞ 2.0°的受试

者。随后进行空间标准化，体素大小设定为 3mm×

3mm×3mm；而后进行平滑，半高宽设定为 4mm。使

用 REST 进行去线性漂移，将软件滤波频率设置为

0.01-0.08Hz，以消除患者由于呼吸心跳导致的高频

噪音。随后进行 ALFF 值的计算。采用 SPM8 对 T1
图像数据进行配准及分割。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REST 软件对两组样本进行两独立样本 t 检

验分析，以分割得到的白质作为协变量，结果进行

AlphaSim 矫正。使用 SPSS 20.0 软件对一般资料进行

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使用

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率［n（%）］

表示，采用χ2 检验。P<0.05 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受试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受试者的一般资料比较（x±s）

组别 男性 女性 年龄（岁） 体重指数（kg/m2）

观察组（n=52） 25 27 75.5±1.4 24.8±1.8

对照组（n=52） 27 25 74.3±1.2 25.2±2.1

t /χ2 0.154 4.693 1.043

P 0.695 0.000 0.300

2.2　两组受试者的相关量表评分比较

观察组受试者的 GDS 评分高于对照组受试者，

观察组的 MMSE 评分和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受试

者，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受试者的相关量表评分比较

组别 MMSE评分 HAMD评分

观察组（n=52） 26.9±2.58 2.1±1.73

对照组（n=52） 29.1±2.05 20.5±3.52

t 4.814 33.829

P 0.000 0.000

2.3　两组受试者的 RoHo 图数据比较

观察组大脑成像中，额上回（BA12）、梭状回

（BA37）、顶下小叶（BA40）、楔前叶（BA7）、枕中

回（BA19）、中央后回（BA2）和中央旁小叶（BA6）

这些区域的 ReHo 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减少，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3。
表3　两组受试者的RoHo图数据比较

脑区
区域
大小

最大统计点坐标（MNI）布罗德
曼分区

t R/L
X Y Z

额上回 47 20 -4 66 12 -3.37 R

梭状回 58 -26 -36 -13 37 -5.75 L

顶下小叶 44 42 -37 54 40 -3.03 R

颞上回 22 -44 -29 17 22 -3.45 L

枕中回 13 50 -72 -14 19 -3.26 R

楔前叶 12 -5 -50 -35 7 -3.09 L

中央旁小叶 25 -7 -13 74 6 -3.46 L

中央后回 35 -31 -22 42 2 -2.56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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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受试者的 VBM 比较

观察组受试者的成像中，位于楔叶（BA18）、颞

下回（BA20）、额下回（BA44）、梭状回（BA37）、楔

前叶（BA31）和内侧扣带回（BA31）这些区域的

GMV 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详见表 4。
表4　两组受试者的VBM比较

脑区
区域
大小

最大统计点坐标（MNI）布罗德
曼分区

t R/L
X Y Z

楔叶 107 17 16 16 18 -2.47 R

颞下回 1322 -46.3 -10.3 -34.2 20 -4.55 L

颞下回 165 49.5 -7 -26 20 -2.85 R

额下回 332 -43.4 23.4 7.2 44 -3.41 L

梭状回 1635 36 -32 -17 37 -4.43 R

楔前叶 182 -4 -76 15.8 31 -3.04 L

内侧扣带回 335 7 -13 52 31 -3.16 R

3　讨论

老年抑郁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且会

诱发患者罹患其他疾病［5］，而且治疗较为困难［7］。

VBM 是广泛应用于脑组织结构的形态学分析方法，

可以在体素水平上定量检测出脑组织的密度和体积，

反映不同群体或个体的局部脑区的脑组织成分与特

征的差异，VBM 是将每个人的大脑都当做一个模板，

将所获得的形态学数据进行平滑处理，使每个体素

都能代表它本身和周围组织的平均值，然后将不同

个体置于相同水平，进行体素程度上的分析。ReHo

是指大脑局部一致性差异，通常老年患者在罹患抑

郁症之后，大脑局部功能会发生细微变化，与正常

人出现差异，ReHo 则是用于分析该种差异的一项数

值。本研究发现：老年抑郁症患者在结构和功能上都

出现了异常，分布范围较广。抑郁症患者只有左侧

楔前叶在 ReHo 和 VBM 中均检出了异常，但对于其

他部位的检查是不一致的。由此可以推断，老年抑

郁症患者的结构异常和功能异常部位并不完全重叠，

这与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是相似的，但目前对功能和

结构异常部位不完全重叠的原因仍不明确，可能与

ReHo 和 VBM 的分析方式存在差异有关，ReHo 注重

于脑部灰质功能的分析，而 VBM 注重于脑部灰质结

构的分析。

综上所述，与正常人相比，老年抑郁症患者许

多脑区的结构和功能都出现了异常，而且老年抑郁

症患者的结构异常和功能异常部位并不完全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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