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2 期- 206 -

◎

综
述◎

 Sum
m

arize

强迫症患者小脑结构及功能磁共振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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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是一种常见的以强迫思维和（或）强迫行

为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精神障碍，至今病因及发病机制不明。近年来磁共振技术凭借其优点已被广泛

用于精神障碍的研究，已有磁共振研究结果发现 OCD 患者的小脑结构及功能发生了改变。本文对目

前 OCD 患者小脑结构和功能在磁共振技术相关研究结果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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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

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致残性精神障碍，在普通人群中

终生患病率高达 1 ％至 3％ ［1，2］，主要表现为强迫思

维和（或）强迫行为 ［3］。强迫症患者还存在认知功能

障碍，如注意缺陷、记忆力下降、执行功能受损和

反应抑制［4，5］，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及生活，同时给

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虽然药物治疗、物理

治疗、心理治疗和其他治疗手段发展迅速，但其确

切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 

近年来，磁共振技术（Magnet ic  resonance 

imaging，MRI）凭借无创、无害、可重复性等优势，

在精神障碍有关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国内

外利用 MRI 方法对 OCD 的研究较多集中于结构性

磁共振成像扫描技术（Struc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sMRI）、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技术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和弥散性张量成像扫描技术（Diffuse tensor 

imaging，DTI）。影像学研究众多证据表明，在 OCD

的发病机制中，不仅皮质 - 纹状体 - 丘脑 - 皮质

（Cortico-striato-thalamo-cortical，CSTC）回路（包括

眶额叶皮质、前扣带回、纹状体、丘脑等）结构及

功能障碍起重要作用［6，7］，还存在小脑结构和功能的

异常［8，9］。

一　小脑结构和功能

小脑位于后颅窝内，根据小脑表面的沟和裂可

以将其分为三个叶（Lobe）或十个小叶（Lobule）：即

小脑前叶（主要包括 Lobule I-V）、小脑后叶（包括 

Lobule VI-IX）和绒球小结叶（主要为 Lobule X），小

脑的表面被覆着一层灰质（Gray matter，GM），皮质

下为白质（White matter，WM）［10］。小脑通过其与大

脑、脑干和脊髓的丰富的神经纤维，参与肌肉张力

和维持身体姿势，以及任意运动的协调［11］。基于脑

区间广泛纤维连接，小脑则通过“大脑 - 小脑环路”

调节高级认知功能，即大脑皮质发出纤维束分布于

脑桥，形成皮质脑桥束，再传至小脑皮质，形成大

脑 - 脑桥 - 小脑投射，同时大脑传至小脑的信息，

由小脑反馈后经纤维束传至丘脑及大脑皮质，形成

小脑 - 丘脑 - 大脑投射 ［12］。

二　OCD患者的小脑 sMRI研究

OCD 患者 sMRI 研究多数利用基于体素的形态

学分析法（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全脑分

析方法）来研究不同脑区体积差异，证实 OCD 患者

的小脑结构与健康人群存在差异性［13］。

Narayanaswamy 等采用空间无偏红外线幕模板工

具包（Spatial unbiased Infratentorial template，SUIT）

技术对 49 例 OCD 患者和 39 例健康对照进行小脑

sMRI 扫描，发现 OCD 患者的小脑体积（尤其是小脑

后叶）明显减少［9］。随后 Moon 等基于 VBM 全脑分析

发现 OCD 患者的小脑、海马和颞上回的 GM 体积明

显减少 ［13］。

Park 等采集 20 例 OCD 患者 T1 加权 MRI 图像

及 de Wit 等在扩大样本量的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中

心体素的形态计量巨型分析，皆证实 OCD 患者小脑

GM 体积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增加，反应小脑结构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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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强迫症的相关性［3，14］。Tang 等采用 VBM 方法对

18 例 OCD 患者和 16 例健康对照采集的 rMRI 图像处

理分析，发现小脑前叶、眶额回、额中回、颞中回、

中央前回和中央后回 GM 体积增大，在 11 例 OCD 患

者经 5- 羟色胺选择性再摄取抑制剂（SSRIs）治疗 12
周后，强迫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发现小脑 GM

体积较前减小，说明 OCD 患者经 SSRIs 治疗后小脑

结构改变与症状改善相一致［15］。

以上研究结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可能与患者

的病程长短、是否服药等混杂因素有关，但均表明

OCD 患者存在小脑结构上的改变［3，13，14，15］。小脑并

非单一的结构，各个亚区支配不同的功能，因此需

要进一步探索小脑的各个亚结构在 OCD 发生发展中

结构及功能的变化 ［9］。

三　OCD患者的小脑 rs-fMRI研究

rs-fMRI 已被广泛用于探讨精神障碍患者的

脑功能，常用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低频波动振幅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ALFF）、功

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on，FC）及区域同质性

（Regional homogeneity，ReHo）等。研究结果倾向于

OCD 患者的临床症状可能归因于脑网络及脑功能的

异常［6］。

Q i u 等 基 于 r s - f M R I 的 低 频 波 动 分 数 幅 度

（Fraction of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fALFF）方法研究 OCD 患者大脑中自发活动异常的

区域，结果发现 OCD 患者在丘脑、中央旁小叶和小

脑的 fALFF 降低与强迫症状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6］。Zhang 等为了进一步探索小脑的各个

亚结构脑活动，对 30 例 OCD 患者和 26 例健康对照

者进行 rs-fMRI 扫描，FC 分析结果提示，OCD 组小

脑 VIII 小叶和纹状体以及扣带回 FC 减弱［16］，而小

脑 VIII 小叶区域与执行功能及工作记忆有关，提示

小脑可能在 OCD 认知功能障碍的病理生理过程中起

重要作用［17］。Xu 等探索小脑 - 大脑 FC 的差异，及

其与临床症状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OCD 患者在执

行控制和情绪处理网络中的小脑 - 大脑 FC 显著降

低，且与临床症状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证实 OCD 患

者小脑参与 OCD 认知功能障碍，并表明小脑 - 大脑

FC 下降与执行控制和情绪调节的损害是一致的［18］。

随着样本量增加及进一步控制混杂因素，Hu 等对 88
例未用药的 OCD 患者和 88 例健康对照者的局部连

通性指标 ReHo 进行研究，最终发现 OCD 患者双侧

小脑的 ReHo 较低，提示 OCD 患者小脑区域神经协

调性的异常可能导致 OCD 患者行为异常［19］。

Moody 等对 OCD 患者进行有效的认知行为疗法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并通过 rs-fMRI

检测 43 名 OCD 患者治疗前后 FC 变化。结果表明小

脑与纹状体之间，以及小脑与前额叶皮质之间 FC

增加最显著，可能代表了患者对强迫行为和对情感

及认知的控制有所改善［20］。Yang 等通过 rs-fMRI 发

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OCD 患者小脑 ReHO 显著升

高，随着 CBT 治疗后 OCD 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发

现 OCD 患者小脑的 ReHO 降低，提示 OCD 患者症

状的改善与小脑功能变化显著相关［21］。Tang 等采用

ALFF 方法对 11 例 OCD 患者经 SSRIs 治疗 12 周前

后 rs-fMRI 图像对比，发现 OCD 患者临床症状好转

的同时小脑功能连接激活增加［15］。Mehta 等对一位

小脑后部病变继发出现 OCD 患者，接受经颅磁刺激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治疗前后进

行 rs-fMRI 检查，发现临床症状的好转与小脑功能连

通性扩大存在正相关 ［22］。

上述研究结果提示小脑的神经活动及 FC 的异常

可能导致 OCD 患者异常思维及行为的产生，临床上

利用 rs-fMR 采集 OCD 患者影像学资料，分析检测小

脑的功能改变，可能预测 OCD 的严重程度及预后，

其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四　OCD患者的小脑DTI研究

DTI 是一种非侵入性研究 WM 微结构的技术，

基于定量水分子在脑组织中的扩散为原理，对脑内

WM 纤维的方向和完整性检测很敏感，而分数各向

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是 DTI 评价 WM 的

常用指标［11］。

Zhou 等基于 DTI 图像对全脑容积测量，通过 

WM 体积及 FA 特征区分 OCD 患者和健康受试者，

其 OCD 患者的小脑明显区别于健康受试者，表明小

脑 WM 异常参与 OCD 的发展过程［23］。Hartmann 等一

项 DTI 研究纳入 30 例 OCD 患者及 30 名健康对照，

校正了年龄、性别、严重程度和病程的影响等混杂

因素后，结果发现 OCD 患者小脑的 FA 值明显降低，

表明 OCD 患者小脑 WM 完整性的改变或交叉纤维数

量的减少，而 OCD 组及健康对照组组间的 WM 体积

及密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 OCD 患者可能存在

小脑 WM 纤维微结构的异常［24］。而在一项针对 OCD

患者 CBT 前后的纵向研究中，Zhong 等对 85 例 OCD

患者和 90 例健康对照者进行 DTI 采集，结果显示治

疗前的 OCD 患者右侧小脑 WM 的 FA 值降低，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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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T 结束，强迫症患者右侧小脑 WM 的 FA 随之升

高，表明小脑 WM 纤维的连接恢复，促进 WM 功能

的恢复，从而使强迫症状得到改善，同时提示小脑

参与了 OCD 的病理生理过程［11］。

以上关于 DTI 研究提示小脑 WM 的结构及功能

的异常与 OCD 密切相关，而目前对 OCD 患者关于

小脑的神经微结构研究较少，可以利用 DTI 的纤维

追踪技术研究 OCD 患者的小脑与一些重要脑区间纤

维连接的改变，从而可以进一步了解 OCD 的发病机

制。

五　总结与展望

OCD 的诊断目前停留在主观的临床访谈，缺少

客观的实验室检查、临床影像学资料及生物学标记

物，这往往会导致不同临床医生、文化和地区之间

的诊断差异，因此寻找必要的生物学标记物来区分

OCD 患者是十分迫切的。磁共振技术利用自己独特

的优势，sMRI 可以直观地反映脑体积、GM 等结构

情况，rs-fMRI 可以反映不同脑区的功能活性及脑区

间的功能连接，而 DTI 可以反应 WM 的完整性，均

对精神障碍病理机制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而目前

的研究多采用单一的技术，下一步可以可将 sMRI、

rs-fMRI 及 DTI 三者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小脑的结构及

功能，为 OCD 的发病机制提供更为准确的影像学依

据，以期对 OCD 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有更加深入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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