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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症功能磁共振研究进展

潘　奋 、 黄满丽 、 许　毅 、 陆邵佳

【摘要】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率与成人近似，且发作期更长，复发率更高，磁共振成像技术在青

少年抑郁症研究中的运用日益增多，故本文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的最新进展作

一综述。

【关键词】青少年；抑郁症；功能磁共振

【中图分类号】 R74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7）02-0214-04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影

响青少年身心健康最为严重的精神障碍之一，可造

成其学业不良和社会功能损害，增加逃学、斗殴、

伤人、吸烟、饮酒等不良行为的发生，还可引起自

残、自伤或自杀行为。约 60％的青少年抑郁症患

者曾经自杀未遂［1］，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造成巨大

影响。

大 量 研 究 表 明 ， 青 少 年 抑 郁 症 患 者 存 在 大

脑功能的异常，基于血氧水平依赖性信号（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BOLD）的磁共振功能成

像（func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

能够实时反映大脑功能变化，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于

探索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相关脑区和神经通路的功能

活动。运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对青少年抑郁症的

病理机制进行探索，有助于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一、应用任务态 fMRI 对青少年抑郁症进行的

相关研究

抑郁症任务态 fMRI 研究主要采用组块（block）

设计和事件相关（event-related）设计两种方法，组

块设计包括面部表情刺激、记忆再认、工作记忆任

务、Stroop 范式任务等，事件相关设计则主要包括奖

赏刺激。

1　面部表情刺激在青少年抑郁症功能磁共振研

究中的运用

抑郁症 fMRI 研究中使用的面部表情包括有正性

（高兴）、负性（难过、愤怒、恐惧、厌恶）和中性。

Leah 等［2］发现，与正常对照相比，青少年抑郁症

患者在观看恐惧面孔时双侧杏仁核兴奋性更高，而

右侧岛叶，上 / 中颞回及赫氏脑回（Heschl's gyrus）

则兴奋性降低。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膝部的兴奋性与抑郁严重程度呈负相关。杏

仁核、岛叶以及颞叶均是突显网络的核心区域。突

显网络在情绪控制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可推

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存在杏仁核对负性刺激的过

度激活，同时为 MDD 患者突显网络功能异常这一

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而该网络可能是未来抑郁症

早期干预及治疗的靶标。另一项任务态 fMRI 研究提

示［3］，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兴趣缺失与面对快乐面孔

时前额叶、扣带回及岛叶的兴奋性相关。以上两项

研究结果与早前关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额叶 - 边缘

系统活动异常的研究结果相一致［4］。最新的一项研

究显示［5］，与正常对照相比，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

情绪面孔识别任务中表现出左侧梭状回激活显著减

弱。此外，MDD 患者左侧梭状回 fMRI 信号与更高的

知觉处理效率相关。作者认为，由此可推测青少年

抑郁症患者负责早期处理视觉信息的脑区在处理情

感相关视觉信号时效率更高。

在抑郁症的研究领域中，针对青少年 MDD 患

者脑网络的任务态功能磁共振研究非常少，因此

Tiffany 等［6］采集了 26 位未用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及

37 位健康对照在进行情绪识别任务时的 fMRI 图像

数据。对 BOLD 信号及默认网络的情绪相关性和静

息态功能连接进行分析，默认网络包括内侧前额叶、

后扣带回皮质及楔前叶等脑区，结果显示，与正常

对照相比，MDD 组内侧前额叶皮质及后扣带回皮质

表现出情绪相关性激活抑制减弱，且与楔前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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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纹状体 / 胼胝体下扣带回间的情绪相关性功能

连接较对照组增强。MDD 组后扣带回皮质与胼胝体

下扣带回间的功能连接在静息态始终增强，且与抑

郁症严重程度呈正比，与发病年龄呈反比。因此可

推测，青少年抑郁症与默认网络功能连接增强相关。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默认网络的成熟贯穿整个青少

年期，而抑郁症的早期发病可能对大脑功能网络的

正常发育产生不利影响。

2　奖赏刺激在青少年抑郁症功能磁共振研究中

的运用

对奖赏刺激反应减弱是抑郁症的重要表现。目

前 fMRI 研究中应用的奖赏刺激范式包括金钱刺激、

延迟任务、奖赏决策任务、赌博任务、幸运转盘等。

伏隔核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与奖赏、学习及动机

相关，在青春期会有显著的功能变化。一项纳入 166
个不同种族样本的任务态 fMRI 研究［7］显示，与正常

对照相比，有抑郁症病史的青春期末期男孩在获得

奖励时比失去奖励时表现出更强的伏隔核 - 内侧前

额叶皮质功能连接。同时此异常表现与更频繁的抑

郁症发作次数相关。

与成人抑郁症研究相比，目前对青少年抑郁症

患者进行的功能磁共振研究所运用的任务种类较单

一，这一研究领域更待丰富。研究结果与成人部分

一致，也存在其特异性。这可能可以解释为青少年

的大脑仍处于发育过程中，且成人抑郁症患者因多

次复发对大脑结构及功能造成进一步损害。

二、应用静息态 fMRI 对青少年抑郁症进行的

相关研究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是指在静息状

态下测量的 BOLD 信号，即受试者安静地躺在扫描

仪中，不给受试者任何特定的任务，受试者也不用

做任何反应，此时受试者的大脑活动处于自发状态。

目前普遍认为，抑郁症患者边缘系统 - 皮层 - 纹状

体 - 苍白球 - 丘脑神经环路存在结构及功能异常［8］，

额叶皮质、杏仁核、海马和扣带回均是该环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与情绪调节密切相关。

1　扣带回

许多证据表明前扣带回皮质膝部是额叶 - 边

缘系统中的关键部位，并且与抑郁症密切相关。

Kathryn 等［9］发现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存在以 ACC 膝

部为基础的神经网络的功能连接减弱，该神经网络

包括前扣带回皮质膝上部（BA 32），右内侧额叶皮

质（BA 10），左侧额上回（BA 22），左侧额下回（BA 

47），颞上回（BA 22）及岛叶皮质（BA 13）。故

Kathryn 等推测，青少年抑郁症与情绪相关神经网络

的异常连接有关。针对成人抑郁症的诸多研究已证

实，膝下前扣带回皮层（sub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sgACC）在 MDD 的发病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在 Colm 等之前，针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sgACC

功能连接的相关研究几乎没有。Colm 等［10］最早进

行了此项研究，他们发现与正常对照相比，青少年

抑郁症患者 sgACC 与岛叶及杏仁核之间的功能连接

均增强，sgACC 与楔前叶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弱，且

sgACC 与左楔前叶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弱与抑郁症严

重程度显著相关。修复以上神经通路的干预手段将

可显著推进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

2　纹状体

纹状体相关环路与抑郁症及兴趣缺失均联系紧

密，然而不同个体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兴趣缺失严重

程度相差很大。VilmaGabbay 等［11］对 21 名未用药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及 21 名正常对照进行 rs-fMRI 扫描，

发现 MDD 患者表现出双侧纹状体与背内侧前额叶皮

质间的功能连接增强，右侧尾状核腹侧与 ACC 间的

功能连接也同时增强。抑郁症严重程度和纹状体与

楔前叶、后扣带回皮质及背内侧前额叶皮质间的功

能连接强度相关。纹状体 - 前扣带回膝部、纹状体 -

前扣带回膝下部、纹状体 - 辅助运动区、纹状体 -

缘上回这几条通路的功能连接强度则与兴趣缺失程

度相关。这一研究结果可能可以用于青少年抑郁症

的精确诊断及兴趣缺失严重程度的评估。

3　杏仁核

在早前的抑郁症研究中，杏仁核 - 海马 / 脑干与

杏仁核 - 楔前叶这几条神经回路并未得到充分重视，

但它们可能是青少年抑郁症的独特神经机制。一项

纳入 41 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及 29 名健康对照的 rs-

fMRI 研究［12］表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显示出杏仁核

与海马、海马旁回及脑干间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减弱，

而该连接强度与情绪低落，烦躁不安以及疲倦无力

等症状呈负相关。且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杏仁核 -

楔前叶功能连接增强。以上几条回路与记忆，自我

加工及调整对情绪的生理应答密切相关，因此该项

研究发现可能解释了青少年抑郁症情绪症状及生理

复合症状共同的病理生理机制。

4　伏隔核

Bonnie 等［13］对早期生活压力与伏隔核兴奋性及

抑郁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发现经历过早期生

活压力的青少年表现为青春期伏隔核兴奋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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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与抑郁评分呈正相关。这一研究结果提示我们

早期生活压力增加抑郁症发病率的可能途径，有利

于对高危儿童的鉴别，并且为我们明确了一个早期

干预的关键时期。

5　脑网络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静息态脑网络功能也是当前

研究的热点。Chenwang Jin 等［14］运用图论分析法对

16 位首发未用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及 16 位正常对照

的静息脑网络功能进行分析比较，结果显示与正常

对照相比 MDD 患者脑网络拓扑性质受到显著破坏。

同时发现前扣带回皮质，背外侧、背内侧前额叶皮

质以及额下回，岛叶，杏仁核，颞叶这些脑区出现

功能异常。杏仁核功能连接强度与病程呈正相关。

另一项研究［15］对 26 位未用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及

26 位正常对照行 rs-fMRI 扫描，并运用感兴趣区种

子点分析法对边缘系统，默认网络，突显网络的功

能连接进行研究。种子点取双侧杏仁核（边缘系统），

双侧背侧前扣带回皮层（突显网络），双侧后扣带回

皮质（默认网络）。结果提示，与正常对照相比，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表现出左侧杏仁核与右侧顶叶皮质

间的功能连接增强，右侧杏仁核与左侧额叶及 ACC、

右侧枕顶部间的功能连接减弱。双侧背侧前扣带回

皮层与右侧额中回、额极以及额下回间功能连接减

弱。在默认网络无异常发现。边缘系统及突显网络

的功能连接异常可能与抑郁症患者情绪处理及调节

障碍相关。该研究结果为青少年抑郁症的研究提供

了新视角，同时引起我们对突显网络在抑郁症发病

机制中作用的重视。

Sun Mi Kim1 等［16］对 22 名有破坏行为的青少年

抑郁症患者及 20 名正常对照的情感网络及默认网络

功能连接进行分析。与前一项研究相同，他们以双

侧杏仁核作为情感网络种子点，以双侧后扣带回皮

质作为默认网络种子点。结果提示，与正常对照相

比，伴有破坏行为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杏仁核与眶

额叶及海马旁回的功能连接减弱，杏仁核与右侧眶

额叶的功能连接与抑郁症患者的抑郁评分呈负相关。

在默认网络中则表现为研究组后扣带回皮质与左侧

中央前回、左侧岛叶、左顶叶功能连接增强。青少

年抑郁症患者破坏行为评分与后扣带回皮质 - 左侧

岛叶皮质间的功能连接强度呈正相关。因此，Sun 

Mi Kim1 等认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抑郁心境与情感

网络功能连接异常有关，而破坏行为可能与默认网

络关系密切。

已有诸多研究表明成人抑郁症患者存在局部脑

血流异常，但针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相关研究很

少。Tiffany 等［17］运用伪连续性动脉自旋标记磁共振

灌注成像技术（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CASL）对 25 名未用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及 26 名正

常对照组青少年进行局部脑血流研究。结果表明，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额叶，边缘系统，旁边缘系统及

扣带回、杏仁核、岛叶显示出显著的血流灌注不足。

下扣带回、豆状壳核、上岛叶及梭状回则出现灌注

过度。Tiffany 等人推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与正常

青少年在执行网络、情感网络及运动网络中具有差

异。这些区域的功能异常可能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认知，情绪，精神运动症状产生的原因，它们也可

能可以作为青少年抑郁症诊断的生物学标志，从而

运用 PCASL 这种无创的技术手段促进早期干预，早

期治疗，改善预后。

三、总结

综上所述，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存在相关脑区功

能及不同脑区间功能连接的异常，不同研究的结论

并不完全一致，需要进一步探索验证。青少年抑郁

症患者部分脑区的影像学研究结果与成人抑郁症相

同，但仍存在很多特异性。这些特异性可能有助于

青少年抑郁症高危人群筛查、预防、精确诊断、个

体化治疗及预后判断。目前多模态磁共振研究正在

兴起，这是一种将不同功能的磁共振技术 - 灌注功

能磁共振成像（PWI）、弥散加权磁共振成像（DWI）、

磁共振波谱成像（MRS）、血氧水平依赖性功能磁共

振成像（fMRI）融合到一起的新兴颅脑成像技术。它

可以同时提供颅脑组织解剖、脑部代谢、细胞功能

等信息，今后的青少年抑郁症脑影像学研究可更多

地运用多模态磁共振技术，从而更全面地了解抑郁

症患者脑部影像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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