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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超高危人群的神经影像学研究进展

     徐园园 1 、 朱　虹 1 、 尹冬青 1 、 贾竑晓 1，2 

【摘要】精神分裂症被认为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其前驱期症状不具有特异性，对有前驱期症状

的高危人群的评估标准主要综合了遗传因素与前驱期综合征表现及严重程度，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

超高危人群存在脑结构和功能异常改变，根据这些异常对超高危人群进行临床诊断评估及病理机制

探索，这对早期识别超高危人群，降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改善预后，减轻疾病的治疗负担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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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精神疾病，多

起病于青壮年，其终生患病率为 1％，在明显的精

神病症状出现之前，患者处于前驱期，常出现一些

非特异性的症状，包括情绪改变、认知改变、对自

我和外界的感知改变、行为改变、躯体改变等，有

这些改变的人群发展成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较大，

这类人群被称为“超高危人群［1］”（Ultra High Risk，

UHR）。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超高危人群识别方法

有高危因素法和基本症状法，其中高危因素预测工

具主要有：高危心理状态综合评估和前驱期症状结构

性晤谈，基本症状法主要有波恩基本症状量表，通

过这些工具识别出来的人群为超高危人群。神经影

像学研究发现超高危人群存在脑结构和功能异常改

变，这将为早期识别［2］UHR 提供了客观依据，对阻

止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并改善其预后有临床研究意义。

一　结构影像学研究

 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测量和识别大脑结构的差

异，常用的方法有手动和自动的研究特定大脑区域

的感兴趣区域（ROI）、分析整个大脑差异的基于体

素的形态学测量（VBM）及基于表面的皮层厚度等方

法。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发病前常表现出轻度的早期

临床异常，这种精神分裂症的高风险症候群常被称

为 UHR、临床高危（clinical high risk，CHR）［1］。目

前许多研究发现 UHR 额叶和内侧颞叶、前扣带回皮

质以及颞上回等脑区存在异常，这些异常与慢性和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发现的异常相兼容，说明这

些异常在精神分裂症发生以前就已经存在，而某些

事件（强烈或持续的应激或其他的环境因素）可能会

加重这些异常，此外，这些异常还可能标志着疾病

的发生。

对 UHR 的研究主要在内侧颞叶皮质，特别是

海马，这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关键神经病理学区域，

对其比较一致的发现是 UHR 双侧海马体积减小［3-［6］。

高危人群（high risk individuals）可以根据潜在内表型

识别为遗传高危（genetic high risk，GHR），根据临

床症状识别为临床高危（clinical high risk，CHR）。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GHR 与 CHR 的额叶、内侧颞

叶、前扣带回以及边缘脑区灰质体积均减小，此外，

CHR 的岛叶和尾状核体积也减小［3］。研究发现海马

体积减小的部位不同，GHR 在海马头部，CHR 在

海马尾部，［5］。Nenadic 等 ［6］进一步研究发现 GHR 表

现为左前额叶、右尾状核、右侧海马以及杏仁核体

积减少，CHR 表现为右中颞叶皮质减少，而且左前

额叶体积减小仅在 GHR，对此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

验证。

颞上回也是精神分裂症和 UHR 研究的一个关键

脑区，颞上回体积减小与幻听、思维障碍有关。失

匹配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MMN）是一个听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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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相关单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ERP）组件，是

大脑对感觉信息自动加工的电生理测量指标，不受

病程和抗精神病药物的影响。Solís-Vivanco 等 ［7］研

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UHR 有明显的 MMN

波幅降低，特别是在左大脑皮层区域，慢性和首发

精神分裂症的 MMN 波幅也降低，因此可选择 MMN

作为精神分裂症的内在表型。

已有研究发现 UHR 额叶皮质减少，特别是前

额叶皮层［4］（prefrontal cortex，PFC），包括背外侧和

内侧 PFC 及前扣带回。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前扣带

回皮层厚度减少，左扣带旁沟发育不良，左扣带沟

中断。

二　功能影像学研究

 慢性和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认知功能障

碍，UHR 认知系统也存在明显缺陷，UHR 认知缺

陷表现为基本认知和社会认知缺陷，包括持续记

忆、工作记忆、处理速度、执行功能以及言语学习

与记忆。任务态 fMRI 的刺激任务包括基本认知任务

（工作记忆、言语记忆及执行功能）和社会认知任

务（面孔识别任务）。工作记忆是个体在执行认知任

务过程中，暂时加工和储存的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

是认知活动的核心，关于工作记忆的研究，常采用

N-back 范式。与健康对照相比，Smieskova 等人［5］

对高危人群的工作记忆任务研究发现，GHR 和 CHR

的前额叶、内侧颞叶、皮层下、顶叶以及小脑功能

均有缺陷，Fusar-Poli［8］基于体素的荟萃分析发现，

CHR 的左额下回（Brodmann area［BA］9）、两侧前额

叶（BA 8，6）、两侧额上回（BA 8，6）及背侧前扣

带回（BA 32）神经激活减少，Dutt 等使用激活可靠

性分析（activation likelihood estimation，ALE）整合分

析发现 CHR 四个关键的功能障碍区域，右侧顶下小

叶、左侧前额叶、左颞上回及额极皮层。

静息态 fMRI 是指被试在安静平卧、闭眼或睁眼

（未进入睡眠）、平静呼吸、最大限度减少身体主动

与被动运动，无系统思维活动和完全放松状态下采

集数据。静息状态下，脑内仍处于持续活动状态并

处理某些重要功能，静息态反映一种长程相干的功

能模式，可以提示不同脑区间的功能连接。默认网

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是静息态网络重要

的组成部分，位于大脑中轴线上的皮层区，包括前

后扣带回皮质、前额叶内侧区、丘脑背侧区、楔叶

及楔前叶、海马及部分颞叶，这些区域在静息态时

处于激活状态，在功能态时处于失活或抑制状态。

任务相关网络（task-related network，TRN）区域包括

两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左侧辅助运动区、顶下小

叶及颞中回［10］。与健康对照相比，UHR 默认网络区

域之间的连接增强，后扣带回与任务相关区域之间

负相关性接近于零，表明异常的静息态网络活动可

能与 UHR 的临床特征有关，中线轴皮质神经发育和

解剖改变也许构成了 UHR 内在网络改变的基础。

 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

是一种描述大脑结构的新方法，是 MRI 的特殊形

式，可以对脑白质和纤维束显像，主要用于脑部尤

其是白质束的观察、追踪，脑发育和脑认知功能研

究。DTI 反映了大脑白质纤维束中水分子弥散的方

向依赖特性，其 FA（fractional anisotropy）图像可以

显示大脑白质纤维的结构和各向异性特征。FA 值越

大，反映大脑神经传导功能越强，FA 值降低，可以

间接反映脑区间的白质连接通路受损的情况。国内

外 DTI 研究显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慢性和首发

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及 UHR 的胼胝体均存在结构异

常，多数研究认为 UHR 和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胼胝

体前部 FA 值显著降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胼胝

体膝部 FA 值降低。UHR 全脑平均 FA 值低于健康对

照组，尤其是左侧额叶和左侧内囊前肢白质 FA 值下

降［11］，这与大量关于精神分裂症脑白质研究，即精

神分裂症脑白质 FA 值普遍降低，前额叶白质 FA 值

明显降低的结果相一致。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内囊

研究发现，患者双侧内囊前肢、左侧内囊前肢、左

侧内囊膝部以及右侧内囊的 FA 值降低，Lang 等［12］

也发现首发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两侧内囊前肢体

积减小，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白质异常可能在

发病初期甚至发病前已经出现，这反映精神分裂症

脑白质异常改变的遗传特异性。刘虎［13］研究精神分

裂症患者小脑，发现小脑上脚 FA 值降低，对 UHR

其他脑区白质和纤维束的研究发现扣带束、大脑脚、

颞叶、岛叶、海马、额颞叶交界处、顶枕束、纵束

及外囊等也存在异常，对于这些发现还需长期追踪，

进一步明确 UHR 中白质的变化。

 小世界网络（small word network，SWN）模型是

目前常用的研究大脑功能网络拓扑特性的模型，具

有高度局部聚类系数和较短平均路径长度，是网络

信息传递效率最高的网络形式，人脑网络符合小世

界网络属性。大脑由功能连接脑区组成，各脑区间

不仅存在普遍的整体连接，而且其内部存在高度聚

集的子网络，即小世界拓扑特性。利用网络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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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层级性和中心节点等属性，定义功能节点和感

兴趣区，通过计算机数据分析构建脑网络，从而可

以直观的呈现脑网络结构特性。Jhung 等［14］研究工作

记忆任务时的 SWN 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UHR

表现出较高的α 波段聚类系数，考虑到小世界网络

α 波段的完整性，较高的α 波段聚类系数不会改变

小世界功能网络的最优特性。与健康对照相比，首

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脑功能网络的小世界指数降低；

UHR 与首发患者和健康对照相比，没有表现出明显

的差异，而是处于中间水平，检测和估计小世界属

性可能为了解精神分裂症的潜在疾病机制提供重要

的信息。

 三　多模态神经影像学研究

多模态脑影像学技术已成为当前精神疾病领域

关注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方向之一，采用不同模态的

神经影像学技术研究全脑结构和功能连接模式，运

用图论分析法提示脑网络组织形式及其拓扑属性，

对 UHR 的研究有显著进步。Cooper 等［15］多模态研

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GHR 左额下回、杏仁

核以及左侧丘脑均表现灰质体积减小和过度激活。

神经影像学研究把小脑的异常与精神分裂症广泛存

在的神经心理学缺陷相联系，小脑主要通过大脑皮

层 - 小脑 - 丘脑 - 大脑皮层环路（cortico-cerebellar-

thalamo-cortical cricult，CCTC 环路）和大脑连接并对

大脑进行支配和协调，该环路障碍是精神分裂症患

者认知辩距障碍的理论基础，小脑是 CCTC 环路中

的重要节点，丘脑、颞中回皮层、中央旁小叶、中

扣带回皮层以及小脑自身与两侧小脑的功能连接降

低，正连接降低主要在小脑自身，小脑和右侧丘脑

之间的负连接显著降低。通过多模态神经影像学研

究，需进一步提高对小脑在精神分裂症病理生理学

作用的认识。

四　小结

神经影像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我们更加深入的

认识大脑正常生理功能和病理现象，目前对精神分

裂症超高危人群神经影像学研究取得的进展，揭示

了 UHR 脑内结构和功能的异常变化，但是大脑的复

杂性，使得神经影像学研究需要更深入的探索揭示

UHR 脑内异常，为超高危人群提供客观诊断和评估

指标。虽然目前已经开发出一些有效的临床量表来

识别超高危人群，但是对精神分裂症风险和结局预

测仍缺乏有效的指标。对各研究中入组 UHR 受试者

之间差异造成的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以及磁共振技术

的限制，使得对精神分裂症超高危人群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基于多模态神经影像学与脑连接组学的研

究具有很大的科研价值和应用潜力，由于该类研究

属于交叉学科，因此研究者需具备多学科的基础和

背景知识。在未来，神经影像技术的发展和对大脑

结构和功能联系的的进一步认识，对于精神分裂症

超高危人群的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将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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