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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对情绪面孔加工的ERP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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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对负性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及大脑对情绪信息加工时存在的偏侧

化效应。方法　抑郁症组（MDD）31 名被试和健康对照组（HC）28 名被试进行点探测范式实验，同

时记录实验过程中的事件相关电位（ERP）。结果　通过呈现负性情绪面孔和中性情绪面孔诱发的

N170 分析，MDD 组和 HC 组在未表现出对负性刺激注意偏向。在加工情绪面孔时，MDD 组大脑 O1

区域产生的 N170 波幅明显小于 O2 区域；而在 HC 组中没有表现出这种大脑偏侧化。MDD 组和 HC

组进行比较，在 O1 区域 MDD 组的 N170 波幅明显小于 HC 组，两组人群在 O2 区域产生的 N170 波幅

无明显差异。结论　在对面孔刺激加工时抑郁症患者左右大脑的认知能力不同，导致产生的脑电信

号存在很大的波幅差异，为今后的临床诊断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指标。

【关键词】抑郁症；情绪面孔；事件相关电位

【中图分类号】R74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5-0787-04

ERP study of emotional faces processing in depressive patients 
　　LIU Xiao'en，LI Ling，WANG Changming，et al. College of Psychology，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ngshan 0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ttention bias of depressive patients toward negative emotional faces and 

the lateralization effect of brain on emo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ethods　31 subjects in depression group（MDD）

and 28 subjects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HC）were tested by dot-probe task. 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were 

recorded during the experiment. Results　MDD and HC groups did not show attentional bias at N170 amplitude. The 

amplitude of N170 produced at the O1 region of the brain at the MD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O2 

region；this cerebral lateralization was not observed in the HC group. Compared with HC group and MDD group，the 

N170 amplitude of MD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of HC group at the O1 region，and there was no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in N170 amplitud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the O2 region. Conclusion　When facial stimulation is 

processed，the cognitive abilities of the left and right brains of depressive patients are different，which results in great 

amplitude difference of EEG signals，and provides more valuable reference indexes for clinical diagnosi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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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不仅会导致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还会

影响大脑对情绪信息的处理。关于抑郁症大脑损害的

研究提出，抑郁症会损害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和海马体

结构，而这些大脑结构与认知和情感处理密切相关［1］。

一项对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的对比研究发现，未经治

疗的抑郁症患者在面对情绪面孔刺激时左右大脑激活

程度不同，且这种偏侧化趋势并不随着抑郁症状的缓

解而消失［2］。采用词汇刺激进行研究，发现抑郁症患

者在面对负性词汇刺激时，其左侧大脑半球激活明显

减少，左侧半球诱发的晚正成分（LPC）波幅明显小于

右侧，而这种左右脑的偏侧化在健康人群中未发现。

ERP 测量方法被认为是评价信息处理的理想

无创性方法，它是通过从平均化的脑电活动中提取

与实验相关的诱发电位来反映大脑对信息的加工处

理［3］。ERP 研究发现，N170 成分是测量大脑对情绪

面孔加工处理的一种敏感指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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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面孔是接触最多的带有情绪色

彩的刺激，大脑在接收刺激的早期是否已经存在左

右大脑半球的差异化处理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

本研究采用对面孔敏感的 N170 成分来评估抑郁症患

者情绪面孔的加工，以及在对情绪处理的早期大脑

是否已经存在左右半球的偏侧化。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纳入门诊收治的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1）符合 DSM-5 抑郁症的诊断标准；（2）初

中及以上学历，且年龄在 18~65 岁之间；（3）视力或

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右利手；（4）半年内未进行

mECT 治疗。排除标准：（1）有严重头外伤史；（2）有

学习障碍者；（3）当前药物或酒精滥用或依赖；（4）

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者。MDD 组共纳入 31 人（男性

10 人，女性 21 人），平均年龄（33.29±11.32）岁。

在社会招募与抑郁症组性别、年龄匹配的健康

对照。纳入标准：（1）既往无精神疾病史；（2）初中

及以上学历，且年龄在 18～65 岁之间；（3）视力或

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右利手。排除标准同上。

HC 组共纳入 28 人（男性 14 人，女性 14 人），平均

年龄（29.96±9.05）岁。所有参与者均知情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罗跃嘉等［5］编制的中国人情绪面孔

图片系统，从中选择 40 张负性情绪面孔、80 张中性

情绪面孔，男女面孔比例相等。 

使用 Eprime2.0 软件编制和运行点探测范式。在

点探测范式中首先呈现一个 800ms 的白色“+”作为

注视点，随后在“+”的左右两侧出现情绪面孔对，

情绪面孔对呈现时间为 100ms，之后在“+”的随机

出现一个白色圆点，要求被试快速而准确的判断点

的位置，如果圆点在“+”的左侧按“F”键，在右侧

按“J”键。每个被试的试次呈现顺序都是随机的，

且圆点出现的概率为 2/3，探测点不出现的试次作为

干扰试次。本实验共设计 120 个试次，正式实验前

有 10 个练习试次使被试熟悉实验操作。

2　统计分析

对受试者的行为学数据进行整理，每组实验的

准确率均应达到 98％以上，剔除反应时≤ 200ms 和

≥ 2000ms 的试次。脑电结果使用 EEGLAB 工具包

进行分析，设定重采样为 250Hz，滤波为 0.5~40Hz，

全脑平均做重参考。选取大脑枕叶 O1、O2 电极附

近的 6 个电极平均，分析两区域的 N170 波幅，使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单组注意偏向

分数采用单样本 t 检验。

3　结果

3.1　行为学结果

采用注意偏向公式对点探测范式反应时进行分

析。注意偏向分数（bias index，BI）等于不一致性试

次的平均反应时（RTI）减去一致性试次的平均反应

时（RTC）。如果 BI 大于 0，则表明存在注意偏向；

如果等于 0，表明既没有偏向也没有回避；如果小于

0，则表明存在注意回避［6］。

根据计算的 HC 组和 MDD 组在负性情绪面孔条件

下的注意偏向分数，进行单样本 t（以 0为标准）检验。

HC 组的负性注意偏向分数与 0 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t=0.63，P=0.54）；MDD 组的负性注意偏向分数

与 0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6，P=0.80）。

3.2　N170 比较

3.2.1　不同情绪面孔诱发的 N170 分析　HC 组

在 O1 区域由负性面孔与中性面孔诱发的 N170 波幅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32，P=0.20）；在 O2 区域

两种情绪面孔诱发的 N170 波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 -0.85，P=0.40）。MDD 组在 O1 区域由两种情绪

面孔诱发的 N170 波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43，

P=0.16）；在 O2 区域由两种情绪面孔诱发的 N170 波

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43，P=0.16）（见图 1）。

图1　HC组和MDD组内不同情绪刺激诱发的N170比较

3.2.2　大脑左右区域 N170 分析　HC 组内比较，

呈现负性面孔时，大脑左右区域 N170 波幅差异无统

计学（t = -0.47，P=0.65）；呈现中性面孔时，大脑左

右区域 N170 波幅差异无统计学（t =0.38，P=0.71）。

MDD 组内比较，呈现负性面孔时，大脑 O2 区域产

生的 N170 波幅明显大于 O1 区域，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t =2.17，P=0.04）；呈现中性面孔时，O2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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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 N170 波幅明显大于 O1 区域，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t =2.11，P=0.04）（见图 2）。

图2　HC组与MDD组内O1、O2区域N170比较

呈现负性面孔时，HC 组大脑 O1 区域产生的

N170 波幅明显大于 MDD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t =2.34，P=0.02）；HC 组与 MDD 组大脑 O2 区

域产生的 N170 波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1.40，

P=0.17）。呈现中性面孔时，HC 组大脑 O1 区域产

生的 N170 波幅明显大于 MDD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t =2.06，P=0.04）；HC 组与 MDD 组大脑 O2
区域产生的 N170 波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1.50，

P=0.14）（见图 3）。

图3　不同刺激条件下HC组与MDD组N170比较

4　讨论

在注意偏向的研究中，点探测范式使用较为广

泛。既往研究采用点探测范式对抑郁症患者的注意

偏向进行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对负性刺激存在显

著的注意偏向［7］，。本研究采用经典的点探测范式对

抑郁症患者的负性注意偏向进行研究，在行为学反

应时上未发现抑郁症患者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

同样，Mingtian 等［8］在采用点探测范式对抑郁症患者

进行研究时同样未发现抑郁症患者对负性刺激的注

意偏向。可见，用点探测范式的反应时来测定注意

偏可靠性较低。

对于 N170 成分能否反应大脑对面孔情绪信息的

处理存在很大争议。既往研究认为 N170 是对情绪面

孔很敏感，可以被情绪表达所调节。抑郁症患者在面

对悲伤刺激时诱发的 N170 波幅明显大于其他情绪，

而健康人则是由积极情绪刺激诱发的 N170 波幅更

大［9］。在本研究中使用 ERP 中的 N170 成分对大脑枕

叶区域的情绪面孔加工处理研究发现，在健康人群和

抑郁症患者中均未发现大脑对悲伤情绪面孔的特别加

工。Delle-Vigne 等［10］提出 N170 反映大脑对面部的结

构特征编码，与区分面部和非面部的知觉处理有关，

在情绪辨别上并不敏感。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因采

取更多的 ERP 成分对抑郁症的负性偏向进行研究。

本研究分别从大脑枕叶左右侧进行分析，发现

抑郁症患者在处理情绪面孔时大脑左右侧加工存在

差异，左侧大脑产生的 N170 波幅比右侧大脑小，而

在健康人群中未发现大脑左右侧对情绪面孔加工的

差异。对健康人群和抑郁症患者进行比较，发现两

组人群在 O1 区域的 N170 波幅差别很大。这与大脑

的右后侧区域在所有的情绪信息处理中占主导地位

的大脑偏侧化假说一致［11］。同样，在 Liu 的研究中

提出大脑后侧区域在情绪信息加工处理中有重要作

用，并且发现抑郁症患者左侧大脑激活程度小于右

侧［12］。可见，抑郁症会导致患者左侧大脑认知缺陷，

从而造成抑郁症患者左右大脑对信息认知能力不均，

而这种差异有助于为临床诊断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指标。由于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不能解释在抑郁

症病情发生、发展、缓解过程中左右大脑对情绪刺

激处理差异的变化过程。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对患

者进行随访观察研究，以进一步了解在疾病发生发

展过程中，疾病对大脑的损害进展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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