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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是研究静息状态下自发脑功能

活动的重要手段。近期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对患有神经内科疾病的患者利用 rs⁃fMRI 进行检测，可发现其多个脑区的自主神经
活动性以及相互之间的连接性等脑功能属性与正常人不同，对其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非常有帮助。本文主要介绍 rs⁃fMRI 技术
在神经内科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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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A

rs⁃fMRI 简介

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是指通过血氧水平改变产生的磁共
振信号变化来反映脑区活动状况的活体检测技
术。Ogawa 等［1］提出神经元活动时，局部脑血流量
和耗氧量均增加，但脑血流量的增加多于耗氧量的
增加，最终局部血液氧含量增加，血液中氧合血红
蛋白（oxyhemoglobin）相对增加，脱氧血红蛋白（de⁃
oxyhemoglobin）相对减少。脱氧血红蛋白是顺磁性
的物质，氧合血红蛋白是一种反磁性物质，血液中
氧含量的变化就可表现为磁信号的变化，即可在成
像系统中观察到脑区信号强度的不同。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是指扫描时需
人平躺、安静、无运动、不进行系统思维活动。相比
于任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 不需要复杂的实
验设计，可以无创、全面深入地研究大脑运行机制，
从而得到了快速发展。
目前 rs⁃fMRI 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方法：低频振
幅（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ALFF）、比
率 低 频 振 幅（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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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ctuation，fALFF）、局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
ty，ReHo）、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有
向连接等。ALFF 反映神经元的自发活动，其变化
与该脑区基于血氧合水平依赖（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BOLD）信号强度的变化呈正相关，ALFF
值较高说明该脑区神经元活跃，由于 ALFF 噪声较
大，后又提出 fALFF 的分析方法，fALFF 可以消除脑
室高信号的影响，提高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Re⁃
Ho 反映的是局部脑区中神经元活动一致性，ReHo
值增高表示局部脑区的神经元活动在时间上趋于
同步，ReHo 值降低则表示局部脑区神经元活动异
常。FC 表示的是空间上有一定距离的神经生理活
动之间的相关性，通常用独立成分分析法（indepen⁃
dent component analysis，ICA）检测出的功能网络中
各个脑区作为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考
察 ROI 之间或 ROI 与全脑体素之间的线性相关程
度，由此判断是否与 ROI 在功能上有较高相似性，即
有无功能连接。
2

2.1

rs⁃fMRI 在神经内科疾病中的应用

阿尔兹海默症（Alzheimer disease，AD）
AD 是老年性痴呆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是慢性
进行性中枢神经系统病变导致的痴呆，发病隐匿，
主要表现有认知功能障碍、渐进性记忆障碍、人格
改变以及语言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老年人的正常
生活。而 AD 的早期诊断在临床上还较为困难，诊
断时大多病程已进入中晚期，治疗效果不理想，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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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性强，易漏诊错诊，研究者期望借助 rs⁃fMRI 能
够对 AD 进行早诊断早治疗。
近年来有证据表明，大脑网络神经变性的改变
出现在临床症状出现之前［2］。有研究指出，静息态
功能核磁共振扫描发现，在 AD 临床早期无症状阶
段，后扣带回（PCC）与海马的功能连接及默认网络
（DMN）脑区已经发生病理损伤［3］。DMN 是根据静
息状态下 BOLD 低频信号的同步性划分出的脑区，
其主要包括海马、后扣带回/楔前叶、前扣带回腹
侧、角回、内侧前额叶等［4］。该研究同时发现，从
正常人到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者（MCI），再到 AD 患
者，后扣带回/楔前叶（PCC/PCu）功能连接呈递减
趋势。随 AD 病程的发展，DMN 中的颞顶通路、额
顶 通 路 和 颞 额 通 路 发 生 明 显 改 变 ，主 要 表 现 为
PCC/PCu 和海马等脑区域功能连接明显下降，而这
些脑部区域对于情节记忆、认知功能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Contreras 等［5］根据 rs⁃fMRI 评估了大脑功能连
接与神经认知之间的关系，发现功能失调的大脑，
其特征表现为一致性降低的静息状态，可能与自我
认知能力下降有关。
Liu 等［6］发现伴有抑郁的 AD 患者与不伴有抑郁
的患者比较，ALFF 值增高的脑区有左侧尾状核、丘
脑，
降低的脑区为左侧颞极中部。
迄今为止，AD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该病可造
成家庭和社会严重的经济负担，其早期诊断和干预
显得十分重要，rs⁃fMRI 技术对于 AD 患者脑区功能
连接的改变、临床早期鉴定、后续治疗效果的监测
有重要作用。
2.2 帕金森综合征（Parkinson’s disease，PD）
PD 是中老年人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主要
临床表现为静止性震颤、动作迟缓及减少、肌张力
增高、姿势不稳等。
冯映洁等［7］的研究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PD 组 ReHo 显著增高的脑区包括右侧楔前叶、左侧
中央旁小叶、左侧额内侧回、左侧小脑后叶。PD 组
ReHo 减低的脑区包括右侧小脑后叶、右侧舌回、右
侧颞中回、右侧颞下回、右侧枕中回、右侧额上回、
右侧中央前凹、右侧壳核、右侧枕中回。
Wang 等［8］研 究 显 示 ，伴 有 焦 虑 症 的 PD 患 者
ALFF 显著增高的脑区有右侧小脑后叶，双边脑干
和右眶额回。
将所有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发现，研究结果并不
完全一致，这可能与患者服用药物与否有关。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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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F 法进行研究时发现未服药的 PD 组在近中前额
叶皮层、左侧小脑下部 ALFF 值显著减少，而在右侧
小脑上部增加。最终发现 PD 患者大脑内存在多区
域的功能障碍，不仅包括基底节区，还包括 DMN、额
顶叶网络、前额边缘系统网络等，这与已知的 PD 病
理改变一致。
2.3 癫痫
癫痫是一种常反复性突然发作的脑功能短暂
异常的慢性疾病，病程可迁延数年甚至数十年之
久，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目前很多研究将 rs⁃
fMRI 运用于癫痫的发作机制研究和诊断中。穆颖
等［9］研究了原发性全面强直痉挛癫痫（generalized
tonic⁃clonic seizure，GTCS）患者的大脑⁃小脑功能连
通性，发现 GTCS 组右侧楔前叶、左侧额中回 ALFF
值明显增高，而右侧海马、右侧小脑脚、左侧小脑
ALFF 值明显降低，说明了患者发作期间大脑和小
脑静息态功能连通性异常。
Park 等［10］基于 rs⁃fMRI 的数据，计算海马、海马
旁回以及杏仁核之间的有效连接性，发现患者非文
字记忆和语言障碍主要与癫痫发作的偏侧性有关，
符合左半球颞叶内侧在非文字记忆处理过程中的
优势参与。
王天成等［11］运用 rs⁃fMRI 研究新诊断青少年肌
痉挛性癫痫（JME）患者静息态下的神经网络，探讨
其认知功能损伤的机制。JME 患者 fALFF 减低的区
域主要是左侧内侧额上回、右侧顶下小叶脑区，
fALFF 增高的区域主要分布于右侧梭状回、左侧中
央前回、左侧中央后回；ReHo 值增加的脑区为左侧
颞下回、右侧中央前回，ReHo 值降低的脑区为左侧
前扣带回、左侧额叶中部。推测新诊断 JME 患者静
息态下存在一个额颞叶丘脑皮层网络，这个病理性
神经网络对于正常的生理性神经网络功能构成抑
制甚至破坏，导致了 JME 患者在记忆力、注意力和
执行能力上的障碍。
2.4 偏头痛
偏头痛是一种慢性神经血管性疾病，
发作时常呈
单侧搏动性头痛，
多从青年期开始起病，
女性多见［12］。
［13］
张茜等 使用 rs⁃fMRI 研究有先兆偏头痛（mi⁃
graine with aura，MA）患者的脑活动，计算相邻体素
的 ReHo 值，发现偏头痛组右侧丘脑、右侧壳核、右
侧小脑、脑干的 ReHo 值明显降低，而右侧枕叶的
ReHo 值明显升高。结果提示 MA 患者丘脑功能改
变，而丘脑被认为是感觉传导中继站，这与既往研
究认为其可能在头痛中起一定作用一致［14］；壳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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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核区（basal ganglia，BG）的重要部分，BG 可能参
与到痛觉处理，有相关研究表明了 BG 在偏头痛神
经病理机制中的作用［15-16］；小脑的功能改变被认为
是偏头痛功能与代谢异常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认为
脑干是偏头痛的产生位点［17］。
张茜等［13］也用相同方法研究了无先兆偏头痛
（migraine without aura，
MwoA）患者的脑活动，
发现偏
头痛组右侧丘脑、
右侧壳核、
右侧前额叶皮质及右侧
海马的 ReHo 值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Amin 等［18］发
现 MwoA 患者在右侧丘脑和几个侧脑区（顶上小叶、
岛叶皮质、初级运动皮层等）之间的功能连通性增
加。有研究显示前额叶皮质通过认知控制机制在
弱化痛觉上有特殊作用［19］；海马与偏头痛之间有何
关联尚不十分清楚。
2.5 脑卒中（stroke）
脑卒中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致残率高，病
情发作后超过半数患者遗留肢体运动障碍，其中缺
血性脑卒中约占脑卒中患者的 80%~88%［20］，为主要
研究对象。
王想敏等［21］发现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 fALFF 值
降低脑区位于病灶同侧丘脑、基底节和枕叶。基底
节 fALFF 值降低的区域有基底节区神经核团（壳核、
苍白球、屏状核）及周围白质。
Kornfeld 等［22］发现患有动脉缺血性脑卒中的青
少年女性患者在大脑左、右下顶叶的功能连通性较
正常发育的同龄人明显减小，这与患者的核心执行
功能和认知功能减弱成正相关。
许军程等［23］利用 rs⁃fMRI 研究缺血性脑卒中患
者康复后的运动功能网络连接的变化，发现脑卒中
患者康复治疗后运动功能网络连接系数为 0.697，优
于治疗前 0.742，揭示了运动功能网络连接的变化，
说明临床治疗取得了较好结果。
2.6 三叉神经痛（trigeminal neuralgia，TN）
TN 以面部三叉神经区域的电触样疼痛为特点，
是临床一种常见的慢性神经性疼痛［24］。
颜剑豪等［25］对三叉神经患者的局部一致性研
究发现，TN 患者左侧颞中回、左侧海马旁回的 ReHo
值降低，而双侧丘脑、左侧顶叶的 ReHo 值增高。沈
连芳等［26］研究发现原发性 TN 患者双侧丘脑、中央
后回、岛叶、杏仁核及小脑等脑区 ALFF 值明显增
高，双侧前扣带回、后扣带回、角回、楔前叶等脑默
认模式网络脑区 ALFF 值明显降低。
Wang 等［27］发现典型 TN 患者在双侧颞枕叶、左
额中回区域、左侧扣带回 ALFF 值增高，在右颞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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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DMN 的内侧前额叶区域 ALFF 值降低。
3

总结与展望
与其他检查相比，rs⁃fMRI 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CT、MRI 对 AD 的检查中，只有当脑皮质萎缩明显时
才可发现，而这通常出现于中晚期患者，rs⁃fMRI 对
AD 的早期诊断有重要意义。PET/CT、SPECT/CT 对

PD 的检查中，对设备和技术的要求较高，且注射示
踪剂含有放射性物质，对患者有辐射危险，rs⁃fMRI

因其无创性、空间分辨率高而具有一定临床应用价
值。脑电图检查中，发作期间的癫痫样放电是诊断
癫痫的重要依据，但患者发作期较为短暂，捕捉异
常脑电波信号具有一定困难，而癫痫患者静息态下
即可能存在脑功能活动变化，rs⁃fMRI 也对解剖影像

检查如 CT 等不能查出的无灶性癫痫具有很大帮助。
近年来 rs⁃fMRI 在神经内科疾病的研究中取得

了较大进展，通过 ReHo、ALFF 及 fALFF 等方法分析

fMRI 数据，研究神经内科疾病患者与正常人在脑功
能方面的异同，为 rs⁃fMRI 用于神经内科疾病的临床
诊断、治疗以及预后判断提供科学依据。但目前仍

处于探索阶段，简单模式对于理解复杂的人脑结构
功能体系相差很大，因此在未来研究中细化脑区结
构，更精细地研究神经内科疾病的结构和功能异
常，才能进一步加深对他们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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