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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几十年来，多种模态的功能磁共振技术飞速发展，为临床医学的发展
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精神影像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手段，极大的深化了人类
对神经系统疾病和疾病的认知。本文就功能磁共振的成像及图像后处理技术，
及其在反映疾病亚临床阶段的功能改变、实时活体的个体化脑功能定位、探索
中枢神经系统药物机制等方面的临床应用和进展进行了述评，同时阐明其技术
缺陷及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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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as brought great influence in clinical medicin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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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医学正向着个体化、社会化、精准化的

方向发展。这要求我们对疾病的遗传、分子、代

谢、功能和形态学都要有全方位的深入认识。而

在过去的20年时间，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已经从单

纯的形态学改变深入到发病前期的功能、代谢，

甚至基因等多个层面。随之出现了以核素脑血流

与代谢成像(如正电子体层摄影技术)、功能磁共

振、脑磁图等为代表的各种新型的活体功能代谢

检查技术。其中功能磁共振技术因其无辐射、具

有良好的组织对比度和时空分辨力等优势，从其

发明伊始，临床医生以及科研人员就希望其能够

在疾病的早期诊断、预测和疗效评估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而其快速发展的20年对神经科学、心理

学以及临床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

为精神影像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手段。现就其技

术发展和临床研究进展进行评述。

1  功能磁共振技术的发展

功能磁共振是基于血氧水平依赖(BOLD)的信

号变化来间接反映神经元的功能活动。其最大优

势是可以以较高的时空分辨率来反映脑局部和神

经网络的功能。因此，提高功能磁共振技术的时

间和空间分辨率一直是该技术的发展方向。在成

像速度方面，随着磁共振场强的提高以及物理技

术的发展，出现了压缩传感、并行加速和复用加

速等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功能磁共振成像速度。

特别是多回波(multiband)和多层(multislice)同时

采集技术的出现，已经能够使我们在100 ms内完

成一次全脑的BOLD数据采集，其空间分辨率仍

可达3×3×3 mm3。在图像的空间分辨率方面，

传统的3×3×3 mm3已经不能满足临床和研究人

员对细微脑结构的观察，在提高时间分辨率的同

时，研究人员也在同步提高空间分辨率，高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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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1×1×1 mm3以上)的BOLD磁共振成像技术已

经出现并开始应用。未来的功能磁共振技术将建

立在高时空分辨率的成像序列技术之上，其结果

将更加稳定和准确。当然，除了传统的反映脑血

流BOLD信号的fMRI成像技术，一些基于代谢的

新型功能磁共振技术也展现出较大的临床应用潜

力。包括ASL、CEST、血管密度成像、QSW等。

当然，这些技术均只能从代谢和血流层面间接反

映脑功能活动。而基于神经元放电的磁共振成像

技术正处于研发阶段，如果这一技术得以突破将

开启功能磁共振领域的新纪元。

功能磁共振技术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数据后处

理方法复杂，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能得到不同的

指标和信息。因此，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发展

同时，研究者对功能磁共振的图像后处理技术也

在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探索不同任务状态下的

脑局部活动规律，逐步发展为探索任务和非任务

状态下的神经网络活动规律。相对于任务状态的

fMRI技术，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fMRI)显示出更

强的临床适用性。而对静息态fMRI的图像分析方

法，也由局部功能(ALFF，Reho等)，向着种子点

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全脑网络分析

的方向发展。这一发展是伴随人类对脑网络认识

的不断提高而展开的。人脑约有1011个神经元，

彼此间的突触连接高达约1015个，对信息的整合

处理具有高效性。因此，对这个复杂的脑网络体

系的研究不可能采用单一参数进行简单的诠释。

而基于图论(graph theory)的网络分析方法采用计算

机信息处理和数学模拟，研究信息在复杂体系中

的传递和整合处理模式，反映网络中各部分的组

织样式和核心节点，为我们对大尺度脑神经网络

的特征进行研究提供了工具[1]。随着功能磁共振神

经网络连接分析方法的成熟，以及基于图论方法

学的发展，人脑连接组(human connectome)的概念

也随即被提出[2]。“小世界”网络是复杂网络连接

组中普遍具有的特性，其拓扑性质介于规则网络

和随机网络之间，同时也是人脑网络的标志性特

征，即具有较高的聚类系数和较短的特征路径长

度。这一特征使得人脑网络在信息传递和整合处

理的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全局和局部效率[3]。在网络

中有一些关键枢纽脑区，他们之间具有较多的连

接通路并构成“富节点”，并连接多个大脑功能

模块，将重要脑区的功能进行整合，在信息传递

中具有重要作用[4]。利用图论理论来分析功能磁共

振图像数据，能使研究者从大尺度网络层面来认

识脑的工作和模式，同时也为疾病研究提供了新

的方向。例如，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脑重要

枢纽“富节点”之间的连接强度降低，提示大脑

全局连接的破坏与患者临床病症的发生相关[5]。研

究者不仅不断开发新的脑功能数据处理方法，还

将功能磁共振数据与结构、代谢等多种数据整合

来研究复杂的脑功能性疾病，旨在通过整合多模

数据信息来提高对疾病的认识和指导临床诊治。

例如，研究人员发现了癫痫患者的功能连接及结

构连接网络全局网络属性偏向随机网络，一些枢

纽节点的连接强度存在异常，功能和结构网络耦

合性显著降低并且和病程呈负相关关系，提示多

模态的融合及其耦合关系的生物学指标有助于影

像学诊断及其病理生理学机制的理解[6]。然而，上

述脑网络的数据处理方法只是基于两个或多个脑

区之间是否有一致时空改变模式，其并不能反映

脑网络内是否存在信息传递及其方向和内容。因

此，对神经网络信息流的分析方法是未来脑功能研

究的方向。而因果分析等技术的出现，以及磁共振

采样频率的大幅提高将有助于这一领域的发展。

2  功能磁共振技术临床应用的发展

功能磁共振技术的一大优势是可以先于结构

改变而反映疾病亚临床阶段的功能改变。因此该

技术有望用于早期筛选脑功能疾病患者，从而及

时采取干预治疗[7]。例如，预测哪些老年人会患上

痴呆、哪些具有高危风险的年轻人会发展成为精

神分裂症患者、哪些抑郁患者会对药物治疗具有

良好反应、哪些戒毒后的人会复吸等。目前，研

究人员运用rfMRI技术探索灾害刺激对情绪及脑功

能的影响，已经得到了“重大事件导致人特定脑

区的功能和相关神经回路功能连接改变”这一重

要发现，帮助人们在灾后、战后等重大情绪刺激

后更精确的筛选以及早期干预精神疾病的高危人

群，减轻精神疾病的长期不良影响[8]。近期的另一

项研究发现有临床症状的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大脑

默认网络存在功能连接异常，并且默认网络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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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下降与病理学脑脊液标志物淀粉样β42 (Aβ42)的
减少及磷酸化tau181 (ptau)的增多是独立相关的。

这一成果使得相对简单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有

望成为一个可靠的早期诊断阿尔兹海默病的方

法，从而在痴呆症状出现前为患者提供治疗可能

将是成功的最佳时机[9]。当然，如何确定功能磁共

振指标是能用于临床诊断、预测和评估的神经生

理学指标功能磁共振神经技术向临床转化的关键

之一。这需要科研硬件技术的发展，设计合理和

控制严格的纵向研究以及合理的数据处理方法；

使得我们能在个体水平上确定并量化功能磁共振

的临床能力[10]。目前，世界范围的研究人员正对

较大年龄范围的人群进行功能磁共振检查，利用

各种成熟的分析手段，对其功能磁共振的预测能

力进行探索，预测包括例如毒品药品复吸复用、

青少年酗酒的酒精依赖、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转变

为阿尔兹海默病、儿童期认知能力的发育等。国

内外的磁共振神经影像学研究，联合支持向量

机、相关向量回归等机器学习的方法，发现了神

经回路功能网络的异常可以对抑郁症患者的临床

诊断起到辅助作用[11]，脑局部神经活动的强弱能

够将具有发展为精神分裂症高危风险的受试者与

正常人区分开来[12]，而静息状态下神经元的自发

活动可以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临床症状的严

重程度[13]。然而，功能磁共振对于脑疾病预测的

临床价值仍有待大规模多中心研究的验证。

功能磁共振的另一大优势是实时活体的显示

脑功能区域，这对于临床内外科个体化脑功能定

位具有很高的价值。对于脑肿瘤患者来说，外科

手术通常是最理想的治疗方式，尤其是对于某些

恶性肿瘤，外科手术的效果将极大的影响患者的

生存率，因此早期外科医生在选择手术范围时将

尽可能多的切除可能受累的范围以减少复发。然

而，如果肿瘤位置与如控制运动、感觉、视觉及

语言等功能的重要脑区关系紧密，出于保留脑功

能的考虑，则需要最大程度的避开功能区域以提

高患者术后生活质量。fMRI及TMS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的出现为无创性的“绘

制”个体化大脑功能图谱提供了新的方法；使得

影像医师能够准确的进行个体化脑功能定位，向

外科医生展示肿瘤与邻近关键脑功能区域的关 

系[14]，从而实现了术前个体化手术方案的制定。

常用的任务相关fMRI是在患者执行特定重复的任

务，如手指运动，文字阅读，甚至是对特定的对

象进行思考时对大脑进行扫描，以观察哪些相应

的脑区出现了激活，最终定位到相应的解剖结构

上，为外科手术提供帮助。而随着技术的进步，

MRI的作用已不局限于术前定位，更发展到了术

中的实时导航，参与从手术通路的确定到肿瘤移

除的全过程。除了任务相关的功能磁共振，其他

多种模态的功能磁共振技术也为重大神经系统疾

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相关信息。例如DTI和纤维

追踪技术可以准确的显示患者大脑白质纤维的走

行，帮助确定手术通路，并在肿瘤切除时最大程

度避免破坏纤维束，而在术后，也可以用于评价

肿瘤切除所影响到的纤维束及其数量。而对于某

些精神及退行性的神经系统疾病，深部脑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可以作为重要的治疗

手段，而在这些疾病的电极放置位置确定及术后

并发症评估中，MRI更起到了重要作用，极大的

降低了DBS并发症发生的风险[15]。对于脑卒中来

说，灌注及弥散相关的磁共振技术则在评价再灌

注治疗风险、血管再生治疗的价值方面起到了重

要作用[15, 16]。

药物治疗方面，多种模态功能磁共振技术的

发展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中枢神经系统

药物的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久以来

抗精神病药物作用机制不清的状况。大量研究已

经证实所有的抗精神病药物几乎都能阻断脑内多

巴胺受体而具有抗精神病作用，新一代抗精神病

药在阻断多巴胺受体基础上，还通过阻断脑内5-
羟色胺受体，增强抗精神病作用、减少多巴胺受

体阻断的副作用[17]。除此之外，多种功能磁共振

也从功能及结构上证实了药物治疗后多种精神疾

病患者大脑发生的客观改变，其中以针对精神分

裂症的研究最多。多篇针对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纵向研究均证实了用药后患者大脑功能趋于

正常，并指出BOLD信号可以作为精神分裂症患

者治疗效果评价的重要生物学标志[18]。而其中针

对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最大样本研究发

现，在短期用药后，患者出现额叶，基底节等脑

区局部脑功能活动增强，而神经网络协调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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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并与患者的临床症状相关[19]。除了对脑功能

的研究，也有大量研究证实各类抗精神病药物会

使患者大脑整体结构及灰质提及发生改变，大多

数研究发现用药后，患者全脑及灰质体积降低，

其中最突出的是额叶，同时伴有脑室系统及脑脊

液的增加[20]。除了针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多种

模态磁共振技术也可以用于探索其他精神疾病患

者在用药后脑发生的改变。例如对于双相障碍患

者而言，大量研究发现锂剂会使得在情绪管理中

起到重要作用的脑区体积增加，而抗精神病药物

及抗痉挛药物则没有这种作用。相对于结构的改

变，利用功能磁共振及DTI技术的研究则大多没有

发现与双相障碍患者用药相关的脑改变[21]。除了

揭示药物治疗及副作用的神经机制以及评估药物

治疗疗效，功能磁共振技术也为新药的研发提供

了帮助。传统上，新药物的研发主要依靠前期的

动物模型试验。然而，这些模型都基于是对疾病

病理生理学的不完整理解，所以动物学模型对预

测药物在人类的应用效果价值有限。利用功能磁

共振技术可以展示药物是如何作用于人类大脑，

使得对药物机制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体外研究和对

动物模型的推断，从而可以为新药的研发提供

重要信息，是把药物向临床转化的新方法[22]。因

此，研究者已开始针对这些出现异常改变的脑网

络来设计药物。

虽然功能磁共振技术的发展已为飞速发展的

脑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手段，但这一技术

仍然存在缺陷。研究者在使用功能磁共振技术时

必须清楚的了解这些功能磁共振技术的局限性。

首先，功能磁共振技术并非直接测量脑功能。以

fMRI中评价脑功能最重要的指标之一BOLD信号

为例，理想情况是BOLD信号能准确的反应神经

元活动发生的位置、时间以及数量。但BOLD信

号除了受到神经元激活的影响外，还受到了包括

血流动力学响应和体素体积等的影响[23]。BOLD信

号和其反应的神经元活动的关系有望在未来的研

究中进一步阐明。其次，功能磁共振的研究结果

可能受到很多干扰因素的影响，例如微小头动、

物理及生理噪声等因素会对功能网络研究产生负

面影响[24]，人类研究要求很高的空间分辨率，但

对于长时间的扫描来说，保证被试完全不动比较

困难。这些干扰因素无法通过简单的分析方法完

全去除。而在进行rfMRI的同时辅以电生理学的方

法，也许可以消除这些不真实的功能网络信号成

分。通过有创的方法安置硬膜下电极阵列并直接

记录大脑皮层自发神经活动的电生理信号，可以

和rfMRI所发现的功能网络进行相互映证[25]，还可

以通过皮层诱发电位来探索不同脑区之间的神经

回路的有效连接，进一步验证对rfMRI数据通过动

态因果模型或Granger因果分析等方法发现的有效

功能连接[26]，使得rfMRI对功能网络的研究更具有

说服力。另外，功能磁共振结构对研究机器有着

较为严格的要求，高场强的扫描仪会提高BOLD信

号以及信噪比，可以实现更高的空间及时间分辨

率，因此在不同的扫描仪中难以获得重复性高的

结果，除此之外，即使是相同的扫描仪，扫描参

数微小的差别或是数据分析方法的不同也可能带

来结果的差异。

尽管如此，功能磁共振技术依然是一种可靠

性较高的衡量脑功能活动的指标，且是目前最好

的能无创活体评价脑功能的方法。而随着功能磁

共振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成熟，除了在疾病方

面的应用之外，功能磁共振还在认知心理学、文

化与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研究文化差异、社会组群关系、面孔识别、痛

觉共情等抽象概念的脑功能神经机制提供了全新

的技术手段。随着磁共振新技术的发展，具有更

高时空分辨率的功能磁共振将会有更广阔的发展

前景和临床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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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和姚骊硕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Bullmore E, Sporns O. Complex brain networks: graph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systems. Nat Rev Neurosci, 2009, 
10(3):186-198.

[2] Sporns O, Tononi G, Kötter R. The human connectome: A structural 
description of the human brain. PLoS Comput Biol, 2005, 1(4):e42.

[3] Sporns O. Small-world connectivity, motif composition, and 
complexity of fractal neuronal connections. Biosystems, 2006, 85(1): 
55-64.

[4] Bullmore E, Sporns O. The economy of brain network organization. 
Nat Rev Neurosci, 2012, 13(5):336-349.

[5] van den Heuvel MP, Sporns O, Collin G, et al. Abnormal rich club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al brain dynamics in schizophrenia. JAMA 



·72· http://www.chinesemri.com

磁共振成像 2014年第5卷增刊  Chin J Magn Reson Imaging, 2014, Vol 5, S1E 述　　评

DITORIALS

Psychiatry, 2013, 70(8):783-792.
[6] McGuire P, Howes OD, Stone J, et al.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in schizophrenia: diagnosis and drug discovery. Trends in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2008. 29(2): 91-98.

[7] Zhang TJ, Gong QY. Current status of magnetization transfer imaging 
in psychiatric disorders. Chin J Magn Reson Imaging, 2010, 1(6):468-
472.

 张体江,龚启勇.磁化传递成像及其在精神疾病中的研究现状.磁共

振成像, 2010, 1(6):468-472.
[8] Lui S, Huang X, Chen L, et al. High-field MRI reveals an acute impact 

on brain function in survivors of the magnitude 8.0 earthquake in 
China.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09, 106(36):15412-15417.

[9] Wang L, Brier MR, Snyder AZ, et al. Cerebrospinal fluid Abeta42, 
phosphorylated Tau181,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JAMA Neurol, 2013, 70(10):1242-1248.

[10] Orrù G1, Pettersson-Yeo W, Marquand AF, et al. Us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 to identify imaging biomarkers of neurological and 
psychiatric disease: a critical review. Neurosci Biobehav Rev, 2012, 
36(4):1140-1152.

[11] Zeng LL, Shen H, Liu L, et al. Identifying major depression using 
whole-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 multivariate pattern analysis. 
Brain, 2012, 135(Pt 5):1498-507.

[12] Pettersson-Yeo W, Benetti S, Marquand AF, et al. Using genetic, 
cognitive and multi-modal neuroimaging data to identify ultra-high-
risk and first-episode psychosi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Psychol Med, 
2013, 43(12):2547-2562.

[13] Gong Q, Li L, Du M, et al. Quantitative prediction of individual 
psychopathology in trauma survivors using resting-state FMRI.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14, 39(3): 681-687.

[14] Newman MEJ.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plex networks. SIAM 
Review, 2003, 45:167-256.

[15] Meng LL, Sun XJ. Advances of magnetic resonance perfusion imaging 
in hypertensiv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Chin J Magn Reson Imaging, 
2011, 2(5):384-387.

[16] Yan G, Zhao DW, Dai ZZ, et al.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hyperacute 
ischemic stroke onset time window. Chin J Magn Reson Imaging, 
2014. 5(1):60-65.

 延根,赵大威,戴卓智,等.评估量化超急性期缺血性脑卒中发病时间

窗的研究.磁共振成像, 2014. 5(1):60-65.
[17] Rӧder CH, Dieleman S, van der Veen FM,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influence of antipsychotics on the 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 signal of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urr Med 
Chem, 2013, 20(3):448-461.

[18] Abbott CC, Jaramillo A, Wilcox CE, et al. Antipsychotic drug effects 
in schizophrenia: a review of longitudinal FMRI investigations and 
neural interpretations. Curr Med Chem, 2013, 20(3):428-437.

[19] Lui S, Li T, Deng W, et al. Short-term effects of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on cerebral function in drug-naive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revealed 
by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rch Gen 
Psychiatry, 2010, 67(8):783-792.

[20] Moncrieff J, Leo J.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antipsychotic 
drugs on brain volume. Psychol Med, 2010, 40(9):1409-1422.

[21] Hafeman DM, Chang KD, Garrett AS, et al. Effects of medication on 
neuroimaging findings in bipolar disorder: an updated review. Bipolar 
Disord, 2012, 14(4):375-410.

[22] Hampel H, Prvulovic D, Teipel SJ, et al. Recent developments of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esearch for drug development 
in Alzheimer’s disease. Progress in Neurobiology, 2011, 95(4):570-
578.

[23] Bennett CM, Miller MB. Miller, How reliable are the results from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n N Y Acad Sci, 2010, 
1191:133-155.

[24] Xue ZH, Wang YF, Zhao YB.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quality 
control and parameter optimization. Chin J Magn Reson Imaging, 
2013, 4(6):441-444.

 薛正和,王永峰,赵一冰.磁共振成像的质量控制及参数优化. 磁共

振成像, 2013, 4(6):441-444.
[25] Keller CJ, Bickel S, Entz L, et al. Intrinsic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predicts electrically evoked responses in the human brain.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1, 108(25):10308-10313.

[26] Entz L, Tóth E, Keller CJ, et al. Evoked effective connectivity of the 
human neocortex. Hum Brain Mapp, 2014. doi: 10.1002/hbm.22581. 
[Epub ahead of print]

龚 启 勇 博 士 ， 四 川

大 学 华 西 医 院 放 射 科 主 任

医 师 ， 现 任 华 西 医 院 副 院

长、美国CMB杰出教授、

耶 鲁 大 学 客 座 教 授 、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基 金 获 得 者 、 教

育 部 创 新 团 队 带 头 人 ； 任

Nature旗下Scientific Data和

Scientific Reports两个学术期

刊编委，并任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中文版)和《中华放射学杂志》等杂志编委。是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

鉴定专家。

长期从事放射诊断医教研。学术贡献集中在精神

影像学的发展与磁共振新技术临床转化。在Radiology

和Magnetic Resonance in Medicine等SCI收录杂志上发表

相关论文260余篇，近五年发表的SCI论文引用超过5000

次。是国际医学磁共振学会(ISMRM)教育委员会委员、

ISMRM继教项目神经组组长。作为北美之外的首位放射

科医师受邀作ISMRM 2005大会冠名NIBIB New Horizons 

Lecture荣誉主题演讲。并受哈佛、耶鲁和斯坦福等大学邀

请讲学。

龚启勇教授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