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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运用MRI技术观察人类和猕猴颞上回负责听觉信息加工区域的结构连接的相似和差异，探讨两个物种结构连接

模式的同源性，为跨物种比较和替代性实验提供理论依据。材料与方法 选择公开的脑影像数据集，人类被试22例和猕猴被试

9例作为研究对象。对于预处理后的人类数据提取6个感兴趣区域与18个目标区域，猕猴数据提取1个感兴趣区域与18个目标

区域，计算连接强度并构建连接指纹，利用曼哈顿距离和余弦相似度分析连接模式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最后用排列置换测试对

结果进行检验。结果 人类颞上回(area 38m)和猕猴颞上回前侧的连接指纹的相似度值最高(cosine=0.966)，并且area 38m右

侧的结构连接模式与猕猴颞上回前侧的连接模式更为相似。两个区域均与情景记忆相关的鼻周皮层，奖赏、情绪和运动相关的

腹侧纹状体以及记忆和学习相关的海马区有较强的连接，与认知和运动相关的顶叶岛盖连接较弱。结论 人类颞上回(area
38m)具有和猕猴颞上回前侧相似的结构连接模式，可能具有共同的进化起源，这一发现为构建人类和猕猴跨物种比较框架提供

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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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homology of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patterns between the two species 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cross-species comparisons and alternative experiment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al connections responsible
for auditory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e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of humans and macaques were observed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publicly available brain imaging dataset with 22 human subjects and 9 macaque subjects was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For the pre-processed human data, 6 regions of interest with 18 target regions were extracted, and for the
macaque data, the STGr and 18 target regions was extracted. Connection strengths were calculated and connection fingerprints were
constructe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connection patterns were analysed using Manhattan distance and cosine similarity, and the
results were finally examined using a permutation test. Resul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highest similarity values (cosine=0.966) were
found in the connectivity fingerprints of the human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area 38 m) and the macaque an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and the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patterns in the right side of the human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area 38 m) were more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macaque an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Both regions had strong connections to the perinasal cortex associated with
situational memory, the ventral striatum associated with reward, emotion and movement, and the hippocampus associated with memory
and learning, and weaker connections to the parietal insula associated with cognition and movement. Conclusions: Therefore, the human
area 38m has a similar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profile to the rostral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of macaque. In other words, macaque and
human audition processing areas might have a similar precursor. This discover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nstructing the
cross-species comparison framework between human and macaques.
Key words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homology; connectivit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uman; macaque

感觉系统的功能是对外界环境进行快速有效地感

知并确定感觉信息的来源。灵长类动物颞上回

(superior temporal gyrus，STG)是位于颞叶上部的一

道沟壑，是处理听觉讯息的中枢。其中人类的听觉皮

层位于颞叶皮层，猕猴听觉皮层的范围是从核心听觉

区到颞上回前侧(rostral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STGr)和颞极背侧[1]。人类和猕猴利用声音信号来参与

社会互动，当施加声音刺激后发现猕猴在颞上回区域

对声音表现出与人类相似的反应[2]，并且猕猴颞上回

的belt区域关注认知功能[3]，这与人类的颞上回可能

有对应关系[4-5]。颞上回一直被视为大脑中听觉和言

语的重要枢纽，受损时可能会导致听觉性失语症。

因此，研究颞上回区域及其包含的听觉功能对听觉

模式的理解是有重要意义的。

虽然猕猴与人类的诸多特征具有相似性，但在

形态、功能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进化差异[6-7]。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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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动物实验结论在物种间推广的可行性需要经过

严谨的跨物种比较分析。连接性是对一个区域如何

连接到其他大脑区域的描述[8]。目前已有文献基于

连接的聚类方法推断人类与猕猴组织原则的相似

性[9]；连接指纹概念提供了一个比较不同大脑皮层区

域的连接性的新方法，用连接模式表征大脑皮层区

域[10]。已有研究基于连接对人类和猕猴进行跨物种

比较推测出人类和猕猴的同源区[11-12]，但是关于颞上

回区域人类和猕猴的同源性仍有待研究。

本研究利用弥散张量成像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数据，并辅以纤维束追踪的处理技术，

基于大脑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ROI)与

目标区域建立脑区之间的连接。利用连接指纹比较

方法对人类和猕猴颞上回区域的结构连接模式进行

深入研究，有助于从连接模式的角度探究两个物种

之间的同源性，为探索人类特有高级认知功能和猕

猴动物模型相关研究的精准展开提供支持，为替代

性实验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感兴趣区域提取

人类脑影像数据来源于人脑连接组项目(Human

Connectome Project)数据中心，原始数据可以从网站

https://db.humanconnectome.org/下载，该研究遵照

赫尔辛基宣言的最新版本。经过数据清理，去除含

缺失值或极端值的数据，研究选取了22例年轻健康

成年人作为被试，其中男 13例，女 9例，年龄 22～

35岁。选择的脑影像数据是弥散张量成像数据和结

构 磁 共 振 成 像 (struc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sMRI)数据。其中 DTI 数据包括多梯度的

1.25 mm各向同性数据，sMRI数据包括0.7 mm高分辨

率的各向同性T1加权成像数据和T2加权成像数据。

具体采集参数为：T1W：TE=2.14 ms，TR=2400 ms，TI=

1000 ms，翻 转 角 =7°，体 素 分 辨 率 为 0.7 mm×

0.7 mm×0.7 mm；DTI：TE=89.5 ms，TR=5520 ms，弥

散加权b值1000 s/mm2，2000 s/mm2，3000 s/mm2。

猕猴脑影像数据源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神经科学中心UC Davis，原始数据可以从网站http://

fcon_1000.projects.nitrc.org/indi/PRIMEdownloads.

html下载[13]，饲养的猕猴符合UC-Davis IACUC道德认

证，且该数据的采集实验得到了当地伦理委员会的

批准，并遵守欧盟关于保护用于科学目的的动物的

指令(2010/63/EU)。采取同样的入组和排除标准，研

究选取了9例被试，被试年龄分布在18.5～22.5岁，体

质量分布在7.28～14.95 kg的猕猴。选择的脑影像

数据包括弥散张量成像数据和结构磁共振成像数据。

具体采集参数为：T1W：TE=3.65 ms，TR=2500 ms，TI=

1100 ms，翻转角=7°，体素分辨率为0.3 mm×0.3 mm×

0.3 mm；DTI：TE=115 ms，TR=6400 ms，弥散加权 b 值

1600 s/mm2，800 s/mm2。

DTI数据主要基于牛津大学的FSL工具(https:

//fsl.fmrib.ox.ac.uk/fsl/fslwiki/)完成。DTI

数据处理包括：头动涡流矫正，梯度方向校正，获取

大脑掩膜图像，将图谱配准到个体以及使用 FMRIB

提供的双张量模型 BEDPOSTX[14] 估计弥散参数等

操作。

研究显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人类脑网

络组图谱对脑区精细划分，有客观精准的边界定位，是

第一次建立宏观尺度上的活体全脑连接图谱[15]。于

是，本研究基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脑网络组图

谱和D99猕猴脑图谱[16]，使用FSL根据图谱脑区对应编

号基于个体提取人类和猕猴颞上回的感兴趣区域与

目标区域。其中，参考早期跨物种研究Neubert等人

提供的同源位点坐标，结合所选脑图谱配准到

Neubert提供坐标的空间，根据坐标点对应出脑区编

号并提取出来作为目标区域。所用图谱确定了18个

同源脑区作为目标区域。目标区域包括脑岛、辅助

运动区、鼻周皮层、海马体、海马旁回等听觉相关脑

区以及其他与躯体感觉、运动、执行等功能相关的脑

区，如表1所示。本文所选择人类感兴趣区域见图1A

所示，分别为：STG_6_1 (Area 38m，红色区域)，STG_6_

2 (Area 41/42，青色区域)，STG_6_3 (Area TE，黄色

区 域)，STG_6_4 (Area 22c，蓝 色 区 域)，STG_6_5

(Area 38l，绿色区域)，STG_6_6 (Area 22r，粉色区

域)。选择猕猴感兴趣区域为：STGr (见图 1B红色

区域)。

1.2 数据处理

使用牛津大学FMRIB软件包提供的PROBTRACKX

表1 人类和猕猴大脑目标区域

Tab. 1 Human and macaque brain target areas

同源脑区名称

区域(9/46)背侧(9/46d)

区域44v (44v)

辅助运动皮层(SMA)

区域8内侧(8m)

主要运动皮层(M1)

主要躯体感觉皮层(S1)

顶叶岛盖(ParOp)

顶内沟后部(pIPS)

顶下小叶后部(pIPL)

区域23ab (23ab)

压后皮质(rsplC)

鼻周皮层(perirhinal)

腹侧纹状体(ventrStr)

海马(hippoc)

海马旁回(35/36r)

背内侧前额叶(9m)

背外侧前额叶(8dl)

脑岛(granular insula)

图谱中名称

人类

MFG_7_1

IFG_6_6

SFG_7_5

SFG_7_3

PoG_4_1

PoG_4_3

IPL_6_4

SPL_5_3

OcG_2_2

CG_7_6

CG_7_4

ITG_7_3

Str_6_3

Hipp_2_2

PhG_6_1

SFG_7_6

SFG_7_2

INS_6_5

猕猴

9d，46d

44

F3

8Bm

F1_(4)

3a/b

7op

5_(PEa)

LIPv

23b

30

IPa

Striatum

CA3

35，36r

9 m

8Bd

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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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感兴趣区域到目标脑区进行概率纤维束追踪，通

过设置感兴趣区域为种子点，目标区域为必经节点

和终止节点来指导概率纤维束走向，估计感兴趣区

域和目标脑区间的概率连接情况，将追踪结果值作

为脑区之间的连接值。

连接指纹表示ROI与已确定猕猴和人类之间同

源性的目标大脑区域的连接性。使用基于个体空间

提取的ROI和18个同源脑区，进行概率纤维束追踪。

为了避免个体差异导致的实验误差，研究利用所有

被试与目标区域连接的平均值作为构建连接指纹的

连接值。标准化连接值后，建立ROI与目标区域的连

接指纹图，确定猕猴ROI连接指纹和每个人类ROI连

接指纹之间结构连接模式的相似与差异。

1.3 同源性分析

在计算相似性之前，所有的连接指纹都需要标

准化。连接指纹比较的是连接强度，即ROI与目标区

域的连接模式。

常用的样本相似性度量方法包括欧氏距离、曼

哈顿距离和余弦相似度等。在基于连接指纹图的跨

物种比较过程中，通常选择曼哈顿距离和余弦相似

度两个指标进行度量。曼哈顿距离又称城市街区距

离，通过距离的测量决定连接指纹的差异，其定义为

d =∑i = 1
n || pi - qi (1)

式中，p和q是连通指纹的两个向量，i是指纹的n个

目标区域。d的值越小表示两个向量的相似性越高。

而余弦相似度是通过计算两个向量的夹角余弦值来

评估他们的相似性，计算过程中关注的是指纹图的

角度，忽略特征向量的长度，其定义为

cosine = ∑i = 1
n pi × qi

∑i = 1
n ( )pi 2 ×∑i = 1

n ( )qi 2
(2)

式中，向量之间的夹角越小，cosine的值越接近1，表

示两个向量的相似性越高。

1.4 统计检验

由于所使用的被试数量较少，两种被试的年龄、

性别的分布不太均匀，因此这些被试不能完全反应

物种整体水平在脑区连接结构方面的一些差异。针

对以上问题，采用python以及NumPy库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对人类与猕猴构建的连接指纹采用置

换检验，通过对样本进行顺序修改置换5000次，重新

计算检验统计量，构造经验分布，对其可信度进行检

验，并重复检验1000次，得到一组P值，使用Matlab

基于linear step-up方法进行校正，在此基础上求

出P-value进行推断。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本文对人类和猕猴颞上回的感兴趣区域和已知

图2 area 38m与STGr连接指纹。 图3 area 38m与STGr曼哈顿距离。 图4 连接指纹与置换测试。4A：area 38m_L；4B：area 38m_R。
Fig. 2 Connectivity fingerprint between area 38m and STGr. Fig. 3 Manhattan distance between area 38m and STGr. Fig. 4 Connectivity fingerprints and
permutation test. 4A: area 38m_L; 4B: area 38m_R.

图1 感兴趣区域。1A：人类；1B：猕猴。

Fig. 1 Region of interest. 1A: Human; 1B: Maca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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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与猕猴同源区域建立连接指纹，通过计算曼哈

顿距离和余弦相似度，得到结构连接模式的相似性，

如表2所示。

人类颞上回(area 38m)和猕猴STGr的连接指纹

如图2所示。人类area 38m和猕猴STGr连接指纹的

曼哈顿距离结果如图3所示，其中人类area 38m与猕

猴感兴趣区域的连接指纹距离值(d=0.733)是最小的，

其对应的余弦相似度的值是最大的(cosine=0.966)。

当考虑左右脑的差异，人脑左、右半球area 38m

脑区连接指纹和排列置换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置换

检验P＜0.05，其中置换检验结果红色代表真实值，

蓝色代表阈值，灰色代表测试的数据。area 38m左、

右半球连接指纹对应的曼哈顿距离值分别为

0.983 和 0.554，余弦相似度的值分别为 0.948 和

0.975。

3 讨论

通过分析磁共振成像数据，本文对两个物种颞

上回听觉区的结构连接模式进行同源性研究，发现

人类颞上回(area 38m)区域与猕猴颞上回前侧的结

构连接相似度值最高，因此人类颞上回(area 38m)具

有和猕猴颞上回前侧相似的结构连接模式，可能具

有共同的进化起源。

3.1 跨物种同源性分析

现有研究通过对两个物种施加听觉刺激，发现

了两个物种的颞叶前侧均拥有语音区，并指出猕猴

和人类的高级听觉皮层的功能组织比目前已知的更

为相似[17]。另一研究使用相同刺激对比猕猴和人类

的反应得到猴脑的敏感性低于人脑，其原因可能是

由于人脑功能的专门化[18]。本文在研究人类与猕猴

颞上回参与听觉处理区域的过程中，关注的是大脑

解剖连接模式，而不是执行任务时大脑区域的功能

激活。本文在人类的颞上回，搜索与猕猴颞上回前

侧具有相同结构连接模式的区域。实验中用于识别

人类和猕猴颞上回区域连接模式相似性的目标区域

是已知同源的。分析发现人类的area 38m与猕猴颞

上回前侧具有最相似的结构连接模式。

利用结构连接指纹分析两个物种的不同区域，

可以解释这些区域在物种进化过程中脑连接的差

异。2018年刘义鹏等人就脑纤维可视化总结得到量

化脑结构连接可以揭示在脑发育过程中的生理变

化，有助于研究神经病理条件下脑网络改变的结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人类颞上回的6个感兴趣区域

中，area 38m与猕猴的连接指纹曼哈顿距离值最小

(d=0.733)，对 应 余 弦 相 似 度 的 值 最 大 (cosine=

0.966)。对两个物种的连接模式分析得到：area 38m

和猕猴STGr对鼻周皮层、运动皮层等区域的连接强

度是一致的，其差异在于猕猴STGr与 44v区域的连

接比人类的更强，而人类area 38m与腹侧纹状体、海

马区的连接比猕猴更强。

虽然大脑左右半球在形态上大体对称，但是在

结构连接和功能上却不完全对称，即大脑偏侧化。

显然，研究中颞上回area 38m_L区域和area 38m_R

区域与猕猴颞上回前侧都有着相似的结构连接模

式：两个区域均与情绪记忆相关的鼻周皮层[19]，奖赏、

情绪和运动相关的腹侧纹状体以及记忆和学习相关

的海马区有较强的连接，与认知和运动相关的顶叶

岛盖连接较弱。但也存在部分差异，两个区域分别

完成不同任务的处理：人类颞上回area 38m_L区域

相比颞上回area 38m_R区域，显示出与海马旁回更

强的连接。海马旁回位于枕叶和颞叶下方的内侧，

与情感、学习及记忆等高级神经功能活动有关。这

也验证了先前对人类area 38m_L区域的描述，它是

更关注情感信息的区域。以上结果验证了颞叶皮质

在人脑中的扩张是优先于猕猴大脑的，得到人脑具

有不同功能特征的分区这一结论。

根据人类和猕猴连接指纹统计量的排列置换测

试结果，证明人类area 38m与猕猴STGr区域有相似

的结构连接模式这一结果是可信的。分别为左、右

半球构建连接指纹后，曼哈顿距离和余弦相似度结

果均显示人类和猕猴脑区之间的结构连接模式有较

高相似性，但是左、右半球对应连接指纹的排列置换

测试的结果却不一致。area 38m_R检验统计量的值

是落在置信区间内的，证明该结果可信。而 area

38m_L的检验统计量的值均位于置信区间外，这表示

小概率事件发生，样本所反应结果的可信度较低。

观察area 38m_L区域所对应的阈值区间，发现该区

域的余弦相似度值较高(cosine=0.948)，且位于左阈

值附近，即小概率事件呈现出了较低的跨物种一

致性。

导致猕猴颞上回前侧与人类area 38m_R区域连

表2 人类ROI与猕猴STGr连接指纹相似度

Tab. 2 Similarity of connectivity fingerprint between
human ROI and STGr

感兴趣区域

STG_6_1

STG_6_2

STG_6_3

STG_6_4

STG_6_5

STG_6_6

脑区名称

area 38m_L

area 38m_R

area 41/42_L

area 41/42_R

area TE_L

area TE_R

area 22c_L

area 22c_R

area 38l_L

area 38l_R

area 22r_L

area 22r_R

曼哈顿距离

0.983

0.554

3.283

4.075

3.394

3.358

2.606

3.003

3.876

3.901

4.533

3.555

余弦相似度

0.948

0.975

0.124

0.125

0.110

0.100

0.107

0.102

0.568

0.495

0.603

0.228

注：ROI：感兴趣区域；STG：颞上回；STGr：颞上回前侧。

··55



基础研究｜｜Original Articles 磁共振成像 2022年2月第13卷第2期 Chin J Magn Reson Imaging, Feb, 2022, Vol. 13, No. 2

http://www.chinesemri.com

接更为相似的原因可能是大脑的偏侧化。在2018年

梅丹丹等人根据先验知识探究发现，人脑加工任务

的半球偏侧化导致左半球对言语功能、语言性声音

的处理、对听觉语音语义信息加工更有优势，其行为

领域主要是情绪的加工；而右半球对不需要言语参

加的空间知觉和形象思维、环境声音与音乐的处理

更有优势。人类脑区结构和功能的变化造成与其他

脑区连接关系的增强或减弱，因此导致了左右脑对

于目标脑区连接的差异[20]。

3.2 研究意义

听觉作为主要的感知方式之一，它是个体感知外

界环境、维持生存和繁殖活动的重要途径。大脑皮质

颞上回主要是听觉性语言中枢。颞上回受损伤可能

出现听觉性失语症或称接受性失语症等并发症，也有

引起癫痫发作的可能。因此，本文利用DTI数据，通过

比较影像学量化物种间皮层区域在连接上的相似与

差异，分析出人类与猕猴在颞上回听觉处理相关区域

的同源性，可以帮助了解活体的神经纤维走向，有助

于深入了解人脑结构，为神经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

撑。由于许多精神病理综合征与大脑区域和连接之

间的改变有关，构建连接指纹也可以作为精神病理学

的诊断工具。对于有兴趣研究听觉处理的研究者而

言，可以对颞上回前侧区域进一步探究。

3.3 限制与不足

在研究人类和猕猴颞上回听觉区域的同源性

中，发现的两个物种结构连接模式的相似性，能够为

探索人类特有高级认知功能和猕猴动物模型相关研

究提供支持，也为替代性实验提供了理论依据。但

本文对两个物种颞上回同源性的研究主要依据是大

脑结构连接模式，其功能的连接差异需要进一步讨

论。目前研究发现人与猴子均优先使用左半球听觉

系统分析声音，且存在左半球比右半球变化更强的

功能不对称现象[21]。现有研究发现人类颞上回在噪

音中对语音感知有着关键作用，并且对低频纯音刺

激的响应区域面积较大。因此，猕猴的左右半球是

否存在与人类同样的连接变化趋势也有待研究。其

次，在本研究中基于连接指纹对颞上回连接模式进

行跨物种比较的方法的比较特征精度和可扩展性较

低，每个待比较脑区的连接指纹应有独特的目标脑

区来构建，后续研究可以探索更完善的高精度跨物

种比较方法，进一步验证和精细化现有结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人类area 38m与猕猴颞

上回前侧STGr是同源的，即具有相似的连接模式。

其中，人类右半球与猕猴的结构连接模式相似性比

左半球更高，这些现象可能与大脑的偏侧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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