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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目前最主要的跨物种研究方法是基于已有的同源位点构建同源脑区对照图，但是随着个体的发育，大脑皮层会

发生不规则扩张，影响个体上已有同源位点的准确性。据此提出在个体水平上追踪白质纤维束作为参照系分别构建人类和猕猴

的脑区连通性指纹图的方法。材料与方法 选择公开的脑影像数据集，人类被试10例和猕猴被试10例作为研究对象。对于预

处理后的数据在个体水平上提取白质纤维束，计算脑区与白质纤维束之间的连接强度并构建连通性指纹图；在物种内，使用克

伦巴赫α系数计算个体间的一致性；在物种间，利用余弦相似度分析两个物种同源脑区的连通性指纹图，并用排列置换测试对

结果进行检验。结果 物种内，布洛卡区(Broca′s area，Broca44)、主要躯体感觉皮层(primary sensory area，S1)、海马体

(hippocampus，Hippoc)在猕猴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36、0.780、0.977，在人类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81、0.726、

0.607；物种间，Broca44脑区、S1脑区、Hippoc脑区的余弦相似度计算结果分别为0.979、0.994、0.995。结论 基于个体水

平追踪白质纤维束，并以此构建连通性指纹图进行人类和猕猴的跨物种研究具有有效性，这一成果为构建人类和猕猴跨物种比

较框架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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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t present, the most important cross-species research method is to construct a homologous brain area control map based
on the existing homologous sites.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the cerebral cortex will expand irregularly, which affects
the existing homologous sites on the individual. Based on this, a method of tracing white matter fiber bundles as a reference fram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as proposed to construct the connectivity fingerprints of human and macaque brain region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10 human subjects and 10 rhesus monkey subjects were selected from open brain imaging data set. White matter fiber tracts were
extracted from preprocessed data at individual level, the connection strength between brain regions and white matter fiber tracts was
calculated, and the connectivity finger pattern was constructed. The kronbach α coefficient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in species. The cosine-similarit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nnectivity patterns of homologous brain regions of two
species, and the results were verified by permutation test. Results: Within species, Broca's area (Broca44), Primary sensory area (S1),
and Hippocampus (Hippoc)'s consistency coefficients were 0.636, 0.780, 0.977 in macaques, and in humans, the consistency coefficients
were 0.781, 0.726, and 0.607. Among species, the cosine similarity calculation results of Broca44 area, S1 area, and Hippoc area were
0.979, 0.994, and 0.995. Conclusions: Tracing white matter fiber tract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constructing connectivity fingerprints
for cross-species research between humans and macaques is effective, and this result support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ross-species
comparison framework between humans and macaques.
Key words cross-species research;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probabilistic tractography; connectivity relationship; similarity analysis

猕猴是研究人类的天然过渡模型，在中国具有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随着体细胞克隆猴和转基因

猕猴模型的相继突破[1]，猕猴作为焦点模式实验动物

的地位进一步强化，针对人类和猕猴跨物种研究也

愈发重要。通过猕猴来探索人脑的工作机制和病理

机制是人脑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2]，因此人脑和猴脑

的比较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近些年来，

人类和猕猴脑影像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公开，为两者

的直接比较提供了支持[3]。跨物种比较神经影像学

新技术和方法的研究也愈发重要，并逐渐成为国际

前沿基础研究的热点问题。

跨物种研究与单物种个体或组间的比较不同，

必须有先验同源信息的约束和支撑[4]。目前，最主要

的跨物种比较方法是使用已有同源脑区作为参照

系，如：华盛顿大学医学院van Essen实验室总结利

用 55对大脑皮层同源脑区用于表面配准[5]，牛津大

学纳菲尔德脑功能磁共振成像中心预定义出23对同

源脑区来比较人类和猕猴前额叶皮层位点的功能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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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模式[6]。这种方法比较依赖于已有同源脑区的信息，

在同源脑区信息缺失的情况下，会有一定的局限性[7]。

2018年，Mars等[8]提出了一个基于白质纤维束比较灵

长类动物大脑之间异同的方法，并将其用于跨物种研

究。2020年，Warrington等[9]将人类与猕猴共有的一

组白质纤维束绘制为白质纤维束图谱，为后续的跨物

种研究奠定了基础。2020年，Bryant等[10]通过扩散加

权扫描图像构建了大猩猩的第一个白质纤维束图谱,

为识别人类和其他灵长类物种之间的神经解剖学差异

和相似性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已有研究表明，在高等

灵长类动物中，白质组织在不同的物种中呈现较高的

共性[11]。目前已经在人类、黑猩猩和猕猴中识别到一

些共同存在的白质纤维束[12]，他们的连接主干比较相

似，且这些共性能够用于跨物种比较研究。

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白质纤维束图谱进行

人类和猕猴脑区的连通性分析的方法。首先通过概

率纤维束追踪技术，在个体水平上分别追踪到人类

和猕猴的32条白质纤维束。其次，分别构建人类的

246个脑区和猕猴的197个脑区与32条白质纤维束

的连通性矩阵。最后，基于克伦巴赫α系数验证物种

内个体间的一致性，基于余弦相似度衡量已知同源

脑区在物种间的连通一致性，并通过应用该方法筛

选出同源脑区。结果表明，本文方法在物种内分析

和跨物种分析时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且能够在人类

与猕猴的跨物种研究中筛选出同源脑区。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集

人脑数据来自人类连接项目提供的最低限度

预处理的数据。10 个人类被试的弥散张量成像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数据和结构磁共

振成像(struc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MRI)数据来自于 2016 年人脑连接组项目 (Human

Connectome Project，HCP)数据中心发布的WU-Minn

受试者数据集[13]，这批数据集通过德国西门子Skyra

扫描仪进行扫描得到的，该扫描仪使用标准32通道

西门子接收头线圈和特殊梯度体传输线圈进行数据

采集。整个实验遵照赫尔辛基宣言。具体采集参数

如下：T1W：TE=2.14 ms, TR=2400 ms，TI=1000 ms，

翻转角度=7°，体素分辨率为 0.7×0.7×0.7 mm3；

DTI:TE=89.5 ms，TR=5520 ms,弥散加权b值分别为

1000、2000、3000 s/mm2。

猕猴公共数据集来自最近建立的PRIME-DE数据

集。10个猕猴被试的DTI据和sMRI数据来自于加利

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数据集[14]，这批猕猴数据是

使用西门子Skyra 3.0 T的 4通道翻转线圈扫描收

集得到的。整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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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采集参数如下。T1W：TE=

3.65 ms，TR=2500 ms，TI=1100 ms，翻转角度=7°，体

素分辨率为0.3×0.3×0.3 mm3；DTI：TE=115 ms，TR=

6400 ms，切片间隙为1.4 mm，弥散加权b值分别为

1600、800 s/mm2。

1.2 数据预处理

分别采用HCP最小预处理管道方法和FMRIB工

具对人类和猕猴DTI数据预处理[15]，如图1A所示。具

体步骤包括：头动涡流校正、梯度方向校正、获取大

脑的掩膜文件。但是在获取大脑掩膜文件的过程

中，猕猴的DTI数据辨识度较低，导致使用FMRIB无

法得到很好的效果。因此，本文首先使用BET工具对

猕猴的结构性数据进行脑组织提取，并手动进行掩

膜文件校正；其次将猕猴结构像掩膜文件线性配准

到DTI数据上，获得猕猴DTI数据的掩膜文件；最后，

对扩散加权图像进行处理，拟合扩散张量并估计平

均扩散系数和分数各向异性，并使用限于三个纤维

方向的交叉纤维模型对扩散方向进行体素模型

拟合。

1.3 图像配准

白质纤维束的提取以及连通性矩阵的构建均需

要选取感兴趣区域，感兴趣区域的选取涉及到个体

的标准化，配准精度直接影响到了个体白质纤维束

提取的精准度及连通性矩阵的可靠性。为了取得最

佳的配准效果，本文采用两步配准法进行图像配

准[16]，如图1B所示，具体步骤如下：(1)使用线性配准

法将个体b0像仿射配准至个体T1结构像，保存配准

过程中生成的变形文件和变形矩阵，并将变形矩阵

进行转置，得到个体T1结构像到个体b0像的变换矩

阵；(2)使用线性配准法将个体T1结构像配准到标准

空间上，参照变形矩阵，使用非线性配准方法将个体

T1结构像配准到标准影像空间，得到变形场文件，同

时逆转变形场文件得到标准影像空间到个体T1结构

像的变形场文件；(3)将从标准影像空间到个体T1结

构像的变形场文件与个体T1结构像到个体b0像的

变换矩阵联合起来，得到从个体标准空间到个体

b0像的变形场文件；(4)通过个体标准空间到个体

b0像的变形场文件，将脑图谱配准到个体弥散空间

上，得到基于个体弥散空间的脑图谱。

1.4 参照系选择

为了能够更可靠地研究白质纤维束的个体差异

性，通常使用概率纤维束追踪预先定义好的基于个

体水平上的感兴趣区域，这些感兴趣区域反映了先

前的解剖学知识，且能够用于指导和限制概追曲线

的传播，减少假阳性的机会。本实验使用人类和猕

猴共有的主要白质纤维束的感兴趣区域,其中，人类

的掩膜文件是在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标准空间

绘制的，猕猴的掩膜文件是在F99标准空间绘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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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C所示，本文首先将 32条白质纤维束的

Seed Mask、Target Mask、Exclude Mask等感兴趣区

域配准到个体上，然后进行概率纤维束追踪[17]，获得

基于个体水平的白质纤维束，其中人类和猕猴的纤

维流线分别设置为5000次和50000次。为确保这些

连接的可靠性，使用P＞0.04%的经验值来阈值化得

到的追踪结果[18]，以去除其中的假阳性连接，得到

32条白质纤维束的掩膜文件，以此作为两个物种的

公共参照系。

1.5 结构连通性矩阵

人类使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人类脑网

络组图谱，猕猴使用D99图谱[19]。具体步骤如图1D所

示。首先分别将人类的脑网络组图谱和猕猴的

D99图谱线性配准到个体上，得到基于个体的脑区分

布；其次，逐个计算每条纤维束同每个脑区之间的连

通关系，具体操作步骤为：(1)从参照系到脑区进行概

率纤维束追踪，其中人类纤维流线设置为5000次，猕

猴纤维流线设置为50000次，使用matrix2模式分别

得到人类和猕猴的主要白质纤维束同脑区的体素级

连通性矩阵；(2)对体素级连通性矩阵进行降维操作，

即将体素级连通性矩阵按行与按列取平均，将得到

的值作为纤维束到脑区的连通值；(3)将人和猕猴的

纤维束到脑区的连通强度值拼接起来，得到人类和

猕猴246×32和197×32的连通性矩阵。

1.6 属性分析

为了证明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具有较高的可靠

性，随机选取了Broca44区、S1区、Hippoc区三个脑

区进行种内分析与种间分析，早期跨物种研究已经

证明，这三个脑区在人类和猕猴之间具有同源关系。

本文主要从物种内和物种间两个角度来分析，通过

验证连通性矩阵的个体一致性，以及三个脑区在同

物种的内部一致性，证明计算方法在物种内的可靠

性；物种间主要是验证三个脑区的同源性，证明计算

方法进行跨物种分析时的有效性。

1.6.1 物种内分析

为了验证全脑连通性矩阵在物种内的不同个体

间是否具有一致性，将不同个体的连通性矩阵互相

相减，统计相减之后连通强度差值在0.2之内的采

用克伦巴赫α系数来进行验证不同个体在同一脑区

的连通关系是否具有一致性，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所示：

a = k
k - 1 (1 -

∑
i = 1

k

σ2
i

σ2
X

) (1)

其中，k表示待比较的个体的数量，σi表示第i个

指纹图中的内部方差，σx表示全部指纹图的方差。

克伦巴赫 α系数范围为0到1之间，越接近1表示一

致性越高。一般探索性研究，克伦巴赫 α系数在

0.6以上，基准研究在0.8以上，通常情况下克伦巴赫

α系数在0.6以上，被认为可信度较高。

1.6.2 物种间分析

本文选取余弦相似度作为衡量指标。通过计算

人类和猕猴的某个脑区同白质纤维束的连通关系，

并计算它们的余弦相似度，比较两个物种的某个脑

区是否存在结构连通关系相似的情况，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所示：

Cos ineSimility = ∑
i = 1

n

pi × qi

∑
i = 1

n

p2i × ∑
i = 1

n

q2i

(2)

图1 技术路线。

Fig. 1 Technical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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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q表示两个待比较的指纹图；n是指纹图

中目标区域的个数，pi、qi分别表示p、q两个待比较的

连通指纹图中第i个目标区域的连接值。余弦相似

度范围为-1到1。-1意味着两个向量指向的方向正

好截然相反，1表示它们的指向是完全相同的，0通常

表示它们之间是独立的，而在这之间的值则表示中

间的相似性或相异性。余弦相似度值越接近1，表明

两个脑区的连通性越相似，即两个脑区同源的可能

性越大；余弦相似度值越接近0，表明两个脑区相独

立，同源的可能性较小；余弦相似度值接近-1，表明

两个脑区负相关。

1.7 统计分析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被试数量较少，并不能完全

反映物种整体水平在脑区连接结构方面的一些差

异。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采用Python

以及Numpy库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算人类和猕猴的组平均指纹图之

间的余弦相似度值作为实际观测值，

组合两组指纹图然后随机分成10和

10两组，并计算新的两个组的组平

均值指纹图及它们之间的余弦相似

度值，重复上述的分组及计算操作

10 000次，使用得到的余弦相似度值

构建置换检验分布，检验标准值定义

为5%显著水平。

2 结果

基于白质纤维束的人和猕猴的脑区连通性计算

方法，得到每个个体的全脑脑区与32条白质纤维束

之间的连通性矩阵。将物种内的个体连通性矩阵互

相相减，并统计连通强度差值在0.2之内的比例，结

果显示，在人类的所有个体中，连通强度值在-0.2～

0.2之间的占比达到了95%左右；在猕猴的所有个体

中，连通强度值在-0.2～0.2之间的占比达到在85%

左右。如图2所示。

猕猴与人类所有个体Broca44区的连通指纹图

如图3A所示，猕猴与人类所有个体S1区的连通指纹

图如图3B所示，猕猴与人类所有个体Hippoc区的连

图3 种内个体间连通性比较。3A: Broca44区；3B: S1区；3C: Hippoc区。 图4 跨物种脑区验证结果。4A：Broca脑区；4B：S1脑区；4C：Hippoc脑区。

Fig. 3 Comparison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in species. 3A: Broca44; 3B: S1; 3C: Hippoc. Fig. 4 Cross-species brain region verification results.
4A: Broca; 4B: S1; 4C: Hippoc.

图2 个体间连通性矩阵比较。2A：猕猴；2B：人类。

Fig. 2 Comparison of connectivity matrices between individuals. 2A: Macaque; 2B: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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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指纹图如图3C所示。其中，横坐标为白质纤维束，

纵坐标为连通强度。

分别计算了Broca44区、S1区、Hippoc区在两个

物种中的克伦巴赫α系数，结果如表1所示。

图4A表示猕猴和人类在Broca44区的连通指纹

图和连通趋势图，图4B表示猕猴和人类在S1区的连

通指纹图和连通趋势图，图 4C表示猕猴和人类在

Hippoc区的连通指纹图和连通趋势图。其中，横坐

标为白质纤维束，纵坐标为连通强度。

人类和猕猴在Broca44区、S1区、Hippoc区置换

检验的置信区间如表2所示，置换检验的结果图如图

5所示。其中，置换检验结果蓝色代表观测值，红色

代表阈值，灰色代表测试的数据。

分别将猕猴的Broca44区与人类的6个脑区进

行余弦相似度的计算，其中选取的人类6个脑区分别

为 A8vl、A6vl、A45c、A44v、clinG、A2、IPFtha。结果

如图6所示。其中，横坐标为脑区，纵坐标为余弦相

似度值。

3 讨论

通过分析弥散磁共振成像数据，本文提出了基

于白质纤维束图谱构建连通性关系的跨物种比较方

法。发现通过这种方式构建的连通性关系，能够反

映在同物种内不同个体间的结构特征基本一致的特

性；且能够验证在不同物种间已知同源脑区的结构

连通关系具有较高相似度的特性，为跨物种研究方

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3.1 种内连通性分析

现有研究指出，同物种内大脑的大规模结构连

接基本一致[20]，全脑连通性矩阵能够反映大脑的大规

模结构连接。本文对人类和猕猴全脑的连通性矩阵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同一物种内连通性矩阵比较相

似。因此，从全脑的连通性关系分析，本文所提出的

计算方法，可以验证同物种内的个体间大规模结构

连接基本一致的特性。除此之外，本文对单个脑区

在物种内个体间的一致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

同一物种内，三个脑区在猕猴和人类的个体间连通

指纹图相似，且三个脑区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也较高，

证明使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能够反映物种内个体

间的连通关系具有较高一致性。

3.2 种间连通性分析

连通指纹图可以有效地表示脑区的连通关系，

被广泛地应用于跨物种比较中[21]。在构建连通指纹

图中，传统的跨物种比较方法需要选择感兴趣区域

周边的同源脑区作为先验信息。Mars等[22]发现人类

和猕猴拥有一些共同存在的白质纤维束，且能够作

为跨物种比较的框架。参考早期跨物种研究，

2021年夏潇鸾等基于连通性蓝图方法发现Broca44区

在结构连接方面具有较高的跨物种一致性[23-24]，

2020年徐婷等利用基于函数的跨物种对齐方法，发

现S1区、Hippoc区等具有较高的跨物种同源性[25]。

本文分析了这些脑区在人类和猕猴的结构连接模

式，结果发现，三个已知同源脑区的连接指纹图和连

接趋势图具有较高相似性，余弦相似度值均较高

(Broca44区表2中0.979、S1区：表2中0.994、Hippoc

区：表2中0.995)，并在置换检验分布中，余弦相似度

(观测值)均落入置信区间内，说明三个脑区的同源性

分析可信。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在跨物种比较

中，能够反映同源脑区结构连接模式相似的特性。

本文在人脑中选取6个感兴趣区域，搜索与猕猴

Broca44区具有相似结构连接模式的区域。6个ROI

在人脑中的分布较为分散，其中，A8vl、A6vl、A45c、

A44v区位于额叶区域，clinG区位于中腹枕叶皮层区

域，A2区位于中央后回区域，IPFtha区位于丘脑区

域。结果发现，人类的A44v区和猕猴的Broca44区

具有很高的相似性，而其他脑区与猕猴Broca44区的

图5 置换检验结果。 图6 方法区分度验证。

Fig. 5 Results of permutation test. Fig. 6 Model discrimination verification.

表1 种内一致性分析

Tab. 1 Intraspecies consistency analysis
种内一致性分析

Broca44区

S1区

Hippoc区

人类

0.781

0.726

0.607

猕猴

0.636

0.780

0.977

表2 同源脑区置换检验的结果

Tab. 2 Results of Broca44 brain area replacement test

脑区

余弦相似度

(观测值)

组平均余弦相

似度置信区间

(95%置信度)

Broca44脑区

0.979

［0.971，0.981］

S1脑区

0.994

［0.983，0.996］

Hippoc脑区

0.995

［0.983，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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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性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之前的研究

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的计算方法对于同源脑区和非

同源脑区具有较好的区分性，能够对人类和猕猴的

同源脑区起到筛选的作用。

3.3 研究意义

基于影像特征研究人脑与猴脑的跨物种比较方

法，能为大脑组织方式提供有别于单物种研究的独

特解读，能为未来人脑上发现和假设的验证提供支

持，是当今信息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

共同前沿。传统的跨物种比较方法依赖于已有同源

脑区等先验信息，存在同源位点信息不足的情况，而

白质纤维束在人类和猕猴中普遍存在且有较高的共

性。据此，本文提出了以白质纤维束作为参照系的

方法。实验从种内分析和种间分析两个角度对方法

进行了验证，又通过对Broca44区对方法进行了应

用。结果发现，在跨物种研究中，该方法具有较好的

适用性，且能够用于同源脑区的筛选。为跨物种研

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3.4 局限性和不足

本文所提出的方法仅能反映出人脑和猕猴大脑

的结构连接关系，对功能方面的表征不强，体现不明

确。且对同源脑区的筛选不够精细，后续的研究可

以结合功能连接进行研究，对结构连接初筛的同源

脑区进行进一步分析。

综上所述，本文所提出的基于白质纤维束图谱

进行人类和猕猴脑区连通性分析的方法，能够应用

于人类与猕猴的跨物种比较，且能够用于同源脑区

的筛选。

作者利益冲突声明：全部作者均声明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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