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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带沟与副扣带沟的非对称性研究

隋东莉‘，王震寰1，李成1，陈刘成1，沈龙山2

[摘要]目的：观察副扣带沟在国人人群中的出现率及侧别差异、扣带沟走行的连续性及各类型出现的概率。方法：在微型计

算机上eFilml．5工作站中，选取30例头颅连续MRI矢状断层两侧旁正中矢状面．观察副扣带沟的出现率；扣带沟走行的连续

性及各类型出现的概率。结果：左侧大脑半球副扣带沟的出现率为56．67％，右侧为26．67％；左侧扣带沟连续不分段的出现

率为63．33％，右侧为50％；左侧出现副扣带沟时，同侧连续型扣带沟出现率为88．24％，右侧出现副扣带沟时．同侧连续型扣

带沟出现率为71．43％。结论：副扣带沟的出现呈现明显的左偏趋势；副扣带沟的出现显著影响r扣带沟走行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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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nunetry of cingulate sulcus and paracingulate sulcus

SUI Dong—lil，WANG Zhen-huan‘，LI Chen91，CHEN Liu—chen91，SHEN Long—shah2

(1．Institute of Clinical Anatomy，成，咖ⅡMedical College，Ben#u Anhui 233030；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The Second够f砌副Hospital of&，增恤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presence of the paraeingulate sulcus(PCS)and the continuity of the eingulate SU|CU$(cs)．

Methods：Thirty healthy aduh brain sagittal．sectional MRI data were imported into elilm workstation in the form of Dicom 3．0，and the

lateral median sa—ttal planes of every two hemispheres were selected．The presence of the PCS and the continuity of the CS were

observed．Results：The presence of the PCS：the left hemisphere W88 56．67％，the fight was 26．67％．The presence of continuous

cingulate$UiCUS：the left was 63．33％when no PCS，and 88．24％when there was PCS；The^sht was 50％when no PCS，and 71．43％

when there Was PCS．Conclusions：The results reveal a striking hemispheric asymmetry in the presence of paracingulate$UIcus and

considerable variability in the abov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Key words]brain；cingulate suleus；paraeingulate SUlCUS；cerebral cortex；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asymmetry

扣带沟(cingulate sulcus，CS)为大脑半球内侧

面一条主要脑沟，在部分人群中，其前部的背侧有一

条走行与之平行的脑沟，称副扣带沟(paracingulate

8UIcus，PCS)。脑沟是脑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由于

皮质的折叠而形成的，一些学者曾强调这些折叠发

生在两种细胞构筑有差异的皮质区域的边界。1 J，脑

沟成为了脑功能分区的天然标志。本文拟采用MRI

活体解剖学方法，探讨扣带沟和副扣带沟的形态学

表现及规律，以期为扣带区域形态与功能关联性的活

体研究、脑的发育规律及临床应用提供解剖学依据。

l材料与方法

1．1材料30名成年志愿者(均知情同意)，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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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女15名。I临床门诊体检及MRI颅脑检查无神

经、精神病史及家族史。以AC—PC线为扫描基线，

选择自旋回波T1加权序列，TR 400 ms，TE 15 ms，

层厚7 mm。获取30名矢状断层Tl加权图像，

Dicom 3．0格式保存。

1．2方法

1．2．1头颅MRI数据的读取30名头颅连续MRI

断层扫描数据，在微型计算机上以Dicom 3．0格式

导入eFilm 1．5软件工作站。根据Murat等旧。报道

的方法，选取每例矢状面序列的旁正中矢状面，观察

副扣带沟的出现率、扣带沟的分段。

1．2．2扣带沟分段、分支以及副扣带沟的判断依据

在旁正中矢状面上，在扣带沟的行径中若出现超

过10 mm的中断，便定义扣带沟是分段的，否则便

是连续的⋯；如果在扣带沟的背侧出现一条总长度

超过20 mm，且与之平行的脑沟∞J，或者在扣带沟背

侧的副扣带区域出现几个垂直方向的沟段，但并未

表现出其与扣带沟的连续性H J，则定义存在副扣带

沟(见图1)。

2结果

2．1 副扣带沟的出现率 (1)两侧半球均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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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1 扣带淘与刨{1l带淘的彤，基(J’J包文线为寸u带i勾，虚线

力副扣带沟；1．1 cm为efilm测得的扣带沟巾断部分的长度)

副扣带沟者11名，概率为36．67％；仅左侧出现者

11名，概率为36．67％；仅右侧出现者2名，概率为

6．67％；两侧均出现者6名，概率为20％。(2)左侧

副扣带沟在30名样本中出现17名，概率为

56．67％，右侧副扣带沟出现者8例，概率为

26．67％。(3)副扣带沟在60个大脑半球中出现25

个，概率为41．67％。

2．2扣带沟的分段类型 我们在统计扣带沟分段

总的出现率之后，又将其按副扣带沟的出现与否进

行分别统计，以便更加直观、详细的分析其分段类型

的侧别差异和个体间差异。

左侧30个大脑半球中一段型出现19名，概率

为63．33％，二段型8名，概率为26．67％，三段型3

名，概率为10％；右侧：一段型出现15名，概率为

50％，二段型15名，概率为50％。

60个大脑半球中扣带沟连续不分段出现的总

数为34名，概率为56．67％，分二段的总数为23

名，概率为38．33％，分三段的总数为3名，概率为

5％。按副扣带沟的出现类型观察扣带沟走行的连

续性(见表1)。

表1 连续型扣带沟出现率与副扣带沟的关系

3讨论

本研究分别从副扣带沟的出现率、扣带沟走行

的连续性两方面进行了观测统计，发现反映扣带沟

形态的两项主要指标均存在很大的侧别差异和个体

间差异，这与Tomas等⋯报道相吻合。
3．1 副扣带沟的出现率及意义本结果显示，副扣

带沟在左半球的出现率明显高于在右半球的出现

率，亦即左半球较右半球副扣带沟有更好的发育，显

示出较明显的侧别差异性。这种半球非对称性结论

吻合了先前的大多数研究者¨。1的报道。副扣带沟

41．67％的出现率与国内的文献旧1报道相一致。

如前所述，本研究和以往大多数国外研究的结

果均表明左侧大脑半球副扣带沟具有更好的发育，

副扣带沟的出现反映出扣带区域皮质折叠的增加，

左侧副扣带沟的出现率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大脑左侧半球扣带区域的皮质折叠较右侧为多，这

与Murat等。2。报道的大脑沟裂呈现出左偏性研究结

论相吻合。以往有研究．51认为左副扣带沟的出现

率高这一特点与前扣带皮质在执行语言任务中的功

能有关。Fornito等一1报道PCS的出现与增加的扣

带旁皮质容积和减少的前扣带皮质容积有关，并且

在同侧大脑半球上很明显。活体影像研究表明心理

障碍的成年人前扣带皮质有解剖和功能方面的异

常伸J，在对高危精神病患者和健康对照组的研究中

发现，高危组较少出现副扣带沟，其折叠类型也未呈

现出左偏趋势L9J。因此，可以认为，副扣带沟的出

现影响了扣带区域皮质的面积和表面积，并与精神

病患者的病理生理密切相关。有关国人扣带沟、副

扣带沟形态与扣带皮质的表面积、体积及细胞构筑

和纤维联系特点的关联性，以及上述形态与该区域

皮质功能的相关性还有待于多学科联合的更深入的

研究。

3．2扣带沟连续性与副扣带沟的关系及侧别性差

异本研究结果为60侧大脑半球中扣带沟走行连

续不中断的概率为56．67％，与Ono等H’的研究结

果相仿，但是与Tomas等⋯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

差异，原因可能是没有将扣带沟前方的中断统计在

内有关，因为胼胝体膝前方扣带区域沟的形态具有

模糊性，人种胚胎发育的不同也可能成为结果存在

差异的原因。本结果与文献一。报道的国人脑标本

观测结果也有一定的差异，原因可能与活体磁共振

图像研究和标本研究存在差异有关。结果还显示扣

带沟走行的连续性存在较明显的侧别非对称性，左

侧连续扣带沟63．33％的出现率高于50％的右侧。

对扣带沟走行连续性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左侧

大脑半球出现副扣带沟时，同侧扣带沟在走行过程

中连续不分段的出现率达88．24％，而右侧为

71．43％。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侧大脑半球出现副

扣带沟，则『一J侧连续性扣带沟的出现率较未出现副

扣带沟的为高，即副扣带沟的出现增加了同侧扣带

沟走行的连续性。

Murat等一。认为对前扣带皮质的形态，尤其是

沟、回类型及其差异的描述对理解前扣带区域的结

构与功能的联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期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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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将有助于弥补国内研究的空白，并为研究国人

大脑半球的非对称性、发生发育规律及生理与形态

结构的关系等提供初步的活体解剖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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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大脑顶枕沟横断层MRI解剖学研究

陈刘成1，王震寰1。李成1。隋东莉1。沈龙山2

[摘要]目的：探讨大脑顶枕沟在MR横断层图像上的形态学规律。方珐：30名正常成人志愿者头颅连续MRI扫描数据，在

eFilm2．1工作站中，采用连续追踪法和3D-Cursor技术对连续MRI横断层图像上顶枕沟进行识别，观测、统计其形态学特征。

结果：顶枕沟可出现在Z=一6—36 111111区段的MRI横断层图像上，“一”字形占总层数的87．3％；“U”和“Y”形，占12．7％，随

着层面的下移而沟前移。结论：本文结果可帮助顶枕沟的快速识别和楔叶、楔前叶的准确定位。

[关键词]脑；顶枕沟；断层影像解剖；磁共振成像；解剖学，横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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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sectional anatomy of parietooccipital sulcus based on MlU

CHEN Liu-ehen91，WANG Zhen·huanl，LI Chen91，SUI Dong-lil，SHEN Long—shah2

(1．Institute ofClinical Anatom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

2．Department ofRadiolog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神Ⅱ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cerebral parietocceipital$ulcus on series axial MR imaging of

brain．Methods：On MRI of 30 normal volunteers’brain．parietooceipital sulcus was observed by tlle method of continuous tracking and

three dimensional c岫of on eFilm 2．1 workstation．The parietooceipital SalCUS was identified and observated．and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Wgg analyzed on series sections．Results：The parietooeeipital sulcus showed shaped一”一”。”U”and”Y”on cr0旧s—

sectional MR imaging(Z=一6—36mm)．The sulcus appeared”一”一sllaped most commonly(87．3％)on 622 sections，and the others

appeared U—shaped and Y-8llaped(12．7％)．Conclusions：The parietooccipital sulcH$is identified accurately，and the cuneus and

precuneus call be localized easily depend OU the results．

[Key words]brain；parietooceipital sulcus；secfional imaging anatomy；nuclear maganetie resonance imaging；anatomy，cross—se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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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脑科学和神经外科发展，要求对大脑皮质

较高精确度的定位¨q J。顶枕沟是大脑皮层重要的

脑沟之一，准确识别顶枕沟是精确定位邻近皮质区

的基础，对该区域病变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采用MRI活体解剖学的方法，探讨顶枕沟在

横断层MRI上形态学表现及规律，以期为脑形态与

功能关联性的活体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解剖学

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