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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叶及其深部结构非对称性的 MRI研究 

宋永瑞 ，王震寰 ，季公俊 ，隋东莉 ，李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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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左 、右侧大脑半球岛叶及其深部结构的非对称性。方法：在微型计算机上使用 e—film工作站，选取 30名正常 

人头颅横断面 MRI图像的岛叶层面，将图像导入 Adobe Photoshop 10．0软件中进行测量 ，得出岛叶区域左、右两侧 95％可信区 

间典型层面距正中矢状面距离，经统计学分析得出各层两侧距离差异。结果：岛叶中央沟、前环岛沟、下环岛沟各层面距正中 

矢状面距离均数以左侧大于右侧为主，占88％；其中岛叶中央沟区段(Z=一3～15 mnl层面)、前环岛沟近脑底部层面(Z= 

0～一9 mnl层面)、下环岛沟中下部区段(Z～ 9 9mm层面)距离左侧大于右侧，距离均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P<0．01)；其余各典型层面两侧距离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岛叶及其深部结构区总体形态上，在岛叶中央沟 

区、前环岛沟近脑底部层面、下环岛沟中下部层面区域呈现出明显左侧大于右侧的趋势，此区域各结构的功能是否存在非对 

称性，及结构非对称性是否与大腑半球其他局部区域的结构与功能非对称性相关 ，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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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mmetry of the insula and its deep structures：an M RI study 

SONG Yong—rui ，WANG Zhen—huan ，JI Gong-jun 一，SUI Dong—li 一，LI Cheng ' 

(1．Institute of Clinic Anatomy，Department of Human Anatomy， 

2．Anhui Key Laboratory of Tissue Trar~splantation，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 

3．Department ofRadi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tructural asymmetry of the insula and its deep structure between the left and fight 

hemispheres．Methods：Using e—film workstation based on computer，cross—section MRI scan images of the brain among thirty cases of 

healthy population were chosen，images which involve the insula were impoted into photoshop 10．0 software to measure，originating the 

data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area of insula and the midsagittal plane，then w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of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ypical sections distance variations between both sides under analysis of SPSS 13．0 statistieal software．Results：On each typical 

sections，the mean of distances from the midsagittal plaue to central insular sulcus，central insular sulcus，anterior periinsular SUIcus and 

inferior periinsular sulcus is dominant in 88 percent of sections in the left side．Significant left asymmetry were indentified in the central 

insular sulcus in which Z value from 一3 to 1 5 nlm sections，anterior periinsular snlcus in which Z value from 0 to 一9 mm sections and 

inferior periinsular SUIcus in which Z value from 一9 to 9 mill sectionsf P<0．05一P<0．01)．The varia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remain sections of sulcus(P>0．05)．Conclusions：The left insula and the area of deep structure was structural asymmetry in general 

pattern．Whether there is founctional asymmetry in the regional structures，and whether structural asymmetry is correlated to other 

regional structural and founetional asymmetry，depending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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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861年，Broca等就进行人类大脑的结构 

与功能非对称关系的研究，得出一主要的功能非对 

称结果，即大多数人言语的形成优先与左侧半球相 

关。自那时起，以脑损伤者为对象的研究和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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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影像研究，得出语言、运动、空间任务等功能的 

半球侧化 。近年来，大量的MRI结构研究已经证 

明半球间解剖结构的差异性；这些非对称的研究大 

多数集中对颞平面的研究上，因为它与利手和语言 

侧化功能相关 。岛叶位于外侧裂基底部，被眶 

额、额顶、颞叶岛盖覆盖，是介于新旧皮质之间的中 

间皮质，其深部紧邻基底核、内外囊等重要结构 J。 

本文采用 MRI活体图像，初步探讨位于端脑基底部 

的岛叶及其深部结构区域的左、右侧半球非对称关 

系，有利于对此区域功能进一步认识，对发生发育 

学、神经解剖学和人类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30名成年志愿者，均为右利手，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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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女 13名；年龄18～65岁。临床门诊体检及 MRI 

颅脑检查无神经、精神病史及家族史，以前、后连合 

(AC—PC)线为扫描基线，选择 自旋回波 Tl加权序 

列，TR 400 IllS，TE 15 IllS，层 厚 2．5 mm，层 距 

0．5 mm，得到横断层 T1加权图像；经正中矢状面， 

层厚6．5 mm，层距 0．5 mm，得到矢状面 T1加权图 

像，均以Dicom 3．0格式保存。 

1．2 方 法 

1．2．1 头颅 MRI数据的测量及分析 在 e—fihn工 

作站中将 Dicom 3．0格式的图像导入，结合横断面 

及矢状面图像，利用其 3D—Cusor(三维定标)法定位 

岛叶中央沟、前后环岛沟(见图1) ；将横断层图像 

导出转换为 JPG格式，利用 Adobe Photoshop 10．0 

软件对图像进行图像配准，建立笛卡尔三维坐标系， 

以AC—PC平面为基准层面，定义 Z值为0 IIllll，其上 

部层面z值为正值，反之为负值；选取岛叶中央沟、 

前下环岛沟出现的层面，测量岛叶巾央沟最深点， 

前、后环岛沟至正中矢状面的距离(见图2)。 

1：前环 岛沟 ；2：岛叶中央沟 ；3：下环岛沟；横断而 』 白色箭头(A1所指示的 

位置 ，与矢状 面 ‘r”字(B)代表的解剖部位柑 蚓 

图 1 3D—Cusor法定位识别岛叶腑沟 

AB：前 环 岛 阎 全 【E中 灭 状 回 距 离 ；CI)：F虾 岛 淘 至 

正中矢状面距离 ；EF：岛中央沟至IE中矢状面足} 离 

图 2 笛卡尔三维坐标 系中测量各岛沟距正中欠状面距离 

1．2．2 选取岛沟的依据 岛叶中央沟在每侧脑半 

球内恒定出现，岛叶中短回和后长回变异性较大，因 

此岛短沟及岛后中央沟不恒定出现 ；前下环岛沟 

界定岛叶边界，为脑功能分界的天然标志，界定了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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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与前、下方额叶和颞叶岛盖，可以作为岛叶区域有 

代表性的脑沟；因此选取上述 3条脑沟进行初步 

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t检验。 

2 结果 

30名成年志愿者岛叶中央沟、前环岛沟、下环 

岛沟各层面距正中矢状面距离均数以左侧大于右侧 

为主，占88％；其中岛叶中央沟区段(Z=一3～15 

mill层面)、前环岛沟近脑底部层面(Z=0～一9 mm 

层面)、下环岛沟中下部区段(Z=一9～9 mm层面) 

距离左侧均明显大于右侧(P<0．05～P<0．01)，即 

认为两侧距离正中矢状面的距离呈非对称关系。前 

环岛沟上部层面(Z=3～12 mm层面)以及下环岛 

沟 Z值为 12 HInil、15／I1111层面两侧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还不能认为两侧差异不相同，即两侧 

距离正中矢状面距离呈对称关系(见表 l～3)。 

表 1 左、右侧岛叶中央沟各典型层面距离正中矢状面距 

离比较 ( ±5：mm) 

表2 左、右侧前环岛沟各典型层面距正中矢状面距离比 

较 ( ±s；film) 

3 讨论 

人类大脑在结构与功能上是非对称的，这种侧 

化被认为源于进化、遗传、发育、经验与病理等因素 

的影响 。经常被引用的结构 一功能的关系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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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左、右侧下环岛沟各典型层面距正中矢状面距离比 

较 ( ±S；mm) 

侧颞平面的结构非对称性与语言功能的半球优 

势 。基于 MRI的三角部和颞平面的非对称性可 

预测言语 一语言侧化 J。左、右侧颞平面结构非对 

称性的发现与语言相关的大脑区域非对称性相一 

致，表明结构非对称的研究可能对脑功能侧化的神 

经解剖基础提供重要线索H 。 

岛叶皮质深埋于外侧裂、岛盖内，被认为有部分 

言语和语言功能，尽管它在语言功能中确切的角色 

依然未明；左侧岛叶梗死被报道出现言语损伤；对传 

导性失语局部损伤的研究中，已经显示出岛叶皮质 

及其下白质纤维的损伤和症状之间可能的联系。同 

样，在诵读困难者中，也报道 出现双侧岛叶皮质 

容积减少。岛叶经过内囊和外囊联系颞极、初级听 

觉和与听觉关联的皮质、颞上回、颞叶岛盖、顶叶前 

下部皮质、顶叶岛盖和初级躯体感觉皮质。额下回 

和外侧前运动区域同样接受来自岛叶皮质的投射纤 

维。因此，可以合理地理解岛叶皮质下最外囊和 

(或)外囊在大小、微结构或与功能侧化相一致的髓 

鞘形成方面发展了非对称性 。 

本研究结果显示，左 、右侧岛叶中央沟各典型层 

面距离正中矢状面距离均数差异明显，表明岛中央 

沟深部结构在此区域内存在左侧大于右侧的结构非 

对称性。同时 Cao等 对位于壳核外侧与岛叶皮 

质问感兴趣区进行基于弥散张量成像的研究，呈现 

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左侧大于右侧 的非对称性； 

Rodrigo等 进一步的研究岛叶皮质下的弓状束、钩 

束和经过此区域的额枕下束，得出此区域有意义的 

左侧优势，揭示出此区域神经纤维在微细结构上的 

侧化优势。而国内横断面解剖研究 发现，内囊后 

肢的面积左侧大于右侧；内囊后肢的基于DTI研究， 

发现存在右利手者左侧内囊后肢的髓鞘优势现象， 

在微观结构上左侧存在优势⋯ ；在岛叶基底部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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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核团中，尾状核 、豆状 核 、丘脑 内外侧核 、丘脑底 

核、丘脑前核的左、右侧体积大小，存在非对称现象， 

但是只有左侧丘脑前核的体积大于右侧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因此，由以上岛中央沟深部诸结构非 

对称性的研究可知，此区域层面的非对称性是内囊 

后肢 、外囊及最外囊等结构共同参与形成的结果，而 

此区的岛叶皮质及部分岛中央沟深部的内囊膝部是 

否参与贡献其非对称性，以及贡献程度如何，有待于 

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出以下趋势，前环岛沟深部 

结构越往下部层面，随着 z值变小，左侧距正中矢 

状面的距离越来越大于右侧，差异越来越明显，结构 

的非对称性越来越明显。已有研究  ̈表明，前环岛 

沟深部的两侧侧脑室前角、尾状核结构是对称的，皮 

质下的白质神经纤维在微细结构上出现左侧侧化优 

势 ]，由此可推测此沟深部的内囊前肢及岛叶皮质 

自上部向下层面，也会出现结构上的左侧优势，而关 

于它们分别对前环岛沟深部结构非对称的影响有待 

于进一步的探求。 

同样，本研究结果显示，在下环岛沟中下部区段 

层面距离均数左侧大于右侧差异显著。在下环岛沟 

深部的背侧丘脑及内囊后肢的非对称性 已由前叙 

述，因而我们推测下环岛沟上部两层面区段的岛叶 

皮质出现右侧化优势，中下部区段岛叶皮质的非对称 

性对整体深部结构非对称性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影像诊断学中，常涉及大脑左、右侧相关结构 

上的不对称性情况，我们需要了解各个典型层面上 

生理性的非对称 ，以及超过一定程度的病理性的不 

对称，本研究结果提供了岛叶及内部结构生理性的 

非对称性程度的参考值，为较为科学的诊断提供有 

意义的标准。此外，立体定向及功能神经外科及放 

射外科手术的开展，都与大脑内部各层面结构的是 

否对称存在紧密联系，本研究提供此部位较为有意 

义的参考资料。同时本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大脑 

基底部结构的发生发育规律及神经生理与形态结构 

的关系，以及在研究国人的大脑非对称性方面提供 

活体解剖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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