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13鄄11鄄05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资助项目

(2012SQRL097);安徽省高校省级科学研究资助项目

(KJ2012Z253)
[作者单位] 1. 蚌埠医学院 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安徽 蚌埠 233030;

2.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放射科,安徽 蚌埠 233004
[作者简介] 隋东莉(1981 - ),女,硕士,讲师.
[通信作者] 王震寰,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 E鄄mail:bbmcpwzh@

sina. com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15)01鄄0004鄄03 ·基础医学·

大脑扣带沟分支的影像解剖学研究及意义

隋东莉1,李摇 成1,陈刘成2,曹承亮1,王震寰1

[摘要]目的:观察扣带沟竖直分支的数目及出现概率,为研究扣带区域的发生发育规律以及功能结构关系提供解剖学依据。
方法:30 名正常成年志愿者行头颅连续 MRI 矢状断层扫描,层厚 7 mm。 在 eFilm 1. 5 工作站导入头颅旁正中矢状层 MRI 图
像,观察扣带沟竖直分支的数目及各分支测别的出现率。 结果:按副扣带沟的出现与否分别统计扣带沟的分支数目,一般分

为无分支、一支、二支和三支 4 种类型,每种类型具有侧别和个体差异。 结论:扣带沟分支的出现率存在明显的侧别差异,左侧

比右侧较少出现分支,表明右侧扣带区皮质的折叠程度高于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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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g anatomy of the branch of brain cingulate culcus and its significance
SUI Dong鄄li1,LI Cheng1,CHEN Liu鄄cheng2,CAO Cheng鄄liang1,WANG Zhen鄄huan1

(1. Department of Anatom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
2. Department of Radi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vertical branches and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in cingulate sulcus for providing the anatomical
basis in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ction and structure of cingulate sulcus. Methods:The brain
sagittal MRI(7 mm each layer) of 30 volunteers were obtained. The median sagittal MRI imaging of brain were transported into eFilm
1. 5,the vertical branches and appearance frequency of cingulate sulcus were observed. Results:The four types(including zero,one,two
and three vertical branches) in cingulate sulcus were found according to the paracingulate sulcus appearance. There were side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ach type. Conclusions:There is obviously side difference in the branch occurrence of cingulate sulcus.
Compared with right side,less branch in left side is found,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folding degree in fight cingulate sulcus cortex is high
than that in left side.
[Key words] cingulate sulcus;cerebral cortex;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symmetry

摇 摇 扣带沟为大脑半球内侧面一条主要的脑沟。 脑

沟是脑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由皮质折叠形成,而皮质

的折叠反映了大脑灰质的膨胀和延伸,一些学者[1]

曾强调这些折叠发生在 2 种细胞构筑有差异的皮质

区域的边界,于是我们可以将脑沟作为脑功能分区

的天然标志。最近有研究[2]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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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功能异常与相关精神疾病的发生有关。 了解正常

脑沟的出现规律有助于探讨相应脑区的生长发育规

律和相关疾病的早期诊断。 本实验对 30 名正常国

人大脑以联合间径(AC鄄PC 线)为扫描基线的 MRI
旁正中矢状面扣带沟的分支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观察

和研究,得出一些形态学规律,以期为研究扣带区域

的发生发育规律以及功能结构关系提供解剖学参考

依据。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30 名成年志愿者,男 15 名,女 15
名,年龄 20 ~ 72 岁。 临床门诊体检及 MRI 头颅检

查无神经、精神病史及家族史。 以 AC鄄PC 线为扫描

基线,选择自旋回波 T1 加权像序列,TR = 400 ms,
TE =15 ms,层厚 7 mm。 获取 30 名矢状断层 T1 磁

共振图像,Dicom 3. 0 的格式保存。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头颅 MRI 数据的读取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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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陈昱等[3] 报道的

方法,选取每名矢状面序列的旁正中矢状面,观察副

扣带沟的出现率、扣带沟的分支。
1. 2. 2摇 扣带沟分支的判断依据摇 在旁正中矢状面

上,在扣带沟的走行过程中若出现垂直于其走行方

向、长度超过 10 mm 的部分,并且与扣带沟存在连

续性,便定义为扣带沟的分支[1](见图 1)。

2摇 结果

摇 摇 扣带沟的分支及概率统计考虑到扣带沟的分支

数目可能会受到副扣带沟出现与否的影响,我们将

其按副扣带沟的出现与否进行分别统计,以便更加

直观了解分支数目的侧别差异和个体间差异(见表

1 ~ 4)。 仅右侧出现副扣带沟的样本仅 2 例,此 2 例

中左侧分别出现一个和两个分支,右侧 2 例均出现

两个分支。

摇 表 1摇 两侧均未出现副扣带沟时,各类型分支出现的情况

[ni = 11;百分率(% )]

侧别 无分支 一支 二支 三支

左侧 5(45. 45) 2(18. 18) 2(18. 18) 2(18. 18)

右侧 2(18. 18) 2(18. 18) 3(27. 27) 4(36. 36)

摇 表 2摇 仅左侧出现副扣带沟时,各类型分支出现情况[ni =
11;百分率(% )]

侧别 无分支 一支 二支 三支 四支

左侧 8(72. 72) 2(18. 18) 1( 9. 09) 0(0. 00) 0(0. 00)

右侧 0(0. 00) 2(18. 18) 6(54. 55) 1(9. 09) 2(18. 18)

摇 表 3摇 两侧均出现副扣带沟时,各类型分支出现情况(ni =
6)

性别 无分支 一支 二支 三支 四支

左侧 1 4 0 0 1

右侧 1 3 1 0 1

摇 表 4摇 30 名样本中各类型分支出现的总体情况[ni = 30;
百分率(% )]

无分支 一支 二支 三支 四支

左侧 14(46. 67) 9(30. 00) 4(13. 33) 2(6. 67) 1(3. 33)

右侧 3(10. 00) 7(23. 33) 12(40. 00) 5(16. 67) 3(10. 00)

3摇 讨论

摇 摇 本文通过对 30 名正常国人头颅 MRI 的影像学

分析,发现额叶内侧面脑沟的形态存在很大的个体

间变异性和侧别差异性。 在旁正中矢状面上,本研

究对扣带沟分支的出现率以及数目进行了统计,发
现其存在较大的侧别差异。 我们的结论均与 Paus
等[1]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本研究中,我们之所以选

择旁正中矢状面进行研究,基于下列 2 个原因[4]:
(1)在正中矢状面上会出现一些小的凹陷,这些小

的凹陷可能会呈现为沟的图像,但是在旁正中矢状

面上就会消失,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小的凹陷是脑沟。
(2)由此 MRI 反映的是一定层厚结构的所有信息,
因此正中矢状面图像就为左右两侧大脑半球的相关

层厚结构的信息的整合,另外还包括半球间充满脑

脊液区域的信息。 所以,用旁正中矢状面图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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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半球内侧面沟回的特征形态是较好的选择。
在本研究中,左侧大脑半球有 46. 67% ,右侧仅

有 10% 的扣带沟没有发出垂直方向的分支。 与

Paus 等[1]的研究结果(左侧有 44% 、右侧有 30% 的

扣带沟没有发出分支)相比,左侧结果大致相同,而
右侧存在一定的差异。 究其原因可能与人种胚胎发

育的不同有关。 但是不相同的结果我们却可以得出

相同的结论:扣带沟分支的出现也存在明显的侧别

差异,即右侧较左侧更易出现分支,右侧扣带区域的

折叠程度高于左侧。 有学者[5] 认为,脑皮质折叠程

度随着脑体积的增加而增加,结合本研究上述结论,
是否可以推测,右侧大脑半球前扣带皮质相应区域

的脑体积大于左侧,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另外,
我们分别分析了副扣带沟出现类型的不同对扣带沟

分支出现的影响,并未发现有明显的规律表明副扣

带沟的出现对扣带沟分支的出现有影响。
扣带沟垂直方向的分支可能是由于新皮质区

域———Brodmann4,6,8 区的形成而产生的[1]。 它的

出现反映出人类大脑皮质较非人灵长类有相对过度

的增长[6]。 并且曾经有研究[4] 发现,人脑特定区域

皮质折叠的增加标志着人脑此区域演化的较先

进[4]。 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差异是人脑比非人灵长

类动物大脑功能更多、更复杂的形态学基础。
我们之所以选择脑沟作为大脑内表面的结构分

析基础,是因为脑沟分开了大脑不同的功能区域,提
供了一个解剖的天然区域划分标志[7]。 人类大脑

皮质表面形态在个体间的差异很大,脑沟的界定标

志在其出现、走行和延伸上显示出相当大的变异性。
有研究[8]表明这些形态差异影响了皮质结构、细胞

构筑和与周围皮质联系的类型[8]。 扣带沟的形态

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对称性,对结构非对称性的研究

可能会为研究单侧脑功能的神经解剖提供线索[9]。

目前国内还未见到有关上述区域形态学特征的报

道,因此我们认为本研究可为国内此领域的研究提

供基础,为研究国人大脑的不对称性、发生发育规

律、皮质折叠规律以及功能生理和形态结构的关系

提供宏观解剖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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