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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默认网络结构早期诊断创伤性

颅脑损伤后注意障碍的临床研究

刘摇 刚1,杨西涛2,郝伟伟1,郑锐哲3

[摘要]目的:分析创伤性颅脑损伤(TBI)病人急性期默认网络(DMN)的结构变化,探讨其在早期诊断 TBI 后注意障碍的应用

价值。 方法:纳入 45 例 TBI 病人作为 TBI 组,在急性期通过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技术评估 DMN 的结构完整性。 在恢复期采

用注意量表评估病人注意障碍。 招募 30 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 分析 TBI 病人磁共振相关参数,并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在
此基础上,评估其与认知功能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TBI 病人急性期 DMN 结构内的各向异性分数(FA)降低

(P < 0. 01),胼胝体膝部(gCC)的表观弥散系数图(P < 0. 01)。 在恢复期,TBI 病人注意量表评分较对照组均明显延长(P <
0. 01)。 急性期 TBI 病人 DMN 结构的变化与恢复期注意量表的评分显示,TBI 病人 DMN 中扣带束、gCC、额枕上束(SFOF)的
FA 值之和与 Stroop 色词量表 Victoria 版本各部分耗时总和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R2 = 0. 291);SFOF 的 FA 值变化与 VST 中

C 部分的耗时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R2 = 0. 396)。 结论:TBI 引起纤维连接的中断是损伤后 DMN 结构破坏的主要因素,
DMN 结构的破坏可作为早期诊断 TBI 后注意障碍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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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f the early diagnosis of attention disorder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based on default mode network

LIU Gang1,YANG Xi鄄tao2,HAO Wei鄄wei1,ZHENG Rui鄄zhe3

(1.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Huaibei Miner General Hospital Group,Huaibei Anhui 235000;2.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Ninth People忆s Hospital,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201999;3.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Tongren Hospital,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20033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default mode network(DMN)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
in the acute phase,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DMN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attention disorder after TBI. Methods:Forty鄄five
patients with TBI were set as the TBI group,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of DMN was evaluated using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 during
the acute phase, and the attention scal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atient忆 s attention disorder during convalescence. Thirty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MRI鄄related parameters of TBI patients were analyzed,an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arameters of DTI and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was explored. Results: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fractional anisotropy(FA) of brain region decreased(P < 0. 01),and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 of genitals of
corpus callosum(gCC) increased in the acute phase(P < 0. 01). In the convalescence period, the scores of attention scale in TBI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results of the scores of DMN structure changes in the
acute phase and scores of convalescence attention scale in the TBI patients showed that the sum of FA value of Cing,gCC and superior
occipitofrontal fascicle(SFOF)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umup time of each part of Stroop colour word scale Victoria version
(P < 0. 05,R2 = 0. 291),and the FA value of SFOF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ime of part C in VST(P < 0. 05,R2 = 0. 396).
Conclusions:The interruption of fiber connection in TBI patients is the key factor of damage of DMN structure. The damage of DMN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a useful marker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attention disorder.
[Key words] traumatic brain injury;default mode network;attention disorder;early diagnosis

摇 摇 创伤性颅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是
当今世界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TBI 的发生率

约为 5 000 万人次 /年[1]。 TBI 后,病人常常遗留有

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障碍,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

重的负担[2]。 其中,认知功能障碍(如注意障碍)是
TBI 病人伤后长期存在的后遗症之一。 研究[3 - 5] 表

明,认知功能依赖于人脑中大规模分布式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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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成运行,其中默认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被认为是注意任务匹配的神经网络,DMN 是

一个大脑系统,它包含一些功能联系紧密的脑区,如
扣带回 /前楔叶、顶下小叶,内侧前额叶及特定纤维

束(胼胝体膝部、扣带束、额枕上束)。 磁共振弥散

张量成像技术(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是根据

水分子移动观察和追踪脑白质纤维束的非侵入性检

查方法[6 - 8]。 本研究采用临床常用的 DTI 技术对

TBI 病人的白质纤维束进行评估,同时采用认知功

能量表分析 TBI 病人的注意障碍。 以期揭示 TBI 后
神经纤维的断裂可造成 DMN 的变化,且急性期

DMN 的改变与 TBI 病人注意障碍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为 TBI 病人早期注意障碍的评估和检测提供客

观依据。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8 - 2019 年淮北矿工总医

院集团神经外科收治的符合纳入标准的 TBI 病人。
纳入标准:(1)年龄 18 ~ 80 岁;(2)依据现病史及

CT 确诊的 TBI 病人;(3) TBI 病人临床资料及 DTI
检查资料完整;(4)所有病人均无手术指征,均采用

保守药物治疗。 排除标准:(1)既往有过脑外伤史;
(2)伴有其他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脏器严重

功能障碍的病人;(3)妊娠或哺乳期妇女;(4)精神

病病人,包括药物和酒精滥用史和智力发育迟钝史;
(5)存在理解和认知功能障碍的病人;(6)存在语言

功能障碍病人;(7)不愿参与本次研究的病人。 TBI
病人 45 例,其中男 24 例,女 21 例,年龄 18 ~ 75 岁。
招募 30 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16 名,女
14 名,年龄 19 ~ 67 岁。 所有入选者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
1. 2摇 影像学资料摇 所有 TBI 病人均在急诊行头颅

CT 检查,且在 TBI 急性期行磁共振及 DTI 检查。 将

DTI 序列图像导入工作站,并进行后处理,产生纤维

束示踪成像图、表观弥散系数 (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 图 及 各 项 异 性 分 数 ( fractional
anisotropy,FA)图。 选取默认网络相关脑区或纤维

束,主要包括扣带束(Cing)、胼胝体膝部( gCC)、额
枕上束(SFOF)。 将选取的感兴趣区域经软件处理

生成纤维束图,并测量相应 FA 和 ADC 值。
1. 3摇 认知功能评估 摇 依据相关文献[9] 报道,使用

Stroop 色词量表 Victoria 版本(VST)对本项目中 TBI
病人进行评测。 VST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文字(W
部分)、圆点(D 部分)及颜色(C 部分)。 在 D 部分

所示圆点颜色中,受试者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判

断。 而在 W 部分,使用常见文字替代圆点,检测中

要求受试者准确指出字体的颜色,而忽略其本身的

语义。 在 C 部分中,使用颜色名称矛盾的文字与字

体颜色进行替代。
1. 4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和线性相关

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DTI 评估 TBI 病人 DMN 的结构 摇 依据 DMN
所涉及的解剖部位选取感兴趣区域 (见图 1A ~
3A)。 使用 Functool 软件对 DTI 影像数据进行后处

理,结果可见对应的感兴趣区纤维束的示踪成像

(见图 1B ~ 3B),同时产生 ADC 图及 FA 图(见图

1C ~ 3C、1D ~3D)。
2. 2摇 TBI 后 DMN 相关脑区 FA、ADC 的变化摇 TBI
后 DMN 脑区纤维束的受损情况,与对照组相比,
TBI 组病人个脑区的 FA 值均降低(P < 0. 01),TBI
组病人 gCC 的 ADC 值升高(P < 0. 01),而 Cing、
SFOF 的 ADC 值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TBI 后 FA、ADC 的变化(x 依 s)

分组 n
FA

摇 摇 gCC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Cing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SFOF摇 摇
ADC

摇 摇 gCC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Cing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SFOF摇 摇

对照组 30 0. 56 依 0. 06 0. 50 依 0. 04 0. 50 依 0. 08 0. 68 依 0. 10 0. 71 依 0. 10 0. 82 依 0. 13

TBI 组 45 0. 40 依 0. 08 0. 34 依 0. 06 0. 41 依 0. 10 0. 82 依 0. 03 0. 74 依 0. 23 0. 80 依 0. 37

t — 9. 78 15. 22* 4. 27 7. 27* 0. 78* 0. 34*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t忆值

2. 3摇 FA 值与 VST 的相关性摇 TBI 病人的认知功能

评估显示,TBI 组病人 VST 各部分耗时数均明显延

长(P < 0. 01) (见表 2)。 TBI 早期 DMN 相关脑区

(gCC、Cing、SFOF)的影像学特征与注意障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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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 TBI 病人中,DMN 中 gCC、Cing、SFOF 的 FA
值之和与 VST 各部分耗时总和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R2 = 0. 291)(见图 2A);SFOF 的 FA 值变化与

VST 中 C 部分的耗时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R2 =
0. 396)(见图 2B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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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TBI 后 VST 评估病人的注意功能(x 依 s;s)

分组 n Stroop D Stroop W Stroop C

对照组 30 18. 11 依 5. 14 21. 50 依 2. 12 28. 46 依 3. 23

TBI 组 45 24. 01 依 2. 131 26. 69 依 3. 12 40. 23 依 7. 332

t忆 — 5. 96 8. 58 9. 48

P — <0. 01 < 0. 01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TBI 是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具有病死率高、致残

率较高等特点,不仅威胁病人的生命,且影响随后的

生活质量[2,10 - 12]。 除了创伤导致的肢体等神经功

能障碍,TBI 幸存者多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及

认知功能障碍,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2 - 16]。 其

中,注意功能障碍主要表现在处理多个任务时,其信

息处理能力及速度降低,并难以保持持续足够的注

意力。 有学者[17 - 18,21] 发现注意力控制及障碍形成

的结构基础是白质纤维区域连接形成的扩散神经网

络。 而 TBI 可通过破坏神经连接,造成神经网络损

伤,最终导致工作记忆和注意力缺陷[13 - 14,16 - 17,19]。
在急性期,TBI 病人多伴有急性的意识障碍甚至昏

迷;即使对于清醒的 TBI 病人,由于伴有疲劳、烦躁

及精神异常等,也难以配合临床医生进行量表评估。
现阶段,CT 和 MRI 作为检测和评估 TBI 严重程度

及其局灶性出血、脑挫伤的重要手段。 并在基础上,
推测病人潜在及长期的认知功能障碍[15 - 16]。 细胞

水平的脑损伤在现有的常规 CT / MRI 数据中无法得

到明确的识别。 然而,TBI 病人却已伴发不同程度

的认知功能障碍。 因此,如何对 TBI 病人进行有效

的、早期的、客观的认知功能评估仍是当前领域面临

的重要问题。
DTI 技术是依据水分子移动观察和追踪脑白质

纤维束的非侵入性检查方法[6 - 8]。 DTI 参数中,反
映水分子弥散特征的 FA 对纤维束完整性评估具有

一定价值;ADC 可反映脑组织内水分子的整体弥散

水平和弥散阻力的情况,两者在 TBI 病人中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既往有学者[13,20] 对 TBI 后 DTI 参数

值进行分析,并结合认知功能情况,发现 DTI 的相关

数值对认知功能障碍评估具有潜在参考意义。 然

而,针对于单个纤维束的研究如同“管中窥豹冶,影
响了认知功能障碍评估的准确性。

大脑的认知功能依赖于大规模分布式脑网络的

集成运行,创伤所致认知障碍的结构学基础是神经

纤维介导的神经连接中断、缺失[13 - 14,21]。 在分布式

脑网络中,其中,最易评价和识别的是 DMN。 研究

发现 DMN 参与到注意力和认知行为的调节。 随后

有学者发现当执行注意性相关的任务时,正常病人

存在 DMN 的激活,而 TBI 病人存在 DMN 的激活改

变[22]。 进一步研究[3] 证实,DMN 主要涉及的脑结

构主要为后扣带回皮层、顶下小叶后部、颞叶内侧结

构及腹内侧前额叶皮质。 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以

DMN 为基础,在急性期采用 DTI 技术对 TBI 病人进

行评估。 我们发现与对照组相比 TBI 病人 DMN 结

构中的 FA 值明显下降,其变化主要为胼胝体膝部、
额枕上束及扣带束的区域。 这些区域 FA 值的急剧

下降可能是由于创伤引起的水分子弥散阻力的增

加、弥散运动的各向异性降低所致。 此外,由于胼胝

体位于纵裂底部且血供较为丰富,因而在遭受创伤

过程后较易表现出血管性水肿[23]。 本研究中,我们

也发现胼胝体膝部的 ADC 值较正常对照明显升高,
而其余纤维连接的 ADC 值变化并无显著差异。 因

此,TBI 急性期 FA 值降低或 ADC 值升高为 TBI 引

起 DMN 结构破坏提供了证据。
注意是大脑控制的心理活动对一定事物的指向

和集中,是认知功能的一个重要成分。 注意障碍是

TBI 后认知功能障碍中的一种常见类型,与多个脑

区相关[24]。 在现有的诊疗过程中,针对 TBI 病人注

意功能障碍的早期识别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而基于

损伤后单个脑区变化的研究亦不足以对注意障碍进

行完整的描述,其主要原因是作为一种高级形式的

认知行为,注意依赖于脑网络及其神经连接的综合

作用[25]。 更为重要的是,现有评估认知功能的量表

技术高度依赖病人的配合,存在评估时间长、步骤繁

琐等问题。 这些缺陷限制了其在 TBI 后急性期的应

用[26 - 28]。 鉴于此,我们通过客观影像学检查发现

TBI 病人急性期 DMN 中神经纤维相关的 FA 值与病

人恢复期的注意评分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这一结果

揭示出基于 DMN 结构的早期诊断 TBI 后注意障碍

的应用价值。
目前评估注意障碍的方式、工具众多。 本研究

选用最广泛应用 VST 量表进行评估。 本研究结果

显示,TBI 病人 C 部分的耗时数升高最为明显。 这

可能是由于 C 部分对病人的注意力和任务复杂度

要求最高,使得 TBI 病人在测试反应的过程中表现

出显著的差异。 以 DMN 结构中的特定纤维束进一

步分析,我们发现 DMN 中扣带束的 FA 值与 C 部分

的耗时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Cing 是 VST 中 C 部分的主要激活部位。 但 VST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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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部分的耗时数与其余纤维连接的 FA 值不具有明

显的统计学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 VST 测验任务是

借由一个基础更为广泛的系统介导。 鉴于这种多因

素复杂性,对特定类型注意障碍精确识别,有待于今

后更为细分认知测验方式的纳入。
综上,TBI 引起纤维连接的中断是损伤后 DMN

结构破坏的主要因素,而急性期 TBI 病人脑 DMN 结

构的破坏可作为早期诊断其注意障碍的依据。 基于

影像学分析 DMN 结构的变化可作为一项优化指

标,这将为注意障碍的客观、早期诊断提供方向,亦
为早期干预、预后预测和潜在的疗效评估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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