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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视的功能MRI研究现状与进展
肖曼君，李亚军*，肖恩华
[摘要] 功能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可以无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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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南 大 学 湘 雅 二 医 院 放 射 科 ， 长 沙 直观地对人体大脑组织进行成像，并且能反应大脑特定区域的功能活动特点，
在弱视的研究应用中得到了快速发展。血氧水平依赖MRI(blood oxygen level410011
dependent functional MRI，BOLD-fMRI)可以分析皮层功能改变与视力损害间的
关系，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提供了常规MRI技术所不能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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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质、白质的功能特点，进而对弱视患者视觉皮层功能分区、皮层功能损害特点
com
及相应脑白质改变进行研究，为探讨弱视患者初、高级视觉皮层功能损害及脑白
质视觉通路联系异常发生的复杂神经病理机制提供思路，为临床诊断、治疗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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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MRI not only can imaginate in human's brain tissue but also may
reflect the functional activitiy of the certain region intuitively and without invation,so
it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study of the amblyopia. The Bold-fMRI can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form of cortex funtion and visual impairment. DTI
had offered the three-dimensional imagination of the brain white matter and neural
pathway which the conventional MRI can't obtain. We can analyse the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nomal brain grey and white matter with several kinds of fMRI and
study the function division of visual cortex,the functional impairment of cortex and
the associated white cortex changement.This progress has provided useful mentality
of discussing the functional lesion of primary and advanced visual cortex and the
complicated neuropathology mechanism of connetion anomaly in visual pathway. This
had offered useful reference in clinical diagnosis, treatment monitoring and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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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技术作为一种对人体无放射性和机械性
损伤且分辨率高的神经影像方法，可用于各种
不同原因引起的弱视研究 [1] 。血氧水平依赖MRI
(blood oxygen level-dependent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BOLD-fMRI)与以往的各种脑
功能研究(脑电图、诱发电位及正电子发射成像)
方法不同，其具有更高的空间分辨率和无创伤
性[2]，在弱视的研究中得到了认可。
BOLD-fMRI视网膜脑图技术是研究视网膜与
视皮层之间拓扑映射关系的方法，主要功能是对
视皮层功能区进行划分[3]。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http://www.chinesemri.com

tensor imaging，DTI)是非侵入性地研究脑白质
纤维束特性和功能性图像的有效工具，通过检
测平均扩散系数(average diffusion coefficient，
DCavg)、各向异性指数(fractional anisotrapy，FA)
值[4]可以了解视辐射、胼胝体纤维束的完整性和方
向一致性，FA值越低，视神经纤维的功能越低，
现已逐渐成为神经系统功能和视觉发育等研究领
域重要的辅助手段。
临床常用的检测方法有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
学(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和基于ROI的
分析方法。fMRI技术能反映弱视患者大脑相应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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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皮层损害及视区白质改变的特点，可用于弱视
的诊断及治疗检测，笔者就这些方面的研究现状
及进展作一综述。
1 弱视的定义与临床
弱视在儿童中发病率较高，是一种发育性疾
病，在视觉发育的敏感期，双眼受到不良的视觉
刺激形觉剥夺和(或)双眼的异常相互作用等原因使
视力不能达到该年龄正常孩子的平均水平；凡眼
部无明显器质性病变，以功能性因素为主所引起
的远视力≤0.8且不能矫正者均列为弱视；患者的
视觉系统及神经系统一般无器质性病变[5]，大多数
由功能性因素所引起的。
目前认为，弱视的发病部位主要位于视觉皮
层而非视网膜[6]。临床上，弱视一般多可分为屈光不
正性弱视、屈光参差性弱视、斜视性弱视、形觉剥夺
性弱视及其他类型弱视。
2 视觉皮层功能的fMRI研究现状
视觉皮层位于枕叶的距状裂周围，枕叶皮层
可分为舌回、楔叶、枕外侧叶和距状沟周边区。
利用BOLD-fMRI视网膜脑图技术可以划分人脑视
皮层V1、V2、V3、VP、V3A、V4、V7、V8等功
能区[7]。
初级视觉皮层(V1，或称纹状区)被距状沟
分成楔叶和舌回，组成Broadmann 17区，接受
来自外侧膝状体的纤维而终止于皮层神经元的
第四层，为直接接受视觉刺激的原始感觉区；
Broadman 18、19区为纹外区，有枕中回(BA18、
19区)，枕下回(BA18、19区)等，其功能是综合
视觉信息，形成有意识的知觉，属于高级视觉皮
层。V1区的外周部分是V2区，即纹状旁区，相当
于Broadman 18区，为初高级皮层信息传导的中继
站；V2区的周围是V3区，即纹状周围区，相当于
Broadman 19区，其背、腹侧部分分别接受对侧视
野的下、上1/4的视觉纤维；颞下回和梭状回相当
于视觉中枢V4区，与颜色处理有关，并有注意调
节功能；V7区位于V3A区前方，与空间感知功能
有关；V8区位于V4区前方，和颜色感知有关[8]。
梁平等 [9]采用旋转光栅对一组健康志愿者进行视
觉运动觉中枢的检测，发现中颞区(MT区)位于V5
区，是视觉运动信息处理的重要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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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皮层，视觉信息的传递主要依赖两条
传导通路：腹侧(枕颞)通路主要路径为V2-VP-V4/
V8，从V1区投射至颞下叶，主要功能是物体识
别、传导色彩；背侧(枕顶)通路主要路径为V2V3-V3a /V5/V7，从V1区经MT区投射至后顶叶，
主要功能是空间位置、运动识别[10]。
3 弱视的fMRI研究现状
3.1 皮层改变特点
3.1.1 皮层形态学改变
皮层面积的多寡与皮质发育情况有着直接关
[11]
系 ，弱视患者中，与视觉相关的大脑区域存在
皮层面积的改变，提示灰质发育异常。
屈光不正性弱视患者的相关视觉皮层面积发
生了改变，其枕叶皮质存在形态学改变。有学者
利用MRI的三维解剖数据分析发现屈光不正性弱
视患者双侧半球舌回、左侧距状沟周边区、右侧
半球楔叶及枕外侧叶皮质厚度较正常减小[12]。屈
光参差性弱视患者枕叶视皮层厚度降低，其视觉
通路形态学改变与弱视的发生密切相关，主要是
由于诸多因素导致视觉相关皮质发育障碍而形成
的。
视功能也随灰质容积的改变而改变，尤其是
枕叶灰质容积的改变。有学者采用VBM方法从
体积角度分析，弱视患者存在额中回、海马回、
梭状回、颞下回及双侧距状沟周围灰质容积的显
著降低[13-14]。屈光参差性弱视或斜视性弱视患者
中，在距状沟周围区域灰质容积减少。有学者对
屈光不正性弱视者进行视觉皮质形态学与功能的
研究，发现弱视患者视功能缺陷伴随着视皮层容
积特别是枕叶皮层容积的减少[15]。而杜寒剑等 [16]
发现，屈光不正性弱视枕叶灰质容积没有明显改
变。对此研究，尚有争议。
3.1.2 皮质功能活动改变
弱视患者枕叶皮质不但存在形态学的改变，
其激活范围和强度，也就是功能上也有改变，有
研究证明弱视患者均有枕叶皮质功能下降[17]。翁
晓光等和Mantini等 [18-19]利用静息态网络得到视觉
网络模板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弱视患者的静
息视觉网络中，多级视觉皮层发生了功能损害，
其功能连接度的范围与强度均显著降低。屈光不
正、屈光参差和斜视性弱视患者视皮层激活强度
和范围均明显下降。但不同类型弱视的皮层功能
http://www.chinesemri.com

磁共振成像 2013年第4卷第6期

Chin J Magn Reson Imaging, 2013, Vol 4, No 6

损害各有特点。屈光不正性弱视双侧半球楔叶、
舌回和距状沟周边区皮质激活范围明显减小[20]；
弱视眼矫正屈光不正后皮层激活范围明显增大，
提示尽早矫正视力对改善弱视皮层损害有帮助，
但这种皮层激活范围的改变与弱视程度并不呈线
性相关。屈光参差性弱视患者初、高级视觉皮层
均发生了功能损害，两者之间无明显因果关系，
高级别纹外皮层有比低级别纹状皮层损害更加明
显；在高级视觉皮层，背、腹侧传导通路均有
功能损害[21]。Barnes等 [22]发现斜视性弱视患者的
Broadmann 17区有明显的功能改变，其激活强度
及激活范围小于对侧眼。屈光参差性和斜视性弱
视患者均存在距状皮层刺激反应下降，但是前者
在高空间频率刺激下抑制作用明显，后者在低空
间频率刺激下抑制更明显[23]。
Hess等和Miki等 [24-25]第一次运用BOLD-fMRI
技术定量分析人类弱视外侧膝状体的功能，发现
弱视眼外侧膝状体的激活像素明显比正常眼的激
活像素减少，其外侧膝状体和视皮质的功能活动
显著低于正常人。弱视患者存在外侧膝状体的功
能缺陷是由于与双眼视觉经验不足相关的发育障
碍，表明外侧膝状体在视觉发育的早期起着复杂
的作用[26]。斜视性及屈光参差性弱视患者皮层兴
奋像素的减少，不仅发生在V1、V2区[27]，在梭状
回、颞下回及后顶叶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有学者研究发现这两种弱视在初级视觉皮层
的神经元自身和神经元之间功能损害相同，但前
者存在健眼对弱视眼的抑制作用，后者在高级视
觉皮层对高空间频率刺激的采集和编码较前者减
少[28]。谢兵等 [29]发现屈光参差性弱视眼皮层神经
元的反应水平及激活范围在Brodmann 17、18、
19区明显小于对侧眼，并且这种差别在Brodmann
18、19区更明显，这是由于纹外皮层在组织学上
更加精密，功能上更加复杂。
Secen等[30]利用BOLD-fMRI研究发现：弱视患
者MT区皮质激活能力下降，从而表现为视皮层视
觉运动觉功能下降；弱视患者存在初级、高级皮
质运动觉功能缺陷。有研究证明屈光参差性弱视
患者的运动视觉皮质敏感性降低[31]。
3.2 弱视视区白质的改变特点
对于弱视患者，利用DTI技术可研究从外侧膝
状体到枕叶皮质的脑白质视觉传导通路，探讨视
http://www.chinesem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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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发育和弱视形成过程与脑白质相关结构和功能
间的关系。
研究证明，弱视患者有梭状回、额叶、颞
叶、顶叶多个脑区白质的FA值下降[32]，说明这些
视觉高级中枢视觉通路存在广泛联系异常，因此
出现相应的脑功能异常。弱视患者胼胝体压部、
体部发育及纤维投射方式异常，造成两侧大脑信
息传递与整合异常；穿过胼胝体连接两侧枕叶及
顶枕联合区的神经纤维出现部分缺失，即神经通
路出现部分阻断。单侧弱视患者双侧视放射FA值
下降，提示单侧弱视患者存在双侧视放射的发育
不良，即双侧的视觉通路均存在发育异常。
有学者经研究证实，屈光参差性弱视患者存
在着视觉通路神经网络结构异常及双侧视放射的
发育投射不良，视放射纤维致密性、完整性与方
向一致性下降，但并没有发生形态学方面的改
变[33]。
4 治疗监测与展望
利用多巴胺治疗弱视患者时，BOLD-fMRI可
以反映神经元之间的突触活动，弱视患者的视皮
层多巴胺含量减少，其抑制作用减弱；摄入外源
性多巴胺，抑制作用增强，从而引起信噪比和视
敏度增强。Yang等[34]发现弱视患者服用多巴胺后
视觉皮层活动增加，因此认为左旋多巴改善弱视
的视功能可能与治疗后视皮层活动的增加有关；
而Algaze等[35]发现多巴胺治疗之后的弱视患者皮
层活动水平明显下降，而视敏度是增加的。两者
得出相反的结论，可能是由于左旋多巴对脑血流
和代谢的影响造成的，或者是不同的实验设计差
异得出不同的结论。以后在研究弱视药物治疗
时，应将脑皮层生理、生化代谢检验与功能影像
学相结合。
综上所述，各种新型fMRI检查方法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分析弱视眼所属的白质视通路、视觉
皮层和外侧膝状体功能改变情况，以及在接受不
同空间频率和时间频率刺激时皮层激活的特点。
fMRI技术可以无创、直观地评估皮层形态结构
改变，反映相应皮层区域的功能改变特点，并且
可以监测脑白质神经纤维的形态学改变及其解剖
连通性。因而，在弱视患者的临床随访研究及治
疗评估上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为弱视的神经生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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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及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
fMRI对屈光不正性弱视患者枕叶灰质容积改变、
多巴胺药物治疗的神经机制存在明显争议；在不
同弱视的视觉运动觉功能受损情况、屈光不正性
和斜视性弱视患者脑白质的功能改变、人体形觉
剥夺性弱视及弱视分子水平等领域，有待学者们
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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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Information

第二届分子影像学齐鲁国际论坛在烟台胜利召开
9月26日-28日，由滨州医学院与磁共振成像杂志
社、中国现代诊疗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生物物理学
会分子影像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中科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等单位协办的泰山学术论坛、第二届分子影像
学齐鲁国际论坛暨第四届山东省分子影像学学术大会在
烟台市召开。来自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研究生200余
人参加大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动物学会生殖生物学会理
事长刘以训院士，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华医
学会副会长、磁共振成像杂志主编戴建平教授，滨州
医学院院长王滨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研究员田捷教授，世界分子影像学会前主席Robert J.
Gillies（罗伯特•J•吉利斯）教授，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
究所所长、山东省医学影像研究会理事长、“泰山学
者”特聘专家赵斌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
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工所常务副所长郑海荣教
授，磁共振成像杂志社社长贺光军，美国国立卫生院资
深研究员、滨州医学院“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李旭
日教授、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滨州医学院副院长张培
功教授主持。
开幕式上，大会工作人员宣读了山东省教育厅贺
信。大会主席王滨教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
员田捷分别致辞。大会名誉主席、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磁共振成像》杂志主编戴建平教授作了重要讲话。
王滨教授指出，分子影像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交
叉前沿学科，已发展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手
段，是当前科学研究的热点。本次论坛对于拓宽分子影
像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强化学科建设，深化学术研究，
推进分子影像学及临床应用，更好的为人民群众的健康
http://www.chinesemri.com

服务，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表示，滨州医学院
将竭诚为论坛、为各位专家和领导服务，使本次论坛成
为融学术交流、继续教育和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为一体
的高水平学术盛会。他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深入学
习贯彻国家及山东省人才工作的新政策和新要求，充分
利用好这个广阔的平台，共享信息，交流学术，进一步
深化学术研究、加强学科建设，促进分子影像学事业科
学发展，为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提高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戴建平、田捷教授分别就分子影像学的发展方向
和前沿动态作了介绍，并希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相互
交流，相互学习，搭建一个跨地域、跨学科的高水平成
果共享和学术交流平台，将最新的研究进展、科研创
新、前沿信息和学术成果呈现给世界各地的参会者，促
进分子影像学学科的发展。
会议期间，戴建平教授、田捷教授、李旭日教
授，H.Lee Moffitt Cancer Center and Research Institute,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Emory大学、美国伊里诺大学、
美国国立卫生院、美国威启达州立大学，美国罗切斯特
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磁共振成像杂志社、西门子医疗系统集
团、河南省人民医院、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山东省干细胞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
所、烟台毓璜顶医院、潍坊医学院及附属医院、滨州医
学院及其两个附属医院等22名专家学者，以分子影像学
的发展和前沿动态、各种分子影像学成像新技术、分
子探针制备、分子影像学实验和临床初步应用、药物
靶向治疗和随访、分子影像学管理和质量控制等方面为重
点，作大会专题报告，进行学术交流。 （下转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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