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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运动区参与外源性触发的利手和非利手单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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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次级运动区是否参与简单随意运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而利手和非利手运动脑结构基础的
差异至今未阐明． 用功能磁共振成像（ｆＭＲＩ）方法， 观察了 ６ 名健康右利手受试者在进行视觉信号提示
的利手和非利手食指单次按键运动时， 初级运动皮层（Ｍ１）以及辅助运动区（ＳＭＡ）和前运动皮层（ＰＭＣ）等
次级运动区的局部血氧代谢． 结果显示， 在上述外源性触发的简单随意运动中 Ｍ１， ＳＭＡ 和 ＰＭＣ 均有明
显激活， 但利手运动主要激活对侧脑区， 而非利手运动则进一步激活了同侧 ＳＭＡ 和 ＰＭＣ． 这些结果不
但为次级运动区参与外源性触发的简单随意运动的假说提供了可靠的实验证据， 而且进一步说明， 利
手运动主要依赖于对侧次级运动区， 而非利手运动则需要双侧次级运动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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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证明， 参与随意运动的皮层区域主要包括

利手者运动区功能的差异， 而对利手和非利手运动

初级运动皮层（ｐｒｉｍａｒｙ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ｒｔｅｘ， Ｍ１）和前运动

的脑区活动规律并没有明确阐述． 另外， 在这些研究

皮 层 （ｐｒｅｍｏｔｏｒ ｃｏｒｔｅｘ， ＰＭＣ） 、 辅 助 运 动 区

中， 利手和非利手运动被安排在不同的扫描序列中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ｏｔｏｒ ａｒｅａ， ＳＭＡ） 等 次 级 运 动 区

进行， 使两种运动任务的实验条件难于保持一致， 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ｏｔｏｒ ａｒｅａｓ）， 但迄今对次级运动区的

降低了其统计的有效性．
本研究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ｆＭＲＩ）技术 ［ １ ３， １４］ 对

［１￣３］

确切作用仍有争议

． 比如， 对于次级运动区是否

参与简单随意运动， 目前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
种较为经典的观点认为， 简单随意运动只依赖于功
能较低级的 Ｍ１， 而次级运动区作为较高级的运动控
制中枢， 并不参与简单随意运动［４，５］； 而另一种观点
认为， 简单运动与复杂运动一样都需要次级运动区
的参与 ［６￣８］． Ｃｏｌｅｂａｔｃｈ 等人［６］ 发现， 在较高运动频率
（１．５ Ｈｚ）条件下， 简单运动的确可以激活次级运动区，
但这种现象可能与高频运动时任务难度较大有关．
因此， 次级运动区是否参与简单运动仍有待于证实．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研究工作大多只涉及利手
运动， 而没有探讨次级运动区在非利手运动中的作

次级运动区是否参与简单运动进行了检验， 并进一
步分析和比较了利手和非利手运动时初级和次级运
动区的活动规律． 为保证运动任务的简单性， 本实验
采用较慢运动频率（０．５ Ｈｚ）的单个手指按键运动任
务， 同时把利手和非利手运动任务安排在同一扫描
序列内， 使两种运动任务在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进行． 此外， 在常规功能定位基础上， 我们分析了各
个脑区的时间反应曲线， 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
这些脑区在手指运动过程中的活动规律．

１

材料与方法
（ⅰ） 受试者．

健康志愿受试者 ６ 名， ３ 男 ３ 女，

用． 近年来， 虽有人研究左利手者和右利手者随意运

１８￣２０ 岁， 均经过标准化测量确定为右利手 ［１５］． 所有

动的脑基础 ［ ９￣１２］ ， 但都没有直接比较利手和非利手运

受试者都没有精神病、神经病及脑外伤史， 实验期间

动的差异． 其中 Ｖｏｌｋｍａｎｎ 等人［１０］和 Ｄａｓｓｏｎｖｉｌｌｅ 等

无用药记录．

人［１２］ 均发现利手对侧 Ｍ１ 的激活体积较非利手对侧大，

（ⅱ） 实验任务与设计．

（１） 实验任务． 受试

但没有观察到次级运动区激活体积的差异． 最近，

者 根据视觉 提示信号出现的位置进行左手或右手食

Ｓｏｌｏｄｋｉｎ 等人［１１］发现， 右利手者简单运动主要激活

指按键运动． 提示信号由微机上生成并通过 ＬＣＤ 投影

对侧初级和次级运动区， 而左利手者的双侧运动区

仪投射至屏幕， 受试者可通过安装在头线圈上的反

均被显著激活． 以上研究主要揭示了左利手者和右

光镜看到提示信号（图 １）． （２） 实验设计． 采用组块设
计［１６］ ． 每一组块持续 ２０ ｓ， 包括 １０ 次食指运动， 每 次

1) 现工作单位: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南京 2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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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提示信号和实验序列示意图

（ａ） 控制信号， （ｂ）和（ｃ） 分别为左手和右手的任务提示信号， 提示信号为蓝色实心圆． 当提示信号出现在控制信号的左侧时， 受试者需进行
左手按键运动； 当提示信号出现在控制信号的右侧时， 受试者需做右手按键运动． （ｄ） 是实验采用的组块设计示意图， 说明左手（ＬＨ）和右手（ＲＨ）
实验任务在同一实验序列中的安排

运动之间的间隔为 ２ ｓ（即运动频率为 ０．５ Ｈｚ）． 在每
个组块内都用同一个手指进行运动． 左右手运动组
块按伪随机方式各重复 ６ 次． 各组块之间插入 ２０ ｓ
的对照任务（食指轻置于按键但不作任何运动）， 加
上开始 ２４ ｓ 和最后 ２８ ｓ 的对照任务， 整个序列共持
续 ５１２ ｓ．
（ⅲ） 扫描设备和扫描参数． 采用美国 ＧＥ 公司
生产的 Ｓｉｇｎａ １．５Ｔ 磁共振成像系统进行扫描， 所选
用的参数与我们先前的研究基本相同［１６，１７］．
定位像扫描： 采用自旋回波（ｓｐｉｎ ｅｃｈｏ）序列（Ｔ１
加权）， 矢状位， 重复时间（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ＴＲ） ＝
４４０ ｍｓ， 回波时间（ｅｃｈｏ ｔｉｍｅ， ＴＥ） ＝ １１ ｍｓ， 层厚 ＝
６ ｍｍ， 间距 ＝ ３ ｍｍ， 观测范围（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ｉｅｗ， ＦＯＶ）
＝ ２４０ ｍｍ× ２４０ ｍｍ， 矩阵 ＝ ２５６×１９２， 层数 ＝ １１．
以中间一层作为结构像的定位依据．
结构像扫描： 根据定位像选取两层经过 Ｍ１ 和
ＳＭＡ 的水平位平面作为实验序列的扫描平面． 采用自
旋回波序列（Ｔ１ 加权）， ＴＲ ＝ ４４０ ｍｓ， ＴＥ ＝ １１ ｍｓ， 层
厚 ＝ ５ ｍｍ， 间距 ＝ ２．５ ｍｍ， ＦＯＶ ＝ ２ ２０ ｍｍ×２２０ ｍｍ，
矩阵 ＝ ２５６×２５６．
功能像扫描： 采用梯度回波－回波平面成像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ｅｃｈｏ ｅｃｈｏ ｐｌａｎｎａ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 序 列 （Ｔ２＊
加权）， 在与结构像相同的位置进行扫描， ＴＲ ＝ ２０００
ｍｓ， ＴＥ ＝ ６０ ｍｓ， 倾角 ＝ ９０°， ＦＯＶ ＝ ２２０ ｍｍ×２２０
ｍｍ， 矩阵 ＝ ６４×６４， 帧数＝２５６ 帧／层， 时间 ＝ ５１２
ｓ．
三 维 全 脑 结 构 像 扫 描 ： 采 用 ＳＰＧＲ（ｓｐｏｉｌ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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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ｒｅｃａｌｌｅｄ ａｔ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序列（Ｔ１ 加
权）， 矢状位， ＴＲ ＝ １１．１ ｍｓ， ＴＥ ＝ ４．２ ｍｓ， Ｆｌｉｐ Ａｎｇｌｅ
＝ ４５°， 层数 ＝ １２４ 层， 层厚 ＝ １ ．５ ｍｍ， 无间隔， ＦＯＶ
＝ ２２０ ｍｍ×２２０ ｍｍ， 矩阵 ＝ ２５６×２５６．
（ⅳ） 数据分析． 采用美国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医学院生
物 物 理 研 究 所 研 制 的 神 经 图 像 分 析 软 件 包 ＡＦＮＩ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ｏ ｉｍａｇｅｓ）［１８］．
预处理： 首先对功能像进行头动校正和去基线
漂移． 然后把功能像与三维全脑结构像对齐和空间
标准化 ［１９］， 并在该标准坐标体系内以 ３ ｍｍ×３ ｍｍ×３
ｍｍ 的体积单元进行重新采样． 最后进行各向同性高
斯平滑处理（ＦＷＨＭ ＝ ５ ｍｍ）， 以提高信噪比．
生 成 脑 激 活 统 计 参 数 图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ｍａｐ）： 通过反卷积和多重回归计算各个
体素的冲击响应函数、Ｆ 值（估计模型和观察值之间
的拟合程度）和与 Ｆ 值对应的 Ｐ 值． 设定统计域值（图
２）， 把小于或等于该域值的体素叠加于标准化的三
维全脑结构像上（用伪彩色表示 Ｐ 值）， 从而获得单个
受试者的脑激活统计参数图． 为减少受试者间差异
对结果的影响， 我们将各受试者的脑激活统计参数
图进行平均， 只选取激活体积 ＞ ３００ ｍｍ３ 的激活区域，
从而获得平均脑激活统计参数图．
兴趣区（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的分析： 为进一
步了解不同脑区的功能特点， 我们根据上述脑激活
统计参数图结合解剖标志选取了 Ｍ１， ＳＭＡ 和 ＰＭＣ 共 ３
对兴趣区进行进一步分析． 首先测量每个受试者上
述 ３ 对兴趣区在左右手运动时的激活体积， 然后分别
对同一侧手指运动时左右侧对应区域和同一侧区域
在两侧手指运动时的激活体积的差异进行配对 ｔ 检验．
www.sci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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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在每个兴趣区各选取一个激活程度最显著的
体素， 对时间－反应曲线与运动任务之间的关系进行
分析．

结果

２

如图 ２ 所示， 无论是利手还是非利手运动都主要
激活对侧 Ｍ１， ＳＭＡ 和 ＰＭＣ， 而进行非利手运动时， 同
侧 ＳＭＡ 和 ＰＭＣ 也可见一定程度的激活． 以下对这 ３
对兴趣区的激活情况作进一步描述．
２．１

Ｍ１

如图 ２ 所示， 无论是利手还是非利手运动都显著
激活对侧 Ｍ１， 而同侧 Ｍ１ 未见明显激活． 对激活体积
进行定量分析表明， 利手和非利手运动时对侧 Ｍ１ 的
激活体积都显著大于同侧（ 表 １）， 而且无论对哪一
侧 Ｍ１， 其对侧运动导致的激活体积都显著大于同侧

图２

2003 年 5 月

运动（右侧 Ｍ１， ｔ ＝ ４．２３７， Ｐ ＜ ０．０１； 左侧 Ｍ１， ｔ ＝
５．００３， Ｐ ＜ ０．０１）． 进一步分析该功能区的时间－反
应曲线发现， 无论采用利手还是非利手， 对侧手指运
动时均伴随有磁共振信号的持续升高； 任务结束， 信
号则回落； 而同侧 Ｍ１ 信号却没有相应的规律性变化
（图 ３）．
２．２

ＰＭＣ

如图 ２ 所示， 利手运动主要激活对侧 ＰＭＣ， 对侧
激活范围明显大于同侧， 而非利手运动则激活了双
侧 ＰＭＣ， 但同侧激活范围略小于对侧． 相似地， 由表
１ 可见， 在利手运动时， 对侧 ＰＭＣ 的激活体积显著大
于同侧； 而在非利手运动时， 尽管同侧激活体积略小
于对侧， 但两侧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对一侧 ＰＭＣ
在两种运动任务时的激活体积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
的结论： 对于右侧（非利手对侧）ＰＭＣ， 其激活体积在

脑激活统计参数图

上排是经过受试者之间平均后的左手（ｌｅｆｔ－ｈａｎｄ）和右手（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运动时的水平位脑激活统计参数图（Ｐ ＜ ８．０×１０ １０， ｎ ＝ ６）． 下排是单
个受试者的左手和右手运动时的水平位脑激活统计参数图（Ｐ ＜ ２．０×１０ １２）． 图右侧颜色柱中的不同颜色代表激活信号的置信度． 图右下方分
别注明了脑运动皮层的 ３ 个主要激活区， Ｍ１， ＰＭＣ 和 ＳＭＡ． ｚ 示该层面在 Ｔａｌａｉｒａｃｈ 和 Ｔｏｕｒｎｏｕｘ 脑图谱标准坐标体系中的位置［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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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手运动时 ３ 对兴趣区的激活体积 ａ） （Ｍ±ＳＤ）及配对 ｔ 检验的统计值
左手运动

激活体积（右侧）
Ｍ１
ＰＭＣ
ＳＭＡ
ａ）

右手运动

激活体积（左侧）

ｔ

ｐ

激活体积（右侧）

激活体积（左侧）

ｔ

ｐ

２１３ ± １３５
１１３ ± ９１

８ ± １０
８５ ± ７９

３．７３７
１．９５７

＜ ０．０１
＞ ０．０５

２９ ± ４３
３２ ± ４２

１６３ ± ８１
１５９ ± １１５

３．８２６
３．１９８

＜ ０．０１
＜ ０．０２

１１２ ± １０４

１００ ± ７８

０．４５９

＞ ０．０５

６５ ± ８２

１３１ ± ８３

３．１４６

＜ ０．０２

１ 个激活体积 ＝ ３ ｍｍ×３ ｍｍ×３ ｍｍ

图３

各兴趣区的平均时间－反应曲线图

由上至下分别是右侧和左侧 Ｍ１， ＰＭＣ 和 ＳＭＡ （（ａ）￣（ｃ）和（ｄ）￣（ｆ））的时间－反应曲线图． 反应曲线的上方表示运动任务的设置，
实线代表左手运动， 虚线代表右手运动

非利手运动时大于利手运动（ｔ ＝ ２．５３９， Ｐ ＜ ０．０５）；
而左侧（非利手同侧）ＰＭＣ 的激活体积在利手和非利手
运动时无显著差异（Ｐ ＞ ０．０５）． 图 ３ 显示了对所有受
试者平均后的 ＰＭＣ 时间－反应曲线． 由图可见， 右侧
ＰＭＣ 的信号变化主要伴随左侧手指运动， 而左侧 ＰＭＣ
的信号变化在左右手运动中基本相同．
２．３ ＳＭＡ
1038

如图 ２ 所示， 利手运动主要激活对侧 ＳＭＡ， 而非
利手运动激活了双侧 ＳＭＡ， 对侧 ＳＭＡ 的激活范围略大
于同侧． 从表 １ 也可以看出， 在利手运动时， 对侧
ＳＭＡ 的激活体积显著大于同侧； 而在非利手运动时，
尽管对侧 ＳＭＡ 的激活体积略大于同侧， 但两侧差异未
达到显著水平． 对一侧 ＳＭＡ 在两种运动任务时的激活
体积进行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右侧 ＳＭＡ 的激活
www.sci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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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在非利手运动时大于利手运动（ｔ ＝ ２．８９３， Ｐ ＜
０．０５）； 而左侧 ＳＭＡ 的激活体积在利手和非利手运动
时无显著差异（Ｐ ＞ ０．０５）． 但从平均时间－反应曲线
看， 右侧 ＳＭＡ 在同侧手指运动时也有一定程度的激活，
左右侧 ＳＭＡ 信号变化的差别不如 ＰＭＣ 那样明显（图
３）．

３

讨论

在本实验中， 利用 ｆＭＲＩ 技术考察了右利手者在
利手和非利手条件下， 外源性触发的手指简单随意
运动时大脑皮层的激活模式． 在对利手和非利手运
动激活的脑区进行常规功能定位基础上， 我们分别
对 Ｍ１， ＳＭＡ 和 ＰＭＣ 这 ３ 对运动相关功能区的激活体积
和时间－反应曲线进行了分析， 以进一步了解初级和
次级运动区参与利手与非利手简单运动的功能特点．
实验结果清楚地显示， 无论在利手还是非利手条件
下， 简单随意运动不但激活了对侧 Ｍ１， 而且还显著
激活了 ＳＭＡ 和 ＰＭＣ 等次级运动区， 提示简单运动既依
赖于初级运动皮层的调控， 也需要次级运动区的参
与． 关于次级运动区是否参与简单运动是随意运动
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 简单运
动只依赖于 Ｍ１， 并不需要功能较高级的次级运动区
参与［４，５］． 相反， 另一种观点认为， 在一定条件下次
级运动区也参与简单运动 ［６￣８］． 有研究者发现 ［６］， 较
高频率的单指运动的确可激活次级运动区． 但运动
频率过快可以加大运动难度而导致次级运动区激
活 ［５］． 由于本实验采用了极低的运动频率（０．５ Ｈｚ），
因此可以肯定， 本实验观察到的次级运动皮层的激
活并非是由于运动频率过快而导致任务难度加大引
起的， 从而为次级运动区参与简单运动的观点提供
了更为可靠的证据． 需要考虑的是， 本研究中受试者
必须根据提示信号选择利手还是非利手， 这样有可
能增加了任务难度． 但由于本研究采用组块设计， 要
求受试者在同一组块内采用相同的手（指）进行重复
运动， 且两个组块之间有一个 ２０ ｓ 的静止间隔． 可
以设想， 这种条件下的任务难度均远远低于要求进
行快速左右手切换的运动任务． Ｃａｔａｌａｎ 等人［２０］ 在一
项正电子断层成像研究中观察到， 在一个扫描序列
中只进行右手食指单指运动也激活了 ＳＭＡ 和对侧 Ｍ１，
说明本实验结果与一个扫描序列中只进行同一个手
指运动的脑激活非常相似．
另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运动任务的复杂性
还 与 发 起 方 式 有 关， 如 外 源 性 触 发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或自发启动（ｓｅｌｆ－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本研究
要求受试者根据视觉提示信号进行运动， 这是一种
外源性触发的简单随意运动． 因此， 更精确地说， 本
研究证明了次级运动区参与外源性触发的简单运动．
这一结论与次级运动皮层参与感觉信息引导的随意
运动的观点一致［２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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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利手和非利手简单运动条
件下初级和次级运动区的功能特点， 结果显示， 无论
是利手还是非利手运动均激活对侧 Ｍ１， 这一结果与
文献完全一致 ［９ ￣１２］； 而对于次级运动区， 特别是 ＰＭＣ，
利手运动主要激活对侧区域， 而非利手运动则激活
双侧区域， 这一结果提示初级和次级运动区的功能
差异． 对于类似的运动任务， 由于遗传和后天经验导
致了利手和非利手灵活性的差异， 非利手运动的难
度显然大于利手运动， 因此， 同侧次级运动区的激活
很可能与非利手运动任务难度较大有关． Ｓｏｌｏｄｋｉｎ
等人 ［１１］ 发现， 当右利手受试者用右手进行简单运动
时主要激活对侧运动区， 而右手复杂运动则激活双
侧运动区． Ｓａｄａｔｏ 等人 ［２３］分析了运动复杂程度与脑
区激活强度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Ｍ１ 的激活强度
在不同难度运动时保持恒定， 而次级运动区（特别是
对侧）的激活强度随着任务难度加大而增加． 类似地，
Ｔａｎｊｉ 和 Ｍｕｓｈｉａｋｅ［８］ 的神经生理学研究显示， ＳＭＡ 和
ＰＭＣ 神经元的活动随运动复杂度和难度的提高而增
强， 而 Ｍ１ 神经元的活动在不同运动任务中没有明显
变化 ［８］． 综合本研究和文献 ［８，１１，２３］的结果， 我们推论，
对侧初级和次级运动区是随意运动的基本脑结构基
础， 而当运动难度增加时或在非利手运动条件下， 则
需要进一步依赖于同侧次级运动区的参与． Ｂａｒａｌｄｉ
等人 ［２４］ 及我们以前的工作 ［２５］ 曾观察到， 右利手受试
者的利手和非利手的手指序列运动（一种复杂随意运
动）均可激活双侧次级运动区， 且左侧 ＰＭＣ 的激活体
积大于右侧． 这一结果支持我们的上述推论， 即非利
手运动激活同侧次级运动皮层可能与任务难度加大
有关． 已知次级运动区主要与随意运动的准备和计
划有关 ［７，２５￣２７］， 且根据已有的神经解剖学资料， 两侧
ＳＭＡ 和 ＰＭＣ 之间存在双向纤维联系［２８］， 因此我们推测，
双侧次级运动区很可能是通过这些纤维联系实现对非
利手简单运动的协调控制的．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从脑激活统计参数图看，
ＰＭＣ 和 ＳＭＡ 在利手和非利手运动时表现出非常相似的
激活特点， 即利手运动激活对侧脑区而非利手运动
激活双侧脑区， 但进一步分析时间－反应曲线可以发
现， ＰＭＣ 和 ＳＭＡ 在利手和非利手运动中的活动是有一
定差异的， 右侧 ＰＭＣ 只对非利手运动响应， 而右侧
ＳＭＡ 对非利手和利手运动均有响应， 只是由于对利手
运动的响应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而未在脑激活统计
图上反映出来． 这说明常规脑激活统计参数图有一
定局限， 进一步分析功能区的时间－反应曲线是必要
的． 事实上， ＰＭＣ 和 ＳＭＡ 功能的差异已被许多研究证
实， 其中 ＰＭＣ 被认为主要参与由外源性感觉信号引导
的运动准备， 而 ＳＭＡ 主要参与内源性自发启动的运动
准备以及运动学习和感觉－ 运动整合等 ［３， ２１，２２，２６，２７，２９］．
但这些研究大多只观察了利手条件下的随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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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ＰＭＣ 和 ＳＭＡ 在利手和非利手运动中作用的差异
值得进一步探讨．
最后需要指出， 本研究只考察了右利手者， 这些
结论是否适合于左利手者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致谢 本工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３０１２８００５，
３０１７０３２５， ３００７０２５０）、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批准
号： Ｇ１９９９０５４０００）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
基金（批准号： ２００１０２８４０２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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