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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摘要
工作记忆是一种重要且基础的认知功能，是其他高级认知功能的
基础。对工作记忆神经机制的研究是探索神经精神疾病记忆障碍的基
础。工作记忆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涉及到多个脑区之间共同协作。
其中，前额叶和海马体是工作记忆脑网络的重要节点。然而，以往研
究忽略了海马体的复杂结构，仅把海马体当成整体研究。另外，前额
叶与海马体在工作记忆加工阶段如何相互作用以支持工作记忆的加
工还不清楚。因此，本研究关注以下两个研究问题：1）人类海马体
不同亚区是如何维持工作记忆信息的？2）人类前额叶和内侧颞叶之
间是否以及如何相互作用支持工作记忆信息加工？
在研究一中，我们招募了 14 名难治性癫痫患者参与工作记忆任
务，通过颅内脑电的记录方式记录了海马体前后亚区加工工作记忆时
的电生理数据。研究结果显示海马体内前后亚区对于工作记忆加工都
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在特定的频带和方向性模式上相互作用，以支持
工作记忆信息的维持。具体来说，前海马和后海马的相互作用是通过
theta/alpha 同步来介导的。此外，这种同步是由后海马驱动前海马的
信息传递实现的。而且，这种信息传递的方向性受到跨频段耦合的影
响，即后海马 theta/alpha 频段的相位调制前海马 gamma 的幅值。这
种海马内的方向性偏向有助于对工作记忆信息的正确提取，而对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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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记忆信息提取失败则不存在这种偏向。
在研究二中，我们招募了 9 名难治性癫痫患者参与时空信息相关
的工作记忆任务，同样通过颅内脑电的记录方式记录了内侧颞叶和前
额叶加工工作记忆不同阶段的电生理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内侧颞叶在
工作记忆编码和维持阶段以低频振荡为主，前额叶以高频振荡为主。
而且，在工作记忆编码阶段，内侧颞叶驱动前额叶编码物体和时空信
息，编码空间信息时内侧颞叶到前额叶信息流强度最大；在维持阶段，
前额叶驱动内侧颞叶维持编码的工作记忆信息，维持空间信息时前额
叶到内侧颞叶的信息流强度最大；在提取阶段，内侧颞叶驱动前额叶
提取工作记忆信息，提取空间信息时信息流强度最大。该结果揭示了
内侧颞叶和前额叶在加工工作记忆不同信息时额叶-颞叶环路动态的
信息传递模式。
本研究结果充分显示了大脑特定脑区加工工作记忆认知活动的
神经机制，为内侧颞叶和前额叶在工作记忆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的神经
机制提供直接的证据。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能够帮助我们真
正理解大脑的运行机制。不仅如此，该研究还有助于理解神经精神疾
病的机理，有望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治疗当中。

关键词：工作记忆；海马体亚区；前额叶-内侧颞叶相互作用；颅内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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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ing memory is an important cognitive function, which is the
basis of other advanced cognitive functions. Further, working memory
is a complex cognitive process that involves collaboration among
multiple brain regions. Among them, the prefrontal lobe and
hippocampus are important nodes of the working memory brain
network.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ignored the complex structure
of the hippocampus, and only considered the hippocampus as a whole.
In addition, it is unclear how the prefrontal lobe and hippocampus
interact during the working memory processing stage to support
working memory processing.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ould like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How do different subregions of the
human hippocampus maintain working memory information? 2) Does
human prefrontal lobe and medial temporal lobe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support working memory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e first study, we recruited 14 patients with intractable epilepsy
to participate in working memory tasks, and recorded intracranial
electrophysiological data in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subregions of the
hippocampus during working memory processing.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subregions of the hippocampus
are both essential for working memory. They interacted in specific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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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 bands and directional patterns to support the maintenance of
working memory information. Specifical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nterior and the posterior hippocampus was mediated through
theta/alpha synchronization. In addition, this synchronization was
achieved by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of the anterior hippocampus
driven by the posterior hippocampus. Moreover, the directionality of
this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s affected by the cross-band coupling,
that is, the amplitude of the anterior hippocampus gamma is modulated
by the phase of the theta/alpha band of the posterior hippocampus. This
directional bias in the hippocampus is helpful for the correct extraction
of working memory information, but there is no such bias for the failure
of working memory information extraction.
In the second study, we recruited 9 patients with intractable
epilepsy to participate in spatiotemporal information-related working
memory tasks, and also recorded intracranial electrophysiological data
of the medial temporal and prefrontal lobes during working memory.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was
dominated by low-frequency oscillations in the encoding and
maintenance phase of working memory, and the prefrontal lobe was
dominated by high-frequency oscillations. Moreover, in the working
memory encoding stage,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drove the prefrontal
lobe to encode objects and spatiotemporal information, and the intensity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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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information flow from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to the prefrontal
lobe was the largest when encoding spatial information; in the
maintenance phase, the prefrontal lobe drove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to maintain the encoded working memory information, and the intensity
of the information flow from the prefrontal lobe to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was the greatest when maintaining spatial information; and in the
retrieval stage,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drove the prefrontal lobe to
retrieve working memory information, and the intensity of the
information flow was greatest under spatial information. These results
revealed the dynamic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ode of the
frontal-temporal loop when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and prefrontal
lobe process different information in working memory.
Our study provided direct evidence for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and prefrontal lob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working memory. This resear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can help us truly understand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brain.
Our research also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neuropsychiatric diseases,
which is expected to apply our results to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Working memory; Hippocampus subregions; Interactions between
prefrontal lobe and medial temporal lobe; Intracranial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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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指的是对视觉或听觉等信息进行短
暂存储并且能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及处理的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1,
2]。它能接受信息并同时对其进行编码和整合加工，从而将其中有用
的信息提取出来进行储存。工作记忆是一种重要且基础的认知功能，
是其他高级认知功能的基础。对工作记忆神经机制的研究是探索神经
精神疾病记忆障碍的基础。例如，阿尔兹海默症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
性疾病，工作记忆障碍是阿尔兹海默症主要的临床表现之一[3]。因
此，研究工作记忆背后的神经机制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而且
研究成果有助于明确临床治疗神经精神疾病的靶点，提高临床治疗的
准确性。
工作记忆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涉及到多个脑区之间共同协
作。大量研究指出，前额叶和内侧颞叶[3]，尤其是海马体[4]，在工
作记忆加工中扮演重要角色[4-6]。 工作记忆的不同阶段均有前额叶
参与，主要负责记忆信息及信息的维持。例如，针对啮齿动物和非人
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发现前额叶皮层的神经元活动与工作记忆任务的
行为表现密切相关，提示前额叶参与工作记忆信息编码[7]。前人通过
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发现
工作记忆维持阶段前额叶皮层持续激活[8]。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前
额叶皮层在工作记忆加工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内侧颞叶在工作记
忆中的作用逐渐被人们所发现。来自人类海马体的直接电生理记录显

1

第一章 绪论

示了海马体在工作记忆当中不同于前额叶的神经电生理证据[9]。海
马体和周围的内侧颞叶结构（统称内侧颞叶）会跟踪工作记忆任务执
行情况，在工作记忆不同阶段海马体的电生理活动会有不同的变化
[10]。因此，海马体在工作记忆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最近在人类海马的电生理研究一致地发现了在工作记忆维持期
间神经元的持续活动[11-13]和低频振荡的变化[9, 14]。然而，海马体
是一个复杂的结构，随着海马长轴的延伸与海马相关的认知功能也发
生变化。目前大多数研究海马体在工作记忆中作用的文献仅把海马体
作为一个统一的结构，忽略了海马体内不同亚区的功能特异性。另外，
正如前文所述，前额叶和内侧颞叶在工作记忆加工中都扮演重要的角
色，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人类前额叶和内侧颞叶是否对工作记忆起独
立的作用，还是两个脑区相互作用以完成工作记忆信息的编码、维持
和提取阶段？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1）人类海马体不同
亚区是如何维持工作记忆信息的？2）人类前额叶和内侧颞叶之间是
否以及如何相互作用支持工作记忆信息加工？
由于以往神经影像记录手段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例如头皮脑电虽
然具有毫秒级的时间分辨率，但是空间分辨率很低[15]；fMRI 等神经
影像手段空间分辨率高，但是难以呈现毫秒级的神经认知过程[16]，
因此，我们需要高时空间分辨率的记录手段才能满足我们记录海马体
这 样 的 深 部 核 团 神 经 活 动 的 过 程 。 颅 内 脑 电 （ Intracranial
Electrophysiology, iEEG）具有毫秒级精度的高时空分辨率的电生理记
录手段，是研究人类皮层和皮层下结构的重要途径，为更深刻地理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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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高级认知功能的神经机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17]。借助 iEEG
手段，我们可以记录人类（难治性癫痫患者）海马体和前额叶完成工
作记忆任务时的神经电生理活动，为内侧颞叶和前额叶在工作记忆不
同阶段发挥作用的神经机制提供直接的证据。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理解大脑的运行机制。不仅如此，该研究还
有助于理解神经精神疾病的机理，有望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治
疗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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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类海马体亚区维持工作记忆的功能特异性研究
2.1 引言
工作记忆描述了我们暂时存储信息并随后自适应地将其转化为
行为反应的能力。这种神经能力，被认为是“有意识思维的画板”[18] ，
对于组织目标导向的行为至关重要[19]，包括推理、心算和决策[20]。
而且，工作记忆在精神分裂症[21]和阿尔茨海默氏症[22]等神经精神
疾病中很容易受到损害。因此，在细粒度范围内研究工作记忆加工的
神经动力学机制，不仅可以更准确地了解高水平认知技能的生物学基
础，而且可以提高对神经精神疾病治疗的有效性。
海马被认为是支持工作记忆的重要节点。最近在人类海马的电生
理研究一致地发现了在工作记忆维持期间神经元的持续活动[11-13]
和低频振荡的变化[9, 14]。然而，海马是一个复杂的结构，随着海马
长轴的延伸与海马相关的认知功能也发生变化，仅把海马作为一个统
一的结构会忽略海马亚区的功能特异性。从解剖学[23]、电生理学
[24]、损伤[25]和转录组学[26]方面的啮齿动物研究表明，海马腹侧(相
当于人类的前部)和背侧(相当于人类的后部)的外部连接模式、功能和
基因表达存在差异。这些基因和连接性的发现最近在人类身上得到了
验证 [27, 28]，并 为动物 和人类 的长轴 功能分 化提供 了理论 基础
[29-31]。这些研究为海马的功能特异性提供了很好的证据。然而，海
马不同亚区如何参与认知功能却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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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仅有少数研究关注海马长轴在工作记忆加工中的功能
特异性。啮齿动物的研究表明，背侧海马受损引起工作记忆受损，这
一现象在腹侧海马受损并未发现[32]，这表明背侧海马在工作记忆加
工中至关重要。在人类研究中，最近的 fMRI 研究表明在工作记忆过
程中前海马和后海马都被激活[33]。对于啮齿类动物和人类研究不同
的结果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海马亚区的功能在不同物种之间可
能存在显著差异；另一种是人类的入侵性成像技术受到时间和空间分
辨率的限制，不能在细粒度范围内捕捉到海马的功能特化。此外，解
剖学上的连通性也表明前海马和后海马之间存在显著连接。啮齿动物
研究显示在工作记忆任务中，背侧和腹侧 海马之间的连通性增强，
表明在处理工作记忆信息中海马体内存在合作关系[34]。然而，由于
fMRI 低时间分辨率的局限性，难以呈现海马体亚区间毫秒级的信息
传递模式，因此有必要提供直接的电生理学证据描述不同的海马亚区
是如何相互协调合作以支持工作记忆信息加工的。
颅内脑电技术具有毫米级的空间精度和毫秒级的时间分辨率，为
在活体内研究海马体不同亚区的神经活动和亚区间的信息传递模式
提供了可能性[35]。神经生理学研究表明，theta/alpha (4-13hz)振荡反
映了细胞膜电位的节律性波动，能够支持人类海马体加工工作记忆信
息[36, 37]。而且，低频同步振荡支持了神经元网络间的功能性相互作
用[38]。另外，跨频段的耦合模式（gamma 振幅(> 30hz)与低频振荡
相位）也为脑节律的组织和脑区间的信息传递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机制
[38]。有研究指出在工作记忆中维持多个项目的记忆伴随着增强的相
5

第二章 人类海马体亚区维持工作记忆的功能特异性研究

位-幅值耦合(phase-amplitude coupling, PAC)[9, 39]。因此，低频振荡
和跨频段的耦合可能反映了海马体内不同亚区之间功能性相互作用
的潜在机制。
在本研究中，我们记录了 14 名难治性癫痫患者完成工作记忆任
务时前海马和后海马的颅内脑电信号(iEEG)。我们主要关注以下三个
研究问题: 1）海马体在工作记忆加工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还是
沿着长轴方向存在空间异质性？2） 前海马和后海马在工作记忆加工
中如何相互作用以支持工作记忆加工？3）这种相互作用模式是否只
在正确的工作记忆加工中出现？

2.2 材料与方法
2.2.1 受试者
14 名成年受试者参与了本次研究。所有受试者在内侧颞叶植入
深部电极(直径 1.3 mm，8 个接触点长 1.6 mm，接触点中心间距 5 mm)
用于癫痫手术治疗中。电极放置完全由临床需要引导，病人选择完全
基于 MRI 确认的海马对侧致痫区域或其外的深度电极放置。在测试
之前，所有受试者都提供了书面的知情同意书，这项研究得到了机构
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PB 2016-02055)。所有受试者视力正常或矫正
正常，经神经心理学测试证实为右利手。在实验前无癫痫发作记录，
任何间歇性癫痫活动所致的数据伪迹都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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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工作记忆任务
工作记忆任务包括编码信息，维持信息和回忆信息三个阶段组成
（如图 2.1 所示）。每个试次（trial）开始于一个注视十字架(1 秒) ，
然后刺激内容呈现 2 秒。刺激内容由屏幕中央的一组字母组成。刺激
消失后，屏幕中央呈现一个正方形表示维持阶段(3s)。然后，当提取
线索出现时，受试者尽可能快地按下按钮(“ IN”或“ OUT”)判断这一线
索是否是刺激内容的一部分。在反应之后，研究人员鼓励受试者放松，
并启动下一个试次。每个受试者完成几轮测试，每轮测试包括 50 个
试次。每个受试者平均完成 226 ± 113 个试次。每个受试者观看的刺
激顺序完全是随机的。

图 2.1 工作记忆任务一个试次样例，包括注视十字，编码信息，提取信息和回忆
信息阶段。受试者需要在回忆信息阶段做反应。

2.2.3 深部电极定位
深部电极定位分别根据电极植入后的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扫
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和结构 T1 加权的 MRI 扫描。对于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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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受试者，使用 FieldTrip 工具包[40] 将 CT 扫描配准到 MRI 扫描
中。在共同配准的 CT-MRI 影像中，电极接触点通过肉眼标记。然后，
接触点位置归一化到 MNI 空间，
并使用 Brainnetome Atlas 分配到特
定的大脑区域[41]。图 2.2 显示了所有受试者在前海马和后海马中被
转换成标准 MNI 空间的电极。其中，10 名受试者同时拥有前后海
马的电极。

图 2.2 10 名受试者在前后海马插入的电极位置分布。

2.2.4 iEEG 数据预处理
iEEG 数据采集使用 Neuralynx ATLAS 记录系统，采样频率
4kHz，模拟滤波在 0.5Hz 以上。数据采集后，iEEG 记录被降采样到
1khz，然后用带有汉明窗的零相位延迟有限脉冲响应滤波器滤波 1 到
200hz。线路噪声谐波通过离散傅里叶变换消除。过滤后的数据被检
查，以标记任何接触点或者含有癫痫样活动的时期或者需要排除的人
工伪迹。然后将数据重新参考到所有接触点信号的平均值。随后选择
位于海马体的接触点进行分析。最终，被分析的 iEEG 数据包含了 94
个位于海马体的位点，其中 32 个位点位于前海马，62 个位点位于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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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平均每名被试具有 3.2 ± 1.8 个（1-6 个）位点位于前海马，6.7
± 2.2 个（1-8 个）位点位于后海马。
我们将 8s 的连续数据分割成几个部分，
包括 1s 的注视点为基线，
2s 编码阶段，3s 维持阶段和 2s 反应阶段。我们重点分析维持阶段海
马体前后亚区神经活动的变化。我们通过肉眼检查排除包含伪迹的试
次，然后根据任务结果提取每个受试者反应正确和错误的试次。针对
数据预处理步骤，我们采用 FieldTrip 工具包[40], EEGLAB 工具箱[42]
和基于 MATLAB 自定义的脚本(MathWorks Inc., Natick, MA)。

2.2.5 频率分解
对于所有正确和错误的试次，我们采用时频分析计算每个试次的
功率。具体来说，我们使用 Morlet 小波来计算每个试次的时频功率，
频率范围 1 到 100Hz，步长为 1Hz，时间分辨率为 1ms。我们通过基
线 校 正 的 方 法 将 每 个 时 频 点 的 功 率 转 换 为 分 贝 (dB) :
(power-powerbaseline)/powerbaseline。对于每个触点，我们分别计算
正确和错误试次相对的时频功率。
为了检验前海马和后海马在工作记忆维持期间的相对功率是否
不同，我们使用基于集群的置换检验对相对功率的差异进行了统计学
的比较。我们使用的置换检验在集群水平上计算统计量，并对多重比
较进行了修正。具体来说，前海马和后海马之间的功率差异是通过 t
值来量化的，对于未校正的 p 值的 t 值进行聚类。当真实数据中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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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总和 t 值的最大值超过蒙特卡罗分布的阈值时，功率差异被认
为是显著的（p < 0.05）。该阈值由随机变换试次的标签 1000 次产生。
我们也使用相同的统计办法比较前海马和后海马中正确和错误试次
的功率差异。

2.2.6 相位同步
不同脑区间神经元的同步强度由锁相值（phase locking value,
PLV）来定量计算[43]。PLV 计算了在给定的时间点 t 和频率点 f 两个
电极(a,b)之间基于试次的相位差φ:
PLVa,b (t , f ) 

1
Ntrials

n  Ntrials

 exp(i t , f    t , f )
n 1

n,a

n, b

(2-1)

该指标定量计算了在重复试次中每对电极相位关系的一致性程
度，这种相位关系独立于绝对相位和振幅。PLV 值范围从 0 到 1，如
果两个信号呈现恒定的相位关系，则值接近 1。我们分别计算了正确
和错误试次前后海马电极对之间的 PLV，频率范围为 1-30Hz。在计
算 PLV 之前，从每个试次中减去所有试次的平均值，目的是尽量减
少同时的相位估计电压变化造成的污染[44]。
为了检验维持阶段所有电极对 PLV 的统计学意义，我们重新排
列试次的顺序 200 次以创建一个零分布，计算出每一对电极对 PLV
的 95% 阈值。然后，将所有电极对的阈值平均，只有超过相应阈值
的时频 PLV 被保留，认为是显著的 PLV，阈值以下的 PLV 设置为零。
为了进一步确定特定频率的 PLV，我们计算了随着频率变化的 PLV。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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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频域的 PLV，我们选择峰值频带(theta/alpha，5-12Hz)作为随后分
析的频带。另外，为了确定这个峰值频带的 PLV 是由工作记忆维持
阶段引起的，我们采用配对 t 检验提取 theta/alpha 的 PLV 与基线
的 PLV 进行比较（p<0.05 显著）。

2.2.7 格兰杰因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确定在 theta/alpha 频段，前海马和后海马之间信息
流的方向性，我们计算了频谱格兰杰因果指标（Granger Causality
Index, GC）。该指标通过引入另一个时间序列来量化某个信号在频域
的预测误差[45]。我们选择了相对于基线维持阶段 theta/alpha 频段
PLV 升高的电极对 (PLV5-12Hz/PLVbaseline>1) 进行 GC 分析(N = 50/84)。
对于每一对前后海马电极对，计算 GC 前先减去所有试次的均值，然
后进行自回归模型分析，计算频谱 GC。我们采用基于多元格兰杰因
果关系的 Matlab 工具箱[46]来定义每对电极对的模型顺序。对于维
持阶段的试次，我们分别计算了两个方向的 GC 值，从前海马到后海
马和从后海马到前海马。频域 GC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是通过在电极对
之间随机交换信号的顺序 200 次以产生零分布的序列。那些超过 95%
零分布阈值的电极对进入后续比较(N = 41)。我们分别提取两个方向
的 theta/alpha 频段的 GC 值，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两个方向信息
流强度的差异。我们认为 p < 0.05 具有显著性。

11

第二章 人类海马体亚区维持工作记忆的功能特异性研究

2.2.8 跨频段相位幅值耦合
同样，我们选择维持阶段 PLV 升高的前海马-后海马电极对(N =
50/84) 分析相位幅值耦合（PAC）。我们通过平均矢量长度算法[47]
计算了来自前海马/后海马的触点 a 的低频(1-20hz)相位和后海马/前
海马的触点 b 的高频(20-100hz)振幅之间的跨频段耦合。计算公式如
下:
n

PAC 

A
t 1

t ,a

n

e

i t ,b

(2-2)

其中，n 代表数据点的个数，t 代表时间点，At,a 代表触点 a 的幅
值，φt,b 表示触点 b 的相位。
该计算输出了原始的 PAC 值。我们通过穷举法产生虚假的分布
以评估 PAC 的显著性。
具体来说，
我们随机打乱信号并重新计算 PAC
200 次以创建一个空分布。然后根据 PAC 值的空分布将原始 PAC
经过 z 变换转为 z-PAC，正值表示排除了任何虚假结果的真实 PAC。
为了获得维持阶段引起的 z-PAC，我们使用之前描述过的聚类置换检
验将维持阶段的 z-PAC 与基线 z-PAC 进行比较，单尾检验确定
z-PAC 相对于基线增加的频率(p < 0.05)。进一步，我们分别从前海马
低频相位和后海马高频幅值以及前海马高频幅值和后海马低频相位
提取 theta/alpha-gamma z-PAC 值，通过配对样本 t 检验分别比较正确
和错误试次中两个方向 z-PAC。我们认为 p < 0.05 具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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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验结果
2.3.1 行为结果
受试者完成工作记忆任务的平均正确率为 90.8% ± 1.2% (范围：
78%-94.9%) 。反应正确的试次的平均反应时间比错误试次快(正确：
1.32 ± 0.04s；错误：1.81 ± 0.15s，置换配对 t 检验: t (13) =-4.0489，p
= 0.0005)。因此，所有受试者能够完成工作记忆任务。

2.3.2 工作记忆维持阶段低频振荡持续激活
植入前海马和后海马的深部电极记录了局部场电位。前后海马触
点平均距离为 19.59 ± 0.80 mm (范围 4.69-36.67 mm)。我们计算了
维持阶段前海马和后海马内每个触点的相对时频功率。结果表明，在
相对于基线的整个维持周期内，前海马和后海马在低频(1-30hz)范围
内的功率持续增加，如图 2.3(A)所示。为了研究正确试次中前海马和
后海马的时频功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平均了功率的时间维度，
在每个频率点上比较了前后海马功率的差异。结果表明，前海马和后
海马在频域的功率没有显著差异(p > 0.05，基于聚类的置换检验，如
图 2.3(B)所示)。因此，该结果表明前海马和后海马均参与了工作记忆
信息的维持阶段，反映在低频振荡持续激活的神经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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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正确试次中前海马（aHipp）和后海马（pHipp）在维持阶段低频振荡功率。
（A）前海马和后海马在时频域功率的分布，低频（3-30Hz）显著激活。（B）
前海马和后海马随着频率增加功率的变化。

2.3.3 前海马-后海马低频相位同步维持工作记忆
上述结果显示在前海马和后海马内维持阶段诱发的功率的增加
发现于低频振荡活动中。那么，在维持工作记忆信息的过程中，海马
体的两个亚区是否相互作用以支持工作记忆维持阶段呢？考虑到低
频振荡对脑区间通信的支持作用，我们计算了正确试次中前海马-后
海马之间的低频相位同步(PLV)。该指标衡量了前海马-后海马电极对
相位关系的一致性。我们计算了整个维持阶段时频域的 PL，以揭示
整个维持阶段功能连通性的时变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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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4(A)所示，在整个维持阶段，前海马和后海马之间存在显
著的相位同步性(p < 0.05，置换测试)。进一步地，我们通过平均时域
信息获得了频域 PLV，并证实了前海马和后海马之间的同步性在
theta/alpha 波段达到峰值(5-12 Hz，在图 2.4(B)中呈淡黄色阴影)。为
了进一步证实该峰值的 PLV 是由维持阶段诱发的，我们提取了维持
阶段和基线阶段的 theta/alpha 频段内 PLV，并用配对 t 检验进行了
比较。在所有的前海马-后海马电极对中，维持阶段的 PLV 明显强于
基线阶段 PLV (p = 0.0002，t (83) = 3.97) ，证实了维持阶段增强了前
海马-后海马在 theta/alpha 频段内的相位同步性(图 2.4(C))。因此，后
续的分析主要集中在 theta/alpha 频段。

图 2.4 正确试次中前海马和后海马之间的相位同步活动。（A）前后海马在时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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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相位同步性，整个维持阶段相位同步性稳定存在。（B）随着频率增加前后
海马相位同步性的变化，黄色阴影部分显示了前海马-后海马之间相位同步性峰
值出现的频段（5-12Hz）。（C）峰值的 PLV 和基线相比显著升高，表明维持阶
段增强了前海马-后海马在 theta/alpha 频段内的相位同步性。**表示 p<0.01。

2.3.4 后海马驱动前海马维持工作记忆
为了进一步研究前海马-后海马在 theta/alpha 频段相互作用的方
向性，我们通过频域内格兰杰因果关系（GC）分析了正确试次中前
海马-后海马的有效连通性。GC 估计通过合并来自另一个脑区的信息
可以更好地预测某个脑区信号的程度。我们选择在低频相位同步中维
持阶段增强 PLV 的电极对进行后续分析（N=50）。通过置换检验，
有 41 对电极的 GC 值显著高于阈值(p < 0.05) 。然后，我们比较了这
41 对电极对上前海马到后海马和后海马到前海马两个方向上 GC 的
差异。结果表明，在 theta/alpha 频段内，后海马到前海马的信息流显
著高于前海马到后海马(配对 t 检验，p = 0.013，t (40) = 2.599) ，如
图 2.5 所示。这些结果证明了后海马在 theta/alpha 频段内驱动了定向
的前海马-后海马之间的功能性相互作用以支持成功的工作记忆加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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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正确试次中后海马到前海马的信息流强度显著高于前海马到后海马的信
息流。*表示 p<0.05。

2.3.5 前海马-后海马之间跨频段信息传递
PAC 是协调脑区间信息传递的重要机制[26]。前人研究显示海马
体内的 theta/alpha-gamma PAC 反映了动物和人类维持工作记忆的神
经相关性[10,27]。因此，我们计算了正确试次中前后海马之间跨频段
的 PAC。前后海马之间跨频段的耦合被定量为一个脑区的低频(2-20hz)
相位和另一个脑区的高频振幅(20-100hz)的耦合。我们使用和 GC 同
样的电极对进行分析(N = 50)。如图 2.6（A）所示，维持阶段诱发的
显著的 z-PAC 出现在特定的频率范围(p < 0.05，基于聚类的置换检
验)。前海马 theta/alpha 频段的相位家带了后海马的 gamma 幅值(~
30-100Hz，峰值在 78Hz，图 2.6（A）上图) ，后海马的 theta/alpha
频段内的相位调制了前海马的 gamma 幅值(~ 30-100Hz，峰值在 80Hz，
图 2.6（A）下图)。为了进一步比较两个方向的耦合强度，我们提取
了每个方向 theta/alpha-gamma 的 z-PAC (图 2.6（A）中的橙色方框)。
结果显示从后海马相位到前海马幅值的耦合强度大于从 前海马相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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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海马幅值的耦合强度(配对 t 检验，t (49) = 2.088，p = 0.042) ，
如图 2.6（B）所示。
由于低频振荡被认为是组织细胞集合以维持工作记忆信息的潜
在机制[48]，而且来自人类海马的证据表明，神经元的尖峰以行为相
关的方式锁定在低频振荡的不同相位[49]。因此，我们计算了在两个
方向上 gamma 幅值在 18 个 theta/alpha 相位上的分布。如图 2.6（C）
所示，前海马和后海马的 theta/alpha 相位调节了 gamma 幅值的分布
(Rayleigh 检验，后海马 gamma 平均幅值出现在 57.3°，p = 4.3082
×10-8；前海马 gamma 平均幅值出现在 57.2°，p = 4.3085×10-8)。
另外，两个方向 gamma 幅值的分布差异，即前海马的 gamma 幅值在
后海马 theta/alpha 相位的分布减去后海马的 gamma 幅值在前海马
theta/alpha 相位的分布，是不均匀的(Rayleigh 检验，p = 4.308×10-8)。
综上所述，在频率和相位特定的振荡活动下，工作记忆维持阶段增强
了 前 海 马 和 后 海 马 之 间 的 跨 频 段 耦 合 强 度 ， 即 gamma 幅 值 在
theta/alpha 的相位振荡下优化了从后海马到前海马的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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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正确试次中工作记忆维持阶段前海马和后海马之间跨频段耦合关系。
（A）
前（后）海马低频相位和后（前）海马高频幅值在时频域的耦合强度。橙色方框
表示 theta/alpha 相位和 gamma 幅值的耦合。（B）正确试次中，后海马 theta/alpha
相位调制前海马 gamma 幅值的耦合强度强于反方向。*表示 p<0.05。
（C）前（后）
海马 gamma 幅值在后（前）海马 theta/alpha 不同相位上的分布。两个方向上的
分布是不均一分布。同样，两个方向分布的差值也是不均一分布。

2.3.6 错误提取工作记忆缺乏前海马-后海马信息传递的方向性
为了证实上述结果对于成功维持工作记忆信息是特别存在的，我
们还分析了错误试次中前海马和后海马之间的信息传递。在
theta/alpha 频段内，有 16 对电极对的 GC 值显著高于阈值，而且这
16 对电极对 GC 值在前海马到后海马和后海马到前海马的信息流没
有显著差异(配对 t 检验，p = 0.174，t (15) = 1.427) ，如图 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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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另外，针对 theta/alpha-gamma 的跨频段耦合，我们也计算了错
误试次中两个方向 PAC 的差异。如图 2.7（B）所示, theta/alpha-gamma
z-PAC 在两个方向的耦合强度没有差异(配对 t 检验，p = 0.407，t (49)
= 0.8363)。因此，这些结果再次表明，后海马驱动的信息传递方向支
持成功的工作记忆维持(图 2.7（C）左) ，这有利于检索正确的工作
记忆信息。而这种偏向性的信息传递方向在错误提取工作记忆信息时
就消失了(图 2.7（C）右)。

图 2.7 错误试次前海马-后海马之间信息传递方向。（A）前海马-后海马之间
theta/alpha 频段内信息流传递无差异。（B）前海马-后海马之间跨频段耦合强度
两个方向无差异。（C）正确和错误试次中，前海马-后海马信息传递方向的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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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利用人类的 iEEG 记录和精确的海马体分区，证明
了工作记忆的维持依赖于前海马和后海马的神经活动，这与人类的
fMRI 研究保持一致。此外，我们通过 theta/alpha 振荡观察到后海马
和前海马之间的协调神经振荡，并且 后海马对前海马有单向影响。
这反映了啮齿动物的研究结果，即海马背侧(而非腹侧)的损害导致工
作记忆缺陷；背侧海马参与学习和记忆，而腹侧海马参与情绪加工。
总体来说，我们的工作为动物细胞水平的研究和大量关于人类海马内
分区功能特异性的无创研究建立了一座桥梁。
在维持工作记忆信息阶段，前海马和后海马的功率都显示出持续
的低频振荡(包括 theta 和 alpha 频段)。Theta 和 alpha 频段是两个在工
作记忆维持阶段发挥重要作用的频段。Theta 节律被认为是组织工作
记忆信息的基础[50]，而海马体内 Theta 能量的增加反映了对工作记
忆信息的存储[37]。Alpha 频段神经活动与工作记忆信息本身无关，
但在保护工作记忆维持阶段免受非相关信息影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51]。结合我们的研究结果和前人的工作，我们认为 theta/alpha 功率
的增加促进了海马体对工作记忆信息的加工，可能反映在组织神经活
动(theta)和选择性过滤任务相关信息以避免分散信息（alpha）。
我们进一步观察到工作记忆维持阶段前海马-后海马振荡相位的
同步性主要体现在 theta/alpha 范围(5-12Hz)。迄今为止，只有少数研
究通过同时记录清醒啮齿动物海马长轴上的振荡通讯。具体地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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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研究报告了在工作记忆任务中背-腹侧海马之间连通性增加
[34]。另外，工作记忆中断伴随着背-腹侧海马 theta 相位相干降低，
而药物治疗既能恢复工作记忆任务的执行能力，又能逆转海马背-腹
侧连接的异常[52]。因此，与动物文献的观点一致，我们的研究结果
显示人类海马亚区之间的同步性沿着海马长轴对工作记忆加工有贡
献。振荡同步性在代表特定刺激的大脑区域之间可以建立瞬时联系。
前人研究已经证明在工作记忆维持阶段存在海马和皮质区域之间以
及皮质区域之间的 theta/alpha 同步[53, 54]。基于本研究的结果，我们
推测在工作记忆维持阶段，更强的分散信号需要被更高水平的 alpha
同步抑制。同时，任务相关的记忆信号可能需要通过 theta 连接来加
强。
接下来，我们发现在工作记忆维持阶段后海马 theta/alpha 的相位
调 节 了 前 海 马 的 gamma 幅 值 ， 而 且 ， 后 海 马 驱 动 了 前 海 马 在
theta/alpha 频段内的信息传递方向，这些结果仅在成功提取工作记忆
的试次中发现，在错误试次中方向性偏向消失。这些结果共同表明，
在 theta/alpha 频段内后海马到前海马的信息传递模式有助于工作记
忆的成功维持。这些脑区间的信息传递动力学与海马体内从背侧向腹
侧海马投射的解剖环路一致[55, 56]。海马长轴可能是各种工作记忆
信息之间相互作用的位置，长轴中间神经元“协调”信息流传递[57]。
这种方向性可以用人们日益认识到的海马长轴上连接性、基因表
达和功能特异性来解释[29, 31]。首先，前海马和后海马与皮层网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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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功能连接。静息状态功能连接分析显示海马长轴外部连接模式
的特异性，后海马优先连接到工作记忆任务的正性网络[28]。工作记
忆加工中的维持阶段涉及持续注意和执行控制成分[58]，这些成分与
正性网络密切相关，主要位于额叶和顶叶区域。因此，我们推测后海
马从这些网络中接受自上而下的控制，然后将信息传递给前海马以主
动维持工作记忆信息。其次，啮齿动物研究表明，在海马体有一个从
细背部到粗腹部的表现[59]。人类 fMRI 研究还表明，记忆信息沿海
马长轴具有层次性的表征，后海马代表细节层次的信息，前海马代表
高层次、多事件的重叠表征[60, 61]。在我们的研究中，受试者需要记
住单个字母，因此，我们推测需要详细的信息表征，因此后海马将信
息传递到前海马。最后，鉴于在人类和啮齿动物中广泛报道的沿海马
体长轴的转录组异质性[27, 31]，我们假设工作记忆相关基因可能优
先表达在后部区域。多巴胺在海马突触可塑性中起着重要作用，海马
的多巴胺能传递被认为在工作记忆中起着重要作用[62]。因此，我们
比较了前海马和 后海马之间多巴胺途径基因的转录组水平。我们发
现后海马中 DRD1 通路基因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 = 7.608×10-4，t =
3.4357)。这一证据与已报道的背侧海马中 DRD1 的刺激促进学习和
记忆[63]是一致的，并且支持后海马在当前研究中对前海马有更大的
影响。

2.5 小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海马体内 theta/alpha 频段的相互作用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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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维持阶段联系起来，并且在随后成功地提取工作记忆信息之间
存在方向性后海马到前海马的影响。这些结果增加了关于海马长轴上
的功能组织的文献。更广泛地说，这项工作使我们对工作记忆有了更
详细的机制和更直接的理解，并且朝着开发治疗与工作记忆缺陷有关
的疾病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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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额叶-颞叶环路信息传递支持工作记忆加工
3.1 引言
在工作记忆中保存和操纵信息特征的能力为我们的认知体验提
供了神经生物学基础。主流的观点认为前额叶（prefrontal cortex, PFC）
是加工工作记忆的主要脑区[64]。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人类海马体
在工作记忆中也具有鲜明的神经生物学特征[9, 65]。此外，海马体和
周围的内侧颞部结构（统称 MTL）跟踪认知任务的执行情况[10]，并
与 PFC 共同执行认知层级更高的任务[66, 67]。然而，我们还不清楚
人类 MTL 和 PFC 在工作记忆期间如何相互作用，或者说 MTL 和 PFC
是否对工作记忆起独立的作用。
众多啮齿动物的研究证明了海马和前额叶皮层的同步活动是工
作记忆的重要机制[68, 69]。例如，O'Neill 等人应用 theta 振荡相关
的方法研究小鼠的工作记忆发现，正常小鼠腹侧海马和前额叶皮层的
theta 振荡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海马的损坏会降低两个脑区的相关
性[70]。Liu 等人应用 theta 振荡的幅度互相关的方法研究发现大鼠
正确执行工作记忆任务时海马和前额叶皮层的 theta 振荡存在明显
的相关，且海马超前于前额叶皮层，而大鼠错误执行工作记忆任务时
不存在这种相关，提示海马对前额叶皮层的 theta 振荡的引导可能是
工作记忆的重要机制[71]。Siapas 等人应用相位锁定的方法研究发现
大鼠前额叶皮层的神经元发放相位锁定于海马的 theta 振荡，且前额
叶皮层神经元滞后于海马的 theta 振荡，提示海马可能引导了前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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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层的活动[72]。除此之外，慢振荡的相位（例如，theta 频段）和快
振荡的振幅（例如，gamma 频段）之间的跨频段耦合（PAC）被认为
在神经元计算和通信中起重要作用。在人类工作记忆任务中，theta
振荡和宽频带 beta-gamma 活动之间海马体的 PAC 预测了个体的记忆
表现，并根据所表示的信息量而变化，从而揭示了 PAC 是多项目工
作记忆的神经生理学特征[9, 65]。
上述研究充分说明了 MTL 和 PFC 的信息交互作用对工作记忆十
分重要。然而，由于传统神经影像技术的限制，我们难以直接记录人
类 MTL 和 PFC 完成工作记忆任务时神经活动的变化，
因此人类 MTL
和 PFC 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支持工作记忆还不清楚。
借助 iEEG 技术，
我们可以探索毫秒级精度的人类新皮层和皮层下结构神经信息传递
的途径，为我们的神经认知体验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洞察力[17]。在本
章研究中，我们重点探索以下两个问题：1）工作记忆的神经信息传
递是如何在 MTL 和 PFC 之间完成的？2）在工作记忆不同阶段（编
码、维持、提取等），MTL 和 PFC 之间神经信息传递模式是否发生
转变？我们记录了 9 名难治性癫痫患者完成视觉空间记忆任务时
MTL 和 PFC 的 iEEG 信 号 ， 通 过 脑 区 间 同 步 性 振荡 分 析 ， 研 究
MTL-PFC 神经信息在工作记忆不同阶段的传递模式。

3.2 材料和方法
3.2.1 受试者
9 名 成 年 受 试 者 参 与 了 本 次 研 究 ( 平 均 ± SD [ 范 围 ]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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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69]; 6 名男性)。所有受试者在内侧颞叶和前额叶植入深部电极
(直径 1.3 mm，8 个接触点长 1.6 mm，接触点中心间距 5 mm) 用于癫
痫手术治疗中。电极放置完全由临床需要引导，病人选择完全基于
MRI 确认的海马对侧致痫区域或其外的深度电极放置。在测试之前，
所有受试者都提供了书面的知情同意书，这项研究得到了机构伦理审
查委员会的批准。所有受试者视力正常或矫正正常，经神经心理学测
试证实为右利手。在实验前无癫痫发作记录，任何间歇性癫痫活动所
致的数据伪迹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3.2.2 工作记忆任务
工作记忆任务单个试次样例如图 3.1 所示。每个试次开始于 1s
的十字，然后会出现一个开始屏幕（持续时间为 800ms），指示测试
即将出现的一对刺激是否具有相同形状或时空相关信息。 然后，在
100ms 的中心固定间隔之后，以 200ms 的速度呈现 2 种共同形状的刺
激，每种刺激均处于特定的时空配置（即顶部/底部空间和第一/第二
时间位置）。在 900ms 或 1150ms 的延迟间隔后显示测试提示（持续
时间为 800ms），指示刚才出现的一对刺激是否相同，或者符合相应
的时空分布。然后，在 900ms 或 1150ms 的延迟间隔后，水平轴上显
示 2 个形状，受试者需要做出反应。在物体测试中，受试者需要指出
该对刺激和刚才看到的刺激是否是同一对。在时空测试中，受试者通
过使用左右箭头键指示在空间关系测试中哪个形状位于“顶部”或“底
部”，以及在时间关系测试中哪个形状位于“第一”或“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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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任务设计采用完全平衡的设计模式，总共包含 120 个实验试
次，在三个实验条件物体、时间和空间中平均分配。实验人员按照实
验任务说明进行操作，在实验之前要求每位受试者进行预实验测试，
直到完全理解实验要求才进行正式的实验。所有受试者均完成了工作
记忆任务（即 120 次试次）。该任务是在 E-Prime 专业版 2.0 中编写
和呈现的。

图 3.1 工作记忆任务单个试次样例。整个试次包括编码、维持和反应
阶段，实验任务包括物体识别任务、时间和空间任务。

3.2.3 深部电极定位
根据个体解剖位置将每个受试者的电极定位，然后将电极定位转
换到标准 MNI 空间中。我们使用 BioImage Suite 中基于仿射点的配
准方法将植入电极后的 CT 图像坐标与术前 MRI 共同配准。在神经
科医师的确认下对每个重建的图像确定了个体电极的解剖位置。我们
选择 MTL 中电极位置在海马、下丘脑、旁海马、内嗅的电极和外侧
PFC 中电极位置在额上中下回的脑区。

3.2.4 数据采集和预处理
使用 Nihon Kohden 记录系统以 5 或 10 kHz 采样率采集 iEEG 数
据，然后离线将数据降采样至 1 kHz。再获得原始数据后，我们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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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视检查了原始的电生理数据，那些显示出癫痫样活动或人为伪迹的
电极被手动标记去除。其余电极的信号通过 1Hz 高通和 200Hz 低通
的有限脉冲响应滤波器进行滤波，并去除了工频干扰。然后，我们重
新检查了滤波后的数据，去除任何包含残留伪迹的电极。 最后，每
个受试者平均包含 147 个位于 MTL 和 PFC 的电极（平均值±SD [范
围]）：4±2（1–7）MTL 和 12±8（4–28）PFC。
我们将数据根据任务条件和不同阶段进行分段，基线为 200ms，
编码阶段 600ms，维持 1 阶段 900ms，维持 2 阶段 900ms，反应阶段
根据受试者的反应时分段。由于受试者反应错误的试次较少，因此我
们只关注受试者反应正确的试次。根据三种任务条件，每个受试者平
均反应正确 100 个试次：33±3（26-37）个物体试次，34±4（28-39）
个空间相关试次和 33±3（28-37）个时间相关试次。所有预处理步骤
均 由 MATLAB (MathWorks Inc., Natick, MA) 的 FieldTrip[40] 和
EEGLAB[42]工具包完成。

3.2.5 时频功率
我们计算了 200ms 的基线，1500ms 的编码和维持 1 阶段以及
900ms 的维持 2 阶段的时频功率。相应的数据段被零填充到 7500 ms，
并通过 23 个对数间隔计算了 1 到 162 Hz 的功率谱。我们使用希尔伯
特变换对每个滤波的时间序列提取分析幅度包络，将其平方以产生原
始功率值。然后，为了计算每个试次时频功率是由任务诱发的，我们
使用统计自举法对每个试次的任务诱发的功率进行分析。我们将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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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每个频率的基线功率值汇总到一个时间序列中，随机选择并平
均 r 个试次并重复 1000 次，以创建电极的正态分布和频率解析的基
线数据。最后，我们对编码和维持的原始功率进行 z 变换，以评估任
务诱发效应的重要性。

3.2.6 相位同步
如第二章 2.2.6 所描述，我们计算了 MTL-PFC 间同一个半球内
每对电极对在编码、维持 1、维持 2 和反应阶段不同任务条件的相位
同步值（PLV）。首先，我们从每个正确的试次中减去所有试次的平
均值，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相位估计值上同时发生的电压变化带来的污
染。然后，我们使用 FieldTrip 工具包计算了 2-48Hz 具有 0.5Hz 频谱
平滑度的 Hanning 窗计算复杂信号的交叉谱。最后，我们根据公式
2-1 计算了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每个频率点上的 PLV。我们提取 PLV
的在特定频率上的峰值进行后续分析。

3.2.7 相位斜率指数
相位斜率指数（phase slope index, PSI）是计算有向连接的指标，
评估一对电极对（A-B）之间相位斜率滞后是否在临近的频率保持一
致。正 PSI 表明 A 信号引导 B 信号，负 PSI 表明 B 信号引导 A 信号，
0 表示信号之间相位引导-滞后关系平衡[73]。我们计算 PSI 是根据同
一半球内每个电极对的信号在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计算所得。首先，
我们从每个正确的试次中减去所有试次的平均数。所有数据段以 0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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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至 4s，并使用自适应的频率依赖的滑动窗计算 theta 频率范围内的
频谱[74]。然后，与 hanning 窗卷积，以减少频谱泄漏，并使我们能
够以恒定的带宽计算 PSI[75]。最后，我们计算了复杂信号傅里叶输
出之间的互谱密度来计算 PSI。
为了检验 PSI 的显著性，我们标准化对自举的替代分布，统计分
析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 PSI 的显著性。具体来说，对于每个电极对和
频率点，我们随机调整一个信号中的频率并重新计算 PSI，并重复此
步骤 1000 次以创建电极对的正态分布和频率解析的空 PSI 数据。然
后，我们对原始 PSI 输出的零分布进行 z 变换，以校正任何虚假结果
并评估方向效应的重要性。我们认为 p < 0.05 具有显著性。

3.3 实验结果
3.3.1 行为学结果
行为学结果显示所有受试者都能完成该工作记忆任务（准确率范
围为 0.79-0.97）。而且，三种条件任务包括物体、空间和时间并无正
确率和反应时的差异（混合效应模型，正确率：F1,28 <0.10，p> 0.75;
正确反应时间：F1,28 <2.55，p> 0.12;均值±SD，物体：0.90±0.04，
1659±701 ms;空间：0.92±0.09，1335±574 ms;时间：0.89±0.09，
1475±734ms）。

3.3.2 功率谱结果
我们分析了编码、维持 1 和维持 2 阶段的时频功率谱，如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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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我们将基线，编码和维持的数据段零填充到 7500ms，以 23 个
对数间隔的频率在 1 至 162 Hz 之间对带通进行滤波，然后进行希尔
伯特变换。然后提取分析幅度包络并平方以计算出功率，然后在基线
功率上对编码和维持的输出进行标准化。原始功率输出针对通过随机
选择基线数据样本生成的基线分布进行 z 变换，以评估每个试次中任
务诱发功率。我们发现在 MTL 内在维持 2 阶段低频（<16Hz）诱发
了显著的神经活动（z>1.96, p<0.05）,在维持 1 阶段的 32-64Hz 内功
率诱发显著（z>1.96, p<0.05）。在 PFC 内，以高频诱发功率（>100Hz）
为特征,显示在编码、维持 1 和维持 2 阶段 PFC 在高频有持续的激活
活动，但是并未达到显著（z<1.96, p>0.05）。这一结果显示 MTL 内
以低频振荡为主，反映了工作记忆缓慢振荡的特性。

图 3.2 MTL 和 PFC 在编码、维持 1 和维持 2 阶段诱发的时频功率谱，原始功率
谱相对基线功率谱进行 z 变换。z>1.96 表明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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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MTL-PFC 的相位同步连接
进一步，我们计算了 MTL-PFC 在各个频率下的相位同步连接
PLV。我们分别计算了编码、维持 1、维持 2 和反应阶段的频域 PLV，
并区分了物体、时间和空间条件下 PLV 随频率的分布，如图 3.3 所示。
在 2-48Hz 内，编码、维持 1、维持 2 和反应阶段的 PLV 在低频有显
著的 PLV，表现在 5-10Hz 频段（尤其是反应阶段），而且这一相位
同步振荡的现象在物体、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并未有区别。因此，我们
认为在工作记忆加工中 MTL-PLV 的功能连接主要反应在低频的神经
振荡上。下一步，我们将分析在低频功能连接中，MTL-PFC 在不同
阶段不同条件下信息流的传递方向。

图 3.3 MTL-PFC 在编码、维持 1、维持 2 和反应阶段物体、空间和时间条件下相
位同步随频率的分布情况。我们对原始的 PLV 进行了电极对之间的标准化。红
色代表编码，蓝色代表维持 1、绿色代表维持 2、黑色代表反应阶段。

3.3.4 MTL-PFC 信息流传递方向
我们使用 PSI 衡量低频段 MTL-PFC 之间的方向性连接。我们选
择使用 PSI 计算低频相位的一致性因为基于 Granger 的方法对信噪比
特别敏感，这使得该方法不适合评估信噪比不同的谱信号。我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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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编码、维持和反应阶段数据段的 PSI，将该信号零扩展至 4s，并计
算 2-30Hz 的复信号，从而计算相应的 PSI。我们将原始 PSI 进行 z
变换，以相对于通过随机混频频率产生的零分布来校正任何虚假结果
并评估方向效应的重要性。如图 3.4 所示，对于编码阶段，我们发现
低频 MTL-PFC 之间的信息流是从 MTL 到 PFC（z>1.96，p<0.05）,
而且相比于物体和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下 MTL 到 PFC 的信息流强度
最大。在维持阶段，我们发现随着频率的增加单方向的 PFC 到 MTL
的信息流显著（z<-1.96，p<0.05）,而且空间条件下 PFC 到 MTL 的信
息流强度最强。在反应阶段，MTL-PFC 的信息流模式与编码阶段相
似，但是信息流强度弱于编码阶段，显示了 MTL 到 PFC 的信息传递
模式（z>1.96，p<0.05），而且空间条件下 MTL 到 PFC 的信息流强
度最强。

图 3.4 MTL-PFC 在编码、维持和反应阶段物体、空间和时间条件下 PSI 随频率
的分布情况。我们对原始的 PSI 进行了 z 变换，以显示 PSI 的显著性。红色代表
物体，蓝色代表空间，绿色代表时间。

3.4 讨论
我们认知经验的核心是能够同时处理工作记忆中相关信息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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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本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快速的、平行的工作记忆加工是通过内
侧颞叶和前额叶的功能相互作用来实现的。在本文使用的工作记忆任
务中，受试者以特定的时空取向对成对的常见形状进行编码，并且在
延迟间隔后出现测试提示，以便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时空中的项目在空
间或时间上的选择来隔离空间和时间的工作记忆。首先，我们分析了
MTL 和 PFC 内诱发的功率，结果显示在编码和维持阶段，MTL 以低
频振荡活动为主，PFC 以高频振荡为主。其次，通过相位同步分析发
现 MTL-PFC 在编码、维持和反应阶段都以低频的相互作用为主，而
且在物体、空间和时间任务下都保持一致的相位同步关系。最后，通
过相位斜率指数的分析我们发现这种低频振荡关系在工作记忆不同
阶段，MTL 和 PFC 的信息流模式是不同的：在编码阶段，以 MTL
到 PFC 的信息驱动为主；在维持阶段，以 PFC 到 MTL 的信息驱动
为主；在反应阶段，与编码阶段信息传递模式一致，但是信息流强度
减弱。除此之外，空间模式的工作记忆加工诱发更强的 MTL 和 PFC
之间的信息交流，反映了工作记忆需要大尺度脑网络协作的模式
[76]。
在以往的研究中用于处理工作记忆中的时间信息的额-颞机制并
不那么广泛。我们发现 MTL 到 PFC 系统是唯一显示对项目进行优先
处理而不是对项目标识进行持续维护的系统，这揭示了一个
MTL-PFC 网络可以为空间和时间提供唯一的工作内存。我们的发现
与在时间记忆，顺序排序和传递推理中牵涉到 MTL 和 PFC 的稀疏证
据相一致[77, 78]。重要的是，我们观察到编码阶段 MTL 驱动 PFC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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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空信息，而维持阶段 PFC 驱动 MTL 维持时空信息。这些发现说
明工作记忆依赖 MTL 与 PFC 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而且这种动态的
相互作用出现在缓慢振荡频带中。我们认为低频振荡为在工作内存中
对信息的传入流进行一般处理（例如从 PFC 到 MTL）以及对特定时
空信息进行特定处理（从 MTL 到 PFC）提供一种可行的机制。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果呈现了人类内侧颞叶和前额叶在加工工作
记忆时空信息时在工作记忆不同阶段动态的信息传递模式。内侧颞叶
和前额叶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构成了我们日常认知经验的基础，即在
前额叶的控制下，大脑内侧颞叶可以并行处理传入的信息，同时还根
据空间和时间来区分信息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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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
工作记忆是一种重要且基础的认知功能，是其他高级认知功能的
基础。对工作记忆神经机制的研究是探索神经精神疾病记忆障碍的基
础。工作记忆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涉及到多个脑区之间共同协作。
其中，前额叶和海马体是工作记忆脑网络的重要节点。然而，以往研
究忽略了海马体的复杂结构，仅把海马体当成整体研究。另外，前额
叶与海马体在工作记忆加工阶段如何相互作用以支持工作记忆的加
工还不清楚。因此，本研究通过招募难治性癫痫患者完成相关工作记
忆任务并通过颅内脑电记录前额叶和海马体的电生理信号，研究人类
海马体不同亚区是如何维持工作记忆信息的，以及人类前额叶和内侧
颞叶之间是否以及如何相互作用支持工作记忆信息加工。
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 海马体内前后亚区对于工作记忆信息维持至关重要，前后海马亚
区在 theta/alpha 频带通过相位同步完成工作记忆信息维持，这种
同步是由后海马驱动前海马的信息传递实现的。
2. 海马体前后亚区在工作记忆维持中的信息传递方向性受到跨频段
耦合的影响，即后海马 theta/alpha 频段的相位调制前海马 gamma
的幅值。对于工作记忆信息提取失败则不存在这种偏向。
3. 内侧颞叶在工作记忆编码和维持阶段以低频振荡为主，前额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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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振荡为主。在工作记忆编码和反应阶段，内侧颞叶驱动前额
叶编码物体和时空信息，编码空间信息时内侧颞叶到前额叶信息
流强度最大；在维持阶段，前额叶驱动内侧颞叶维持编码的工作
记忆信息，维持空间信息时前额叶到内侧颞叶的信息流强度最大。
以上研究结果充分显示了大脑特定脑区加工工作记忆认知活动
的神经机制，为内侧颞叶和前额叶在工作记忆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的神
经机制提供直接的证据。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能够帮助我们
真正理解大脑的运行机制。不仅如此，该研究还有助于理解神经精神
疾病的机理，有望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治疗当中。
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继续探索人类内侧颞叶内部脑网络是
如何完成工作记忆加工的。海马体是内侧颞叶网络的一个重要脑区。
众多研究已经表明海马体与旁海马、内嗅皮层等内侧颞叶结构在记忆
中占有重要地位[18]。然而，内侧颞叶脑网络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维持
工作记忆的信息依然不清楚。因此，我们可以继续招募以临床需求为
导向在内侧颞叶不同脑区埋有深部电极的难治性癫痫患者完成工作
记忆任务，同时可以增加工作记忆内容的多样性，研究记忆不同维度
的内容时脑网络神经活动的差异性。最终，我们希望通过颅内脑电高
时空分辨率的技术能够为人类大脑执行认知功能的神经机制提供直
接的证据，为临床治疗记忆损伤相关的精神疾病提供治疗的潜在靶
点，提高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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