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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0 在阿尔兹海默病中的应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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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尔兹海默病（AD）患者存在面部感知障碍，
N170 可作为面孔刺激过程中大脑认知加工过程的标志物，
利用事件
相关电位评价 AD 患者的面孔识别和加工的缺陷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也是临床亟需解决的难点之一。本文就面孔识别的
认知加工过程和事件相关电位表现特点以及 AD 患者的异常 N170 特征进行全面阐述，
解析 N170 在 AD 患者中的研究现
状，
发现 AD 患者面孔识别的神经机制尚未有统一定论。提出未来医务人员应该进一步使用更敏感、
统一的范式，
揭示面
孔识别的内隐神经心理学时间过程，
更深层次地探究 N170 成为 AD 患者社会功能障碍的诊断、
监测治疗进展的生物标志
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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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atus of N170 in Alzheimer's disease
FU Yutong, YAO Liqing, OU Jibing, HE Ying, LI Linrong, WANG Anjuan, KONG Xu, LU Fang, FAN Hong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101, China
Abstract: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AD) suffered from impaired face perception. N170 can be taken as a marker in
brain cognitive processing during facial stimulation. Therefore, using event-related potential to evaluate the defects in face
recognition and processing in AD patients is a hotspot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is also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to be solved in
clinic. Herein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face recogni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vent-related potential as well as the
abnormal N170 characteristics of AD patients are comprehensively described,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N170 in AD patients
is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face recognition in AD patients still remains unclear. In the future,
medical staff should use a more sensitive and unified paradigm to reveal the implicit neuropsychological time process of face
recognition,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evidence for N170 as a biomarker in diagnosing the social dysfunctions of AD patients
and monitoring the process of treatment.
Keywords: Alzheimer's disease; N170; event-related potential; face recognition; review

前 言

展，认知功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AD 最初症

阿尔兹海默病（AD）是一种慢性神经退行性疾
病，其特征在于神经水平上的神经元萎缩以及 β 淀粉
样斑块和神经原纤维缠结［1］。通常根据 AD 患者高
级脑功能的异常进行表征和诊断。随着疾病的发

状的特征为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的早期出现缺陷，
这 与 内 嗅 皮 层 、海 马 和 外 侧 颞 部 结 合 区 的 萎 缩 有
关［2］。随着皮质病变的进展，在 AD 的轻度至中度阶
段，执行功能、语言和视觉空间技能逐渐下降，还伴
有高度情绪化问题，特别是熟悉面孔的识别异常［3］。
AD 患者无法识别认识的人，包括自己的亲人，病情
严重时也无法识别镜子里的自己。情感识别受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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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患者生活质量下降和护理人员负担增加有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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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孔及面部表情概况
面孔是最常遇到的社会刺激，面孔传达了关于
他人身份的相关信息。面孔识别能力是人类高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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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生物技能，能够识别面孔的种族特征、性别特
征、面部表情等。面部表情的 6 个基本类别包括快
乐、悲伤、愤怒、厌恶、恐惧和惊讶。面部表情传达了
人们的感受和行动倾向，不同表情包含潜在信息，如
愤怒表情会对他人造成威胁，快乐表情传达积极情
绪，惊讶表达了对他人情感和动机上含糊不清。因
此，对于观察者来说，面部表情的快速准确识别和解
释对于非语言交流、理解他人情感状态和社会互动
的持续至关重要［5］。对于表达者和观察者在社会交
往中调节他们的适应行为都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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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RP 在面孔加工中的重要性
脑电图非常适合研究大脑中面部加工和识别的
视觉时间过程。对感觉和认知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
索引的波形在脑电图中被称为 ERP，可以通过对多个
刺激呈现多次，进行平均来创建。ERP 能记录 AD 患
者在接受面孔刺激时引起的神经认知过程的精确时
间以及变化过程，是认知的可靠生物标记物，对 AD
患者的功能变化敏感。ERP 被认为是研究突触神经
传递和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感知和认知过程的神经
相关性的理想工具，能够有效阐明视觉加工的时间

2 面部感知的认知加工过程

进程，能够表征认知障碍的神经心理学特征［16-17］。随

根据面部感知认知模型，面部特征识别处理需
要 4 个连续阶段：结构编码（与面部视觉感知的构建
有关）、与面部识别单元的比较（包含长期记忆中结
构性面部表征）、访问个人身份节点（包含该人身份
信息）和访问该人姓名。面部表情的情绪早期自动
处理部位涉及杏仁核、丘脑、纹状体皮层和上丘，而
情绪的详细解码延伸到颞上沟、眶额皮层、枕面部区
域、基底神经节和岛叶。杏仁核对于识别恐惧和快
乐尤其重要，眶额皮层对愤怒和厌恶的识别十分重
要。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两个涉及情绪处理的大
脑区域会受到 AD 病理的影响。脑成像研究表明面

着疾病恶化，AD 患者不能识别熟悉的面孔不仅是因
为记忆问题，也是因为高级视觉处理中的特异性缺
陷，因此更适合称为面孔失认症。关于面部的加工
和识别，使用情绪面孔作为刺激的情感 ERP 研究主
要 集 中 在 N170 和 顶 点 正 电 位（Vertex Positive
Potential，VPP）。在刺激开始后 130~200 ms 之间会
出现一个关键时间窗，在该时间窗内出现早期 N170
成分，也指面孔选择性 N170。N170 被认为代表多种
神经活动来源，但主要代表的是面部或物体特征整
合成有意义的知觉，包括空间形态特征和辨别个人
面孔身份［18］。N170 是在刺激开始后大约 170 ms 出

孔识别能力由位于枕颞叶皮层的特殊皮层网络实

现的 ERP 信号的负向偏转电位，在枕颞叶部位达到

现，优化处理这一特定的视觉类别［7］。AD 患者对面

峰值，面孔引起的波幅往往比任何其他视觉对象类

部刺激的负面情绪感知能力不足，特别是愤怒、悲伤

别都大，尤其是以右侧大脑为优势半球，VPP 对面部

和恐惧，并且与包括杏仁核在内的额叶和颞叶的退

的反应幅度也比其他视觉类别更大，外侧后方负波

［8-9］

化有关

。神经影像学研究结果表明，与海马区病

N170 与 VPP 的中央分布正波一起出现，N170 和 VPP

变的平行发展，杏仁核在 AD 中经历早期萎缩，会损

的反应特性在一系列刺激和任务操作中密切相关，

害涉及 AD 患者面部情绪识别的认知加工过程

说明两个成分都反映了相同的神经处理过程。N170

［10］

。

面部感知困难可能是由高级感知过程中的认知障

和 VPP 被认为是由相同的神经结构产生的，即梭状

碍，如感觉处理速度降低，注意力/工作记忆能力降

回中部、枕下皮层和颞上沟。Saavedra［19］发现 AD 患

低，前额叶抑制控制受损，和认知灵活性降低，如任

者后部 N170 波幅降低，这可能表明在面部编码处理

务转换性能的总体降低导致 。AD 患者存在高级认

中的感知障碍，前部 VPP 波幅增强，这可能与前额叶

知功能障碍，会损害人脸识别中涉及的人脸编码过

功能障碍有关，得出 N170 和 VPP 可能共同受到病理

程，进一步损害面孔识别系统。识别面部信息处理

性认知老化相关下降的调节的结论。N170 波幅与任

中的损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AD 患者社交困难的本

务难度成正相关，且 AD 患者的 VPP 增强和 N170 降

质。与健康老年人相比，AD 患者在心理学任务［11］和

低，患者 N170 和 VPP 调节的反向模式可能与患者大

面部表情识别［12-13］方面表现较差，社会认知缺陷可能

脑活动模式和功能连接的显著差异有关［20-21］。增强

伴随认知障碍。识别面孔的能力是社交的一项重要

的 VPP 波幅可能与 AD 患者的后面部处理区域和前

技能，从 AD 的初始阶段就受到损害［14］。在 AD 的临

额叶皮层之间的干扰相互作用有关，AD 患者大脑前

床前阶段，主观认知障碍可能表明最初的认知下降，

后分离，前额叶区域参与面部处理的分布的皮层网

但是这个阶段用标准化客观认知测试无法检测到认

络，后部区域可能在短潜伏期内诱发更多的前部区

知功能下降［15］。此时需要寻求神经电生理技术的帮

域活动。Fide［22］设计了情绪面部表情的被动观察任

助，这将使我们更好地了解 AD 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及

务，评估 AD 患者与健康老年人对照的 ERP，发现 AD

其与大脑功能变化或异常的潜在相关性。

患 者 的 P100 波 幅 和 潜 伏 期 增 加 ，N170 波 幅 降 低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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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P 波幅增加。N170 减少和 VPP 波幅增加可能反映

她的面孔处理异常是记忆问题还是认知问题。通过

出知觉加工受损，在 AD 中，前额叶区域对任务表现

将知觉从面孔加工和识别的记忆成分中分离出来，

的更大参与减轻了知觉加工受损。AD 早期电生理

发现面孔相关的几个主要成分：N170 反映了感知面

反应发生改变，这可能是由于杏仁核萎缩、视觉系统

部的组成，最终导致将人脸识别为人脸；N250 似乎与

功能障碍和所谓的“前后分离现象”。N170 和 VPP 成

知觉和记忆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39］；而 N400 似

分都受情绪面孔的影响。N170 潜在机制的推测性辩

乎解释后知觉加工，只与记忆阶段有关［40］。给我们

论尚未得到解决。最初，这个成分被认为反映了在

的启示是，长期记忆痕迹仍然保留在该 AD 患者中，

［23］

个人面部识别之前面部的结构编码
示 N170 与身份调节

［24］

，后来证据显

是内隐的，如果能启动这些记忆痕迹，使用个人相关

有关，表明它可能

的熟悉面孔的特定干预，就可以改善或减缓 AD 患者

［25］

及熟练程

反映了面部处理的更高级阶段。面孔刺激比物体刺
激能诱发 N170 更大的波幅通，并可能受到面部情绪
表情的调节。在健康成人中，快乐、恐惧和愤怒的面
孔 比 悲 伤 和 中 性 的 面 孔 引 起 更 大 的 VPP 反 应［26］。

的面孔缺陷问题。

5 面孔加工相关研究
图像平面倒置会损害人脸识别中面部刺激的知

N170 对面部刺激具有选择性和敏感性，在负性面部

觉编码过程。然而，对直立和倒置面孔的早期电生

刺激后，如愤怒的面孔会增强 N170 波幅

。N170 在

理反应与行为面孔倒置效应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清

枕颞叶电极部位的负性增加，而在额中央区域的正

楚。Jacques［41］记录了 10 名患者在人脸匹配任务中以

性占主导地位［28］。认为 N170 波幅可以反映面部表

12 个不同方向呈现人脸照片的 ERP，这些图片平面

［27］

［29］

情的辨别能力

。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在左舌侧
［30-31］

回，厌恶、悲伤和恐惧的面孔中激活增加

。翻转

旋转的行为调节模式与 N170 中面部表征早期编码水
平的 ERP 反应高度相似，利用面部刺激的多个方向

的人脸也会影响人脸识别，与其他视觉类别相比，人

诱发的电生理反应的可变性，
发现在枕颞叶区 130 ms，

脸翻转识别一直与面孔识别缺陷相关。人类大脑在

平面反转就影响了人脸的感知编码，直接导致个人

处理直立和倒置的面孔时使用不同机制：直立面孔

人脸识别过程中错误率和反应时间的增加，颠倒呈

的“整体机制”和倒置面孔的“特征机制”；人脸翻转

现面部刺激（垂直翻转或旋转 180°）会极大地影响面

［32］

严重损害了面部的整体处理

。当同一张脸被不断

孔识别，而且同种族的面孔翻转效应更强。Vizioli

重复呈现时，N170 成分会产生身份依赖适应效应［33］。

等［42］研究同种族与其他种族在直立面孔以及翻转面

综上所述，这些证据表明 N170 成分代表了个体面孔

孔时的 N170 波幅，观察到面部翻转效应与面部刺激

感知结构编码和构型加工的电生理标记。

种族有关，证明同种族的面孔比其他种族的面孔更
容易被识别，是所谓的其他种族效应，在电生理水平

4 面孔识别异常的神经心理学病因

上与直立面孔相比，倒置面孔引出的 N170 波形持续

使用电生理生物标志物通过揭示认知功能缺陷

延迟且波幅通常更大。原因是，首先，人脸翻转的影

的神经心理学病因，在认知功能缺陷的鉴别诊断中

响比其他物体类别大得多，这种现象被称为“人脸翻

具有信息价值。AD 患者存在面部识别缺陷，过去通

［43］
转效应”
；第二，这种效应非常强烈，并且已经在各

常归因于记忆障碍，也有人提出无法识别熟悉的人

种条件下观察到，如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在旧/新的

［34］

使用熟悉

识别任务或匹配任务中［25］；最后，面孔倒置不仅仅影

度决策任务比较了患有轻微 AD 的个体和健康的老

响面部结构的处理，如面部被颠倒时，面部特征的识

年对照，发现 AD 组的潜伏期较短，但波幅无显著差

别不再（或更少）受到其他特征的存在或整个面部刺

异 ，作 者 未 分 析 原 因 。 一 项 研 究 探 讨 人 脸 检 测 的

激的影响，此外，与对局部线索（嘴的形状、眼睛的颜

N170 神经机制，对 AD 患者进行的高密度脑电图分

色）的感知相比，对特征之间的度量距离（即嘴-鼻子

析发现脑电变化与神经退行性变的迹象存在显著相

距 离 、眼 睛 的 高 度）的 感 知 更 受 倒 置 的 影 响［44］。

关性［35-36］，所以 N170 与病理认知功能下降有关，特别

Carrick［45］在检测和分析由来自眼睛区域的对比信号

是与 AD 患者早期知觉加工机制恶化有关。通过听

提供的身份信息方面，发现眼睛部位选择性缺陷可

觉 oddball 范 式 ，发 现 AD 患 者 神 经 退 化 与 MMN 和

能导致了面部识别障碍。

可能是由于高级感知过程缺陷。Cheng

P300 之间的关系，随着认知障碍恶化，ERP 波幅下
降，潜伏期延长，θ 频段增加，这些均可以作为 AD 相

Saavedra［19］报告与健康老年人对照组相比，有轮
廓面孔使 AD 患者的 N170 波幅降低，VPP 波幅增强。

测试了 1 名

无轮廓面孔（无头发和耳朵）增加 AD 组的 N170 波

在识别熟悉面孔方面有障碍的 AD 患者，目的是确定

幅［46］，对照组 N170 波幅降低［47］。这被视为将面部特

［37］

关的认知下降的生理标志物

［38］

。Maz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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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整合到整体结构中的障碍，当刺激的外貌值仅由

神经生物学预测标记物的有效性，宜采用更大样本

缺乏整体面部结构的成分显示时，反映了面部编码

进行纵向研究，并将 AD 患者、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和

加工的感知损害。在 AD 中没有发现关于潜伏期的

健康老年人区分，以分析 ERP 成分是否对疾病发展

［48］

统计学显著差异

。

愤怒和恐惧 N170 有助于了解 AD 人群的认知退
化和相关缺陷。AD 患者对愤怒和恐惧刺激，P8 电极

阶段进行区分并跟踪疾病进程。N170 有望成为 AD
患者社会功能障碍的诊断和治疗监测的生物标
志物。

的 N170 波幅都较低，这表明对负性情绪面孔的加工
在 AD 中 恶 化 ，更 少 的 大 脑 区 域 激 活［49］。 AD 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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