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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活动的生物学基础 

•  正常成人的脑重量约为1-1.5KG，

约占人体重的2%。脑化指数是指一

种动物的实际脑容量与预期脑容量

之比，反映动物的奔跑速度、灵活

性等复杂行为程度。人的脑化指数

在7.5，海豚为4.0，黑猩猩2.3，猴

子2.1，大象1.8，狗1.2，猫1.0，

鼠0.5。 



神经元 

•  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由胞体、树突和轴突
组成。 

n  神经元分类： 

      单极神经元 

      双极神经元 

      多极神经元 



神经元突触 



解剖断面 

•  矢状面 

•  水平面 

•  冠状面 



大脑的外侧观 



大脑皮层 

•  1.结构：位于大脑半球表层,表面有许多沟

回，可增加大脑皮层表面积和神经元数量。 

•  2.功能：是调节人体生理活动的最高级中

枢。重要的神经中枢有躯体运动中枢、躯

体感觉中枢、语言中枢、视觉中枢、听觉

中枢等。 





Broadmann分区 

•  为了便于进行形态研究和机能分析，学者们根

据细胞构筑和神经纤维的配布对大脑皮质进行机

能分区。Broadmann分区将每个半球大脑皮质分为

52个区。不同的皮质区具有不同的功能，如感觉、

运动等，将这些具有一定功能的脑区称为“中

枢”，即大脑皮质功能定位。 



Broadmann分区内外侧观 



•  位于中央前回及中央旁

小叶前部（4区、6区），

是支配对侧躯体随意运

动的中枢。各部投影区

的大小与体形大小无关，

而取决于功能的重要性

和复杂程度。 

•  损伤表现：对侧肢体相

应部位瘫痪 

第一躯体运动区 



•  中央后回及中央旁小叶

后部（3、1、2区），

接受身体对侧的痛、温、

触和本体感觉冲动，并

形成相应的感觉。 

•  损伤表现：对侧肢体相

应部位感觉障碍。 

第一躯体感觉区 



•  运动性语言中枢：额下回

后部（44、45区） 

     运动性失语症：能看懂文

字和听懂别人的谈话，不

能讲话。 
•  听觉性语言中枢：颞上回

后部（22区） 

   感觉性失语症：会讲话书

写，能看懂文字，但听不

懂别人的谈话。 



•  视觉性语言中枢：角回

（30区） 

   失读症：不能认识和理解

书写的或印刷的字词、符

号、字母或色彩。 

•  书写中枢：额中回后部（8
区） 

   失写症：不能以书写形式

表达思想。 



大脑半球的功能差异  

•  功能差异：左半球的发育程度与语言密切相关，负责对

语言的处理和语法表达，“理性脑”；而右半球与空间定

位、音乐欣赏及歌唱等相关，是“感性脑”。 

•  性别差异：男性主要的大脑联

系是在大脑半球内部，前后之间

发生。而女性的这种联系则是发

生在左右半球之间。男性专注于

一件事情，女性擅长多重任务。 



心理活动的社会学基础 

l  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客观现实是人的所有心理活动的源

泉，个体脱离客观现实便无法具备正常

的心理；“狼孩”，“猴孩”，“羊孩” 

l  人的社会化  

   社会化是人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从一个自然人形成适

应于该社会文化的人格，掌握该社会公认的行为方式，转变为社会

人的过程。个体的社会化是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不断接受社

会教化实现的，是一个逐步内化的心理发展过程。 
 



多巴胺D4受体基因-DRD4 

---Human genetics, 1996 



人格 

•  三维人格问卷：人格存在三个维度, 即猎奇性(Novelty-Seeking），

躲避伤害性(Harm-Avoidance)，奖赏依赖性(Reward-Dependence)。

分别与多巴胺、5-经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神经递质有关。 

•  猎奇性(NS)得分高者的特征是冲动、探索、易变、兴奋、脾气急躁、

外向和不守陈规。他们很容易形成新的兴趣和行为,往往又很快厌倦。

猎奇性得分低者的特征是缓慢地形成新的兴趣,常常过多关注细节,在

做决定之前需要反复的考虑。他们常常善于思考、默守陈规、忠诚、

安静、没有脾气、节俭、整洁、有恒心。 

 

 

 



    性格相对外向、具有冒险

精神的人与性格相对内向、沉

默的人相比，DRD4基因VNTR位

点要明显长（7R）。其他基因

位点也起作用。 

	  
-‐-‐-‐-‐ Benjamin et al. Nature Genet. 1996 
 
-‐-‐-‐ Ebstein et al. Nature Genet. 1996. 

DRD4-猎奇性 

---Bio Psychiatry 2008 



DRD4-金融风险 
（Financial	  Risk	  Taking） 

---PLOS one 2009 



OXTR基因-社会情感行为 

•  催产素（Oxytocin）由大脑

下丘脑分泌，调控社会和情

感行为。 

•  主要的生理功能：促进乳汁

排出，妊娠子宫收缩，减少

社交羞涩，纾解压力。 
 

 



OXTR基因-社会情感行为 

---Bio Psychiatry 2014 



人工智能 (AI)

Image Recognition Automatic Diagnosis 

Automatic Drive （google） AlphaGo 

---from Feng 



---from Feng 

 人类脑计划(HBP)



智商 

---Nature, 2006 

智商（IQ）是指个体通过某种智力量表所测得的智龄

与实际年龄的比：即IQ＝（智龄/实际年龄）×100。

在100±20为正常。与皮层厚度密切相关。 



智商 

---Molecular Psychiatry, 2015 



•  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疾病。 

•  临床表现：亨廷顿病多发生于成年期。发病隐匿，呈缓

慢进行性加重，平均生存期10～20 年。 

亨廷顿病 

•  主要表现为舞蹈样不自

主动作、精神障碍和进

行性痴呆，称为“三联

征”。 



•  致病基因：位于第4号染色体的

Huntington基因（HTT），第一

外显子的(CAG)n三核苷酸重复突

变导致发病。正常人重复数<26,

灰区27-35，HD患者>37。异常亨

廷顿蛋白有许多重复的谷氨酰胺，

异常亨廷顿蛋白容易粘连、聚集，

最终导致神经细胞的死亡。 

 

HTT基因 



•  编码亨廷顿蛋白在中枢神经系统广泛表达，与神经系统发

育、细胞内吞和分泌及抑制细胞凋亡有关。这个基因在多

数动物体内都有，对神经系统的演化有重要作用。越是高

等动物，神经系统越复杂，亨廷顿基因里的CAG序列也越

多。换句话说，就是CAG的数量越多，就会变得“越聪

明”，但一旦超过界限了，就会致病。 

HTT基因 

     7                   10                      15                     18                      8-35 



冲动行为 

0 - no substances 
1 - tried alcohol OR nicotine 
2 - tried alcohol AND nicotine 
3 - tried alcohol, nicotine AND illicit drug 

Factor score (frontal) Stop success network Stop signal task 



LOVE HATE 

抑郁症与憎恨⽹网络

---Molecular Psychiatry, 2013 



 
 

10-10  世界精神卫生日 
10-10  世界精神卫生日 

 精神健康---沉重社会负担 

  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病率17.5%

，美国高达26.4% 

重性精神疾病---突发恶

性事件 

   罪魁祸首：精神分裂症，双相

障碍，重性抑郁症等 



世界孤独症觉醒日 
（world autism awareness day） 

•  孤独症已成为儿童疾病之首, 超过儿

童肿瘤,白血病,艾滋病, 糖尿病发生

率总和。孤独症已成为需要紧急关注

的全球公共健康问题。 

•  联合国大会2007年12月24日通过决议，

从2008年起，将每年的4月2日定为

“世界孤独症觉醒日”，以提高人们

对于孤独症及相关研究的关注。 



•  患病率：逐年增加，达到1%。 

•  男性：女性=4：1。 

•  经济和精神负担沉重。 

 



       A君与S小姐均为大学毕业，自由恋爱结婚，婚后生活美

满。结婚第二年得子，更是给小家庭平添了无数的欢乐与激

动。可是好景不长，他们逐渐发现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相

比，有许多奇怪的地方。2岁时还不会说完整的句子，3岁进

幼儿园后很少和其他儿童一起玩耍。他不象其他小朋友那样

会伸出手让父母抱，也不喜欢父母或小孩接近，一个人独处

反而自在。他不会结交小朋友，不会与大家一起玩捉迷藏和

过家家的游戏，常常一个人躲在墙角玩一块绒布。 



              他对一般孩子都会特别喜爱的玩具一点都不感兴趣，却

喜欢玩圆圆的瓶盖、化妆品瓶，他好在眼前反复扭动手指或

拨动玩具汽车的轮子，对电视广告、天气预报也特别着迷，

时不时还反复念叨这些从电视上看到的东西，但只是机械地

重复。叫他的名字也不作反应，对大人的吩咐不理解，所以

父母起先误以为他耳聋了，带他去医院检查，听力却是正常

的。他顽固地坚持生活环境和方式原样不变，如作变动就烦

躁和尖叫撞头。至今尚要大人喂饭，由大人照料他的大小便

和日常生活。 



 
 

遗传起主要作用 

孤独症遗传度高达0.7-0.9，是遗传倾向最明显的精神疾病之一。 



MECP2转基因猴---自闭症 

---Science, 2016 



Neurexin-Neuroligin-Shank通路与孤独症 



拷贝数变异(CNV) 

指一段DNA片段数目发生变异，

包括缺失和重复，片段长度范

围从1kb到几个Mb不等。CNV导

致的基因组失衡成为复杂遗传

疾病的一个重要致病因素。 



•  我只要看到喜禾就很幸

福——因为他是我儿子，

和自闭症无关 。 

•  史上最深情的父亲用最

动人最幽默的言语写给

儿子的沉默 



精神分裂症 

•  是成年人最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全

世界成年人口中的终身患病率为1%左

右。 

•  多在青壮年起病，预后不良，仅有

20％的患者可在一次发病后完全恢复，

多数终身不愈。50%曾自杀未遂，10%

死于自杀。 





 病案1 

　  患者男性，34岁，已婚，工程师，因怀疑被毒害半年入院。病

前个性：孤僻、多疑、沉默、敏感。平素健康，无重病史。 

    半年前患者在工作中与人发生过学术争论，以后出现失眠、少

食，怀疑单位领导存心与他作对，每次在单位进餐后均有头昏、手

胀、喉塞。疑是领导布置在食物中放毒加害于他。为寻找“解毒

剂”，翻阅很多医学书籍，买了“海藻精”，食后自觉很有效，近

一月来，怀疑领导串通医务室医生用“中子射线”控制其思想和行

为。有时听到“中子射线”与他对话，评论他“老实，知识丰富”，

命令他“不许反抗”。走在街上发觉“处处有人跟踪”。 　



•      我女儿今年30岁，她是25岁结婚的，女儿和女婿是自由恋爱，结

婚后，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女婿为人诚恳，作风正派，工作也积极

向上。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女儿最近半年老是认为我女婿有外

遇，女婿上班了，她就悄悄地跟在后面，只要女婿看过别的女人，女

儿就追上去和他吵闹一通，说女婿爱上那个女人了。女婿上班时，女

儿就在机关门外等着，我们劝都没用，后来甚至坐在女婿办公室门口，

一见女婿和女同志谈话就大怒，说他们在谈情说爱。女婿开会，她也

要求在一旁看着。后来令人难堪的是，她和我也吵了起来，说我夺走

了她的丈夫，和她丈夫有暧昧关系。  

 病案2 







   女，17岁高中生。平素身体健康。病前性格：喜沉思，寡交友，

胆怯腼碘，不苟言笑。无恋爱史。其母曾因“精神分裂症”住院，

父患“神经衰弱”常就诊于精神科门诊。 

    患者学习成绩良好，系班级中优秀生。三个月前无明显原因出

现失眠、上课时注意不集中，主动要家长给介绍男朋友，二个月前

发展到不去读书，在街上闲游，住院前一月常半夜高歌、自言自语、

扮丑脸、做怪动作、照镜子、痴笑，有时头插鲜花，甚至赤身裸体、

将家中玻璃窗打碎、喝痰盂中小便、自打耳光、哭笑无常、讲话前

言不对后语，无故咒骂老母，言语粗鲁。　　 

 病案3 



精神分裂症遗传度为70%-90%，为多基因复杂疾病 



---Nature, 2014 

Searching the roots (schizophrenia)



连锁研究：在一个苏格兰精神病大家系中发现一个

平衡易位与临床症状共分离，断端位于DISC1基因上 

DISC1的故事 



关联研究：采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或者候选基因策

略，在不同样本中验证了DISC1基因多态与精神分裂

症、双相障碍等疾病相关 

DISC1的故事 



生物学功能：斑

马鱼中DISC-1 蛋白

质的敲减导致异常

的脑发育和轴突形

成 

 

DISC1的故事 



DISC1的故事 

u 脑结构和功能改变：
楔前叶灰质体积与DISC1基因多态相

关 

楔前叶与额下回之间的功能连接， 

与DISC1基因多态相关。 

楔前叶灰质体积与PANSS阴性症状严

重程度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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