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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mma oscillation in the hippocampus ranges from 30 to 100 Hz. Inhibitory interneuron network is considered as the main generator which generates the gamma oscillation. Existing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gamma oscillation
has a complex physiology and is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mental disease processes. More detailed records about the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gamma band oscillation and so on
are elaborat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Gamma Band Oscillation; Hippocampus; Inhibitory Interneuron Network; Mental Disease

Gamma 神经振荡的病理生理意义
周永霞 1，侯丽君 2，姜洪波 1,2*
1

新乡医学院, 新乡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新乡
Email: *13462256118@126.com
2

收稿日期：2013 年 10 月 3 日；修回日期：2013 年 10 月 25 日；录用日期：2013 年 11 月 1 日

摘

要：海马的 Gamma 神经振荡是频率范围在 30~100 Hz 内的一种脑内神经元同步化活动，抑制性中间神经元

组成的神经网络是产生此高频节律性活动的主要发生器。已有研究表明，Gamma 神经振荡不仅有着复杂的生理
机能，而且与多种精神疾病过程有关。本文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脑电 Gamma 振荡产生的机制、生理和病理生理意
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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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物系统常会表现出不同水平的振荡，神经系统
也同样会由于同步化活动而表现出多频谱的振荡。这
些同步化活动是众多正常生理活动以及病理生理学
功能的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对神经振荡的研究在解释
神经网络功能上至关重要，其中 gamma 神经振荡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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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来越得到脑科学家的重视，尤其是发现了其在认
知领域的重要研究价值。

2. Gamma 神经振荡
局部场电位的 gamma 神经振荡是大量脑内网络
神经元的集体同步化运动，在认知和注意力方面起着
重要作用[1]。它通常出现在动物快速动眼睡眠(rapideye-movement sleep)时或者清醒探索状态(active ex21

Gamma 神经振荡的病理生理意义

ploration)。目前研究表明：知觉、注意、学习和记忆

步的作用[25]，总的来说，外界刺激导致锥体细胞的兴

的产生以及运动程序的整合等这些高级神经网络活

奋，释放 AMPA 等兴奋性神经递质，然后在这些递质

[2]

动都有海马 gamma 神经振荡的参与。Jefferys 等 认

的作用下，使得一种能够快速放电，且有小白蛋白表

为 gamma 波与神经活动有同步关系，并研究了感觉

达的篮状细即 GABA 能神经元兴奋，这种快速放电的

信号的处理在大脑皮层中的定位和区域。大量研究发

篮状细胞通过缝隙连接和快速、高振幅 GABA 突触形

现 gamma 神经振荡节律不仅与刺激信号有锁相关系，

成一个能够产生 gamma 神经振荡的中间神经元网络，

而且 40Hz 左右的 gamma 神经振荡成分与认知电位

并使锥体细胞也受到 gamma 节律的调节，形成下一

P300 也有锁相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大量实验验证

轮的 gamma 神经振荡[25]。另外，gamma 振荡还能在

[3-8]

齿状回、内嗅皮层和躯体感觉皮层中被诱导出来，但

。皮层的 gamma 同步化活动和认知处理以及感觉

刺激的时间绑定有关
知处理

[14-15]

[9-11]

，与注意力的唤起

以及运动控制

[16-17]

[12-13]

、感

等大脑活动紧密相

关．除此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改变的或者

是潜在的机制尚不明确。

4. Gamma 神经振荡生理意义

异常的 gamma 振荡可能和精神分裂症等某些精神疾
[18-20]

病有关，此类疾病主要表现为认知和行为的异常
同时在对自闭症

[21]

和老年痴呆症

[22-23]

。

的临床研究中

发现，在 gamma 频段内的同步振荡活动明显下降。

3. Gamma 神经振荡产生机制

Gamma 神经振荡已被提出来作为众多功能的参
照信号，gamma 神经振荡同步与几个认知过程相关
联，如时间编码、感觉绑定与感知、储存和提取信息
等[26]。更重要的是，gamma 神经振荡也参与了对记忆
和学习[27]功能的调节。由于 gamma 神经振荡的频率
范围较大，多种不同类型的 gamma 频率被涵盖其中，

Gamma 振荡是网络神经元产生的同步性节律活

学者们根据其对生理功能的调节作用不同，通常将

动，在离体海马脑片中，gamma 振荡可以通过多种代

gamma 神经振荡分成低频 gamma(Low Gamma，LG)

谢型和离子型的受体激动剂被诱导出来，包括代谢型

和高频 gamma(High Gamma，HG)神经振荡。LG 通常

谷氨酸受体，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和红藻氨酸受体。

与记忆的恢复和提取密切相关[28]，它可以在海马网络

Gamma 振荡也可以被钾离子溶液诱导出来。然而，通

中跨区域地协调，使得记忆被激活[29]；而 HG 则参与

过这些不同方式诱导出来的 gamma 振荡对兴奋性和

了记忆的编码 [26] 。Gamma 神经振荡的上述功能与

抑制性的依赖程度有所差别。在海马 CA1 区中代谢型

gamma 神经振荡基本的生理作用是密切相关的．值得

谷氨酸受体诱导的和 CA3 区中红藻氨酸和卡巴胆碱

一提的是，gamma 振荡和 theta 振荡之间的关联在现

诱导的 gamma 振荡可以完全由 GABAA 受体拮抗剂荷

实记忆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能将突触可

苞牡丹碱所抑制，同时，钾溶液诱导的 gamma 振荡

塑性以及神经网络的同步化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也 能 被 GABAA 受 体 拮 抗 剂 完 全 抑 制 。 这 暗 示 了
gamma 振荡主导地依赖于 GABAA 受体介导的抑制
性，说明了相互连接的抑制性中间神经元网络，是
gamma 振荡的主要发生器。在 gamma 振荡的产生中，
胞体抑制性的中间神经元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些中
间神经元必须具有快速发放动作电位和表达小清蛋
白的特性。此外在体情况下，gamma 神经振荡的产生
还需要中间神经元与锥体细胞之间的兴奋性突触活
动。当 AMPA 受体和 NMDA 受体被阻滞后，由 40Hz
刺激快速放电的中间神经元所产生的 gamma 神经振

Hentschke 等(2007)将这种关系定义为“嵌套(nesting)”
[30]

。他们同时还证明在海马 CA1 区域毒蕈碱受体可

以部分地支配将 gamma 神经振荡锁定在 theta 周相。
Gruber 等(2008)把在识别记忆中这两种振荡的特异性
功 能 分 别 描 述 成 “ 熟 悉 (familiarity) ” 和 “ 回 忆
(recollection)”
，其中 gamma 振荡主要与早期的熟悉性
的检索活动有关，而 theta 振荡则与后期的回想，追
溯等回忆性活动密不可分[31]。

5. Gamma 神经振荡与相关病理的研究

[24]

荡功率谱显著性地降低

，这表明锥体细胞与中间神

经元之间的兴奋性突触活动具有调节 gamma 节律的
作用，而且还起到了将局部的同步化扩散到全局的同
22

5.1. 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主要表现为基本个性、思维、
Open Access

Gamma 神经振荡的病理生理意义

情感、行为的分裂，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等精神

激海马或中部颞叶新皮质可诱发海马区 4~7 Hz 和中

异常的功能性精神病。有关精神分裂症的认知模式，

部颞叶新皮质 20 Hz(n = 11)深部电图电振荡。慢性强

目前认为它的病理生理学核心是感知信息的输人和

直电刺激大鼠背侧海马(n = 12)或中部颞叶新皮质(n =

储存信息之间的整合障碍。基于不同脑功能网络之间

11)，7~8 d 后出现这些脑区和 EEG 电振荡活动的频率

的联系可能是通过共振实现的，因此可推测精神分裂

及幅度的增加。巨大 EEG 节律性电振荡活动成为电

症患者在整合认知信息时不同脑区间出现了各种结

图和癫痫行为性发作的先兆。说过度激活海马一内嗅

合失误。研究表明大量神经元的同步化节律活动对健

皮质一颞叶新皮质产生的同步化电振荡可能是颞叶

康的认知功能是必不可少，特别是快速放电的小白蛋

癫痫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36]。

白阳性中间神经神经元，其在精神分裂症中表现出异
常。Clementz(1997)最早报道关于精神分裂症异常的
脑电活动，并将这一异常的脑电活动与患者的 P50 异
[32]

5.3. 抑郁症
抑郁症(depression)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抑郁

。许多研究已经报道精神分裂症中异常

为主要症状的一组情感性障碍(affective disorders)或

的神经振荡，尤其是在伽马频带。伽马振荡的缺损和

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s)，是一类以抑郁心境的自我

受损的神经元的沟通会在各种基本和高级认知功能，

体验为中心的临床症状群或状态。在临床上，抑郁症

包括感官知觉、注意力、记忆等产生错误的过程，所

的主要表现是以情感低落、思维迟缓和精神运动性抑

有这些都将导致积极的和消极的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制这三大症状。一些抑郁症患者还会伴有焦虑症状，

[33]

。目前虽然大多数研究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整体

严重时还会出现自杀的观念及行为。目前，抑郁症已

脑电 Gamma 活动减弱,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却提示了

经成为精神类疾病中自杀率最高的疾病之一。许多国

Gamma 活动的异常形式与患者精神症状之间密切相

内外的研究表明，抑郁症能够导致患者的认知功能损

关。Baldeweg(1998)报道：有明显躯体性幻觉的患者

伤及记忆功能障碍[37]。其中，抑郁症对认知功能的损

其 Gamma 活动表现为高功率而非低功率[34]。

伤不容忽视，包括其对长时程记忆、工作记忆和其他

常联系起来

5.2. 癫痫
癫痫(epilepsy)即俗称的“羊角风”或“羊癫风”
，

认知功能的抑制作用。抑郁症患者还会出现注意障碍
的表现，如注意力不集中，或不能持久地集中注意等
缺陷。另外，在临床上，执行功能可能是表征抑郁症

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以在病程中反复发作的

严重程度的指标之一，并且研究表明与正常被试组相

神经元异常放电所致的暂时性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

比，抑郁症患者 Gamma 波活动呈现出不同的半球优

常为特征。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国内癫痫

势，即处理正性情绪信息的资源由大脑右半球控制，

的总体患病率为 7.0‰，年发病率为 28.8/10 万，1 年

处理负性情绪信息由左半球来完成，并且抑郁症患者

内有发作的活动性癫痫患病率为 4.6‰。据此估计中

在处理负性情绪信息时表现出偏向性[38]。研究表明,

国约有 900 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其中 500~600 万是活

抑郁症状态下海马 CA1-mPFC 之间 theta 节律的相位

动性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 40 万，

耦合受到抑制，与 DA 的 D1 受体参与的调节相关；

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

而 gamma 节律的相位耦合在抑郁大鼠中增强了，这

见病。目前不少学者认为 Gamma 活动与癫痛的前兆

与 5-HT1A 受体的激活相关。并且，海马 CA1 区

或发作诱导有关。Le Van(1997)记录一位有发作性视

theta-HG 受慢性应激的抑制作用，受到了 5-HTlA 受

幻觉和语言紊乱症状的癫痫患者的 ECG, 同时记录到

体的调节[39]。

癫痫放电和 Gamma 功率增强[35]。目前已有实验表明：
离体脑片(n = 40)上强直电刺激海马 Schaeffer 侧枝，
32.5%神经元全细胞记录呈现 3~100 Hz 膜电位振荡，

5.4. 老年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起病隐

这种电振荡能促进细胞外场电位癫痫活动形式的转

袭，病程呈慢性进行性，主要表现为渐进性记忆障碍、

化。急性癫痫模型上(n = 10, in vivo)，反复强直电刺

认知功能障碍、人格改变及语言障碍等神经精神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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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严重影响社交、职业与生活功能。近几十年来，

外，动物行为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生物学技术也将以电

随着老龄化的不断进展，该疾病已越来越明显地影响

生理技术作为主导研究手段的同时在不同水平对研

了人类的健康与生活。Stam(2002)研究一组 MMSE 均

究结果进行重要补充。

分为 21.3 的老年痴呆症患者的 MEG，发现患者的快

近年来，针对于神经电生理信号的分析研究，从

alpha 频段、快 beta 频段和 Gamma 频段的共振减弱且

微观的单神经元自发放电的记录到宏观的人类脑电

[40]

。Koenig(2005)报道老年痴

图(EEG)和脑磁图(MEG)的记录，都证明了信号间的

呆症患者和有轻微认知功能损害患者安静状态下的

相位同步在感觉、认知和学习记忆过程中起到的关键

alpha、beta 和 Gamma 全域共振减弱，delta 共振增强，

作用。

以枕区以及颞区最明显

作为脑内重要的同步化活动之一，gamma 神经振

支持有关这些患者大脑皮层功能区相互联络障碍的
[41]

假设

。

5.5. 孤独症

荡的时间协调并不只是与健康大脑相关，还与众多神
经和精神疾病的病理过程相关。虽然这些疾病中的多
种症状并未归类到电生理方向，但近年来的研究证实

孤 独 症 也 称 自 闭 症 ， 又 称 孤 独 性 障 碍 (autistic

了几乎所有的神经和精神疾病都存在一个大脑内的

disorder)等，是广泛性发育障碍(pervasive develop-

机制，而这些均与电生理过程相关。通过对海马

mental disorder, PDD)的代表性疾病。主要特征是漠视

gamma 神经振荡研究的不断深入，无疑将为指导临床

情感、拒绝交流、语言发育迟滞、行为重复刻板以及

诊断神经精神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活动兴趣范围的显著局限性，一般在 3 岁以前就会表
现出来。自闭症者“有视力却不愿和你对视，有语言
却很难和你交流，有听力却总是充耳不闻，有行为却
总与你的愿望相违……”人们无从解释，只好把他们
叫作“星星的孩子”——犹如天上的星星，一人一个
世界，独自闪烁。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特殊视觉刺激
下，孤独症患者脑电信号中 Gamma 频率振荡同步的
确存在异常；同时在怪球范式下的视觉实验也表明，
孤独症患者的事件相关电位主要成分与正常对照组
相比也存在差异[42]。这些发现，进一步肯定了“神经
细胞基本功能柱”这一模型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初步
论证多重经颅磁刺激治疗的可行性。

6. Gamma 神经振荡的研究前景
尽管人们对 gamma 神经振荡理解以及 gamma 神
经振荡与生物体学习和记忆之间的奥秘已经逐渐揭
开，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其与全脑网络
化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对高级认知性功能的决定性
作用仍有待深入地研究。除了利用生理学实验的手
段，计算机模拟的方法也将会越来越重要，其在研究
单个神经元与整个网络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离子通
道和不同受体特性方面有非常独到的优势，能够加深
人们对这种较为抽象的神经网络活动的感性认识，同
时对生理学实验有着重要的补充甚至预测作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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