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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相关的神经振荡鄄外界节律同步化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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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特定频率的节律性刺激能同步大脑内相应频率的神经振荡，使神经活动与外界刺激发生相位锁定，称之为神经振

荡 - 外界节律同步化(neural entrainment)． 这种同步化的现象伴随着大脑内神经元集群兴奋水平的周期性波动，并与节律信息
加工、知觉及注意等认知过程存在关联． 得益于其非侵入、易操作以及能有效调控神经活动的特性，神经振荡 - 外界节律同
步化成为了研究神经振荡与知觉和认知功能关系的有力手段，也为认知障碍诊断及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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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律性的神经电活动是大脑认知功能的基础．
无论是单个神经元的放电、神经元集群的活动还是
神经网络的活动都呈现出一定的节律性，表现为不
同类型的神经振荡(neural oscillation)． 在清醒的人
类大脑中，最常见的自发神经振荡是 10 Hz 左右的

除了脑活动，外部世界也蕴含了丰富的节律信
息． 年月、昼夜、分秒的更迭形成了时间的节律．
传达视觉和听觉信息的光谱和声波，可视为不同频
率振荡信号的集合．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态信息，
例如语言、音乐以及生物运动，都包含着节律． 近

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m，EEG)信号，由德国神
经科学家 Berger 在 20 世纪 20 年代首次发现[1]． 自
此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人脑的神经振
荡，而神经振荡在认知功能中的作用成为了脑科学
领域的热点问题 [2-4]． 大量研究表明，人脑中存在
着不同频段的神经振荡，它们反映了神经元集群兴
奋性水平的周期性变化，并与特定的认知功能有紧
密的联系． 这种联系包括：delta 频段(0.5～ 3.5 Hz)
与感觉选择[5]，theta 频段(4～ 7 Hz)与认知控制 [6]和

年来，研究者发现有节律的外界刺激可以增强大脑
内相应频段的神经振荡活动 [20-21]，引起相位锁定，
称 之 为 神 经 振 荡 与 外 界 节 律 同 步 化 (neural
entrainment)． 这种同步化的现象通过改变特定频
率的神经振荡，提供了一种研究神经振荡与认知活

注意采样 [7-8]，alpha 频段(8～ 12 Hz)与注意的抑制
和选择 [9-11]，beta 频段(13～ 30 Hz)与维持当前认知
状态 [12]，gamma 频段( > 30 Hz)与注意、记忆以及
特征整合[13-15]的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神经振荡既
可以在不同频段之间，也可以在不同脑区之间形成
共振交流网络，从而整合多个功能系统，实现更复

1 神经振荡 鄄外界节律同步化现象的基本
特性

杂的认知功能 [16-17]． 例如，在人类海马记录到的
theta-gamma 的跨频段耦合可预测多内容工作记忆
任务的表现[18]，反馈学习过程中，策略的改变伴随
着伏核内 alpha-gamma 耦合强度的降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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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内生神经活动的动态特性受外在刺激动态特
性的调制． Thut 等 [21]提出的简化的同步化模型(图
1)有助于我们直观地理解这一现象． 该模型模拟了
大脑内一群神经元振荡器的自发活动逐渐与外部节
律性刺激发生同步的过程，并且为了简化，仅考虑

弦曲线表示． 当一个与振荡器具有相同频率的外力
输入后，与外力相位一致的振荡器不会受到影响
(比如振荡器 2)，但那些与外力相位不一致的振荡
器的相位会在外力的周期性刺激下逐渐与外力趋于
一致(比如振荡器 1 或 3)． 表现出来的结果是随着

了二者频率相同的情况(在现实中，同步化也可以
在其他更复杂的情况下发生)． 在这个模型里，每
个振荡器代表一个小的神经元集群，它的动态特性
可以用一个逆时针旋转的矢量来描述． 在没有外力
作用的情况下，这个矢量以特定的速度在 0～ 360毅
间旋转，振幅与相位随时间的变化可以用图中的正

外力作用的周期增加，一群神经元振荡器(n>>3)的
平均相位与外力逐渐趋同，而振幅也随之逐渐增
大，即实现了同步化． 换言之，外界节律通过反复
重置内生振荡的相位，使得神经元集群的活动逐渐
趋于同步，并与外界刺激发生相位锁定，从而调节
了神经兴奋性的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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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Thut’
s model of neural entrainment
图 1 Thut 提出的神经振荡鄄外界节律同步化模型
(a)简化的同步化模型中的一个神经振荡单元. (b) 3 个原本相位不同的神经振荡单元在周期性外力的作用下逐渐实现了相位同步. (c)在集群水
平上，同步化使神经振荡的幅度逐渐增强[21].

·310·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Prog. Biochem. Biophys.

2016; 43 (4)

引发神经振荡 - 外界节律同步化的刺激主要有
两种，分别来自感觉系统的输入及直接作用于神经
活动的电磁信号． 感觉刺激既可以是以固定频率
呈现的脉冲信号，例如有规律的敲击声[22]和视觉闪
烁[23-24]，也可以是周期性变化的连续刺激，例如具

时间结构的组织和知觉． 这方面的证据主要集中在
听觉领域，尤其是对语音和音乐的加工上． 语音和
音乐均包含了多频段的时间结构 [33-36]，这些结构可
以同步化相应频率的神经振荡[35, 37-38]． 更重要的是，
对刺激声学特征的编码并不足以解释上述效应，至

有层级化时间结构的自然语音[25]、音乐片段 [26]、经
过 频 率 调 制 (frequency modulation) [27] 或 振 幅 调 制
(amplitude modulation)的声音 [28] 或者在空间上连续
运动的视觉刺激[29]． 直接作用于神经活动的刺激包
括 经 颅 磁 刺 激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及 经 颅 交 流 电 刺 激 (transcranial alternating
current stimulation， tACS) 或 经 颅 直 流 电 刺 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等． 有
研究发现，采用上述方法对顶叶、枕叶或颞叶施加
alpha 频率的刺激能引起顶叶区域 alpha 活动的增
强[30-32]．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频率的刺激都能同步化
神经振荡并影响认知活动． 引发神经振荡同步化的
刺激频率受制于内生神经振荡的频率，也取决于涉
及的脑区及认知功能． 以对视觉闪烁刺激的知觉为
例，虽然 1～ 90 Hz 的视觉闪烁都可以增强视觉皮
层(枕叶电极)的活动，但增强最明显的频段主要在
10、20、40 和 80 Hz，揭示了视觉系统对外界节律
响应的偏好[23]． 此外，纵观近年来关于神经振荡 -

少在某些频段上，同步化现象与对言语或音乐的知
觉关系更密切． 比如，听觉皮层的 theta 信号编码
了语音中的语句信息，而且通过 theta 相位辨别语
句的能力与语音材料在知觉上的可理解度显著相
关[39]． 在对音乐的加工中，delta-theta 频段(< 8 Hz)
和 beta 频段(15～ 30 Hz)的神经振荡同步化现象都
和知觉相关，而且同步化的效应可以通过多年的音
乐训练显著提高，揭示了同步化和知觉之间存在相
互促进的双向联系[40]．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研究
中，同步神经振荡的节律总是对应着特定的声学结
构，也就是说，由刺激引起的同步化效应和由知觉
引起的同步化效应无法完全分离． 然而，近来的一
项研究分离了上述两种效应． 研究者发现，仅仅通
过想象将声音刺激(2.4 Hz)组织成不同的节奏单元
(两拍子 1.2 Hz，三拍子 0.8 Hz)，就可以使节奏所
在频率的神经振荡发生同步[41]． 这一现象有力说明
了声学结构并不是引起神经振荡同步化的必要条
件，同步化也可以反映仅由知觉组织引发的节律，
可能是节律信息加工的神经基础．

外界节律同步化及其影响知觉及其他认知功能的实
验证据，大部分的研究使用了 delta 到 alpha 频段
(0～ 12 Hz)的刺激 [20-21]，提示我们低频神经振荡可
能可以作为调控人脑神经活动的切入点，用于研究
神经振荡和知觉及其他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

另外一些研究考察了注意对同步化现象的影
响． 在空间注意的研究中，视觉闪烁刺激可以在对
侧 视 觉 皮 层 产 生 稳 态 视 觉 诱 发 电 位 (steady-state
visual evoked potentials，SSVEPs)，上述效应在注
意的情 况下增强 ， 而 这 种 增 强 一 定 程 度 上 源 于
SSVEP 与视觉闪烁的相位同步[42]． 使用多通道刺激
的研究发现，注意会促进与任务相关的感觉通道的
同步化效应． 给猕猴同时呈现相位相反的 delta 频
段的视觉刺激与听觉刺激，当猕猴只注意其中一个
感觉通道，其视觉皮层的电活动只与所注意的刺激

2

神经振荡鄄外界节律同步化现象与知觉

在神经振荡与外界节律发生同步化的情况下，
神经元集群的兴奋水平随外界刺激的变化周期性地
起伏，从而为节律性刺激的加工和编码提供了神经
基础． 另一方面，同步化的效应使内生神经振荡的
相位与外界节律相锁定，通过提高某些相位上的神
经兴奋性来易化相应时间点上的知觉，从而达到对
知觉和注意的动态特性的调控． 最后，当神经振荡
与低频的外界刺激同步，还可能通过耦合高频振荡
的方式间接参与知觉加工． 以下将从上述三个方面
阐述和知觉相关的神经振荡 - 外界节律同步化现象.
2援1 同步化现象与节律信息加工
电生理研究表明，神经振荡 - 外界节律同步化
不单与物理刺激的节律有关，还能反映被试对信息

同步[43]． 使用颅内电极在人类大脑中也能记录到类
似的注意对同步化的调节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感
觉皮层之外也广泛存在[44]． 整体来说，注意可以调
制神经振荡 - 外界节律同步化的效应，而同步化可
能是大脑选择性注意外界节律信息的机制[20]．
2援2 同步化现象调节知觉和注意的波动
以往研究发现，内生神经振荡的相位是影响知
觉敏感性的因素． 强度在阈限附近的刺激，出现在
alpha 或 theta 节律的某些相位上时更容易被知觉
到，而在另一些相位上则不容易被知觉到 [45-46]，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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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结果暗示注意分配可能具有一定的节律性[47]． 神
经振荡与外界节律同步化会使内生神经振荡的相位
与外界节律相位锁定，从而调节注意分配的节律以
及被试对出现在不同相位上的刺激的知觉． 大量研
究发现，同步化产生后，落在不同相位上的探测刺

经振荡与外界节律同步化调节了注意资源在时间上
的分布[52]，从而影响知觉的波动[20]． 与此假设相一
致，同步化对刺激探测的调节经注意系统实现，从
而不受节律刺激来源的限制． 来自跨通道研究的证
据表明，有节律的背景声音(1.25 Hz)能促进落在节

激的知觉会不同[20-21]． 比如，探测声音刺激的准确
性会随有节律的背景声音脉冲序列(1.6 Hz)的相位
而波动 [48]． 另外，频率被 delta 频段调谐的声音刺
激可增强 delta 节律的波幅和相位一致性，并且目
标探测任务的成绩会随目标处在 delta 频段的不同
相位而变化[27]． 再者，当声音刺激的频率和幅度被
不同的频率调谐，可以引起两个频率的神经振荡同
步化，并且目标探测成绩会受两个频率神经振荡的
相位关系影响，表现在当两个频率都在波谷时行为
成绩最好[28]．
由于同步化所带来的相位锁定是一个动态过
程，它不会在节律性刺激消失后立即消失，而是保
持几个周期并逐渐消退，因此节律性刺激消失之后
的目标探测成绩也可以用来考察同步化对知觉的影
响． 听觉方面，以 delta 频率呈现提示音序列，可
增强 delta 频段 EEG 的相位一致性，并且随后探测
刺激出现时 delta 的相位与探测反应时相关 [49]． 视
觉方面，给被试呈现 alpha 频段的周期性视觉刺
激，不仅能引起大脑内相应频段的神经振荡相位一

拍上的视觉单词的识别[53]，delta 频段的声音序列能
促进随后落在其预期时间点上的探测刺激的反应
时，不论目标是声音还是视觉刺激 [54-55]． 此外，在
没 有 感 觉 刺 激 的 情 况 下 ， 采 用 以 10 Hz 振 荡 的
tDCS 刺激可以增强大脑内 alpha 振荡的幅度，并
且随后探测刺激的阈限依赖于被同步的神经振荡的
相位[32]． 最近的一项研究直接展示了同步化对与注
意相关的内生神经活动的调节作用． 使用 TMS 刺
激同步化大脑中的 alpha 节律，注意视觉通道与注
意听觉通道相比视觉皮层的 alpha 活动强度更低，
这一对应关系类似于内生 alpha 与注意的关系，说
明同步化影响了与注意相关的内生 alpha 节律 [56]．
综上所述，神经振荡与外界节律同步化很有可能是
调节注意的波动并影响知觉加工动态特性的一种普
遍机制．
2援3 同步化现象通过跨频耦合参与知觉加工
跨频耦合(cross-frequency coupling)指的是神经
振荡在不同频段之间存在动态耦合关系，反映了大
脑神经活动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组织和整合 [16-17]．

致性的增强，而且引起的相位波动可以影响随后出
现的目标刺激的探测率 [50]． 以 delta 频率规律间隔
呈现的视觉刺激，相比不规律的间隔呈现的视觉刺
激，会带来相位一致性更强的枕叶 EEG 信号，并
且只有在规律呈现的条件下，delta 活动的相位可
以预测随后的目标辨别成绩[51]．
上述研究背后可能存在一个共同的机制，即神

最常见的跨频耦合形式是相位幅度耦合
(phase-amplitude coupling)，特指低频神经振荡的相
位与高 频成分的 幅 度 之 间 存 在 特 定 的 共 变 关 系
( 图 2)． Canolty 等 [57] 采 集 人 类 被 试 的 皮 层 脑 电
(electrocorticogram，ECoG)，发现多种行为任务中
广泛存在低频段的 theta 振荡的相位与高频段的
gamma 振 荡 能 量 耦 合 的 现 象 ， 而 且 这 种 耦 合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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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Illustration of cross鄄frequency phase鄄amplitude coupling
图2

跨频相位幅度耦合示意图

低频振荡的相位与高频振荡的幅度之间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 在图示的例子中，alpha 低频信号的波峰和波谷分别对应高频 gamma 信号的最
低幅度和最强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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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皮层上的分布随任务而异． 也有研究记录了人
类 闭 眼 时 的 脑 磁 图 (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发现 alpha 振荡的相位调制了 gamma 振荡
的能量[58]．
跨频耦合为整合不同时间尺度和空间范围的神

影响认知功能的机制？对于前一个问题，可以使用
包含类似时间结构但属性不同的动态信息来考察，
研究大脑是否对这些信息具有共同的反应模式，并
对节律信息存在一般性的知觉表征． 对于后一个问
题，可以使用具有特殊社会生态意义的节律性刺

经活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16]． 如果跨频耦合中
的低频振荡的相位被外界节律锁定，就可以通过耦
合高频能量的方式使后者负责的认知功能与外界节
律产生联系 [16]． 例如，以往的证据表明 gamma 振
荡的幅度与神经兴奋性及目标探测任务的反应时有
关 [59]， Lakatos 等 [43] 在 猕 猴 的 视 觉 皮 层 记 录 到 了
delta 振荡与被注意的视觉或听觉刺激同步化的现
象，并观察到 delta 相位和 gamma 振幅的耦合． 在
该研究中，目标出现前 delta 节律的相位与由目标
引起的神经反应的强度以及目标探测任务的反应时
都 相关，而 这种神 经 活 动 和 知 觉 的 相 关 可 能 是
delta 相位调控了 gamma 振幅的结果． 这一研究提
示，神经振荡与低频外界节律的同步化可能可以通
过跨频耦合的机制参与知觉，成为间接调控知觉的
工具．

激，例如生物运动或动态的情绪面孔来考察． 研究
这些刺激对神经振荡的同步化，不仅有助于理解动
态社会性信息的加工和知觉规律，还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揭示神经活动 - 外界节律同步化现象与社会性
信息加工、乃至社会性认知障碍之间的潜在联系．
更进一步，神经振荡与外界节律同步化作为一
种非侵入式的干预神经活动的手段，在改善认知功
能和治疗认知障碍方面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通
过在大脑不同区域施加不同频段的 TMS 或慢振荡
的 tDCS 刺激，使大脑局部神经振荡与之同步，不
仅可以改变知觉、注意相关的行为成绩[60]，还可以
提高短时记忆容量[61]，并有助于记忆的编码[62]和巩
固[63]． 这些发现揭示了特定频段神经节律和特定认
知功能间的因果关系，也预示了使用电磁刺激直接
干预神经节律在改善认知功能方面的潜在价值． 除
此之外，有证据表明某些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会伴
随神经振荡与外界节律同步化能力的受损，提示后
者可能可以作为筛查前者的工具． 例如，精神分裂
症和阅读障碍患者均表现出神经振荡与外界节律同

3

神经振荡与外界节律同步化的应用前景

上述研究表明，通过采用不同类型的刺激材料
和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内生神经振荡与外界节律的
同步化，进而调节知觉与注意等认知活动． 然而，
许多高级认知功能的神经基础仍不甚清晰，所以如
何通过神经振荡 - 外界节律同步化来调节这些认知
活动仍有待探索． 例如人类意识的动态变化，是否
也可以通过 alpha 或者 theta 频段的刺激来调控？
对于意识不到或者并非来自感官刺激的节律信息，
比如，阈下的旋律、想象或回忆出来的语音的表
征，是否也会引起神经振荡同步化效应并受其调
节？个体的情绪状态是否也受神经振荡 - 外界节律
同步化的影响？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
题． 值得注意的是，复杂的认知活动往往涉及多个
频段及不同脑区的神经活动，因此研究不同脑区间
的跨频耦合及其与认知活动的关联，或许能够更全
面地揭示这些认知活动背后的神经机制．
另一方面，从影响神经活动的外界刺激来说，
所有事物都时刻处在动态变化中，但其时间动态特
征与物理属性都不尽相同，由此引出两个相关的问
题：神经振荡 - 外界节律同步化是否是大脑组织时
间信息的一般方式，广泛作用于对动态信息的加工
中？是否存在刺激特异性的调节内生神经振荡进而

步化的异常，这种异常主要集中在对 delta 频段听
觉刺激的同步化反应减弱、消失或与正常人相比出
现系统性的相位偏差 [64-66]． 上述现象背后的具体机
制是什么？不同脑区不同频率的神经振荡和各种认
知能力之间存在怎样的对应关系？特殊人群表现出
来的神经同步化异常反映的是对节律信息本身的加
工缺陷、在一定时间内分配注意能力的缺陷还是其
他的认知加工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有
助于我们理解神经振荡 - 外界节律同步化和知觉及
其他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将其推广至临床
诊断和干预．
综上所述，本文总结了与知觉相关的神经振
荡 - 外界节律同步化现象及其机制． 外界节律刺激
能使内生神经振荡的波幅增强，相位同步性提高．
这种效应可以通过改变神经元集群兴奋性的节律来
调节知觉及相关的认知过程，然而其背后的具体机
制和适用范围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作为一种非侵
入性的调控脑电活动的技术，神经振荡 - 外界节律
同步化不仅提供了一种研究神经振荡在认知功能中
的作用的有力手段，也为认知功能改善和认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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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及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phase synchrony predicts decision-making reversals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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