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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自然情境脑成像研究的分析方法：
被试间相关及其应用*
刘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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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行为与认知神经科学重点实验室，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西安，710062）
摘 要 被试间相关分析是一种基于大脑活动的时间模式的数据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计算接收相同刺激时被试间脑区活动的一致
性，探讨认知加工与脑区功能的关系。与传统的基于激活水平的数据分析方法相比，该方法不需要设置严格的实验条件，能更好
地应用于自然情境下的脑成像研究。文章介绍了被试间相关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了该方法如何识别认知功能脑区及其可
靠性，并结合其在自然情境脑成像以及特定研究领域的应用，阐明被试间相关在自然情境脑成像研究中的优势，以及该方法在多
个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扩展了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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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心理活动的神经机制。

Imaging, fMRI）是医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重要研

文章详细介绍了 ISC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

究技术。然而，fMRI 研究通常需要对实验条件进行

其识别认知功能脑区的方法及其结果的可靠性，结

严格的操控，当实验刺激接近自然情境时，认知加

合 ISC 在自然情境脑成像研究以及特定领域的应用，

工的复杂性导致了传统的数据分析方法无法胜任。

指明了该技术对未来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被试间相关 （inter-subject correlation, ISC）是适应自
然情境下脑成像研究的新的数据分析方法。
被试间相关分析使更具生态效度的自然情境

１

被试间相关分析方法简介

１.１ 基本原理

fMRI 研究成为可能，受到了多个研究领域的关注，

传统的实验室研究通过建构相应的实验条件，

尤其是在传统数据分析方法难以实现的研究情境中

利用条件间的对比来揭示心理过程与大脑活动的相

得到了应用：如探讨被试在欣赏连续音乐（Toiviainen,

关性。而自然情境下大脑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即时

Alluri, Brattico, Wallentin, & Vuust, 2013）、戏剧（Boldt

影响，认知和神经活动具有动态、持续的特点，一

et al., 2013）、 电 影（Lahnakoski et al., 2014）、

方面难以构建纯净的条件对比，另一方面也很难使

舞 蹈（Noble et al., 2014） 以 及 听 读 故 事（Regev,

用传统的数据分析方法考察复杂情境下的大脑神经

Honey, Simony, & Hasson, 2013）等接近自然活动时

活动。

的大脑活动。而且，ISC 数据分析方法同时具有广

ISC 利用大脑活动的时间动态性，寻找被试间

泛的适应性，它不仅被用于研究自然状态下的记

神经活动的共性来识别参与自然情境加工的功能脑

忆 编 码（Hasson, Furman, Clark, Dudai, & Davachi,

区。其基本假设是：在自然情境下，多个被试在面

2008）、生理运动知觉（Noble et al., 2014）等个体

对相同的刺激时，如果心理加工是相同的，相应功

认知的脑机制，而且能探讨自然情境下的情感体验

能脑区的激活模式也应该具有相似性。通过计算被

（Nummenmaa et al., 2014）、风险感知（Schmälzle,

试之间的脑区活动在接受相同刺激序列时的一致

Häcker, Renner, Honey, & Schupp, 2013）、道德评估

性，可以识别出特定刺激相关的功能脑区 （Hasson,

（Englander, Haidt, & Morris, 2012）等复杂的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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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ch, & Heeger, 2010）。

是衡量被试间大脑反应在时间进程上的一致性，反

１.２ 具体算法

应一致的脑区表明该脑区可能参与同一任务的加工。

在具体的数据处理过程中，首先在个体被试水

但大脑活动不仅有刺激条件下的正激活，还可能在

平对功能像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时间矫正、头

特定任务下出现负激活状态（McKiernan, Kaufman,

动矫正、以及去线性漂移、标准化等；其次计算大

Kucera-Thompson, & Binder, 2003）， 以 及 默 认 模

脑血氧水平依赖（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

式 网 络 在 任 务 态 下 的 负 激 活（Raichle & Snyder,

BOLD）信号在时间序列上的被试间相关。最后在

2007），上述脑区活动只要具有被试间的同步性，

群组水平对被试间相关系数进行统计检验。

都可能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如何确定被试反应一

在被试水平分析中，经过预处理之后的数据
以每个大脑体素为单元，计算全脑体素的被试间
BOLD 信号的时间一致性。具体算法如下公式所示，
被试 i 与被试 j 在每个体素上的相关系数 r ij：

致的脑区所对应的认知功能是 ISC 方法在应用中需
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种方法是对自然情境中的实验材料进行编码，
以确定对刺激类型选择性激活的功能脑区。通过
ISC 识别出被试间反应一致的脑区之后，研究者对
刺激材料属性进行编码，通过计算被试反应一致的
脑区活动与刺激属性的相关性，从而识别与刺激属

其中，N 指时间序列包含的时间取样点总个数；

性对应的认知功能脑区。如 Nummenmaa 等（2014）

t i[n] 与 t j[n] 指被试 i 和被试 j 在第 n 个时间点的值，
而与表示被试所有时间点的平均值。假设有 m 个被
试，在每个大脑体素上被试 i 与其他被试都有 m-1
个相关系数，这些相关系数的平均值即反映了被试 i
与其他被试在体素上的 BOLD 信号一致性程度。另
一种取平均相关系数的算法，是计算除被试 i 的其
他被试的平均时间序列，然后计算被试 i 与此平均
时间序列的相关系数。这两种方法计算得到的 ISC
脑图基本相同（Honey, Thompson, Lerner, & Hasson,
2012）。
在 组 水 平 进 行 统 计 检 验 时， 可 以 采 用 参 数
检验，先将相关系数通过费舍尔转换（Fisher’s
transformation）转换为 Z 分数，然后对 Z 分数进行
t 检验得到相关程度的显著性。另一种方法是采用
非参数检验。通过置换检验（permutation test）等
方法构建随机排序的相关系数分布，然后计算组水
平的平均相关系数在该分布中的显著性程度。非参
数检验的应用，能有效解决 BOLD 信号的长时程数
据的自相关性（autocorrelation）问题，而且以往研
究中的被试数较少，无法保证其正态分布，采用非
参数的统计检验更为合适（Kauppi, Pajula, & Tohka,
2014）。

扫描了被试自然聆听故事时的脑区活动，在对言语

２

应用被试间相关识别认知功能脑区

２.１ 识别功能脑区的方法

材料进行再编码时，要求被试对材料的情绪效价和
唤醒度进行即时评分，进而考察脑区活动的被试反
应一致性与情绪评分的关系。结果发现，当情绪效
价从正性降低到负性时，参与情感加工的脑区活动
在被试间更加具有一致性，如丘脑、前扣带回等；
情绪的唤醒度评分与负责听觉和语言加工的脑区活
动的被试间一致性具有正相关。通过对材料的再编
码，计算被试间一致性与刺激属性的相关性，即可
识别出参与自然情境加工的脑区所对应的认知功能。
另一种确定功能脑区的方法是回溯相关。传统
的数据分析方法是根据刺激呈现的时间序列寻找与
之相关的 BOLD 反应所对应的脑区，而回溯相关则
是根据特定脑区的 BOLD 信号反向寻找与之对应的
刺激相关的认知成分。具体而言，通过某个脑区的
平均 BOLD 信号的时间序列，确定大脑活动的峰
值（或低谷）时间点，据此寻找相应的刺激材料类
型，这些刺激材料所共有的加工成分就可能对应着
该脑区的认知功能（Hasson, Nir, Levy, Fuhrmann, &
Malach, 2004）。 例 如 Jääskeläinen 等（2008） 收 集
了被试自由观看电影时的大脑活动数据，结合独立
成分分析计算被试间反应一致的成分，在回溯相关
分析中寻找该独立成分的激活峰值与电影中刺激材
料属性的对应关系。结果发现位于大脑左侧颞叶上
部的两个独立成分具有对语音刺激的特异性激活，

ISC 方法的应用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识

这两个成分在电影片段中出现语音时表现出激活增

别参与自然情境加工的功能脑区。因为被试间相关

强，出现音乐或非语音的自然声音时并没有引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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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激活增强，由此认为它们可能与特异的语音加

科

学

Keysers, 2012）。

工相关。回溯相关与 ISC 的结合，能有效寻找引起

首先，ISC 分析对复杂的长时程刺激加工更加

被试脑区活动高度一致的源头，并清楚地识别出各

敏感。在自然情境中，多种形式的复杂刺激会同时

参与脑区所对应的认知功能，从而应用于自然情境

呈现，心理事件是在较大时间尺度上连续变化的结

下的脑功能成像研究。

果。ISC 分析是计算 BOLD 信号在时间维度上的被

２.２ ISC 方法的可靠性

试间相关，因而对自然情境中复杂的长时程刺激加

ISC 被提出以来，其有效性就受到了研究者

工更加敏感。例如，对比不同尺度的语音加工单元，

的关注。大量的 fMRI 研究都是采用一般线性模型

GLM 分析仅能孤立地识别出不同的功能脑区（Zhu

（General Linear Model，GLM）的方法进行脑成像

et al., 2009）。而使用 ISC 分析，Lerner 等人（2011）

数据分析，因此将 ISC 与 GLM 结果进行对比是检

对比单词、句子、段落和篇章尺度上的语音加工神

验 ISC 结 果 可 靠 性 的 直 接 手 段。Pajula, Kauppi 和

经机制，结果发现了左侧颞叶的层级组织形式，即

Tohka （2012）对比了 GLM 和 ISC 分析所得脑区结

沿着颞叶背侧越靠近后侧的脑区，对更大的语音单

果的相似程度。结果发现 GLM 和 ISC 得到的 Z 分

元激活越强，反映出更深层次的语言加工的参与。

数皮尔逊相关系数平均值为 .74，Dice 系数平均值

同样采用 ISC 分析方法，Hasson 等人（2004）在自

为 .73。这表明在刺激参数类型已知的情况下，ISC

由观看电影实验中没有发现前额叶的被试间相关，

能够得到与 GLM 相似的参与脑区。此外，研究者

但 Jääskeläinen 等人（2008）的研究却发现了双侧前

还发现，相对于 GLM 数据分析来说，数据预处理

额叶的被试间相关。两个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实验

中的空间平滑对 ISC 的影响更小（Pajula & Tohka,

材料的长度不同，
后者使用了更长时间的电影片段，

2014）。

继而诱发出被试连续的情感体验，得到了双侧前额

ISC 之所以能有效地识别大脑功能脑区，是因

叶在加工自然情境刺激时的激活。因此，ISC 分析

为被试加工相同属性的刺激时，参与加工的大脑神

在探讨长时程事件诱发的脑区激活中具有明显的优

经回路反应模式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研究表

势。

明，在自然情境下，影响大脑反应的因素虽然是复

其次，ISC 可以探讨事件累积及交互作用的脑

杂的，但是被试在重复面对相同刺激时，大脑的激

机制。认知实验是基于刺激 - 反应的即时加工原理，

活反应模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Hasson et al., 2009,

但是自然情境中的大量心理活动都是刺激作用于大

2010）。不同被试在面对相同自然情境刺激时，个

脑并随时间累加的结果。比如在欣赏音乐、舞蹈、

体受刺激复杂性影响表现出的特异性激活将不具有

戏剧等艺术作品时，人类的心理活动是事件的时间

被试间的一致性，只有与刺激相关的大脑反应才

累积并与人脑交互作用的结果。ISC 方法能很好应

会表现出被试间的一致性（Lerner, Honey, Silbert, &

用于这类研究。例如，Abrams 等（2013）采用自然

Hasson, 2011）。因此，考察被试间脑区活动一致性

聆听的方式对人的音乐感知进行研究，ISC 分析结

为探讨自然情境下心理加工的神经机制提供了可靠

果得到了前人发现的参与音乐加工的相关脑区，其

的方法与途径。

中包括颞叶皮层和皮层下的听觉区域、注意和运动

３

被试间相关技术的实践应用
ISC 方法为自然情境的 fMRI 研究提供便利，也

为其它特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３.１ ISC 被应用于探讨自然情境下的大脑功能

计划相关的神经网络。类似研究把 ISC 应用于被试
欣赏舞蹈的脑机制研究，结果发现随时间进程积累
的视听信息的整合发生在颞上回中后部区域（Jola et
al., 2013）。
最后，ISC 方法能反映出具有情境依赖性、即

认知神经科学近年来得到了迅猛发展，虽然巧

时激活相对较弱的认知加工脑区。在自然情境下的

妙的实验设计能直观地观测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

认知加工，不仅有刺激诱发的即时认知加工，还有

但实验室实验的结果解释往往不适用于复杂的自然

随情境变化而慢速发展的加工过程。例如，在电影

情境。通过 ISC 方法考察在自然情境中个体间的脑

中出现一张面孔并定格几秒钟，被试不仅需要人脸

区活动一致性，能揭示出自然情境中心理加工的大

识别的即时加工，还需要情境依赖的态度、情感等

脑神经机制（Hasson, Ghazanfar, Galantucci, Garrod, &

复杂的慢速加工。传统的分析方法对刺激诱发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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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激活成分更为敏感，而对情境依赖、即时强度

其次，ISC 具有探讨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认知

较小的加工成分不敏感，甚至视之为干扰数据。

神经活动的应用优势。与儿童被试一样，这类被试

Ben-Yakov, Honey, Lerner 和 Hasson （2012）考察了

在完成 fMRI 实验任务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同时受

初级听觉区和楔前叶（高水平加工脑区）在句子加

到其认知能力的限制，被试可能会采取更换策略或

工中的参与激活，结果发现激活强度的平均分析仅

功能代偿的方式自主调节，这就使得任务态下的脑

能识别出初级听觉区，而 ISC 分析能同时识别出初

区活动模式表现出个体差异（Hasson et al., 2009）。

级听觉区和楔前叶的参与激活。这是因为楔前叶的

这些问题不仅局限了特殊人群脑成像研究的应用，

反应具有较大的情境依赖性，但其即时激活不强，

也对障碍人群的鉴定和诊断带来了困难。

因此在传统数据分析中很难识别出此类脑区，但

ISC 的方法使研究者能够在接近自然的情境中

ISC 分析利用 BOLD 信号随情境变化的被试间高一

研究特殊人群的脑机制，可以检验在同一认知任务

致性，能很好地识别它们。因此，在更为自然的实

中，特殊人群与正常被试的大脑活动模式一致以及

验情境中，例如自然语义整合、情感体验、执行控

具有个体特性的脑区。比如，Hasson 等（2009）

制等心理过程都具有情境依赖的持续加工特点，通

考察了孤独症患者观看相同电影片段时的大脑活

过 ISC 方法能够对这些复杂的认知加工进行更为深

动，结果发现，在正常被试间活动一致的大部分脑

入的探讨。

区，在孤独症患者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

３.２ ISC 方法在特定研究领域的应用

说明孤独症患者的脑区活动具有更大的个体特异

ISC 方法在自然情境下的成功应用，也为相近

性。类似的研究表明，孤独症患者在观看电影时与

研究领域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解

正常被试相比，多数脑区活动不具有被试间一致性

决了一些领域在传统脑成像数据分析方法中面临的

（Salmi et al., 2013）。正因为障碍人群脑区活动的

困境，同时还提供了新的视角。

个体特异性，给临床诊断和治疗带来了困难，使用

首先，ISC 方法被应用于儿童发展认知神经科

ISC 方法计算障碍人群与正常被试大脑活动的一致

学研究。以儿童为被试的脑成像研究面临着两个主

性，能为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要问题：一方面，儿童脑成像数据的收集具有一

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被试在进行听觉任务

定的困难。因为他们很难保持长时间的安静，头

实验时，患者在大部分脑区活动上的被试间相关都

动等无关因素可能干扰对被试脑激活差异的解释

比正常被试要低（Kim et al., 2008），而在两次观

（Satterthwaite et al., 2013），从而影响实验的结果。

看同一部影片时的脑区活动模式又具有被试内的高

而在 ISC 的计算中，这些随机变异不具有被试间的

度一致性，这种个体内稳定的脑区活动与正常被试

一致性，儿童脑成像实验的数据结果较难受到头动

的反应模式相关性却很低（Hasson et al., 2009）。

等无关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实验结果更加准确。

通过识别患者与正常人低相关但个体内表现高一致

另一方面，在对比儿童与成人的大脑活动时，通过

性的功能脑区，可以有效识别出特殊人群与正常人

简单的组间比较得出儿童某个脑区的功能发展是否

群在认知功能上存在差异的脑区，这对障碍患者的

成熟的结论是不太适当的。Cantlon 和 Li （2013）

诊断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使用 ISC 的方法，把儿童与成人具有高度相关的脑
区定义为“成熟区”，在完成相同认知任务时，儿

４

结论

童和成人在这些脑区激活模式上并没有质的差异，

被试间相关分析自提出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

而这些“成熟区”范围与年龄和数学成绩表现出一

并受到了各个研究领域广泛关注。该方法能弥补传

定程度的正相关。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

统数据分析方法的不足，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应用于

脑区的激活模式逐渐接近成人，认知功能也逐渐完

自然情境 fMRI 研究的相对成熟的数据分析方法。

善。也就是说，儿童的发展成熟在脑区功能上同时

不过，ISC 方法也具有自身算法的局限。首先

具有脑区激活的质和量改变，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脑

是技术局限，数据分析结果准确性依赖不同个体的

区激活量变化。因此，ISC 数据分析方法不仅克服

大脑体素与标准脑对齐的精度；其次，ISC 的成功

了儿童脑成像实验中存在的某些局限，而且还为该

应用依赖于如何准确识别一致性脑区的功能，而导

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致脑区活动被试一致性的因素很多，尤其是自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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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刺激多维性和复杂性都可能增加对实验结果的
解释难度。另外，ISC 方法在组水平分析中采用非
参数检验更为合适，但非参数方法与现有脑成像数
据分析软件包（如 SPM, afni）的集成应用还很少，
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再处理，也增加了研究者使用
的难度。
为了克服 ISC 方法的局限性，研究者开始将
其 与 多 种 数 据 分 析 技 术 相 结 合， 如 与 小 波 分 析
（Kauppi, Jääskeläinen, Sams, & Tohka, 2010）、独
立成分分析（Malinen & Hari, 2011）、Lasso 回归

科

学
Neuroscience, 32(44), 15277-15283.

Jääskeläinen, I. P., Koskentalo, K., Balk, M. H., Autti, T., Kauramäki, J., Pomren,
C., & Sams, M. (2008). Inter-subject synchronization of prefrontal cortex
hemodynamic activity during natural viewing. The Open NeuroImaging

Journal, 2, 14-19.
Jola, C., McAleer, P., Grosbras, M. H., Love, S. A., Morison, G., & Pollick, F. E.
(2013). Uni- and multisensory brain areas are synchronised across spectators
when watching unedited dance recordings. I-Perception, 4(4), 265-284.
Kauppi, J. P., Jääskeläinen, I. P., Sams, M., & Tohka, J. (2010). Inter-subject
correlation of brain hemodynamic responses during watching a movie:
Localization in space and frequency. Frontiers in Neuroinformatics, 4, 5.
Kauppi, J. P., Pajula, J., & Tohka, J. (2014). A versatile software package for inter-

（Toiviainen et al., 2013）等相结合。为了使 ISC 方

subject correlation based analyses of fMRI. Frontiers in Neuroinformatics, 8, 2.

法更易于应用，研究者已经开发了基于 matlab 平

Kim, D., Pearlson, G. D., Kiehl, K. A., Bedrick, E., Demirci, O., & Calhoun, V. D.

台的工具软件包（Kauppi et al., 2014）。相信随着
被试间相关分析方法的趋向成熟，将在一定程度上
扩展认知神经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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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Method of Data Analysis for fMRI Studies in
Naturalistic Situation: Inter-Subject Correl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Liu Mengxing, Yang Jianfeng, Wang Xiaojuan
(Key Lab for Behavior &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Shaanxi Province,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Abstract Th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is a powerful and fast growing technique to investigate the human brain function.
However, the stric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have limite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studies of the naturalistic situation. Inter-Subject Correlation (ISC), a
new data-driven analysis method, has been developed to examine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in the naturalistic situation.
ISC is a new data-driven analysis method and a mor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conducting fMRI studies in a naturalistic situation. In conventional fMRI
studies, the common way to recognize functional locations is identifying active regions under experiment conditions with tasks or stimuli contrast.
The basic idea underlying data analysis is to construct a general linear model with experimental events as regressors. This approach depends on strict
experimental control and its ecological validity, therefore, is relatively low. On the contrary, ISC computes the correlations of the BOLD signals among
subjects along the time course of stimuli presentations. The hypothesis of this approach is that the same or similar psychological events would evoke
reliable BOLD signals among participants. When individuals are exposed to the same situation, an Inter-subject synchronization of cortical activities
would be observed in comparing with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 of activities for those random events. Thus, ISC can reveal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overlapped cognitive processing among subjects. Most importantly, ISC has been successfully used in naturalistic situations since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re not necessary and since it is a robust data-driven approach in fMRI stud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SC approach, researchers have developed two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function regions. One way is searching for brain
areas highly correlated to the time course of stimulus presentation individually, and then applying ISC to determine reliable areas among subjects. The
other way is reverse: the ISC was computed first to identify highly correlated regions, and then the nature of those regions is examined by calculating
the co-occurrence of increasing BOLD signals and the presenting stimulus. Both ways were proved to be reliable in comparing with the conventional
GLM approach.
Tak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ISC approach, researchers have broadly utilized ISC in studying numerous areas under the naturalistic situation.
The significant features of ISC are that it is sensitive to large-scale time events; it can reveal multiple processings mixed at the same time, and it
can reveal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text dependent events. Those features are common in reality so that ISC is a powerful method in studying the
naturalistic situation. Those advantages have advanced the utilities of ISC in numerous areas including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studies in which
children are not comfortable in stric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nd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ical studies in which most of the patients are not 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experiment tasks.
In summary, this review provides the theory and method, validity and the advantages of ISC in the most up-to-date literature of fMRI studies.
It shows that ISC method is a suitable method for fMRI studies in the naturalistic situation. It suggests that the ISC can be widely applied to many
research areas, effectively expand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studies 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ISC is proposed as a growing trend towards cognitive
neuroscience for more realistic and naturalistic fMRI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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