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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大腦神經血管耦合
(Neurovascular Coupling)

臺北醫學大學 大腦與意識研究中心 吳昌衛 副教授

大腦是人體最重要也是最複雜的器官，

掌握著我們生理運行以及一切認知行為表

現。藉由現今腦科學的長足進展，人類對於

大腦功能的認識在過去兩個世紀內呈指數型

增長。然而時至今日，從微觀到巨觀的大腦

神經功能仍然存在許多未解之謎，例如在認

知上主觀意識和潛意識的協調歷程，以及

生理上神經活動與血流循環的交互關係。今

日筆者來與各位談談後者－神經血管耦合

（Neurovascular Coupling）－以及其對於認

知行為表現的關聯。

神經血管耦合－神經活動與血管反應

之對應關係

神經血管耦合現象，一般是指在認知事

件之後造成大腦腦區的神經活動，而神經元

周遭的血管隨後扮演著後勤補給、補充神經

活動能量來源之血流動力學變化。此現象是

由美國功能主義心理學的創始者兼哲學家

William James 在其著作中討論到：當腦部

某一區域有活動時，血液流到該區的量就會

增加，如同在身體周邊一樣，供應該腦區活

動所需之能量。換句話說，神經血管耦合這

複雜的生理現像是從許多進行外部刺激的神

經生理學實驗，依經驗得出的共同結論。在

微觀生理上，神經活動後的局部腦血流量

（Cerebral blood flow, CBF）會受到神經周

遭多種影響血管活性物質（如腺苷、一氧化

氮、乳酸等）的調節，作用在神經元、膠質

細胞和血管平滑肌細胞之上，而造成神經血

管耦合一連串的複雜生理變化[1]。此外，雖

然神經血管耦合現象一開始是源自於認知刺

激後的神經與血流反應，歐美研究人員亦在

大腦的靜息狀態(resting state)上觀察到類似

的神經血管耦合現象[2]，這也指出大腦在正

常狀態下神經活動與血流動力學彼此關係的

緊密程度非常高。

神經血管耦合之重要性

那麼神經血管耦合對於臨床的重要性何

在？其實目前在大腦功能診斷上相當熱門

的血氧濃度相依（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 BOLD）理論，便是以神經血管

耦合作為最關鍵原理，進行大腦功能紀錄

甚至成像。諸如近紅外光譜(functional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正子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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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與功能

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皆基於此。過往研究證實，

BOLD 信號與局部場電位（LFP）活動密切

相關，反映了視覺刺激後大量神經細胞的輸

入響應，尤其在Gamma 頻帶其神經血管耦

合更為緊密 [3]。因此，過往研究人員常常

把fMRI 觀察到的活動腦區直接推估為該區

域存在大規模神經活動，而忽略了fMRI 實

際是神經活動的間接量測。換句話說，在神

經血管耦合恆定不變的基礎假設之上，fMRI 

因其絕佳的空間解析度而開啟了過去二十年

來廣泛被使用於繪製大腦圖譜，造就了其腦

造影盛世。

神經活動與血管反應何時會分道揚鑣

呢？

然而造就盛世的基礎假設很可能即將要

面臨挑戰，原因在於神經血管耦合確實牽涉

之生理訊息層面相當廣，任何一個層面與正

常狀態相左，可能會造就神經電生理和血流

反應對應關係的變異。也就是說，在執行同

樣的認知任務時，倘若處在神經血管耦合失

調的狀況下，即便神經元反應不變，其fMRI 

或fNIRS 的結果也可能大相逕庭。舉例而

言，近期研究表明在臨床病理條件下，因為

微血管與星狀細胞的調節功能有所損傷，哺

乳動物的神經血管耦合關係會大幅下降。Ma 

等人報導了大鼠癲癇模型中血管反應性和膜

電位變化之間會變得不一致[4]；在人身上，

Agarwal 等在七例新發腦腫瘤患者中發現了

神經血管的解離現象[5]；Blicher 等人則在

中風病患執行單側動作任務時，在大腦病灶

周遭難以偵測血流參數的動態對應關係[6]。

這些臨床觀察指出，神經血管耦合該假設的

穩定性和一致性均遠低於預期，而且皆伴隨

著認知行為能力的損失。

除此之外，神經血管耦合假設不僅用於

調查外界刺激引發的大腦反應，亦曾應用於

自發性的大腦活動上，例如睡眠與老化。根

據神經血管耦合的生理成因，我們合理推測

神經血管耦合應具有晝夜時間變化的特性，

主要源自於基礎神經元活動相關的血管活性

介質，如腺苷、一氧化氮、以及星狀細胞之

節律活動。Rosenegger 等人報導，清醒時星

狀細胞藉由鈣離子（Ca2+）信號對小動脈進

行調節作用；但在睡眠期間，該關係可能不

復存在[7]。另外，在快速眼動（REM）和

非速動眼（NREM）睡眠期間，一氧化氮減

少，而腺苷濃度則降為清醒時的75％〜80％

[8]。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我們推測即便在正

常人在每天晚上的睡眠中，大腦的神經血管

耦合會在入睡－覺醒之間呈現一連串的動態

變化，而本實驗室近期的研究成果亦指向這

一結論。另外在清醒狀態之下，最近研究也

報導了神經血管耦合在衰老過程中會改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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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關係。這種老化的神經血管耦合下降或

甚至解離可能是由於各種細胞間信號傳導的

衰退引起的，也很可能是導致其認知能力下

降的原因之一。例如，失智症患者表現出顯

著的血流反應下降[1]；Fabiani 等人研究了

由視覺刺激引發的大腦活動中，他們發現老

年人在視覺皮層中的神經與血管的對應關係

並不密切，而其密切程度又與步態障礙有關

[9]。從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得知，神經血管耦

合現象並非神聖不容質疑的真理。無論是在

神經放射疾病亦或是正常人的睡眠與老化，

都有可能隨著生理狀態有著動態的神經血管

耦合關係。換言之，單純以fMRI 或fNIRS 作

為探索性研究的依據，嘗試解釋這些病患的

神經生理功能，未來可能將會面臨神經血管

耦合穩定性之挑戰。

神經血管耦合：現今的挑戰與未來展望

過往神經影像的研究皆奉神經血管耦合

假設為圭臬，但近期許多研究陸續指出神經

血管耦合容易受到生理狀態改變之影響。因

此，未來在神經造影領域在面臨神經血管耦

合是否穩定的問題，需要以更嚴謹的研究態

度來進行生理狀態監控，亦或是以多模態新

式神經影像技術偵測血管反應。目前神經造

影領域可提供以下兩種方式做為偵測神經血

管耦合的技術：(1)同時採集腦波（EEG）和

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直接量測神經與血

管的耦合關係，其中EEG 和fMRI 分別做為

神經電信號和血液動力學反應的替代指標，

然而此主動式方案存在許多技術門檻(例如腦

波的去雜訊)且實驗時間冗長；(2)以定量神

經血管順應性（Cerebraovascular reactivity, 

CVR）來評估腦中血流變化的穩定性，其方

法是透過閉氣15 秒所引發的短暫高碳酸血

症(hypercapnia)而反映血管擴張和血流變化

的能力[10]，屬於被動式量測，具有病患配

合度高也不需長時間準備等優點。

除上述建議以外，筆者認為目前神經血

管耦合假設仍源自於過往研究的經驗型觀

察，尚缺乏一統整性指標得以進行檢測，因

此未來針對神經血管耦合進行指標開發，也

將會是發展神經造影於臨床診斷、甚至是手

術導引上等醫學應用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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