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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地位对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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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与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对于理解社会经济因素对心理行为的影

响以及预防大脑和心理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在过去十多年中, 研究者使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对SES与大脑的关系
进行了探索, 发现SES与大脑结构和功能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 但这些研究的结果却不完全一致. 本文从大脑结构
与功能两个层次出发, 按照认知与情绪两大主题对SES与大脑关系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进行回顾, 在此基础上对比
不同研究结果的异同之处. 结果发现: (1) 在脑结构上, SES水平与海马体(主要负责记忆)、前额叶(参与执行功能等
高级认知过程)及皮层下结构(主要包括参与情绪加工的杏仁核等结构)可能存在相关; (2) 在脑功能上, 不同SES水
平的个体在进行执行功能、学习和记忆等相关任务时, 大脑活动模式可能存在差异, 同时正性与负性情绪刺激所
引发的大脑活动在不同SES水平的个体上可能有所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 SES与大脑关系的研究中还面临着诸多挑
战, 如SES测量的复杂性和全面性、大脑结构与功能自身发展和测量的复杂性、SES影响大脑机制的多层次性等.
未来的研究需要应对上述的挑战, 同时考虑文化差异等影响, 从而能够更准确地理解SES与大脑的关系, 并为中国
社会治理政策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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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动物, 人们的心理、行为和精神健康不
[1,2]

仅受到生物学因素的影响, 也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

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进行了许多探索性的工作.

.

但是, 对SES与大脑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研究, 尚需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是个人物质

要进行系统地回顾与评估. 一方面, SES是一个复杂的

[3]

与非物质资源及其在社会中位置的综合反映 , 对个
[4~6]

体以及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

. 大脑作为人类心理与

[9]

概念, 其测量存在诸多的争议 ; 另一方面, 认知神经科
学近年来对其自身的研究方法与结果出现了不少反
[10]

行为的基础, 是外界环境对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

思

响的生物学基础. 例如, 精神疾病很大程度上是大脑功

为社会实践提供指导 ,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因此, 评

[7]

能的失调 . 且大脑具有结构和功能上的可塑性, 行为
[8]

. 加之SES与大脑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研究结论可能
[9]

估SES水平与大脑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研究结论是否一

和经历是刺激大脑可塑性的关键因素 . 因此, 理解

致和稳定显得十分必要. 立足于此, 本文从大脑结构与

SES与大脑的关系, 不仅对于科学探索有重要意义, 而

功能两方面出发, 按照认知与情绪两大主题对SES与大

且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脑关系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进行回顾, 在此基础上对

近年来, 研究者们采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 对SES与

比了不同研究结果的异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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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测量SES水平、大脑结构和大脑功能均比较

[13]

. 先前研究表明, 这些指标可能存在较大的个体差

础

[14]

[14,15]

[16]

复杂, 在回顾SES与大脑结构和功能关系之前, 本文首

异, 且与人格特点

先简单介绍当前研究中如何测量SES水平及大脑结构

存在广泛相关. 在脑功能成像方面, 研究者可以采用基

和功能. SES是个人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及其在社会中位

于血氧依赖水平(blood-oxygen-level dependent imaging,

置的综合反映, 在研究社会心理学及社会学研究中, 与

BOLD)的功能性磁共振(functional MRI, fMRI)

[2]

、行为表现

以及精神疾病

[17]

对大

社会阶层(social class)混同使用 . 心理学研究中, 通常

脑进行认知任务时的活动进行测量. 一般认为BOLD信

将SES分为主观与客观SES两种测量. 测量主观SES通

号能够反映大脑局部脑区的神经活动, 与大脑局部场

常会让受试者根据某一参考群体, 想象自己或者自己

电位(local field potentials)相关

家庭在该群体中的相对位置. 例如, 给他们视觉呈现一

在脑功能相关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

个十级的阶梯, 让他们想象这个阶梯代表的是全社会
从低到高的社会阶层, 并判断自己在哪一层

[11]

. 客观

[18]

. 这个特点使得fMRI

社会经济地位与大脑结构

1

SES的测量则包括对个人和家庭与社会、经济、教育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不少研究者分析了SES指标与

和政治等资源相关的客观指标. 其中最常测量的客观

大脑整体结构或者某些特定脑区结构之间的相关, 初

指标是家庭收入(如家庭人均年收入、收入-需求比)、

步发现不同SES背景的个体在脑结构上可能存在差

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和个人收入、个人受教育

异

[19,20]

. 以下将从认知与情绪两大主要的功能系统来

程度和职业.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测量主要是来自受

回顾当前研究. 其中, 认知加工(包括知觉、注意、学

试者的自我报告, 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也有一些

习、记忆、语言和推理等)主要涉及额叶、顶叶和颞

研究者采用非自我报告的方式, 例如, 研究青少年时,

叶等大脑皮层, 而海马在学习和记忆中起到尤其关键

以他们是否接受政府提供的减价或者免费午餐作为是

的作用; 情绪加工的脑区则主要包括杏仁核、腹内侧

否属于低SES水平的指标. 从理论角度讲, 应该测量所

前额叶、腹侧纹状区等

[21]

.

有反映个体SES的指标, 从而得到个体在全社会中的相
对位置. 但在实际研究中, 研究者受限于其资源(收集数

1.1

SES与认知相关大脑的结构

据的资金、人员和时间等), 很少能够进行全面测量, 其

在主要参与认知加工的大脑结构中, 研究者较多

中使用较多的是与收入相关的指标及父母和本人受教

地报告了海马(hippocampus)和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

育水平.

tex, PFC)与SES的相关性. 海马在人类的记忆中起到重

脑成像(brain mapping; 或者称为神经成像, neuroi-

要的作用

[22]

, 且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

[23]

. 由于不同SES

maging)是研究SES与大脑关系的主要手段. 无损伤脑

背景的个体面临的压力存在差异, 因此海马是SES与大

成像技术, 尤其是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

脑关系中关键的脑区之一. 在儿童

ging, MRI)技术的发展, 使得研究者能够对健康人群的

本中, 均有观察到童年期的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少量研

大脑结构和功能进行精细成像. 脑结构成像技术主要

究采用多项社会经济指标综合衡量)与海马体体积呈

包括T1结构磁共振成像(structural MRI, sMRI)和弥散

正相关. 这些研究似乎表明, SES水平越低, 海马的灰质

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其中sMRI具

体积越小. 但是这一结论也不乏争议, 因为另一些研究

有相对清晰的灰白质对比, 主要用于灰质结构的测量,

者并未发现这种相关性

同时可以反映一些白质的属性; 而DTI则主要用于白质

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收入、父母教育和收入需求比作

[12]

微结构的测量以及白质纤维连接的刻画

[24~27]

和成人

[26,31~33]

[28~30]

样

[26]

. 例如, Yu等人

以主观

. 在SES与大

为测量SES的指标, 探索了SES水平与海马灰质体积之

脑结构关系的研究中, 大部分研究者关注大脑灰质, 包

间的关系, 发现SES与在8~12岁样本群体的海马体积有

括灰质体积(gray matter volume)、皮层厚度(cortical

正相关, 但这种相关性在18~25岁的受试者群体上消失.

thickness)和皮层的面积(surface area) 3个指标. 这3个
指标测量了脑结构的不同方面: 一般灰质体积测量的

前额叶是另一个主要负责认知加工的脑区, 参与
了许多人类的高级认知活动, 包括冲突解决
[35,36]

[37]

[34]

、道德

是某个脑区灰质的总量, 与该脑区皮层厚度和皮层面

判断

积的乘积成正相关; 而皮层的厚度与皮层面积是相对

相关性, 例如, McDermott等人

独立的两个指标, 它们具有不同的发育规律和基因基

跟踪研究发现, 父母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与前额叶腹侧

、自我信息加工

等. 有研究报告了两者的
[38]

对于儿童长达2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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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积稳定相关. Holz等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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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额叶前部的眶额

积、表面积和皮层厚度可能与收入、教育和职业成正
[48]

叶皮层(orbital frontal cortex, OFC)为感兴趣区(region

相关

of interest), 计算了家庭收入与前额叶体积之间的相关,

的相关性也存在, 但与表面积不相关. 而白质体积和完

发现收入与前额叶体积之间存在相关. 相似的是,

整性与儿童和青少年的家庭收入与父母受教育程度

Krishnadas等人

[40]

以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

为感兴趣区, 使用本人的收入、教育和职业为SES指
[41]

对大学生样本群体的研究则发现, 母亲的教育与
[42]

[49]

以及中年人的收入、教育和社区SES、老年人的职业
[50]

和本人受教育程度

标, 发现SES与右侧前额叶厚度的正相关关系. Kong等
人

. 在青少年中家庭收入与皮层体积和皮层厚度

相关.

从以上结果来看, 虽然有不少研究探索SES与大脑
结构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些结果之间缺乏一致性和系

以婚姻状

统性. 在方法上, 测量大脑结构的指标不一致, 皮质表

况、工作状态、教育和职业声望作为SES指标, 分析了

面面积、皮质厚度或体积等多种指标被用于与SES进

SES水平与前额叶灰质体积的关系, 则在仅发现左侧前

行相关分析, 这些指标本身代表了不同生理意义. 加之

额叶灰质体积与SES水平有边缘显著的正相关. 同时,

SES测量的指标本身也不尽相同, 因此不同研究之间的

也有研究未发现SES与前额叶结构的相关, 包括对眶额

差异很难进行合理解释. 同时, 研究者往往依赖感兴趣

中前额叶的灰质体积相关. Raizada等人

[43]

[44]

与SES的相关分析中,

区分析, 但是感兴趣区的定义却差异较大. 有的研究使

均有阴性结果报告. 因此, 虽然有研究报告SES与前额

用沟与回来定义, 有的使用Brodman分区, 还有使用“背

叶结构之间存在相关, 但这种关系却并未得到一致的

侧”、“内侧”或整个额叶作为一个感兴趣区. 这种一致

支持.

性的缺乏, 可能会带来假阳性结果

叶灰质体积

1.2

、左侧额下回

[14]

2

SES与情绪相关大脑的结构

.

社会经济地位与大脑功能的关系

负责情绪加工的脑区则主要是大脑边缘系统(lim-

除了寻找SES在大脑结构上的差异外, 研究者也探

bic system), 包括杏仁核(amygdala)和前扣带回(anterior

索了不同SES水平与大脑活动的关系. 利用事件相关电

cingulate cortex, ACC)等结构.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 SES

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 ERP)和fMRI等无损神经成像

水平可能与这些脑区的结构存在相关. 对1099个儿童

技术, 研究者发现, SES可能与执行功能、记忆能力和学

和青少年的大脑结构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脑岛(insu-

习技能等认知任务存在相关, 也可能对情绪加工有影响.

la)、颞极(temporal pole)、前扣带回和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等皮层面积与父母收入相关

[45]

. 杏仁核

2.1

SES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的结果则更加复杂, 在以成年人为受试者的研究中报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指的是个体需要集中

告了是否经历过经济困难情境(例如因为缺钱典当东

注意力去关注某物时需要的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心理过

西或卖东西等)和就业状况、教育程度及是否为低技

程, 主要包含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三种

能职业等指标综合而成的SES与杏仁核体积存在正相

能力

关

[28]

. 以儿童为受试者的研究中也报告了杏仁核体积
[46]

[51,52]

. 目前的研究表明, 执行功能的神经基础可能

主要是执行控制网络(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包括

. 但也有两项以青少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后顶叶皮层等. 对不同家庭收

年儿童为受试者的研究未发现杏仁核体积与收入和父

入、收入需求比、教育、职业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背

与家庭收入需求比存在正相关

[27,33]

. 由于所用的SES的测

景儿童的ERP研究发现, 虽然参与者在从图形刺激中辨

量指标均不完全一致, 难以对这些研究的结果直接进

别特定目标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以及阅读任务中对故事

行比较. 与之相关的是, 对儿童期逆境(包括虐待、贫

的理解没有显著区别, 但是在前额区域的脑电活动上

穷等)与杏仁核关系的元分析未发现儿童期逆境与杏

却存在显著的差异

母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

仁核体积之间的相关

[47]

, 而大样本的大脑结构分析也

未发现杏仁核与父母收入之间的相关

[45]

, 这些研究表

明SES与杏仁核之间的相关需要进一步检验.

[53,54]

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55]

. 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的研究
[56]

. 例如, Sheridan等人

以家庭

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为
SES的指标, 比较了高低SES儿童在刺激-反应联结学习

除了针对特定脑区的研究外, 还有研究者分析了

任务(stimulus-response mapping task)中大脑活动的差

成年人大脑整体结构与SES之间的关系, 发现皮层体

异, 发现在额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额下回(in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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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r frontal gyrus)和前扣带皮层等脑区的活动强度较低,

语言技能相关的大脑活动. 例如, 在语音的加工上, 不

但在右侧额叶沟活动强度更高. 以上结果可能说明, 不

同SES儿童神经专业化不同

同SES的儿童虽然在执行功能任务上的表现相似, 但是

不同SES背景(以家庭收入需求比、父母教育和职业地

脑机制上可能有区别.

位为综合的SES指标)的儿童进行fMRI实验, 扫描期间

对工作记忆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 例如,
[57]

[42,59]

. Noble等人

[59]

招募了

受试者需要完成语音加工综合测试(comprehensive test

结合N-Back任务(比较当前呈现的刺激与

of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CTOPP)中的两个任务: 混合

往前第N个刺激是否相同, 是一种常用的工作记忆任

词(blending words)和略读(elision), 前者是将单独听到

务)和fMRI, 发现高收入家庭的儿童在该工作记忆任务

几个声音组合成为单词, 后者按要求略去单词中某个

中表现好于低收入家庭的儿童, 同时家庭收入水平在

字母的读音(如略去“bold”中的b, 正确的读音是“old”).

工作记忆负荷与大脑活动强度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以这两个任务上的表现作为儿童语音技能的指标. 他

当工作记忆负荷较大时, SES较高的儿童的前额叶和顶

们的结果表明, 不同SES的儿童在这两个语音任务上的

叶区域活动强度比SES较低的儿童更高; 而在工作记忆

表现没有区别, 但他们在完成语音任务时在左侧梭状

负荷较低的条件下, 低SES的儿童在上述脑区活动强度

语言区的激活程度有差异: 低SES儿童的语音表现与

比高SES更高. 这种结果可能说明低SES儿童负责工作

该脑区的激活呈正相关, 而高SES儿童的语音表现与该

记忆的脑区在高负荷时无法完成任务, 因此活动降低,

脑区活动程度的相关较低. 这可能说明, 高SES儿童具

而在负荷低时, 也需要较强的活动才能完成任务, 总体

有更高的读写知识和能力, 他们可以通过这些能力来

而言可能反映了SES对于工作记忆能力有影响.

完成语音任务, 而低SES儿童则必须通过语音处理的脑

Finn等人

2.2

SES与学习和记忆的关系
除了执行功能外, 也有大量研究探索了SES对学习

区(即左侧梭状区)进行主意编码. 其他研究还发现, 父
母受教育程度调节以上述两项任务的表现和左前半脑
区的激活程度之间的关系

[60]

. 但也有研究发现SES与某
[61]

与记忆的影响. 关于SES如何影响学习相关的大脑功

些语言相关的能力无关. 例如, Monzalvo等人

能, 过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学和语言的学习上. 例

SES背景(以儿童家庭所就读的学校、父母的教育水平

[57]

给不同

以家庭收入为SES的指标, 研究了SES

和家里是否讲双语为指标)的儿童呈现视觉刺激(房

对儿童数学考试成绩与工作记忆能力的关系. 他们的

子、面孔、单词和棋盘等)和语言刺激(母语和外语的

结果表明, 顶叶皮层中工作记忆相关区域的大脑活动

语句)并记录了他们的大脑活动, 发现SES背景不同的

与所有儿童的数学成绩均正相关, 但前额叶皮层的活

儿童在脑区活动上并无显著差异.

如, Finn等人

动只与SES较高的儿童的数学成绩正相关, 这表明来自

SES对记忆神经机制的影响则尚无一致的结论. 受

不同SES背景家庭儿童的数学能力的脑机制可能存在

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更高的老年人在以威斯康星卡片

[58]

以父母受教育程度为SES的指标,

分类测验(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中错误更

研究了高低SES儿童对减法结果进行判断时的神经活

少, 即对新近记忆的判断(与前额叶皮层有关)更准确,

动, 结果表明在SES高的儿童中, 反应时和正确率与左

ERP数据表明他们的额叶活动强度更高

中颞回等区域的活动更相关, 数学能力的提升与左额

人为受试者的研究发现童年期贫困(以童年期家庭的

下回等区域的活动增加更相关, 这些区域在语言加工

收入需求比来衡量)对于他们在图片记忆和再识别任

中有重要作用; 而在SES较低的儿童中, 数学能力与右

务中的再认表现并没有影响, 在再认过程中童年时期

顶内沟(right intraparietal sulcus)等区域更密切相关, 数

贫穷对海马体活动有边缘显著影响

学能力的提升与右顶叶等区域相关性更高, 顶内沟等

制成年后SES共变之后, 变得更加显著: 非童年期贫困

区域与空间处理有关. 作者们认为, 该结果反映了SES

的受试者中, 再认准确率和海马区的激活程度之间呈

会影响儿童的语言能力, 而语言能力上的差异可能是

正相关, 而童年期贫困的受试者身上, 再认准确率与海

减法能力差异的基础. 这些研究显示, 不同SES背景的

马区活动程度的关系则是负相关, 作者认为这可能反

儿童在进行数学学习时的大脑活动机制可能存在差异,

映了童年期家庭收入高的儿童能够有效激活海马区提

但具体的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升记忆任务表现, 而童年期的贫困使得儿童虽然能激

差异. Demir等人

除了数学能力之外, SES还会影响读写能力和其他

[63]

[62]

. 但以成年

. 这种影响在控

活海马区, 但却是无效激活并不能提升任务表现.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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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儿童的研究发现, 在配对连接学习任务(paired as-

以父母受教育程度、本人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作为SES

sociate learning task)中, 虽然高和低SES的儿童在任务

指标, 低SES成年人在金钱奖励的决策任务中, 由奖赏

表现上无显著区别, 但脑区激活程度却有差异, 海马的

刺激所引起的额叶、前扣带回(ACC)和纹状体区域活

激活程度仅与母亲的主观社会地位有关, 而与受试者

动强度较低, 而损失引起皮层和皮层下结构的活动更

在任务中的表现、母亲教育和收入需求比均不相

强

[64]

关

[72]

. 这可能说明, 低SES个体对奖赏不敏感而对损失

. 以上两项研究都表明, 家庭SES可能会影响记忆

却非常敏感. 这一结果与行为经济学研究中低SES个体

的神经活动. 但总的来说, 关于SES影响记忆的神经机

的决策偏好相关: 低SES的人更偏好当下的收益和更低

制目前还并不是非常明确, 可能受到发展阶段的影响.

的风险

[73]

, 这种决策的模式容易让他们陷入贫困陷阱

(poverty trap), 难以走出经济上的困境.

2.3

SES与情绪的关系

总之, 最近的研究表明, SES可能与大脑认知和情

情绪加工也是SES影响大脑功能的重要方面. 目前

绪加工的神经活动均有关系. 不少认知的研究中, 研究

研究发现, 低SES的个体可能对消极情绪更加敏感. 例

者仅观测到了神经活动上的差异, 却无行为结果上差

如, 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青少年

[65,66]

或者有童

[67]

异. 行为结果上差异的缺乏, 使得大脑活动模式的差异

为受试

变得难以解释, 因为通过大脑活动的结果来逆推个体

者, 给他们呈现威胁或恐惧的面孔时, 他们的杏仁核和

的心理与认知活动仍然非常困难. 而在情绪加工中, 低

内侧前额叶的活动比高SES受试者更强. 相似的是, 给

SES个体的情绪处理可能表现出对负性刺激较为敏

不同SES(以收入-需求比为指标)背景的母亲呈现婴儿

感、情绪调节相对困难的特点. 不过与大脑结构研究

的哭泣声时, 低SES母亲在内侧额叶出现了更强的神经

相似, SES与大脑功能的许多研究结果也依赖于感兴趣

活动. 低SES母亲在看到婴儿消极表情时, 杏仁核的反

区分析, 而感兴趣区的定义也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对这

应也更强, 但看到婴儿积极表情时, 杏仁核反应则更

些结果也需要慎重对待.

年期贫困(以收入-需求比作为指标)的成人

[68]

弱

. 这表明, 低SES的母亲对消极情绪的反应更加敏

感也更加强烈, 这可能是因为她们在育儿期间面临着

3

[68]

更大的压力

挑战与展望
通过对已经发表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到, 不少研究

.

在情绪信息的加工中, 不同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

者对SES与大脑关系进行了探索. 但是研究结果之间仍

起到重要作用. 例如, 前额叶在情绪调节中有重要的作

缺乏一致性, 这些不一致阻碍了对当前研究结果的整

用, 能够降低杏仁核的活动. 但这一效应在不同SES群

合. 深入分析关于SES与大脑的已有研究, 可以看到研

体中的表现有所差异: 童年期家庭收入较低的个体进

究者主要采用传统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思路

行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来调节情绪时, 前额

来探索SES与大脑的关系, 忽略了SES所涉及的复杂性

叶激活程度更低, 同时通过情绪调节带来的杏仁核激

和多层的问题. 例如, 研究者往往试图通过简单地相关

活降低程度也较少

[69]

, 说明童年期贫困的个体在情绪

或者回归分析来探索某一SES指标与某一大脑指标之

调节的神经机制上可能发展相对不足. 在对低收入家

间的关系, 得到统计上显著的相关之后, 往往在结论时

庭儿童的静息态fMRI的研究中发现, 他们的杏仁核和

将结果解读为SES水平或贫穷与大脑的关系, 忽略了许

[70]

,

多未测量的SES变量的潜在影响. 同时, 许多关于SES

可能进一步说明低SES个体有着较弱的皮层-皮层下结

与大脑关系的早期研究, 与认知神经科学的早期研究

构的连接, 进而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情绪信息处理. 研究

有着同样的问题, 包括小样本、方法上的灵活性等

者以家庭收入和父母教育为SES指标, 发现这种趋势在

当前对SES与大脑之间关系的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可以

海马体与右上额叶皮层等皮层区的功能连接较低

[71]

[10]

.

, 说明SES对个人情绪加工

归纳为SES测量的复杂性和全面性、大脑发育的动态

的影响在人生早期已经出现. 总之, 这些研究表明, 低

性与测量和分析方法的一致性以及SES影响大脑机制

SES的人群可能在情绪调节的神经机制方面与高SES

的多层次性.

6个月大的婴儿上便出现

的人群存在较大的差异, 这与低SES人群更多受到精神
类疾病困扰的现象一致.
此外, 不同SES的人对奖赏信息的加工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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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SES测量的复杂性和全面性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 SES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

评 述

(图1), 其测量手段多样化. 上述回顾的文章也证实了这

著相关. 但也有不少研究发现, 家庭收入与海马之间存

一现象: 不同的研究之间使用的SES缺乏一致性. 这种

在统计上显著的相关

不一致带来的后果是, 无论不同研究的结果是否一致,

入是否与个体的大脑结构(如海马)之间存在相关; 如果

均难以对结果进行综合与解读. 具体而言, SES两个方

存在相关, 那么又引出这种相关性是否完全由其他中

面的特点可能会导致当前不一致的结果难以解释: 一

间变量所中介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讲, 尽可能多地测

是准确测量SES的多样性; 二是SES范围的全面性.

量多种SES指标及其相关的变量, 将有利于研究者清晰

第一, SES测量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研究结
果之间的可比性. 目前研究使用较多的是收入及相关

[27,75]

. 因此, 我们无法得知经济收

地探索各个指标之间以及它们与大脑结构与功能之间
的复杂关系.

的指标, 但以这一指标作为SES测量的研究中也存在不

第二, 要清晰定位研究对象在整个社会SES中所处

同. 一些研究使用收入-需求比, 使用家庭收入与当地当

的位置. 目前这个问题较少受到研究者关注. 不少关于

年基本生活开支的比例
收入作为指标

[48]

[46,56]

; 另一些研究则使用人均

, 还有研究者直接使用收入

[27]

. 此外,

对父母教育水平这一指标的使用, 也存在差异: 有的研
究者使用父母双方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58]

SES的研究均以贫困个体为研究对象, 但同时又未严格
地定义贫困

[76]

的标准, 不少研究中的受试者群体并非

是绝对意义上的贫困.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无法区分

, 有的研究者

SES与大脑的关系是仅在贫困下出现, 还是与SES水平

使用父母双方的最高受教育水平, 有的使用主要照看

呈现出梯度变化的关系. 如果SES与大脑结构和功能的

者的受教育水平等. 同一SES方面的具体测量方式如何

关系仅在贫困时出现, 那么只有当个体的SES低于一定

影响着最终的结果, 目前也无法估计. SES测量的多样

的阈值时, 他们的大脑结构与功能才偏离“正常”. 但如

性另一个方面是使用不同的SES指标之间是否具有可

果SES水平与大脑指标相关是梯度效应, 那么整个人群

比性的问题. 例如: 使用收入相关指标的研究, 与使用

中, 大脑结构与功能在各个不同的SES水平群体中均存

父母受教育水平的研究之间如何比较. 有研究指出,

在差异. 厘清这种关系对未来的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1)

SES对个体(尤其是儿童)的影响, 更多可能与父母的行

如果SES对大脑的消极作用仅在贫困下出现, 则干预时

为直接相关, 而父母的行为与受教育水平密切相关. 例

应关注于“扶贫”; (2) 如果SES与大脑的关注是梯度效

[74]

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后发现, 父母受

应, 则需要对社会全体成员均提供支持, 对最受影响的

教育水平可能比收入对低龄儿童的数学成绩影响更大,

贫困群体的支持力度最大. 目前的研究可能更支持后

尤其是父母对数学的看法、支持程度以及在有关数学

一种可能性: 在儿童中, SES对于大脑表面积

如, Elliott等人

的语言使用上, 可能对儿童的数学成绩有着直接的影
[45]

响. 与这个结论相似的是, Noble等人

[25]

容量

和大脑

[77]

的影响是一种全SES范围的梯度效应, 且在较低

发现, 左侧海马

的一端影响更大. 但是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对这两种

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存在相关, 但是与家庭收入无显

可能模式进行验证. 因此, 扩大参与者SES的范围, 获
SES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客观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国家SES

社区SES

家庭SES

个人SES

在身边人中

在全社会中

的主观认知

的主观认知

食品、 医疗 社会 文化 ••• 居住 邻里 不平 ••• 父母 父母 家庭 ••• 受教 职业 收入 •••
•••
饮水 水平 保障 价值 ••• 环境 情况 等程 ••• 受教 职业 财产 ••• 育程
度
育程
度
安全
体系
度

图 1 SES的概念分层及测量
Figure 1 The conceptual stra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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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对社会各个SES水平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对于解决阈

面地认识感兴趣问题的同时, 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

值效应与梯度效应之间的争议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结果之间难以进行直接比较. 类似的, 研究设计的

3.2

多样性和样本大小也可能带来较大的误差, 这些问题

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复杂性

可能会影响研究者统计推论的质量(如低统计检验

SES与人脑的复杂关系, 也要考虑人脑的复杂性.

[87]

力

), 从而影响结果的可信程度

[10,88,89]

. 大脑测量的复

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时间上的动态

杂性问题, 是认知神经科学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 也是

性: 从出生、成长到成熟和衰老, 人脑结构与功能有其

目前整个学术共同体试图去解决的问题. 例如, 研究者

动态变化的规律, 这一规律本身仍然有许多未知的问

可采用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来对过去同质的研究

[78,79]

题

; 二是当前测量手段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也可

能带来不同研究之间的差异以及较低的可重复率.
研究表明, 在生命历程中SES与大脑的关系是不断

进行量化总结

[90]

. 考虑到神经成像研究的成本较高, 研

究者也可采用多中心合作的模式

[91,92]

, 联合多个团队

的数据, 克服小样本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未来的研究
[93]

变化的, 即SES可能在不同阶段对人脑有着不同的影

需要注意标准化的问题

响.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不同的研究如果使用了不同年龄

本容量、分析工具、感兴趣区的定义方法、分析指标

段的样本, 那么其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正说明了大脑发

和预测结果等信息在内的方法和分析计划在开放平台

展动态的重要性. 例如, 对婴幼儿的研究表明, SES相

(如, open science framework)上进行预注册; 对于所有

关的大脑差异在刚出生时尚不显著
[81]

生命早期就已出现
差异逐渐增加

[75]

[80]

, 但在4~6周时的

, 随后差异持续存在

[71,82]

, 且某些

. 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也支持随着

. 例如研究前对包括计划样

探索分析的细节进行充分和完整地报告, 避免选择性
报告; 完整报告结果, 包括阴性结果; 公开研究中的数
[94]

据

, 方便后续研究进行分析与比较. 采用这些透明开

年龄增长, 不同SES背景带来的大脑结构与功能上的差

放的研究实践, 将有助于减少大脑测量方法多样性带

异可能会逐渐增加, 且SES会影响大脑发展的模式. 例

来的不确定性, 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

[83]

如, Piccolo等人

研究了1148名儿童和青少年(年龄为

[95,96]

, 促进科

学知识的积累.

3~20岁)的大脑皮层发展轨迹, 发现在SES较低的参与
者中, 大脑皮层的厚度在儿童早期和中期阶段下降得

3.3

SES影响大脑机制的多层次性

更快, 而在青少年阶段下降速度减缓, 直至趋于稳定.

即使能较标准化和全面地测量SES及大脑的指标,

而在SES较高的参与者中, 皮层厚度呈线性下降趋势且

探索SES与大脑结构和功能之间关系仍然存在一个难

持续时间更长. 结合动物早期的逆境和早熟的大脑发

点: SES是影响大脑的远端原因(distal causes), 其必须

[84]

育研究

, 已有研究表明, SES可能会影响儿童和青少

通过其他更加微观的近端原因(proximal cause)对大脑

年时期大脑功能和结构发展的模式. 要解决这些SES与

产生影响(图2). 不同的SES (如个人、家庭、社区和国

大脑关系随着年龄变化的动态性问题, 需要进行大规

家)影响大脑与行为的路径可能不同, 需要研究者去分

模的追踪研究, 而这是先前研究中所缺乏的. 目前, 已

析SES对个体影响的可能路径. 例如, 家庭SES中包括

有不少脑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开始采用追踪研究的方式,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收入. 其中家

如彩巢计划

[85]

; 此类大规模追踪研究, 可能将对理解

SES与大脑发展的动态关系起到关键作用.

庭收入可能会影响到儿童与青少年的营养和生理健康
进而影响到大脑的发育; 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不

脑结构与功能测量手段的多样性将进一步加剧比

同, 亲子关系以及家庭中的语言人认知刺激也会不同

较不同研究结果的难度. 比如, 基于fMRI的研究包含大

(如前述的低SES母亲对婴儿哭泣的神经反应与高SES

量的数据预处理和分析操作, 其中每个一步操作都涉

的母亲不同

及多种可能的参数和方法选择, 而不同的参数及方法

家庭SES水平不同, 面临的压力水平也不相同, 低收入

都可能会带来结果上的差异, 同时, 参数及方法选择的

的群体通过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86]

[68]

), 这些家庭因素会影响到大脑的可塑性;
[97]

. 这些假设的路径均

. 此外, 不同研

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 这些假设的路径可以借

究中感兴趣区的选取不尽相同, 导致研究结果之间缺

鉴动物研究的发现进一步具体化. 例如, 动物研究发

乏可比性. 不同测量指标侧重于反映脑结构与脑功能

现, 在发育期或成年期的压力会导致啮齿动物和非人

的不同方面, 采用不同的指标可以使研究在都更加全

类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发生大量的细胞和分子变化, 这

灵活性也可能带来更多的假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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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与农村居民相比, 城市居民更有可能得精神分裂症
个人SES
(个人收入、
个人教育、
个人职业、
主观社会经
济地位等)

家庭SES
(父母受教育水平、
父母职业、家庭财
产等)

SES

响的研究则更少. 但有不少关于生理健康的研究表明,
发达国家的居民比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有着更好的健康
水平

社区SES

营养

近端因素

压力

(居住环境、空气污染等)

社会/国家SES

图2

[105]

. 相似的是, 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可能通

过社区SES、家庭SES等更微观层次的SES因素对大脑
产生作用.
总之, SES对个人的影响存在着多层次的特点, 未

亲子关系
(食品、饮水安全、医疗水
平、社会保障体系、教育体
系、文化价值等)

,

这表明了居住环境的影响. 关于国家SES层面对大脑影

来的研究中, 需要整合多个层次的因素, 将各种SES对

毒素

个人影响路径能够进行更多地探索与检验, 从而寻求
更好的办法, 避免低SES带来的不利影响.

语言与认知刺激

SES通过近端因素影响大脑的简化模型. SES因素通过一个或

多个近端因素影响大脑的结构和功能. 大脑图像的绿色区域为前额

在过去的30年, 中国社会快速地发展, 无数个体的
SES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可能给个人心理和生

叶皮层, 黄色区域为前扣带回, 蓝色区域为腹侧纹状体, 红色区域为
杏仁核, 橙色区域为海马体. 这五个脑区为报告较多的易受SES影响

活带来巨大的变化, 也为社会心态的塑造带来了深远

的脑区
Figure 2 The simplified model of how SES affects the brain through
proximal factors. SES factors can affect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of the
brain through one or more proximal factors. The green area of the brain
is the prefrontal cortex, the yellow area is the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the blue area is the ventral striatum, the red area is the amygdala, and the
orange area is the hippocampus. These five brain regions are the most
frequently reported regions that a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SES

高度挑战性. 未来的研究也可以从心理韧性视角

的影响. 因此, 研究SES与人脑的关系非常重要且具有
[106]

出

[107]

发, 采用复杂动力系统的新方法

, 来探索SES与人脑

的互动. 同时, 将认知神经科学与社会学、行为经济学
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整合起来, 提供对人类心理、行为
和大脑更加完整的认识. 这些研究对当前中国社会具
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可以为缓解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

. 养育行为受到诸

中的一些突出矛盾提供指导. 例如, 为更有针对性地解

之类的环境影响, 而养育行为能够减少后

决贫困人口和留守儿童的充分发展、精神健康问

些变化在海马体和额叶中最常见
如压力

[99,100]

[98]

代所经历的压力的影响

[101]

. 动物研究的结果, 可以为

人类研究提供线索和先验假设, 然后进一步使用认知
[102,103]

神经科学的手段去检验这些假设

.

[6,108,109]

题

和犯罪等问题提供指导. 同时, 在中国社会研

究SES与大脑的关系时, 也应该考虑跨文化的比较

[110]

,

中国传统文化可能会影响例如公平、正义观念等社会

除了家庭SES之外, 目前较少有研究者探索社区和

认知, 从而影响SES与大脑的关系. 因此, 未来研究需要

国家的SES对个体的影响, 但是这种关系却可能存在.

重视文化的差异对于研究结论的影响, 并审慎思考研

社区SES会影响到个人的成长环境, 包括自然环境与人

究结论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指导意义. 在方法上, 未来

文环境. 低SES社区居住条件可能更差, 绿化程度更低,

的研究需要“去伪存真”, 重视可重复性和科学性, 才能

噪音和毒素更多, 这些均可能对个体的大脑产生影响.

为理论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

而在人文环境方面, 低SES社区可能面临着更多的暴力

贫干预项目提供精确、科学和有效的指导, 从而促进

事件、更少的语言刺激等. 例如, 丹麦的研究者发现,

社会公平的实现.

[111]

, 为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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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of individuals has an enormous impact on their mental health (e.g., cognitive function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Given that the brain is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S and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may help to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E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individual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cognitive neuroscientists hav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S and the brain
using state-of-the-art brain imaging techniques, such as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an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MRI). While som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SES indices were related to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ther
studies have reported negative results.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evaluat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critically. The current paper
reviewed studies that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S and brain structure as well as those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S and brain function. For both lines of research, we organized studies around both cognition and
emotion. Our review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structural MRI studies suggest that SES level may be related to the
hippocampus and frontal lobe, which are considered responsible for mem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 and the amygdala,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and insular cortex, which are involved in emotional processing. Second, fMRI studies
found that individuals (especially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SES backgrounds had similar behavioral performances on
cognitive tasks (e.g., executive function, memory, learning, mathematics, language, etc.) but their brain activities showed
different patterns. fMRI studies also revealed that, compared to individuals from high SES backgrounds, individuals from
low SES backgrounds may be more sensitive to negative emotions and have different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emotion regulation.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fact that people with low SES are more vulnerable to mental
disorders. However, the field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that might severely undermine the credibility of its findings: the
complexity and flexibility of measuring SES, the complexity and flexibility of measuring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possible paths by which SES can affect the brain.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we suggest that
future studies should measure more SES indices, be transparent and open as to the brain data analyses, and consid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S and brain development and the proximal factors through which SES interacts with the brain.
Finally, research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may also consider the relative SES among nations and adopt a multisite
approach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S and the brain. By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S and the bra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may contribute to creating a healthy and fair society.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brain structure, brain function, cognition, emotion, reproduc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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