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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训练对运动员大脑功能可塑性变化的影响
——基于fMRI研究的ALE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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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阐明运动训练是否能够影响大脑功能可塑性变化，以及不同任务态下运动员如何诱发大脑皮层功能重

组。方法：选取 18项研究中的任务态下 362名被试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

数据，采用激活似然估计法（activation likelihood estimation，ALE）计算体素被激活的分布情况。结果：运动员组在任

务状态下的脑活动产生 4 个达到显著水平的激活簇；对照组在任务状态下的脑活动产生 5 个达到显著水平的激活

簇；运动员组与对照组相比，运动员组显著激活左侧上顶叶和下顶叶、右侧额下回和额中回，对照组显著激活辅助运

动区；在预判任务中，运动员有更广泛的脑区激活，而在执行任务中，对照组有更广泛的脑区激活。结论：长期的运

动训练使得运动员的大脑出现功能可塑性变化，表现为减少了在动作执行时与动作控制有关的脑区活动，增加了在

预判时与认知理解有关的脑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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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可塑性是指人类大脑具有的根据环境、行为、习

惯等的变化而改变其结构和功能的能力，是心理和行为

适应性变化的生理基础（陈爱国 等，2015；Pascual-Leone

et al.，2005）。由于反复练习，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细胞、

分子、突触等生理结构和功能会发生实质性变化，练习能

够导致与任务相关的大脑区域激活增加或减少或出现不

同激活组合，即大脑活动的功能重组（Kelly et al.，2005，

Zatorre et al.，2012）。大脑可塑性已经成为当前的研究热

点之一，探索运动训练对运动员大脑的影响，是其中重要

的研究内容（Chang，2014）。

运动训练可以改变任务相关脑区的活动，已被广泛

认可。任占兵等（2019）对近 20 年的运动员大脑可塑性研

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运动技能专家脑可塑性变化

可能是对特定运动技能进行长期深入学习训练的结果，

不同类型运动技能专家共同激活的脑区主要表现在感觉

运动系统、注意系统、边缘和皮质下系统等。但该研究未

对纳入文献的脑成像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和跨文献的假设

检验，尚无法得知大脑激活的一致性情况。因此，还有对

这一主题进行探讨的必要。

Yang（2015）采用系统综述范式对运动专家大脑可塑

性变化进行元分析，对 26 项研究的 fMRI 图像数据进行量

化计算，结果显示，专家比新手在左侧下顶叶、额下回、中

央前回有更强的激活，像素簇体积分别为 228 mm3、320 mm3

和 256 mm3，而新手在右侧运动区和基底核有更强的激

活。但是，正如 Yang 在研究局限中所述，该文纳入的专家

不仅包括运动员，还包括钢琴家、鼓手和舞蹈家等，而钢

琴家、鼓手和舞蹈家的任务性质以及执行任务时的脑区

激活与运动员有明显差异，因此，他也建议未来对运动员

的脑可塑性进行独立的研究。此外，他的研究只包含英

文文献，忽略了我国中文期刊文献的数据。

长期的运动训练使得运动员与对照组在任务态下出

现不同的脑区激活模式。有可能导致大脑活动区域的扩

展和激活程度的增加，如初级和次级运动皮层、后顶叶等

（Baeck et al.，2012），也可能减少与认知控制和注意控制

相关的大脑区域，如前额叶、辅助运动区等（张兰兰 等，

2017），这些激活的减少也许可以表明与任务相关的具体

神经环路的更有效使用（Garavan et al.，2015）。因此，由

运动训练诱发的大脑功能重组反映出新的激活特征，但

激活的模式尚不清晰。运动员任务态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 I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研究主要包

文章编号:1000-677X(2020)07-0065-07 DOI:10.16469/j.css.202007008

收稿日期：2019-07-12；修订日期：2020-06-24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8NDJC087YB）。

*通信作者简介：娄虎（1980-），男，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

员压力下的表现，E-mail:15692068@qq.com。

65



《体育科学》2020 年（第 40 卷）第 7 期

括两种实验任务范式：一是动作预判，如 Abreu 等（2012）

的篮球投篮预判研究和 Balser 等（2014）的网球方向预判

研究等；二是动作执行，如 Milton 等（2007）对高尔夫挥杆

和 Kim 等（2011）对射箭的研究。动作预判的已有研究表

明，运动员在多年训练后相关大脑区域会对熟知的动作

表现出提前的激活。并且运动员在执行相关的动作时，

表现出动作的稳定性、准确性和经济性等特点，自动化执

行的动作会占用较少的认知资源，运动员激活的脑区更

有针对性和经济性，但具体的激活模式还不清晰。

已有的综述性文献存在缺少量化计算、纳入计算的数

据不是单独来自运动员被试等问题。因此，本研究以前

人综述和实证文献为基础，进一步采用系统综述的思路，

对运动员的 fMRI 数据进行分析。

1 研究方法

1.1 fMRI数据获得方法

分别在 Web of Science、PubMed、PsycINFO 和中国知

网等数据库检索平台，检索自 2000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5

月 31 日发表的运动员和对照组在任务状态下大脑激活异

同的研究。检索的关键词分为两种类别：1）神经成像相

关词汇，包括“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

ing”“neuroimaging”“brain”“cortical”“neural”“功能磁共振

成像”“脑功能成像”“脑”“神经”；2）运动领域相关词汇，

包括“sport expertise”“motor expertise”“skill expertise”“ath‐

lete”“expert”“player”“运动员”“运动”“技能”“动作”。此

外，对近 5 年此主题的综述性研究的参考文献进行逐一分

析，以补充文献（图 1）。

根据研究目标和同类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纳入和排除

文献的标准如下。

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为运动员，运动项目、性别和水

平不限，排除非运动员的研究，如普通人、钢琴家、舞蹈

家。只纳入同时包含运动员和对照组的研究，或者包含

运动员与对照组大脑激活区域对比的研究，排除了只有

运动员或者只有对照组数据的研究。另外，排除了综述、

元分析和个案研究。

研究技术：为了分析大脑激活情况，选择 fMRI、PET

和 SPECT 等成像技术的研究，进一步，为了确保计算中所

有原始数据具有近似的空间分辨率，最终只纳入 fMRI 的

数据，排除了采用 PET、TMS、MEG 和 EEG 的数据。

研究任务：选择具有明确动作任务的研究。包括动作

预判（如预判网球落点）、动作执行（如排球拦网）和运动

专项无关任务（如图形判断）。

研究结果：纳入激活点在 Talairach 空间和 MNI 空间中

使用 3D 标准坐标对全脑数据分析的研究，排除了只分析

感兴趣区域 ROI 的研究和未报告坐标的研究。

1.2 ALE计算方法

激活似然性评估法（activation likelihood estimation，

ALE）是一种能够将众多脑成像研究进行整合的量化分析

方法。它具有以下特点：1）能够进行一致性脑区的定量

分析；2）为研究者提供单一研究无法得出的新视角；3）可

以对各类研究进行假设检验；4）还能提供不同任务条件

下的对比（邓沁丽 等，2015）。使用 ALE 计算每个研究中

的各个体素被激活的概率分布。这种方法假设激活的体

素最有可能位于某个坐标和附近，以三维坐标的形式呈

现激活信息，并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跨研究的假设检验，从

而得到大脑激活的一致性（Turkeltaub et al.，2015）。

使用 Ginger 3.0.6 软件在 Talairach 和 MNI 空间进行数

据转换和计算，使用 Mango 4.1 软件进行结果的图像可视

化。首先提取任务状态下运动员组、对照组和两组对比

的 3D 坐标，按照 ALE 要求的格式进行录入。由于本研究

中只有少量坐标采用 Talairach 标准，因此为了统一尺度，

应用 icbm2tal 插件将标准 Talairach 空间坐标转换为标准

MNI 坐标。在跨实验的模型化激活图与零假设分布图进

行差异的显著性检验中，将阈值设定为 0.05，如果 P＜

0.05，则可拒绝零假设，为了克服多重比较的假阳性问题，

使用错误发现率法进行矫正，簇像素最小值设为 200 mm3

（Yang，2015）。采用 Mango 软件在 Colin27_T1_seg_MNI

模板上叠加矫正后的 ALE 图像，结果以 3 个方位的视角呈

现在坐标重合的标准大脑图像中。

2 结果

2.1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通过主题词搜索共获得文献 9 230 篇，使用 endnote

X7 进行文献管理，去除重复文献之后剩余 3 872 篇。按照

题目、摘要和全文的顺序进行筛选，分别去除不符合要求

的文献 2 873 篇、875 篇、106 篇，最后剩余文献 18 篇（图

1）。参照已有 ALE 研究的程序，不需要对文献进行质量

评估，但为了确保本研究的质量，参考 Cochrane 对被试选

图1 文献选择流程图

Figure 1. Flowchart of the Literatur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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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偏倚、实施偏倚、数据偏倚等内容标准进行文献评估，

并未发现严重的偏倚（表 1）。

共获得 18 项研究中 256 名运动员和 257 名对照组被

试在任务态下的脑成像数据（表 2）。其中 10 项研究的任

务类型为根据前一动作对未来的结果进行预判，采集预

判期间的 fMRI，例如，任务要求羽毛球运动员根据击球动

作预判落点，或者篮球运动员根据投篮出手的瞬时动作

预判是否进球等。6 项研究的任务类型是运动员根据即

时情况做出动作反应或想象，采集动作执行期间的 fMRI，

主要包括完成射箭瞄准动作，表象完成排球、射箭、篮球

等动作，其他 2 项研究的任务类型是一般的动作任务，例

如空间认知任务等非运动员训练的专项任务。

2.2 运动员任务状态下脑活动

运动员任务状态下脑活动的元分析包括 13 项研究，

181 名运动员在任务状态下产生 187 个活动增加点（孟国

正 ，2016；吴 殷 ，2013；张 兰 兰 等 ，2017；Abreu et al.，

2012；Chang et al.，2011；Guo et al.，2017；Kim et al.，

2008，2011；Olsson et al.，2013；Seo et al.，2012；Wei et

al.，2010；Wimshurst et al.，2016；Wright et al.，2013）。结

果显示，共产生 4 个激活簇，集中在右侧额中回、右侧中央

前回、右侧下回、左侧额中回、左侧中央前回、右侧额下

回、右侧额上回、右额内侧回（图 2、表 3）。

2.3 对照组任务状态下脑活动

在这 13 项研究中，181 名对照组被试在任务状态下产

生 173 个活动增加点。结果显示，共产生 5 个激活簇，集

中在左额内侧回、左侧额中回、左侧下回、右侧中央前回、

右侧额下回、右侧额中回、右侧上顶叶（图 3、表 4）。

2.4 运动员与对照组的脑活动对比

9 篇研究中报道 71 项对照组激活了更明显的脑区坐

标（孟国正，2016；吴殷，2013；张兰兰 等，2017；Balser et

al.，2014；Chang et al.，2011；Guo et al.，2017；Wimshurst et

表2 纳入分析的 fMRI文献概况

Table 2 Summary of fMRI Studies in ALE Analysi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研究

Abreu et al.，2012

Balser et al.，2014

Bishop et al.，2013

Olsson et al.，2013

Wimshurst et al.，2016

Wright et al.，2013

Wright et al.，2011

Xu et al.，2016

孟国正，2016

吴殷，2013

Chang et al.，2011

Kim et al.，2011

Kim et al.，2008

Tomasino et al.，2013

Wei et al.，2010

张兰兰 等，2017

Guo et al.，2017

Seo et al.，2012

项目

篮球

网球

足球

曲棍球

曲棍球

足球

羽毛球

羽毛球

排球

篮球

射箭

射箭

射箭

排球

跳水

篮球

乒乓球

射箭

运动员

人数/名

16

16

14

3

15

17

8

18

20

15

18

20

8

10

12

12

14

20

对照组

人数/名

16

16

11

3

15

17

8

18

20

15

18

21

8

10

12

12

14

23

坐标空间

MNI

MNI

MNI

MNI

MNI

MNI

MNI

MNI

MNI

MNI

MNI

MNI

Talairach

MNI

Talairach

MNI

MNI

MNI

体素大小

3×3×3.8 mm3

5 mm 层面厚度

3 mm 层面厚度

3.4 mm 层面厚度

3×3×3 mm3

3 mm 层面厚度

3 mm 层面厚度

3×3×3 mm3

3.125×3.125×4 mm3

3×3×3 mm3

4 mm 层面厚度

4 mm 层面厚度

未报道

4 mm 层面厚度

4 mm 层面厚度

3×3×3 mm3

3.4×3.4×3 mm3

4 mm 层面厚度

任务类型

动作预判

动作预判

动作预判

动作预判

动作预判

动作预判

动作预判

动作预判

动作预判

动作预判

动作执行

动作执行

动作执行

动作执行

动作执行

动作执行

非专项

非专项

激活点数据

运动员/对照组

对比

对比

运动员/对照组

运动员/对照组/对比

运动员/对照组/对比

对比

对比

运动员/对照组/对比

运动员/对照组/对比

运动员/对照组/对比

运动员/对照组/对比

运动员/对照组

对比

运动员/对照组

运动员/对照组/对比

运动员/对照组/对比

运动员/对照组/对比

表1 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分析

Table 1 Bias Risks of Included Studies

研究

Abreu et al.，2012

Balser et al.，2014

Bishop et al.，2013

Olsson et al.，2013

Wimshurst et al.，2016

Wright et al.，2013

Wright et al.，2011

Xu et al.，2016

孟国正，2016

吴殷，2013

Chang et al.，2011

Kim et al.，2011

Kim et al.，2008

Tomasino et al.，2013

Wei et al.，2010

张兰兰 等，2017

Guo et al.，2017

Seo et al.，2012

选择性偏倚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实施偏倚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高

高

数据偏倚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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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16；Wright et al.，2011；Xu et al.，2016），对这些数据

进行元分析计算，结果产生 1个激活簇，集中在左侧运动辅

助区（图 4、表 5）。11 篇研究中报道 136 项运动员组激活了

更明显的脑区坐标（吴殷，2013；张兰兰 等，2017；Balser

et al.，2014；Bishop et al.，2013；Kim et al.，2011；Seo et

al.，2012；Tomasino et al.，2013；Wimshurst et al.，2016；

Wright et al.，2011，2013；Xu et al.，2016），对这些数据进

行元分析计算，结果共产生 2个显著性的激活簇，集中在左

侧上顶叶和下顶叶、右侧额下回和额中回。

2.5 不同任务的脑激活对比

根据各自研究的任务特征分为 3 类：动作预判任务、

动作执行任务和非专项任务。动作预判任务中，运动员

组共产生 3 个激活簇，集中在左侧上顶叶和下顶叶、右侧

额下回和额中回；未发现对照组脑活动出现激活簇。动

作执行任务中，对照组脑区激活多于运动员的数据产生 1

个激活簇，位于辅助运动区；未发现运动员脑活动出现激

活簇。在非运动员专项的一般任务中，均未出现明显不

同的激活簇（表 6）。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系统综述的元分析方法，对有关运动员

fMRI 研究中包含的 360 个激活点数据进行 ALE 分析与整

合。研究发现，运动员在任务期间表现出与对照组被试

不同的脑激活区域。运动员主要激活额中回、中央前回、

额下回等脑区，对照组被试主要激活辅助运动区、额中

回、中央前回、额下回等脑区。具体在预判任务中，运动

员组比对照组更多的激活了上顶叶、下顶叶、额上回、额

中回等脑区，而在动作执行中，对照组比运动员组更多的

激活了辅助运动区。本研究结果支持了运动员通过长期

训练表现出大脑功能可塑性的观点，体现在与普通人不

同脑区活动的增加和/或减少。在动作预期任务中，运动

员比普通人激活了更为广泛的脑区，说明运动员能够根

据线索进行提前的准备；在动作执行任务中，运动员有更

加精简高效的脑区激活，说明训练使得运动员动作执行

相关的特定神经回路能够更有效地使用。

本研究的 ALE 结果与以往包含钢琴家、舞蹈家等被

试数据的 ALE 结果不完全一致。这可能是因为与音乐相

图3 对照组任务下的ALE分析结果

Figure 3. ALE 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注：1、2、3、4、5 分别表示达到显著激活水平的激活簇，用彩色在 3D

的MNI标准空间中反映，具体参数见表4。

表3 运动员任务下产生的激活簇

Table 3 ALE Results from the Athletes

序号

1

2

3

4

半球

右

左

右

右

脑区

额中回、中央

前回、下回

额中回、中央

前回

中央前回、

额下回

辅助运动区

BA区

6

6

6/9

6/32

x/m

31.8

-25.5

49.9

6.8

y/m

-2.6

-3.6

4.9

13.2

z/m

54.6

59.8

31.3

51

体积/mm3

1 048

312

304

272

注：x，y，z表示MNI空间的三维坐标。

图2 运动员任务下的ALE分析结果

Figure 2. ALE Results in the Motor Expert Group

注：1、2、3、4分别表示达到显著激活水平的激活簇，用彩色在 3D 的

MNI标准空间中反映，具体参数见表3。

图4 运动员与对照组激活脑区对比的ALE分析结果

Figure 4. Comparison of ALE Results between Athletes and

Control Group

表4 对照组任务下产生的激活簇

Table 4 ALE Results from the Control Subjects

序号

1

2

3

4

5

半球

左

左

右

右

右

脑区

辅助运动区

额中回、下回

中央前回、

额下回

额中回、

中央前回

上顶叶

BA区

6

6

6/9

6

7

x/m

-4.8

-24.6

45.3

28.2

30.4

y/m

2.9

-1.2

5.7

-3.9

-52.2

z/m

60.4

56.7

30.2

55.8

44

体积/mm3

624

400

392

248

232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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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动作训练，例如弹钢琴、击鼓、舞蹈等，都需要听觉反

馈，因此，在训练过程中，听觉输入和动作输出之间的耦

合增加，听觉皮层和运动皮层之间的功能连接也可能相

应增加。但是，听觉反馈对于多数运动员的训练不是特

别必要的，而视觉和体感反馈却非常重要。所以，运动员

的长期训练可能会导致运动、视觉和体感区域的大脑功

能重组。尽管我们发现运动员可能与音乐家表现出不同

的激活脑区，但具体的脑区和机制如何还不得而知，这需

要今后的对比研究来回答这一问题。

在预判任务中，运动员比对照组更多的激活了上顶

叶、下顶叶、额上回、额中回等更广泛的脑区。ALE 结果

表明，虽然运动员和普通人在完成任务时都激活了动作

观察神经网络的相关脑区，但运动员在预判任务时比普

通人的上顶叶和下顶叶更容易被激活，这一区域是动作

观察和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Allison et al.，

2000；Battelli et al.，2003）。顶叶的激活与信息整合有关，

反映运动员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而提前准备下一步

行动，而普通人则不能准确预判，也没有表现出这一脑区

的激活簇。运动员在预判任务中，额上回和额中回也有

明显的激活簇，额叶活动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认知作用

（Leech et al.，2014），并与其他脑区共同调节空间注意力

的预期分配（Small et al.，2003）。因此，运动员在长期的

训练中，提高了关键信息的搜索、动作识别和动作预判等

动作处理能力，这些能力的提高可能是由于相关脑区功

能整合的增强。

ALE 结果数据显示，在动作执行时，非运动员的大脑

激活程度高于运动员，特别是辅助运动区有明显的激活

簇，即运动员在动作执行中表现出较少的大脑激活，与以

往的研究结果一致。例如，Babiloni 等（2009）的研究显

示，体操运动员比非体操运动员在枕区和颞区的腹侧和

背侧的低频和高频 α波振幅低。较少的激活反映了运动

员不需要像对照组一样进行过多的认知活动，经过多年

的训练，运动员能够实现动作的自动执行，这可能与皮层

的选择性激活和建立更高效的联结有关，体现了神经效

能的可塑性。由于长期训练使得运动员发展出有针对性

的、高效的，并只与任务相关的神经网络组织（Milton et

al.，2007）。运动员大脑的激活程度较低表明在处理动作

执行的任务时，可能只需要较少的额外监控。辅助运动

区参与从记忆中产生序列运动，它主要是自我启动而非

外部诱发的动作序列，因此，非运动员在动作执行时似乎

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

但是本研究中，当运动员实验的任务为非专项运动

时，并未出现和对照组明显不同的激活簇，也就是说运动

员在不熟悉的运动项目中并未表现出与对照组有明显不

同的脑活动区域。这一结果与 Calvo-Merino 等（2005）的

观点一致，他们认为，运动员只有在执行自己熟悉的项目

时才会出现特殊的脑反应。类似的研究还有 Aglioti 等

（2008）发现，篮球和足球运动员只有观看他们从事的项

目时才出现 MEP，以及 Balser 等（2014）的研究发现，网球

和排球运动员有不同的动作观察网络。 Wimshurst 等

（2016）的研究认为，运动员和对照组在完成一项新任务

时，虽然成绩的差异没有显著性，但会使用不同的策略，

只是策略可能并不成功。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部分的

ALE 分析中，纳入分析的研究数量偏少，且各个研究的运

动项目和所需要完成的另外项目任务均不相同。因此，

表6 不同任务下运动员与对照组脑区对比的激活簇

Table 6 ALE Results between Athletes and Control Group in Different Task Conditions

任务

预判

执行

一般

激活

运动员＞对照组

对照组＞运动员

运动员＞对照组

对照组＞运动员

运动员＞对照组

对照组＞运动员

半球

左

右

左

—

—

左

—

脑区

上顶叶、下顶叶

额上回、额中回

下顶叶

—

—

辅助运动区

—

BA区

7/40

46/10

40

—

—

6

—

—

x/m

-32.6

47.8

-39

—

—

-6

—

—

y/m

-48.4

44.5

-39

—

—

-3

—

—

z/m

57.7

2.5

57

—

—

63

—

—

体积/mm3

616

584

256

—

—

288

—

—

表5 运动员与对照组脑区对比的激活簇

Table 5 Difference of ALE Results between Athletes and Control Group

序号

1

2

3

条件

对照组＞运动员

运动员＞对照组

运动员＞对照组

半球

左

左

右

脑区

辅助运动区

上顶叶、下顶叶

额上回、额中回

BA区

6

7/40

46/10

x/m

-2.6

-32.8

48

y/m

33.2

-48.3

44.9

z/m

59.6

57.5

2.9

体积/mm3

224

448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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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可能是未形成明显激活簇的原因。未来应继续进行

运动员非专项动作的 fMRI 研究，这需要进行更多项目和

更长时间的训练，也许可以找到共同的激活模式。

研究的局限主要在于：1）纳入分析的 fMRI 图像数据

只包括全脑分析的激活坐标，而排除了特定兴趣区（re‐

gion of interest，ROI）分析的结果。由于 ALE 的计算要求

纳入的数据必须为全脑分析的坐标，这使得已有的 ROI

结果被排除，而这些 ROI 结果也非常有价值。例如，Mil‐

ton 等（2007）的一项 ROI 研究发现，对照组比高尔夫运动

员在辅助运动区、外侧前运动皮层、M1 等区域有更多的

激活，说明在任务执行中，运动员动员较少的资源，可能

存在神经元激活减少和神经网络连接减弱。但是，类似

研究却由于 ALE 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而不能纳入统计。

因此，在脑成像元分析方法上如何纳入 ROI 结果是需要

进一步探讨的内容。2）纳入 ALE 分析的数据中，多数研

究中设计的动作和实际的真实情况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这可能会使研究结果并不一定真实的反映运动实践，而

只是实验室情境下的运动任务脑活动情况。更巧妙的设

计实验或发展 fMRI 技术，直接在实际比赛训练情境中探

索相关内容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3）本研究在进行不同

任务比较时，一般任务（非专项任务）的文献只有 2 篇，可

能会由于数据不充足，而产生统计偏差。今后应对执行一

般任务时，运动员与对照组被试脑区的激活情况进行高质

量的对比研究，以弥补这部分的数据不足。

4 结论

长期的运动训练使得运动员的大脑出现功能可塑性

变化，具体表现为减少在动作执行时与动作控制有关的

脑区活动，增加在动作预判时与认知理解有关的脑区活

动。今后应继续进行更多项目任务下的运动员 fMRI 分

析，或者进行实际动作完成任务下的 fMRI 分析，以及将

ROI 数据纳入元分析的研究。

参考文献：

陈爱国，朱丽娜，王鑫，等，2015. 短时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对儿童脑

的可塑性影响：来自脑功能局部一致性的证据［J］. 体育科学，35

（8）：24-29.

邓沁丽，陈俊，2015. 基于坐标的脑成像元分析方法：激活似然性评

估［J］. 心理科学，38（1）：216-220.

孟国正，2016. 排球运动员决策神经效率的 fMRI研究［J］. 中国体育

科技，52（4）：84-90.

任占兵，胡琳琳，张远超，等，2019. 运动技能专家脑可塑性研究进

展：来自磁共振成像的证据［J］. 中国体育科技，55（2）：3-18.

吴殷，2013. 篮球运动员的视觉：运动知觉预测特征及 fMRI 研究

［D］. 上海：上海体育学院 .

张兰兰，沈诚，朱桦，等，2017. 运动技能水平与躯体感觉输入对运

动表象的影响［J］. 心理学报，49（3）：307-316.

ABREU A M，MACALUSO E，AZEVEDO R T，et al.，2012. Action

anticipation beyond the action observation network：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in expert basketball players［J］.

Eur J Neurosci，35（10）：1646-1654.

AGLIOTI S M，CESARI P，ROMANI M，et al.，2008. Action

anticipation and motor resonance in elite basketball players［J］. Nat

Neurosci，11（9）：1109-1116.

ALLISON T，PUCE A，MCCARTHY G，2000. Social perception

from visual cues：Role of the STS region［J］. Trends Cogn Sci，4

（7）：267-278.

BABILONI C，DEL P C，ROSSINI P M，et al.，2009. Judgment of

actions in experts：A high-resolution EEG study in elite athletes［J］.

Neuroimage，45（2）：512-521.

BAECK J S，KIM Y T，SEO J H，et al.，2012. Brain activation

patterns of motor imagery reflect plastic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intensive shooting training［J］. Behav Brain Res，234（1）：26-32.

BALSER N，LOREY B，PILGRAMM S，et al.，2014. Prediction of

human actions： expertise and task-related effects on neural

activation of the action observation network［J］. Hum Brain Mapp，

35（8）：4016-4034.

BATTELLI L，CAVANAGH P，THORNTON I M，2003. Perception

of biological motion in parietal patients［J］. Neuropsychologia，41

（13）：1808-1816.

BISHOP D T，WRIGHT M J，JACKSON R C，et al.，2013. Neural

bases for anticipation skill in soccer：An fMRI study［J］. J Sport

Exerc Psychol，35（1）：98-109.

CALVOMERINO B，GLASER D E，GREZES J，et al.，2005. Action

observation and acquired motor skills：An FMRI study with expert

dancers［J］. Cereb Cortex，15（8）：1243-1249.

CHANG Y，2014. Reorganization and plastic changes of the human

brain associated with skill learning and expertise［J］. Front Human

Neurosci，8（35）：1-7.

CHANG Y，LEE J J，SEO J H，et al.，2011. Neural correlates of

motor imagery for elite archers［J］. Nmr Biome，24（4）：366-372.

GARAVAN H，DAN K，ROSEN A，et al.，2015. Practice ‐ related

functional activation changes in a working memory task［J］.

Microsc Res Techniq，51（1）：54-63.

GUO Z，LI A，YU L，2017.“Neural efficiency”of athletes’brain

during visuo-spatial task：An fMRI study on table tennis players［J］.

Front Behav Neurosci，11（72）：1-8.

KELLY A M，GARAVAN H，2005. Human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of brain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practice［J］. Cerebral Cortex，15

（8）：1089-1102.

KIM J，LEE H M，KIM W J，et al.，2008. Neural correlates of pre-

performance routines in expert and novice archers［J］. Neurosci

Lett，445（3）：236-241.

KIM Y T，SEO J H，SONG H J，et al.，2011. Neural correlates

related to action observation in expert archers［J］. Behav Brain Res，

223（2）：342-347.

LEECH R，SHARP D J，2014. The role of the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 cognition and disease［J］. Brain，137（1）：12-32.

MILTON J，SOLODKIN A，P，SMALL S，2007. The mind of expert

motor performance is cool and focused［J］. Neuroimage，35（2）：

804-813.

OLSSON C J，LUNDSTR M P，2013. Using action observation to

study superior motor performance：A pilot fMRI study［J］. Front

Human Neurosci，7（1）：1-8.

70



娄虎，等：运动训练对运动员大脑功能可塑性变化的影响——基于fMRI研究的ALE分析

PASCUAL-LEONE A，AMEDI A，FREGNI F，et al.，2005. The

plastic human brain cortex［J］. Ann Rev Neurosci，28（1）：377-401.

SEO J，KIM Y T，SONG H J，et al.，2012. Stronger activation and

deactivation in archery experts for differential cognitive strategy in

visuospatial working memory processing［J］. Behav Brain Res，229

（1）：185-193.

SMALL D M，GITELMAN D R，GREGORY M D，et al.，2003. The

posterior cingulate and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ediate the

anticipatory allocation of spatial attention［J］. Neuroimage，18（3）：

633-641.

TOMASINO B，MAIERON M，GUATTO E，et al.，2013. How are

the motor system activity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cognitive and sensorimotor systems modulated by athletic expertise？

［J］. Brain Res，1540（17）：21-41.

TURKELTAUB P E，EICKHOFF S B，LAIRD A R，et al.，2015.

Minimizing within-experiment and within-group effects in

activation likelihood estimation meta-analyses［J］. Hum Brain

Mapp，33（1）：1-13.

WEI G，LUO J，2010. Sport expert’s motor imagery：Functional

imaging of professional motor skills and simple motor skills［J］.

Brain Res，1341：52-62.

WIMSHURST Z L，SOWDEN P T，WRIGHT M，2016. Expert -

novice differences in brain function of field hockey players［J］.

Neuroscience，315：31-44.

WRIGHT M J，BISHOP D T，JACKSON R C，et al.，2011. Cortical

fMRI activation to opponents’body kinematics in sport-related

anticipation：Expert-novice differences with normal and point-light

video［J］. Neurosci Lett，500（3）：216-221.

WRIGHT M J，BISHOP D T，JACKSON R C，et al.，2013. Brain

regions concerned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deceptive soccer moves

by higher-skilled and lower-skilled players ［J］. Front Hum

Neurosci，7（7）：1-15.

XU H，WANG P，YE Z，et al.，2016. The role of medial frontal

cortex in action anticipation in professional badminton players［J］.

Front Psychol，7（147）：1-9.

YANG J，2015. The influence of motor expertise on the brain activity

of motor task performance：A meta-analysis of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ies［J］. Cogn Affect Behav Ne，15（2）：

381-394.

ZATORRE R J，R DOUGLAS F ，HEIDI J B，2012. Plasticity in gray

and white：Neuroimaging changes in brain structure during learning

［J］. Nature Neurosci，15（4）：528-536.

The Influence of Sports Training on the Brain Plasticity of Athletes：An ALE

Analysis of fMRI Studies

LOU Hu*，LIU Ping

Nanto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port Science, Nantong 226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clarify whether sports training can affect brain functional plasticity and how acquiring athletes induces
cortical reorganization in different sports task states. Methods: Selected 362 subjects'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data in the task state of 18 studies, and used Activation Likelihood Estimation (ALE) to calculate the distribution of voxels.
Results: Athletes' brain activity in the task state produced four activation clust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brain activity in the task
state produced five activation cluster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thletes activated Left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and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and Middle Frontal Gyrus. Compared with athletes, control group activated Suppl
ementary Motor Area. In prediction task, athletes had wider activation of brain regions, while in execution task, control group had
wider acti vation. Conc. lusions: long-term sports training has resulted in functional plasticity changes in athletes' brains, which are
manifested in in the reduction of brain activity related to motor control during execu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brain activity related to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in the prediction.
Keywords: brain functional plasticity; expert-novice paradigm; fMRI; motor execution; motor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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