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功練功中意守狀態下多導腦電相空間重構非線性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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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氣功意守下腦電非線性變化特點。 方法 用多道動態生理記錄儀對正常人和氣
功習練者進行腦電信號採樣，分析多道腦電相空間重構的相關維數 D2。結果 1，意守下 D2 都
有升高；2，氣功習練者在意守下有較長時間的穩定期。 討論 1，多道腦電相空間重構分析是可
靠的；2，意守下較長時間的 D2 穩定期有可能反映和區別氣功態的意守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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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功是以自我形體活動，呼吸吐納，心理調節相結合爲主要形式的身心鍛煉方法，其在養
生方面的作用已經得到肯定。在氣功研究中，調身、調息、調心是氣功練功的基本技術特點，
通過三調的運用和修練達到功能態已爲氣功學界所肯定 [1] [2] 。因此，以三調要素爲基本內容，
對氣功練功達到功能態的動態過程做深入研究，是氣功研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氣功研
究的切實可行方法和重要途徑之一。
腦電（EEG）直接反映了大腦神經的電生理活動，不僅是臨床廣爲使用的檢查方法，而且
由於時間解析度高，動態變化特徵大，包含的信息量極其豐富，也是人們直接瞭解大腦功能狀
態的手段，氣功研究也都把腦電作爲重點內容之一。腦電的非線性動力學關聯維數研究中發
現，有限的分數維不僅只來自於低維混沌系統，也來自于高維系統[3]。在基於高維混沌學理論
和方法上研究腦電圖能更大的滿足非線性估算精度，這將使腦神經系統的非線性動力學特性被
進一步瞭解[4] [5] [6] [7]。爲了對氣功功能態客觀指標進行方法學及檢測鑒別的可行性方面探索，本
工作使用高性能超小型攜帶型動態腦電記錄儀，同步採集到在意守過程中的大腦不同部位腦電
資訊，採用非線性動力學關聯維數方法，用多道信號來重構相空間，進行進行高維研究和分
析。本研究是氣功功能態系列研究工作內容之一。
1 資料和方法
1.1 研究物件 被試共 19 例，其中實驗組是長期練功並能很好運用三調者 8 名，對照組是未練功者 11
名。年齡 25-70 歲。
1.2 實驗方法 儀器採用美國 PI 公司生産的 16 道動態腦電生理記錄儀，腦電電極部位根據國際 10-20
％標準安放，分別爲 FP1，FP2，T3，T4，P5，P6，O1，O2。同時記錄一道心電和呼吸。根據測試
內容預先錄製好帶有指導語的 CD 光碟，實驗組和對照組在 CD 光碟的播放過程中根據指導語和測試
內容進行測試，其中第四單元是休息、連續意守丹田 15 分鐘、休息。測試時必須保證被試活動自
如，無不適刺激，不影響練功，盡可能處於自然舒適狀態下採集資料。
1.3 分析方法 採用多道腦電時間序列的非線性動力學分析，把 8 導聯作爲嵌入維數，重組相空間，
利用優化的 GP 演算法，進行高維特徵刻劃。步驟如下：①剔除腦電僞迹後，由 8 導腦電得到 8 維嵌
入空間；②對給定的距離 r 計算相關積分 C（r）
；③對不同距離的 r 計算相關積分 C（r）
，得 Ln
C(r)vs.Ln(r) 曲線；④找出該曲線的擬合直線的斜率即爲相關維數 D2。
2 結果
大部分被試 D2 在意守開始期間比休息時都有增高，增高的幅度在 10-30％之間，練功組 D2 值
升高 0.33±0.03, 對照組 D2 值升高 0.30±0.04, 練功組與對照組無明顯差異。因此結果表明，在意守時
（或意念集中時）D2 明顯增高。
練功組中在意守期間有 6 名出現離散度很小（< 5％）
，持續超過 10-12 分鐘以上的（總意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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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鐘）曲線段。而對照組大部分離散度較大，很少出現離散度小（< 5％）持續超過 6 分鐘以上曲
線段。因此結果表明，長期練功者能夠在意守期間較長時的維持在一個相對高的 D2 狀態，能長時間
和自我意念控制注意力高度集中。見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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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实验组林某

图2：对照组陈某

注：1，橫軸代表意守的時間（分鐘） 2，縱軸代表 D2 值
3 討論
目前人們普遍認爲大腦是一個非線性，時變，非因果的有源系統，大腦神經元活動和 EEG 信
號均具有非線性動力學特徵，因此，運用混沌與分形理論等非線性動力學原理和方法來研究分
析大腦的功能活動狀態，對 EEG 信號進行提取和分析，爲更深入地研究大腦活動地過程和特徵
開闢了新的途徑和成爲大腦功能研究的新熱點[8] [9] [10]。關聯維數作爲非線性分析是最常用和最
成熟的方法之一。而 EEG 的高維特性更可以解釋爲信號的非靜態、非線性的確定性震蕩與隨機
性的結合，這是非線性連接的神經元網所表現出的整體特性。
鑒於腦電的高維特性，用經典混沌理論去分析腦電，其中新的思路之一就是多通道相空間重
構。在 EEG 非線性動力學關聯維數研究中，目前常用的 Tankens 時間延遲嵌入重構空間法是用
單通導記錄的 EEG 資料重建多維的 EEG 吸引子，反映了系統的時間相關性[11]。但單變數反映
了時空混沌的局部特性，而多變數則可反映大腦總體的混沌動力學，更能反映大腦動力學系統
的全貌。爲了從時間和空間兩方面反映系統的特徵，Eckmann 和 Ruelle 等一些研究者提出的多
通道 EEG 重構(多變數嵌入)則同時反映出其空間相關性。並且多通道重構法在應用於含雜訊的
時間序列時能夠避免諸如時間延遲等參數的選擇或嵌入維數較高時的系統誤差等困難 [12] [13] [14]
[15]
。腦電本身就是記錄頭皮不同位置的多導信號，採用多導方法，將腦電記錄電極的每一導作
爲嵌入空間的一維得到相應空間，能提供更可靠的結果。Dvorak 等人應用此方法進行腦電實驗
研究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結果[8]。國內學者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11] [16] [17] 。
本研究結果證實了採用多導腦電進行相空間重構非線性分析是可靠的。研究已經發現：在關
聯維數上，大腦認知活動時比安靜時高，睜眼時比閉眼時高，清醒時比睡眠時高，睡眠淺比睡眠
深高。[8] [5] 這與以往的相應研究結果時一致的。 調心就是調定心意，也就是意念的鍛煉。它是
指在練功中把注意力集中到身體上來，或某些選定的部位，或集中在某一事物；不斷的去排除雜
念，使能安靜地、按要求去進行練功，從而去體會身體各方面的情況；有意識地繼續加以調整，
使之有利於發揮意識的能動作用，以更好地收到練功的效果。因此，意守是調心的一種不斷加強
的自我反饋認知活動，在意守時 D2 會明顯增高。
長期練功者能夠在意守期間較長時的維持在一個相對高的 D2 狀態，有可能說明或客觀反映練
功者長期練功訓練對自我意念控制的能力增強作用和長時間注意力高度集中能力增強作用。長期
以來，對練功者的習練水平，長期練功的效應，意念控制的能力，是否意守住，是否進入功能態
等很難找到客觀指標或有效鑒別區分指標，該結果有可能在對這方面的研究作出有益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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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Nolinear in multi-channel EEG phase-space reconstruction at “QigongYis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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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ange at “Qigong-Yishou” in EEG Nolinear
Method: 19 normal and practitioner of “Qigong” were tested by rest-“Qigong-Yishou”- rest, recording
EEG and respiration by Holter Results: 1 ,D2 was increased at “Yishou”. 2 , Qingong practitioners
had longer stable period of time at “Yishou” Conclusions: 1 ,The analysis of multi-channel EEG
phase-space reconstruction is credible. 2 , long time stable D2 at “Yishou”may reflect and distinguish
the “Yishou” level of the practitioners.
Key words: “Yishou” ； Correlation dimension(D2) ； Multi-channel phase-sp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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