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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域“缘”起：
发展心理学关于语言发展研究与
认知神经科学关于脑发育与语言研究的融合



语言发展认知神经科学

发展心理学：语言发展

• 不同年龄语言各成分获得

• 不同年龄二语学习

• 语言获得和学习的个体差异

脑机制

认知神经科学：语言发展

• 脑的表征、分化、可塑

• 侧化、分区、网络模块语言发展

发展心理学 生物机制

○语言如何获得、学习？

○语言获得装置 (LAD)？

○个体差异如何产生？

认知神经科学 语言

○脑如何支撑语言发展？

○不同领域间是否一致？

语言发展认知神经科学

语言发展 脑与认知



二、研究技术手段：值得重视的进展



语言发展认知神经科学：脑影像技术手段

• MRI：最常用 • EEG：常用，出生后即可使用

• MEG 优良时间分辨 • NIRS：婴幼儿、可移动



NIRS 研究婴幼儿语言学习

Benavides-Varela S. Newborn's brain activity signals the origin of word memorie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2. 

△人脑最早如何编码并记住单词的声音，什么信息首先被识别？
44 healthy full-term neonates 
(17 males and 27 females; mean age 2.5 d; range 1–4 d; birth weights 2,764–4,302 g)

（如 /mimi/ /lili/）

/sisi/或 /titi/ 

/mama/ 或 /lala/



Mahmoudzadeh M. Syllabic discrimination in premature human infants prior to complete formation of cortical layer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3.

12 sleeping 30 wGA preterm infants (28–32 wGA)

□早产儿对语音加工如何加工？

辅音变 声音男女变



语言发展与学习的大数据研究——视频记录

Roy BC. Predicting the birth of a spoken word.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5.

One child
（9 to 24 months）

语言的产生water.mp4


Roy BC. Predicting the birth of a spoken word.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5.

□单词的难易程度、句法语境复杂性、接
触量、时空独特性都是词语产生的独立预
测因素。
□当一个词语特异性联系（时间、空间、
语言）越紧密，学起来就越容易
□词性不同，核心的预测因素不同。

频率是名词最重要预测因素
介冠连代词受语境复杂性影响更大



Roy BC. Predicting the birth of a spoken word.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5.

互动学习对儿童语言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互动学习如何量化？
以8个词为例
（左）它被说出时的物理空间，

越红越多；
（中）它被说出的时间；
（右）在对话中出现在它附近的

其他名词、谓语、介冠连代词等



语言发展与学习的大数据——语音识别

Ferjan Ramírez N. Parent coaching at 6 and 10 months improves language outcomes at 14 month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Dev Sci. 2019

.

LENA: 语音记录、识别、转写

79名婴儿
从出生追踪到14个月

LENA视频介绍.mp4


为家长提供定性和定量的语言反馈（家长辅导）增强了儿童语
言输入（左）、父母语数量（中）和儿童的语言发展（右）。

在6个月和10个月时，家长辅导增加了父母语（下左）和儿童语
言输入（下右）的比例，与儿童咿呀学语的同步增长有关；

Ferjan Ramírez N. Parent coaching at 6 and 10 months improves language outcomes at 14 month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Dev Sci. 2019

.



三、主要研究问题



领域问题——语言发展早期的生物学机制

Dehaene-Lambertz G.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of speech perception in infants. Science. 2002. 

被试：20个足月出生的婴儿，2-3个月的月龄

任务：听20s的语音刺激（正向和倒放）
和20s的空白安静条件

语音刺激引起左颞信号改变 刺激和脑激活有一定延迟

声音激活颞叶上部 信号变化和声音变化具有关联；
声音消失后信号下降



语言激活背外侧前额叶，

这个区域与词汇记忆有关

Dehaene-Lambertz G.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of speech perception in infants. Science. 2002. 

□正常播放语音更多激活角回，
提示在婴儿感知语音线索的过程中，角回重要

声音激活的脑区在颞平面（planum temporale）、颞上回和颞极

声音激活左颞平面>右

清醒和睡眠状态下，正常和倒放
语音引发不同脑活动信号，提示
婴儿可以识别声音特征



Benavides-Varela S. Newborn's brain activity signals the origin of word memorie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2. 

△人脑最早如何编码并记住单词的声音，什么信息首先被识别？

44 healthy full-term neonates 
(17 males and 27 females; mean age 2.5 d; range 1–4 d; birth weights 2,764–4,302 g)

（如 /mimi/ /lili/）

/sisi/或 /titi/ 

/mama/ 或 /lala/



□元音变化引发比辅音变化更强的血氧反应
□右额叶、右顶叶、左颞叶辅音变化激活降低，元音变化激活增强

Benavides-Varela S. Newborn's brain activity signals the origin of word memorie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2. 



领域问题——语言发展和脑的侧化？

□大脑侧化可能不是一个高度遗传的、稳定的个人特征；相反，弱侧化可能是语言学习受损的结果
Bishop DV. Cerebral asymmetry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cause, correlate, or consequence? Science. 2013. 

四
种
假
设

是否存在影响大脑偏侧化的基因？

□模拟数据显示，语言受损个体出现非典型偏侧化的概率比
语言未受损者高出将近一倍

模拟数据



Mahmoudzadeh M. Syllabic discrimination in premature human infants prior to complete formation of cortical layer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3.

12 sleeping 30 wGA preterm infants (28–32 wGA)

□早产儿对语音加工存在功能不对称性，但并非单纯左偏
后颞区和上颞区（通道6-9, 17-20）左侧优势，额中和额后区（通道1-5, 11-15）右侧优势

小婴儿语言功能侧化吗？



左侧 右侧

□音位和声音变化在早产儿大脑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音位变化条件下的左右侧激活更快、更大，特别是额下；
声音变化条件下激活较弱且短。

Mahmoudzadeh M. Syllabic discrimination in premature human infants prior to complete formation of cortical layer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3.



领域问题——语言学习与发展个体差异的脑机制：阅读困难

Gabrieli JD. Dyslexia: a new synergy between education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cience. 2009.

□阅读障碍儿童和正常发育儿童在进行语音处理时的额叶区和颞顶区激活明显不同



Klingberg T et al. Microstructure of temporo-parietal white matter as a basis for reading ability: evidence from diffusion tenso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Neuron. 2000

Klingberg等人首次使用弥散张量成像（DTI）发现了发展性阅读障碍患者的白质异常。

6名阅读困难 vs. 
11名正常

双侧颞-顶叶FA
有明显的差异

阅读和左侧颞-顶叶白质区域的FA相关



领域问题——语言学习与发展个体差异脑机制普遍性与特异性：汉语阅读为例

Siok WT. Biological abnormality of impaired reading is constrained by culture. Nature. 2004. 

□左侧额中回与汉语背景下的形音转换和形义匹配密切相关，是流畅
阅读的重要脑区，负责协调和整合汉字和空间工作记忆中的多种信息

同音异形异义汉字判断 真假汉字判断

额中回激活

额下回激活

8 impaired readers 
(Mage = 10y 11m) 
8 normal controls 
(Mage = 11y 1 m)

形音义匹配



Siok WT. Biological abnormality of impaired reading is constrained by culture. Nature. 2004. 

额中回激活更强

额下回激活更强

左梭状回激活更强
右枕下回激活更强

形义
匹配



125名6岁至74岁母语为汉语的个体

□汉语阅读的大脑网络涉及左侧额叶和枕叶区域，与拼音文
字阅读的大脑网络不同；
 从阅读习得的初始阶段就存在，并且贯穿整个生命周期

在同音异形异义汉字判断任务中，所有被试在左侧额中下回、左侧中央前回、右
侧额下回、内侧额叶上部、背侧前扣带回、脑岛、左侧顶上小叶、左侧纹状体、
双侧外纹状皮层、左侧梭状回、尾状核、壳核、丘脑和小脑区域显著激活

Siok WT. A Lifespan fMRI Study of Neurodevelopment Associated with Reading Chinese. Cereb Cortex. 2020. 



Siok WT. A Lifespan fMRI Study of Neurodevelopment Associated with Reading Chinese. Cereb Cortex. 2020. 

多个脑区激活与年龄增长呈负相关
多个脑区灰质密度与年龄呈负相关

白质密度与年龄正相关



Siok WT. A Lifespan fMRI Study of Neurodevelopment Associated with Reading Chinese. Cereb Cortex. 2020. 

儿童组模型1拟合程度最好，成人组模型3拟合程度更好



You H. Neural deficits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fMRI evidence from Chinese children with English reading impairment. Neuroimage. 2011.

领域问题——语言学习个体差异的脑机制：二语阅读困难

□阅读障碍儿童和正常发育儿童在执行语音任务和正字法任务时的激活脑区明显不同

36名四-六年级的北京小学儿童
（19名阅读困难和17名正常发展）

双侧舌回、双侧
下枕叶、左小脑、
额叶、左丘脑

双侧舌回、双侧下
枕叶、右下顶叶、
左辅助运动区

额叶、左下顶叶、
小脑

左中央前区、左
中央后区、小脑

正字法任务

正字法任务

语音任务



You H. Neural deficits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fMRI evidence from Chinese children with English reading impairment. Neuroimage. 2011.

□左下枕叶和角回的激活可以显著区分
二语阅读困难儿童和正常儿童。



26 children (Mage = 10.25 y)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learn English as L2 at age 6 

Tan LH. Activity levels in the left hemisphere caudate-fusiform circuit predict how well a second language will be learned.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1.

真假词判断
Panda
yall

二语加工中激活的大脑区域：
双侧额叶中下回、
梭状回、
枕叶中下回、
舌回、
尾状核、
右下顶叶、
左壳核
左海马旁回。



Tan LH. Activity levels in the left hemisphere caudate-fusiform circuit predict how well a second language will be learned.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1.

□左尾状核-梭状回区的活动水平可预测二语阅读技能成就



Barbeau EB. The role of the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 intensive language training fMRI study. Neuropsychologia. 2017.

14 English-speaking monolingual adults
12-week intensive French immersion language-training

□左侧顶下小叶在二语学习中的作用

训练前后阅读英语句子激活不变

训练后阅读法语句子左顶下小叶激活增加



Barbeau EB. The role of the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 intensive language training fMRI study. Neuropsychologia. 2017.

训练后左顶下小叶的激活与二语段落阅读速度有关训练前左顶叶下小叶和颞上回的激活与二语段落阅读速度的提高显着相关

与以前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



Hartshorne JK. A critical period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vidence from 2/3 million English speakers. Cognition. 2018.

Learning rate：

□语法学习能力几乎保留到成年的关键时期（17.4岁）
然后稳定地下降

领域问题——二语学习: 有没有关键期？

7-89岁

0-40岁

单语+浸入 非浸入

68万人的大样本数据



○人们需要学习多久才能达到最终水平？ ○什么年龄前是学习二语水平的更佳时期？

Hartshorne JK. A critical period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vidence from 2/3 million English speakers. Cognition. 2018.

□学习时间要足够长：即使母语也需要很长时间

10-12岁



Power increased：

Hartshorne JK. A critical period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vidence from 2/3 million English speakers. Cognition. 2018.

□学习起始年龄和最终成就之间的相关性在16岁前后没有实质性差别
□即使是同时开始学习的双语者也不能达到单语者的水平
□学习最佳周期在儿童早期或中期结束。

（Johnson & Newport，1989）



领域问题——二语学习：神经表征特异性的年龄、领域差异

Kim KH. Distinct cortical areas associated with native and second languages. Nature. 1997. 

□“晚期 ”双语者加工
二语的Broca脑区在空
间上与母语分离；

□双语者加工二语的
Wernick脑区在空间上与母
语大多重叠；

□“早期 ”双语者加工
二语的Broca脑区在空
间上与母语重叠；

12名有双语经验的成年人



Kim KH. Distinct cortical areas associated with native and second languages. Nature. 1997. 

早期双语者和晚期双语者在布洛卡区的激活上存在差异，
但是在威尔尼克区激活上，学习早晚没有差异。

□6名“晚期 ”双语者加工二语的Broca脑区在空间上与母语分离情况



MIN XU. Distinct distributed patterns of neural activity are associated with two languages in the bilingual brain. Science Advances. 2017. 

领域问题——二语神经特异性及其与一语的关系

14名双语被试，以汉语为母语，
6-15岁之间开始学习英语作为二语，
实验期间长期在波士顿地区

外侧枕叶皮层、梭状回、外侧颞叶皮层、颞顶皮层、外侧前额叶皮层、全脑

多元模式分析：L1真词 vs L2真词

基于单个ROI和全脑的L1、L2分类准确率都明显大于50%

外侧枕叶皮层、梭状回、外侧颞叶皮层、颞顶皮层、外侧前额叶皮层、上顶叶



MIN XU. Distinct distributed patterns of neural activity are associated with two languages in the bilingual brain. Science Advances. 2017. 

□不同的语言对应共同的脑区激活，但共同的脑区内有
不同的反应模式，意味着其中可能有功能独立的神经簇

单变量分析：L2真词 - L1真词

左侧额下回、左侧枕颞叶皮层和左侧楔前叶

对于L1和L2假词的分类准确率
预测仅在右梭状回激活显著

对于L1和L2真词分类准
确率预测区域广泛

激活体素分离小 50% 激活体素分离大 96%

80%

75%

67% 72%



领域问题——母语对二语影响：神经活动表现

Wang C. Letter-sound integration in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learning English: Brain fails in automatic responses but succeeds with more attention. Cogn Neurosci. 2019. 

□母语背景会影响大脑对第二语言的神经反应

□对于汉语母语来说，无论英语水平如何，在英
语字母-语音整合上均存在困难。



Wang C. Letter-sound integration in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learning English: Brain fails in automatic responses but succeeds with more attention. Cogn Neurosci. 2019. 

□注意可以帮助个体克服母语背景的限制，并根
据目标语言的需要对第二语言做出反应



领域问题——母语对二语学习的影响：可否改变？

Wang C. Musical experience may help the brain respond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Neuropsychologia. 2020.

15 native Chinese-speaking musicians 
15 non-musicians 
15 native English readers

□汉语母语音乐家在同时和延迟的字母-声音整合方面表现出更强的跨模式MMN
英语母语者在同时字母-声音整合方面表现出更强的跨模式MMN



Wang C. Musical experience may help the brain respond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Neuropsychologia. 2020.

□长期的专业音乐经验可能会增强自上而下的调节能力，帮助大脑有效地对第二语言的字母-声音进行整合。



领域问题——语言学习影响脑发育：阅读学习对脑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Dehaene-Lambertz G. How learning to read changes the cortical networks for vision and language. Science. 2010

○识字能改变大脑功能吗？

巴西文盲<葡萄牙前文盲<巴西前文盲<低社会经济地位
的巴西非文盲<葡萄牙非文盲<巴西非文盲

10名文盲
22名前文盲
31名非文盲

□对书面句子的神经反应因识字而增强



Dehaene-Lambertz G. How learning to read changes the cortical networks for vision and language. Science. 2010

□阅读水平提升脑对视觉加工的专门化

识字使得VWFA加工字符串的激活随阅读表现增加，
加工棋盘格、面孔的激活随阅读表现降低。

右侧前梭状回（B图）加工面孔的激活，双侧海马旁回（C图）加工房屋激活，随阅读表现而增加

外侧枕叶皮层对几乎所有视觉刺激的激活岁阅读表现而增加

初级视觉皮层中，对水平棋盘的反应比对垂直棋盘的反应大，受阅读表现调节



□阅读水平增加了颞平面对口语的反应，及腹侧枕颞叶对正字法的反应

Dehaene-Lambertz G. How learning to read changes the cortical networks for vision and language. Science. 2010

随阅读能力增加，
颞平面对口语、单词、假词
的激活也增加（所以，RD儿
童激活减少可能是结果而非
原因）

随阅读能力增加，腹
侧枕颞叶皮层在词汇
判断任务中的激活也
增加，对单词、假词
的激活也增加

无论是在儿童时期还是成人，识字至
少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增强了脑活动的
专门化。
 促进了视觉皮层的组织，特别是在

左枕颞皮层的VWFA区域增加对已
知刺激的反应，在枕叶皮层的增加
早期视觉反应。

 识字使左半球口语网络被书面句子
激活。阅读作为一种晚期的文化发
明，是最效率的交流方式。

 识字通过加强语音编码（颞平面）
和正字法编码，完善口语加工。

但识字也会导致皮质功能的竞争效应。
如对棋盘和面孔VWFA激活明显减少



Taught 21 illiterate Hindi-speaking adults 
how to read Devanagari script for 6 months

Skeide MA. Learning to read alters cortico-subcortical cross-talk in the visual system of illiterates. Sci Adv. 2017

□仅 6 个月的识字训练就可以使成熟大脑发生网络改变

网络中心度增强：训练组脑干右上丘、丘脑双侧枕核在全脑连接中度
中心性明显增加

皮层上下连接增强：右枕叶皮层的V1、V2、V3和V4区与
脑干右上丘、丘脑双侧枕核的功能连接在训练组明显增强



领域问题——语言学习影响脑发育：二语学习对脑发育的影响

Mechelli A. Structural plasticity in the bilingual brain. Nature. 2004.

□双语者的左下顶叶灰质密度较大，并与其二语熟练度、
学习时间密切相关

二语熟练度和习得年龄与顶下灰质密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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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第二语言使用频率与大脑多处白质发育增强有关

Pliatsikas, et al., PNAS, 2014



DeLuca, et al., 2019, PNAS：

◼被试：65, (49 F)；年龄范围:18~52 （M31.7岁，SD7.24）
◼被试母语不同，都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双语学习经验：
(1)习得年龄(AOA：年)； (2) 沉浸时间(月)；
(3) 在社交/社区中的使用(L2_Social)；(4) 在家庭中的使用(L2_Home)；
(5)活跃使用L2的总年数(Active_L2)：L2使用的平均百分比×L2使用年数；
(6)在沉浸式环境中活跃使用L2的时间长度(Immers_Active_L2) ：

日常英语使用的百分比×浸入式学习的月数。

双语学习经验：
有vs. 无

复杂、动态
起始年龄、
持续时间
学习方式
熟练度

二语习得对大脑结构和功能的作用：经验调节



L2 AoA与胼胝体头、膝部各向异性指数(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显著正相关。

L2_Social显著预测左尾状核的扩张。

L2沉浸时间显著预测右尾状核后段、右侧壳核、双侧丘脑的
扩张和收缩（蓝色）。

L2 AoA显著预测静息视觉网络功能连接。

Active_L2时间显著预测左伏隔核、右侧尾状核的扩
张和收缩

二语学习可进一步优化大脑的结构和功能，
但这是动态过程，受到个体二语经验调节。



领域问题——语言学习影响脑发育：二语延缓老年痴呆

Craik F I M. Delaying the onset of Alzheimer disease: bilingualism as a form of cognitive reserve. Neurology. 2010.

□终生使用双语可以防止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生，且不受教育、职业或移民等混杂因素影响

211名加拿大可能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



• Gialluisi and colleagues (2014) recently 

published the first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dyslexia and related disorders. This 

work identified some novel candidate genes, 

but previously identified candidates did not 

reach significance, possibly because of low 

power. This pattern has been fairly common in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of other 

traits, especially with smaller Ns. Hence, 

confirmation of current candidate genes for 

dyslexia awaits larger samples and testing for 

their roles in molecular signaling networks.

领域问题——语言发展与学习个体差异的遗传基础

Peterson RL. Developmental Dyslexia.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5.



领域问题——阅读障碍基因 DYX1C1 & DCDC2 & KIAA0319

Darki F. Three dyslexia susceptibility genes, DYX1C1, DCDC2, and KIAA0319, affect temporo-parietal white matter structure. Biol Psychiatry. 2012.

76 healthy Swedish-speaking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age range 6 to 25 years, 41 
male and 35 female subjects)



Darki F. Three dyslexia susceptibility genes, DYX1C1, DCDC2, and KIAA0319, affect temporo-parietal white matter structure. Biol Psychiatry. 2012.

□DYX1C1，DCDC2和KIAA0319的基因多态性通过影响大脑左侧颞顶区域白质体积，影响阅读



Sun Y. Association study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 candidate genes DCDC2 and KIAA0319 in Chinese population. Am J Med Genet B Neuropsychiatr Genet. 2014.

□中国人群中存在与阅读障碍有关的 DCDC2 和
KIAA0319的SNP差异，但未通过多重比较校正

502 dyslexic cases 
522 healthy controls 



四、未来研究重点建议



领域问题——中国语言发展认知神经科学建设框架

陶沙等. 语言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重要进展、趋势与规划建议.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21.
.



领域问题——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陶沙等. 语言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重要进展、趋势与规划建议.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21.
.

语言不同成分发展及其相互联系的脑机制

整合基因-环境-脑和行为, 探索语言脑发育的生物-社会-心理机制

加强语言发展与其他重要发展领域的相互联系研究

重视基础数据收集和积累, 特别重视追踪队列研究

研制、 推广语言发展评估的标准化工具, 并强化先进方法学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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