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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学”的概念

“基因组学”的概念源自人类对生

物遗传物质的研究。当基因的研究由个

别基因的克隆转为大规模系统研究，例

如要对人类全基因进行测序时，就进入

大科学时代，基因组学应运而生。基因

的表达产物是蛋白质。要对无穷数量的

蛋白质结构功能进行梳理，就有必要进

行“蛋白质组学”研究。蛋白质的主要

功能是调节新陈代谢维持生命活动。以

一个蛋白质或酶为单位，研究其结构与

功能的相关性，进而找出组织中蛋白质

影响新陈代谢的规律性，称为“代谢组

学”。以上三个命题是生命科学进步的

支柱，有其坚强的生命力。

中药的数量可称浩瀚无边。把重要

的中药进行化学分析，找出某一中药单一

成分的药理作用，同一中药多个成分之

间相互作用，以及多味中药组方的作用规

律，进行指纹对应，是一个极度浩大的工

程。有人正在考虑中药组学的方案。

   “穴位组学”概念初探

针灸是在体表上施加物理刺激，通

过扶正固本、调整机体功能而治疗疾病

的技术之一。“针”法属于机械刺激，

“灸”法属于温度刺激。两者之间又有

相关性。目前对针刺疗法的研究显著多

于对灸法的研究。决定针刺疗法的因

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刺激部位（穴

位），二是刺激方式，两者具有同样的

重要性。

经络与穴位：人体穴位总数365

个，分布在14条走行于体表的经络线

上，其中12条分别与“脏腑”相连。关

于经络的实质，目前尚无定论，暂不加

展开，本文主要从功能上加以讨论。每

条经络各有其名称，有的与当今解剖学

所知的器官的名称相对应，如心经，心

包经，肝经，胆经，脾经，肾经，小肠

经，大肠经，膀胱经等等。有的并不

是以实质器官命名，如三焦经，督脉

（督导所有阳经），任脉（总任所有陰

经）。众所周知，同样一个“心”字，

中医的“心”（心主神明）与解剖学和

生理学上所指的“心”（循环器官）不

是同一概念；解剖学所指的“内脏”与

中医的“脏腑”也不是同一概念，余可

类推。因此，要研究穴位特异性，还需

要确定一个基本的坐标系。研究时不能

单纯根据经和穴的既有名称，而是研究

某一经络的特定功能。对所指的功能要

有一个严格的、公认的科学界定。界定

的范围越具体，科研越容易进行；界定

的范围越广泛模糊，研究的难度越大，

结果不易分析。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

说，对一条经界定的功能范围越广，得

到“阳性”结果的机会越多，因为很多

功能都可以通过多级的联系，找到“相

关性”。以视觉为例：在14条经中，

与视觉有关的经至少可列出8条，包括

胃、小肠、大肠、肝、胆、心、膀胱、

三焦，其巡行路径均可到达眼的周围。

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认为，眼/视觉

功能与所有的经都有关系。《灵枢·口

问》说：“目者，宗脉之所聚也”。又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说：“十二

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

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

睛”。按此理论，可以说不存在与眼睛

和视觉无关的经，同时也就不存在视觉

功能所特有的经。文献上常可看到，通

过刺激两个穴位所产生效应不同，就得

出经穴是否有“特异性”的结论，未免

有草率之嫌。

穴位的物理位置：穴位沿经分布。

一个基本问题是，每个穴有多大？按照物

理学概念，“点”是一个坐标，是不占面

积的。但穴位肯定要占面积，至于其直径

有多大，并无明确规定。有人说穴位应

该有绿豆那么大，但无确切根据。按照推

理，至少应该大到可以插进一根针（直径

0.3mm左右）。所谓取穴的“准确性”，

就应该从这个假定的原点出发，判定具

体扎针时偏离的程度。目前没有形态

学证据来界定经络和穴位，因此只能从

功能出发来测试。假定某一个穴可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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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那么距离标准点越远，降压效果

应该递减。由此可以画出几个同心圆或

椭圆，离开中心越远作用就越小，直到

降压效果消失为止。如果无穷延伸，超

出了某一点，可能又会进入临近的另一

条经、另一个穴位的功能同心圆区。要

深入进行“穴位组学”研究，这样基本

的定量研究是必须的，哪怕只进行几个

代表性穴位的测定与分析。否则就会成

为空对空的议论。该项操作的困难，在

于找到一个公认的、可重复的功能指标

（例如降血压，改变心率，改变痛觉敏

感性等等）作为检验的标准。同时必须

指出，对穴位进行刺激的质和量（手针

的手法，电针的参数），也应该是可以

确切描述的、可重复的。

谈到穴位的定位和大小，有人认

为，它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数值。正常

情况下，气血正常运行，并不显示穴位

的存在。只有在病态时，气血郁滞，才

有穴位压痛等等表现。这就是朱兵所认

为“穴位是动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

这一论点的出现，为穴位研究又增加了

难度和变数。

施加于穴位的刺激：刺激的方式

和质量是针刺是否能产生预定疗效的重

要因素。经典的刺激方式是将针插入穴

位，提插、捻转、摇摆、振动。这样的

手法组合，无论从提插的幅度和频率，

旋转的度数和进退，变异都很大，不

容易重复。现代实验研究的结果表明，

如阻断神经冲动传入（将局麻药注入穴

位下深部组织，或切断传入神经），针

刺的镇痛效果就完全消失，这证明外

周神经是传递穴位信号的重要载体。

因此设想，若在针柄上通电，用电流

刺激神经，应该也能达到同样的镇痛

效果，事实证明是可行的，称为电针

（electroacupuncture，EA），目前电针

已大量应用于临床。电针的优点是节省

人力，参数易掌握，结果重复性好。进

一步考虑，用一个恒流刺激器，把电极

放置在穴位皮肤表面，迫使电流通过皮

肤到达穴位，应该也能起到同样的镇痛

效果，事实同样证明是可行的，称为经

皮穴位电刺激（transcutaneous electric 

acupoint stimulation, TEAS）。该方法的

优点不仅是重复性好，而且仪器小，患

者可将电刺激器带回家，在医师指导下

自己进行治疗。患者每周仅需来门诊一

次由医师加以调整，可以节省医、患双

方的宝贵时间。对于实现医改，节约医

疗资源，也具有正面效应。

电针和TEAS的共同特点是，可以通

过精确改变电刺激参数，找到最佳刺激

条件，发挥最大的疗效。例如，同样是

在足三里穴，2H z的低频刺激可以引起

脑和脊髓分泌脑啡肽和内啡肽，100H z 

的高频刺激可以引起脊髓释放强啡肽。

这一规律的发现，开阔了研究者的视

野，说明穴位的功能不是固定的，在同

一个穴位上，可以利用不同的刺激发挥

不同作用。下文还会提到，同一穴位采

用不同频率刺激，其信息传导通路也是

不同的。

根据以上讨论，研究穴位的结构和

功能，探讨其是否有特异性，要注意以

下条件：(1)在特定病种的患者身上，

找出有疗效的穴位，进行适宜刺激，客

观记录患者症状的变化（改善，不变，

恶化）；(2)将刺激穴位与非穴位的效

果进行统计学对比，观察疗效是否有显

著差别？还可对比刺激疾病相关经上的

穴位与无关经上的穴位，观察疗效是否

有显著差别？(3)在正常人或动物身上进

行研究，结果也可供参考。

    穴位特异性的研究途径

对穴位特异性的理解：穴位特异

性的概念可以有两个极端的理解。一是

全身无处不是穴，因为14条各有络脉

相连，穴位遍布全身。二是经络宽仅1

毫米，离经几毫米就失去针刺的意义。

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广泛余地任人开

发。其中包括“相对特异性”的论点。

即体表有一些相对敏感点，给予同样的

机械刺激，可以产生巨大的反应。生理

学家侯宗廉发现合谷穴下神经纤维分布

特别密集。针灸学家石学敏院士发现， 

“人迎”穴实际上毗邻“颈动脉”，在

该区进行针刺可产生非常明显的降压作

用。并指出国外用埋藏电极方法电刺激

颈动脉陰来治疗高血压，与针刺“人

迎”穴有异曲同工之妙。科学家在集中

精力钻研经穴位特异性的同时，不妨开

放思路，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虑，以收集

思广益之效。

确定穴位具有特异性的证据：临床

上多数报道均取“非穴位”作为对照，

也可在与该病无关的经络上取穴，进行

对比。最近Zha n g等发表文章，用针刺

治疗脚掌筋膜炎引起的足跟痛，以PC6

（内关）为治疗穴，LI4（合谷）为对照

穴，2周共治疗10次，每日测痛。据报

道，治疗期间镇痛效果并不显著，1-3

月后才显示明确疗效，大令的镇痛效果

显著由于合谷。由于合谷是一个公认的

镇痛有关的穴位，大令的疗效竟然优于

合谷，提示治疗某种疾病确实需要选好

特定的穴位。该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

视。但此文也遗留一定的问题：(1)按

照一般临床经验，针刺治疗足跟痛可以

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必治疗2周(10

次)，再等待2周，才出现疗效。(2)作

者并未说明，有哪种中医理论依据或解

剖生理机制，可以解释大令对足跟痛有

特别优越的效果。

动物身上研究穴位特异性的途径：

迄今为止，有许多关于刺激穴位引起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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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理效应的神经通路分析，例如我们

实验室关于中脑边缘镇痛回路（中脑导

水管周围灰质PAG，伏核，杏仁核，缰

核）在针刺镇痛中的作用;唐敬师等关

于内侧丘脑正中底核（Sm）-腹外侧皮

层眶回（VLO）-PAG及其下行抑制系统

在针刺镇痛中的作用；赵志奇等总结的

针刺镇痛回路等等，但未见针刺体表不

同穴位引起不同神经回路兴奋的报道。

另一方面，有证据说明，在同一穴位上

施加不同频率的电针，确实可以激活不

同的神经通路。

人体研究穴位特异性的途径：人

体研究不能用针对某一脑区施加特定刺

激或破坏的方法，只能用无创的方法，

反映脑内功能改变。脑电图（EEG），

脑诱发电位（E R P），功能核磁共振

（fMRI）,正电子断层扫描（PET）等都

是可以考虑的方法。

以fMR I为例，迄今为止常用的方法

是用block设计，观察针刺信息到达脑的

特定区域。比较不同穴位引起脑影像的

差异。Cho等1998年提出,针刺膀胱经穴

位引起人枕叶BOLD信号发生变化；给眼

睛光刺激，也可引起枕叶类似变化，由

此得出膀胱经穴位与视觉有特异联系的

结论。针刺膀胱经邻近（2-5cm以外）

穴位则不能引起上述变化，进一步证明

膀胱经穴与视觉有特异联系的理论。这

一论文在PNAS发表后，作为经穴具有特

异性的科学论据，引起了巨大反响。但

由于不能重复此现象，Cho及其部分合

作者2006年主动要求PNAS杂志将此文撤

除。实际上，从中医理论视角也难以理

解，为何强调膀胱经与视觉相关？因为

上文已经说明，没有一条经可以认为是

与视觉无关。如果强调只有膀胱经与视

觉有关，则应该提出所有其他经均不相

关的证据。

我们实验室提出，刺激穴位可引

起许多（无数）脑区激活或负激活，其

中哪些是与所感兴趣的事件有关？我们

认为，将感兴趣脑区的激活程度与针刺

引起的功能变化（疗效）幅度做相关处

理，有显著相关的脑区可能与针刺对该

特定功能的调节有关。例如我们发现，

2H z电针引起对侧脑运动区激活的程

度，与引起镇痛作用的强度有正相关关

系，从而认为该区可能参与2H z电针镇

痛的调节。但在100H z电针时，并未发

现该脑区的激活与镇痛效果相关，提示

不同频率电针可能通过不同的神经通路

而实现。

针刺激活不同脑区，应该有一个时

间、空间过程。已知针刺的镇痛作用的

最后共同通路可能是通过脑干下行，控

制脊髓背角对伤害刺激的敏感性。针刺

在第一时间兴奋了大脑运动皮层，是否

会转而导向下丘脑和低位脑干，激活下

行抑制通路，是值得加以追踪的。

田捷带领的研究团队对现存基于

fMR I针刺穴位特异性研究的相关方法学

提出质疑：首先，现存研究普遍采用

多组块设计模式，其暗含的前提假设为

被测生理事件需符合多组块设计各个阶

段的变化模式（即遵循“on-o f f”的交

替变化），但该假设与针刺临床的基本

特征表现—持续性效应（捻针刺激停止

后，后效应仍会保持数分钟或数十分

钟）不相符合；其次，现存研究普遍采

用基于模型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被测生理事件动力学响应

函数的先验信息，因此对于针刺尚缺乏

动力学响应函数先验信息的事件而言，

基于模型的分析方法可能会导致估计结

果的偏差。由上可知，判断现存实验设

计模式及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针刺效应

的研究，关键在于针刺是否存在持续性

效应。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田捷领导的

研究团队选取经典的视觉刺激作为对照

组（已有研究表明视觉刺激所引发的中

枢神经动力学函数符合多组块设计的前

提假设），发现针刺中枢神经动力学响

应不符合多组块设计的变化模式，而是

存在显著的持续性响应模式，这就为针

刺持续性效应假说的成立提供了直接的

实验证据支持。在此基础上，该团队着

重分析了以往分析方法导致结果的假阳

性以及假阳性产生的具体原因。综上所

述，既然Block设计不能反映上述长时程

变化，有待创建新的模型加以模拟。

Harris等用PET方法研究针刺治疗纤

维肌痛（fibromyalgia）的原理。发现针

刺可以改变脑内阿片受体的结合力。统

计学相关处理表明：低频电针治疗后，

凡是脑内某一区域mu受体结合力增加

的，治疗效果（镇痛作用）就好，反之

则无效。认为针刺是否能引起脑内某些

特定脑区mu受体的功能增强，是疗效优

劣的关键因素。该实验不仅观察了多次

针刺的平均疗效，而且采用个体资料进

行相关处理。对于研究针刺疗法这种疗

效变异较大的治疗方法的作用机制，可

能有其特殊意义。

综上所述，把研究视觉生理行之有

效的方法，用于针刺疗法的原理研究，

显然是力不从心，需要做出重大的概念

性调整。

    结语

针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瑰宝。集中

力量研究穴位的特异性，阐明穴位的结

构和功能，对于阐明针刺作用机理，提

高针刺疗效，都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以

认为，是彻底阐明针刺疗法科学性的必

由之路。开展此项研究应该提出明确的

目标，建立一个科学的假说。在充分和

持久的经费支持下，让一批科学群体可

以安下心来，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

研究工作，最后对原有假说加以证明、

修正或否定。对于科学来说，阐明真

理是目的，不论得到阳性结果和阴性结

果，都是同样重要的。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