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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脑内阿片受体在痛与镇痛中的作用机制一直是神经科学领域研究热点之一。正电子发射体

层扫描 (positron em ission tomography, PET)是目前在体定量检测脑内相关分子参与神经信号转导的

唯一途径。本文在简要回顾阿片受体和内源性阿片肽的发现、生理功能及其脑内分布的基础上 ,对

已应用或有望应用于人体的阿片受体选择性和非选择性示踪剂及其在 PET成像中的应用进行介

绍 ,并对阿片成像结果所反映的神经机制进行解读。鉴于脑内阿片受体在介导痛与镇痛中的重要

作用 ,文中着重就近年来有关痛与镇痛的脑内阿片受体 PET成像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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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Snyder等实验室证实脑内存在阿片受体以

来 ,相继发现了阿片受体的内源性配体 : 脑啡肽

(1975年 )、β2内啡肽 ( 1976 年 ) 和强啡肽 ( 1979

年 ) ,并成功克隆 μ、δ和 κ三种阿片受体 ( 1993

年 )。μ受体在脑内的分布与痛觉及感觉运动整合

作用的通路相平行 ,δ受体在脑内的分布与运动整

合作用、嗅觉及识别功能有关 ,κ受体在脑内的分布

与水平衡调节、摄食活动、痛觉及神经内分泌功能有

关。脑啡肽对δ受体有较强的选择性 ,β2内啡肽对

μ受体和δ受体均有较高选择性 ,强啡肽对κ受体

选择性较强 (Mansour等. 1995)。

受体的功能成像可以对脑的功能网络提供更深

层次的认识 ,这是形态学研究、脑血流或代谢成像无

法比拟的。在已往有关脑内阿片受体在痛与镇痛中

的作用机制研究中 ,由于方法学的局限而未能在人

体获取直接证据。正电子发射体层扫描 (positron e2
m ission tomography, PET)是目前在体定量检测脑内

μ、δ和κ阿片受体及其信号转导的唯一途径 [ 1 ]。

本文将介绍阿片受体 PET成像所用到的示踪剂及

其成像结果解读 ,并重点介绍近年来阿片受体 PET

成像在痛与镇痛方面的研究进展。

一、阿片受体 PET示踪剂

几乎所有神经递质系统通路都可用 PET研究 ,

唯一的受限制因素是特异性示踪剂的复杂化学合成

及其有效性 ( Sp renger等. 2005)。吗啡、可待因、海

洛因和哌替啶都曾经用 11
C标记 ,但这些化合物代

谢复杂且产生非特异性结合 ,最终不适合作为阿片

受体示踪剂 (Heiss等. 2006)。目前能够并已经用

于人体阿片受体 PET研究的放射性配体 (表 1)分

为选择性配体和非选择性配体。选择性配体包括μ

受体激动剂 11
C2卡芬太尼 (11

C2carfentanil,
11

C2
CFN )、δ受体拮抗剂 11 C2甲基纳曲吲哚 (11 C2methyln2
altrindole,

11
C2MeNTI) 和μ、κ受体的激动剂 18

F2cy2
clofoxy(18

F2CFX) ,非选择性配体包括 11
C2二丙诺啡

(11
C2dip renorphine,

11
C2DPN )、11

C2丁丙诺啡 (11
C2

bup renorphine,
11

C2BPN )、及 11
C2纳曲酮 (11

C2naltrex2
one)等 ( Talbot等. 2005)。

卡芬太尼的相对效价为吗啡的近万倍 ,和大鼠

脑μ受体的亲和力分别是κ和δ受体的 250倍和

90倍 ( Frost等. 1985)。11
C2CFN的激动剂特性使其

显得美中不足 ,合成时需要高比活度才能满足人体

实验。最早的 11 C2CFN 是通过加热前体羧化物钠盐

和 11 C2CH3 I合成 (Dannals等. 1985) ,此法经过 Jew2
ett (2001)改进 ,产率提高的同时合成时间大大缩

短。现多采用气相法在靶位处产生 11
C2CH4 作为合

成 11
C2CH3 I的放射性碳源 ,并结合简便的“环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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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2loop method) ”,从而大大提高了比活度 ( Stude2
nov等. 2003)。11 C短半衰期的优点是可以在一天中

对同一对象进行重复研究 ,缺点是仅适合持续时间

较短的成像方案。如果实验时间较长就需要采用弹

丸式给药加缓慢推注的方式给予示踪剂 (Henriksen

等. 2005)。11 C2MeNTI与δ受体的亲和力约为μ受

体的 700倍 ,是κ受体的 3000多倍。小脑可作为参

考区 ,分析时采用 (感兴趣区 2小脑 ) /小脑的比值

法 ,后来被系统建模法所替代 ( Sm ith等. 1999)。18 F2
CFX的结构与纳曲酮相似 ,是μ、κ阿片受体的拮抗

剂 ,其 Ki值分别为 :μ为 2. 6 nmol/L,κ为 9. 3 nmol/

L ,δ为 89 nmol/L (Rothman等. 1988)。内侧枕叶皮

质存在一些κ阿片受体 ,但通过动脉输入函数和一

室组织动力模型的总体分布容积估计验证 ,已经成

功用作参考区 [ 2 ]。

表 1　阿片受体 PET示踪剂及其应用

示踪剂结合的受体亚型

μ 　δ κ μ、κ μ、δ、κ

示踪剂 11 C2CFN 　11 C2MeNTI
11 C2GR103545
11 C2MeJDTic

18 F2CFX
11 C2DPN、18 F2DPN、
11 C2BPN、11 C2naltrexone

应用
研究疼痛、成瘾、情
感疾病及癫痫 [ 2 ]

　受体分布和
　颞叶癫痫

最有可能应用于人体的
κ受体选择性示踪剂 受体分布和癫痫 疼痛、神经退行性变、

癫痫和成瘾研究

　　11 C2DPN最初被选作 PET示踪剂是因其在示踪

剂量时安全无副作用 ,可直接用人为研究对象进行

探索性研究。DPN与μ、δ和κ三种阿片受体有很

高的亲和力 ,所以无特异结合稀疏区作为参考区 ,非

选择特性限制了其在鉴定不同疾病的特异性阿片受

体亚型时的应用 ( Frost等. 1990)。另外 , DPN的 18
F

标记物 (Baumgartner等. 2006)及丁丙诺啡 11
C标记

物 [ 2 ]亦有应用 ,但应用不如 11
C2DPN广泛。

11
C2GR103545曾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应用于人

体的κ受体示踪剂 ,但需经多个低产率步骤方可合

成。所以有必要寻求其它κ受体示踪剂 ,且最好是

副作用较小的拮抗剂。反式 23, 42二甲基 24 ( 32羟苯

基 )哌啶 ( JDTic)是第一个非阿片结构衍生的选择

性κ受体拮抗剂。JDTic的四氢异喹啉环上连上一

个甲基后生成的化合物称为 MeJDTic,
11

C2MeJDTic

仍为κ受体拮抗剂 ,比其母体化合物更为有效且其

受体选择性更强 ,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应用于人体的

κ受体示踪剂 [ 3 ]。

二、阿片受体 PET成像结果的解读

μ、κ和δ受体都是 G蛋白偶联受体 ,具有典型

的 7次跨膜结构。PET示踪剂的激动剂或拮抗剂特

性决定了其分辨阿片受体 G蛋白不同偶联状态的

能力。一般来说 ,激动剂结合高亲和力的受体 ,而拮

抗剂结合高低两类受体 [ 1 ]。尽管阿片受体 PET成

像为在体研究生理及病理状态下受体分布及其动态

变化提供了手段 ,但至今对“受体激活 ”的确切机制

仍了解甚少。一般认为 PET配体结合的短时程改

变可能和内源性递质释放竞争放射性配体有关 ,但

也不排除由于刺激本身引起的局部血流改变冲刷放

射性配体所致。激动剂类型的放射性配体本身也可

能和受体相互作用引起受体脱敏或内化 ,从而影响

了此时所释放的内源性递质的测定 ( Sp renger等.

2005)。另外 ,受体亲和力、受体内化和受体代谢水

平变化随所受刺激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如慢性病理

性或药物引起的受体结合能力 ( binding potential)变

化较持久 ,而生理性刺激引起的变化则多为一过性

的 ( Scott等. 2007)。急性痛和慢性痛引起配体与

受体结合下降的机制有所不同。慢性痛时内源性阿

片肽释放 ,受体内化 /受体下调 ,受体与放射性配体

的亲和力下降 ,同时亲和力下降也可能与表达阿片

受体的神经元的损失有关。机体经历急性痛时受体

结合能力下降是由内源性阿片肽的释放、激动剂引

起的受体内化及受体循环引起 ,而非受体下调或受

体亲和力改变 (Bencherif等. 2002)。

阿片受体的激活及其与配体的结合状态受多种

因素调节。如当在某种病理情况下阿片受体数目增

加 ,或亲和力上升时 ,由于机体的自身调节 ,相应的

突触前递质释放可能减少。因此单纯通过 PET研

究并不能揭示特异性示踪剂结合变化的本

质 ,直接来自 PET成像的细胞或亚细胞结论都

是推测性的结果 ,尚需其它辅助方法来验证 PET

数据。

三、脑内阿片受体 PET成像在痛与镇痛研究中

的应用

　　 (一 )健康被试对痛刺激反应的阿片受体成像

　　1. 遗传因素研究 : 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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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T)基因 Val108 /158Met多态性可能出现 G与

A的置换 ,导致纯合子个体 COMT活性相差 3～4

倍。研究发现 val/val基因型个体丘脑等部位 11
C2

CFN结合能力最低 , met/met基因型个体最高 ,但全

脑结合能力无差异。这一现象可能与 val/val基因

型个体内源性阿片肽在基础水平的紧张性释放有

关。在丘脑前部和后部、伏核、腹侧苍白球和丘脑底

核等处 , met/met基因型个体μ受体对痛刺激的激

活程度最低 , val/ val基因型最高 ,并与情感评分的

负性成分和痛问卷评分升高相平行 ( Zubieta等.

2003)。Berthele等 ( 2005)也证实了 met/met基因

型个体在尾状核、伏核和丘脑部分核团阿片受体结

合能力较高。

2. 年龄因素研究 :年龄因素可以升高或降低局

部μ受体密度。新皮质和尾状核的μ受体结合能

力随年龄增长而升高。丘脑和杏仁核等脑区同时存

在年龄和性别的相互作用 ,如绝经前女性的丘脑μ

受体结合能力与同年龄段男性相比较高 ,而绝经后

女性则明显低于同龄男性 ( Zubieta等. 1999)。

3. 性别因素研究 :通常女性μ受体与其配体的

结合能力较男性高 ,这可能与雌激素水平有关。老

年女性 18 F2CFX结合能力较老年男性特异性地在丘

脑降低 ,而尾核和壳核未见差异 (Cohen等. 2000)。

男性接受痛刺激时μ受体系统在丘脑前部、腹侧基

底节及杏仁核的激活程度较女性大 ,相反 ,部分女性

在接受痛刺激时伏核甚至表现为μ受体系统基础

激活状态的降低 ( Zubieta等. 2002)。高雌激素水

平时μ受体可用度 ( recep tor availability)基础值在

内侧丘脑、双侧下丘脑前部和杏仁核平均较低雌激

素水平时升高 ,其中双侧下丘脑前部的μ受体结合

升高同血浆雌激素水平正相关。高雌激素状态还可

使痛诱发的μ受体结合能力在双侧下丘脑、伏核和

同侧杏仁核下降 ,激活程度和男性无差异 ;低激

素状态时可使痛诱发的μ受体结合能力在双侧的

内侧丘脑、下丘脑前部 /伏核内侧和同侧杏仁核

升高 [ 4 ]。

4. 阿片受体分布研究 :功能成像技术可显示整

体阿片受体密度和亚型分布上的区域差异 ,脑皮层

及皮层下与痛觉处理相关的结构不断被发现。研究

发现内侧痛系统 (也称情感痛系统 ,包括内侧丘脑、

杏仁核、尾状核、脑岛、扣带回和眶额皮质 )和外侧

痛系统 (也称辨别痛系统 ,主要为初级体感皮层 )阿

片受体结合存在显著区别 ,内侧痛系统阿片受体结

合高于外侧痛系统 ( Jones等. 1991)。Baumgartner

等 (2006)则发现在岛叶前部和岛盖额部 (属外侧痛

系统 )也有较高的 18 F2DPN显像。

(二 )疼痛患者与健康志愿者的对比研究 　卒

中后遗症造成的中枢神经源性痛患者受体可用度降

低区主要集中于内侧痛系统 (扣带回、岛叶和丘

脑 ) ,这种降低可能是由于患者伤害性感受系统神

经元阿片受体结合容量下降引起而非脑组织受损或

内源性阿片释放占据受体 ,故此类患者需要更多阿

片药物才能获得满意镇痛效果 (Jones等. 2004,W il2
loch等. 2004)。外周神经源性痛表现为双侧对称

性的大脑半球阿片受体结合能力下降 ;而在中枢神

经源性痛则多数表现为对侧大脑半球阿片受体结合

能力下降 ,受体可用度主要在丘脑、躯体感觉皮层、

扣带回和岛叶降低 (Maarrawi等. 2007)。原发性不

宁腿综合征患者内侧痛系统分布容积 (VD值 )与症

状负相关 ,McGill痛问卷评分与眶额皮质及前扣带

回 VD值负相关 ( von Sp iczak等. 2005)。丛集性头

痛患者松果体 11
C2DNP信号下降 ,同侧下丘脑和双

侧扣带回阿片受体结合与疾病持续时间呈负相关。

推测丛集性头痛的发病可能与生物钟产生部位的阿

片系统功能失调有关 ( Sp renger等. 2006)。纤维肌

痛患者的多个痛觉调制脑区 (包括伏核、杏仁核和

背侧扣带回 )μ受体结合能力降低 ,其中伏核的受体

结合能力与情感性痛评分负相关 ,扣带回和纹状体

的受体结合能力和部分情感性痛成分负相关。提示

纤维肌痛患者的内源性阿片镇痛系统发生了改变 ,

这可能是外源性阿片对此类患者疗效降低的原因

(Harris等. 2007)。

针对患者的研究很难做到标准化 ,类似实验多

通过对健康志愿者进行痛刺激实现。对接受热痛刺

激和未接受热痛刺激的志愿者进行对比发现接受热

痛刺激组的 18 F2DPN VD值在同侧伏核、杏仁核、双

内侧额回、岛叶前部、丘脑和前扣带回膝部降低 [ 5 ]。

(三 )有痛与无痛状态的自身比较 　风湿性关

节炎患者疼痛减轻时脑内阿片受体可用度整体上

升 ,额叶、颞叶和扣带回等脑区增加明显。接受三叉

神经热凝治疗的患者手术缓解疼痛后 ,额叶、岛叶、

扣带回膝部和中间部、顶叶下部、基底节和双侧丘脑

等脑区 11
C2DPN VD值下降 (Jones等. 1994)。

患者有痛与无痛状态的自身对比可提供临床或

实验状态下神经递质系统变化特征 ,更具说服力。

但这类实验研究难度大 ,需要获得患者两种不同状

态下的扫描数据进行比较 ,故多数是在健康志愿者

身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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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cherif等 ( 2002)在健康志愿者左侧手背涂

辣椒素诱发疼痛 ,结果显示对侧丘脑阿片受体结合

能力下降 ,μ受体结合能力下降值与疼痛程度正相

关。另一类实验是通过在志愿者咬肌内输注 5%高

渗盐水诱发深部组织痛 ,结果显示同侧伏核、丘脑和

杏仁核的μ受体激活与痛感受评分的感觉成份负

相关 ,双侧扣带回和丘脑、同侧伏核的μ受体激活

与痛感受评分的情感成份负相关 ( Zubieta 等.

2001)。

(四 )镇痛的阿片受体成像研究 　顽固性疼痛

患者 (多数为卒中后疼痛 ) 接受运动皮层刺激

(MCS)前的两次扫描之间无显著差异 ,但慢性 MCS

前后比较显示 ,中扣带回皮质前部 ( aMCC)、PAG、额

叶皮质和小脑处 11
C2DPN 结合显著降低。其中 aM2

CC处的结合变化和疼痛缓解程度显著相关。表明

MCS可诱导参与处理急、慢性痛的脑区释放内源性

阿片肽 [ 6 ]。

安慰剂本身无镇痛作用 ,但安慰剂效应表现为

镇痛。安慰剂效应引起喙侧前扣带回前膝部及膝下

部、背外侧前额叶、岛叶和伏核等脑区μ受体介导

的神经传递显著激活 [ 7 ]。安慰剂可使μ受体分布

密集区的阿片系统激活。这些区域还可分为两个系

统 :一个针对伤害性热刺激特异性反应 ,包括眶额皮

质、右侧杏仁核、前扣带回嘴侧等脑区 ,说明安慰剂

增强痛相关的阿片肽释放 ;另一个表现为安慰剂诱

导的阿片释放减少 ,出现在接受温热刺激预期疼痛

过程中 ,包括扣带回前膝部、脑岛前部等脑区 ,安慰

剂对温热刺激表现为减少预期的阿片肽释放。接受

安慰剂可以增加 PAG和前扣带回嘴部的功能联系 ,

也可增加边缘区和前额叶多个区域的功能联系 ,体

现了阿片激活的功能整合 [ 8 ]。

对针刺反应较好的志愿者所进行 PET研究表

明 ,介导痛感受的外侧痛系统和介导痛情感成份的

内侧痛系统均参与了针刺镇痛 [ 9 ]。对纤维肌痛患

者针刺干预的即时效应及长期效应与假针刺的对比

研究显示 ,针刺的短期效应可使患者多个与疼痛相

关的脑区及感觉处理区 (扣带回背部和下膝部、岛

叶、尾状核、丘脑和杏仁核 )μ受体结合能力升高 ;长

期效应使μ受体结合能力在扣带回背部和下膝部、

尾状核、丘脑和杏仁升高 ;假针刺对照组在针刺前后

无变化或略有降低。表明针刺可以增强疼痛患者脑

内阿片系统功能 ,针刺的长期效应引起的受体结合

能力升高与临床针刺镇痛疗效相平行 [ 10 ]。

四、结语

脑阿片受体成像研究已经进行了二十余年 ,此

类研究不但可以在体显示阿片受体激活的神经化学

变化 ,而且还可对阿片系统在疼痛、成瘾、癫痫、神经

退行性变及药物疗效评价等方面的作用做深入研

究 ,为人们直观了解阿片系统的功能起到重要推动

作用。但到目前为止 ,单个亚型选择性阿片受体示

踪剂中只有 11
C2CFN和 11

C2MeNTI两种能够用于人

体 PET研究 ,仅 11
C2CFN 可进行定量分析处理 ,且

PET研究也多局限于少数同时拥有 PET和加速器

的医疗或研究机构。可见 ,开发合适的选择性阿片

受体示踪剂 ,进一步开展阿片受体 PET成像的实验

与临床研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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