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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疼痛早期治疗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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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神经病理痛是指由中枢或外周神经系统损伤或疾病引起的疼痛综合征。近年来的研究证

明,外周神经损伤后早期的异位放电不仅是早期急性痛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些异位放电不断轰击脊

髓背角等中枢部位,诱发中枢敏化,成为神经病理痛后期维持的重要机制。早期阻断异位放电, 可

以阻断神经病理痛急性期向慢性期的转变,有效阻止神经病理痛的发生。因此, 临床医生应尽早治

疗神经损伤后的急性痛,越早治疗,病人越早康复, 无需忍受慢性神经病理痛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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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uropath ic pa in refers to pa in that or ig inates from patho logy o f the nervous system. Early ec

topic d ischarge is a key driver of neuropath ic pa in. E arly ectopic d ischarges induce acute pa in andmore

importantly, cen tra l sensitization. C entral sensit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 le in thema intenance o f neu

ropathic pain. E arly b lockade o f ectopic d ischarge can prevent the transition of acute pa in into chronic

neuropathic pain. So, t im ing w indow is critical fo r the treatmen t o f neuropathic pain. Early ectop ic dis

charge b lockade can effect ive ly treat neuropathic pa in and avo id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neuropathic p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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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理痛 ( neuropath ic pain)是指由中枢或外

周神经系统损伤或疾病引起的疼痛综合症, 以自发

性疼痛 ( spontaneous pain )、痛觉过敏 ( hyperalgesia)

和触诱发痛 ( allodyn ia)为主要特征。神经病理痛在

临床上非常常见
[ 1]
。神经病理痛的发生机制非常

复杂, 一旦形成之后处理起来也非常困难。那么,我

们有没有可能早期进行及时处理, 以阻止神经病理

痛的发生? 本文结合我们实验室近年来的研究结

果,讨论这样一个概念:神经损伤之后的急性疼痛要

及时处理,以免发展成为慢性的神经病理痛。希望

有助于临床医生树立疼痛早期处理的观念。

一、神经病理痛的发生机制

正常情况下,伤害性刺激激活外周伤害性感受

器, 经由感觉神经传入脊髓背角,交叉上传到丘脑、

继而投射到丘脑内侧核和丘脑外侧核、初级感觉皮

层。当神经受到损伤或功能失调时, 痛觉传导通路

从外周到中枢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引发神经病理

痛。神经病理痛的发病机制分为外周机制和中枢机

制
[ 1~ 6]
。外周机制主要包括: ( 1)受损神经产生的

异位放电 ( ectopic d ischarges); ( 2)受损神经的后根

神经节 ( dorsa l root gang lion, DRG)内交感发芽以及

卫星细胞激活; ( 3)未损伤的外周伤害性感受器的

敏化; ( 4)邻近的未损伤神经的自发放电增强等。

中枢机制主要包括: ( 1)脊髓背角出现长时程增强

( long term po tent iat ion, LTP); ( 2)脊髓背角胶质细

胞的激活; ( 3)痛觉下行调制系统的变化; ( 4)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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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等高级中枢部位的敏化。由此看来, 神经病理

痛的发生机制确实很复杂, 外周和中枢机制共同参

与神经病理痛的发生。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 外周

神经损伤后, 外周机制发生在先, 中枢机制发生在

后
[ 4]
。如果在早期阻断外周机制, 是否可以阻断神

经病理痛急性期向慢性期的转变, 从而阻止神经病

理痛的发生? 本文对此进行探索。

二、异位放电在神经病理痛中的始动作用

在外周机制中, 有一个因素被公认为是神经病

理性痛的发病基础之一, 那就是 异位放电 。正常

神经的放电,起源于神经末梢。所谓异位放电,就是

放电发生于神经末梢之外的部位, 在一些本不该产

生自发电活动的部位产生了自发放电, 比如背根神

经节和外周神经的轴突等 ( Tal等. 1996, L iu等.

2000)。

在神经病理痛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 都可以记

录到异位放电,并且异位放电与痛行为存在相关性。

首先, 神经损伤后异位放电出现时间与机械痛敏出

现时间非常吻合,均在术后 16 ~ 20 h左右 ( L iu等.

2000) ;其次, 神经损伤后异位放电的频率以及放电

纤维的比例均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降低, 而这一现

象又与动物痛行为变化存在较好的相关性 (Han等.

2000) ;再次, 大鼠的痛行为与其异位电活动也存在

着一定的相关性,痛敏越明显的大鼠异位放电越强

( L iu等. 2000)。抑制异位放电 (剪断受损神经的背

根、药物干预 ) , 能够明显减轻动物的痛行为 ( L iu

等. 2000, Zhang等. 2000, Chaplan等. 2003)。因

此,大量的电生理学和行为学实验,为异位放电参与

神经病理痛提供有力的证据。

同时,新的挑战也摆在研究者面前:异位放电在

神经病理痛中的具体作用究竟如何, 是在始动中起

作用、还是在维持中起作用,抑或两者均起作用?

腰 5 ( L5 )脊神经结扎 ( sp ina l nerve ligation,

SNL)后,受损神经发放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异位放

电,这些放电随时间而呈动态变化。神经结扎 24小

时以内,紧张型及簇状放电占主导;神经结扎 1天到

14天,不规律型放电占主导。对异位放电和痛敏行

为进行相关分析,得到了令人吃惊并且振奋的结果。

这些异位放电只在神经结扎后 24小时之内与痛敏

行为有正相关关系,而在神经结扎后的 1天到 14天

则不与痛行为相关。结果强烈提示: 异位放电可能

只在神经损伤后的早期起作用,对于神经病理痛的

后期维持作用有限
[ 7]
。几乎是同时, X ie等采用药

理学等方法,也证实了这个观点。在坐骨神经部分

结扎 ( spared nerve injury, SN I)和坐骨神经慢性缩

窄损伤 ( chronic constrictive injury, CC I)大鼠模型

上,采用布比卡因 ( bup ivaca ine)或钠通道阻断剂河

豚毒素 ( TTX)可以阻断异位放电, 同时可抑制神经

病理痛的发展。但只有在 SN I或 CCI的早期阶段布

比卡因或 TTX才有这种作用。而一旦神经病理痛

建立起来,再做神经阻滞就不再能有效地预防后续

痛行为 ( X ie等. 2005)。其实在 1997年, B lenk等

的行为学实验已有报道, 将新霉素 ( neomycin)加到

大鼠的 L5脊神经残端, 发现术后立即给药可以有长

达 60天的镇痛效果,而超过 12 h后再给药, 效果就

不太明显了。此后,一些工作也发现在损伤早期阻

断异位放电, 可以阻止损伤的 DRG中的交感发芽

( X ie等. 2007)以及 DRG和脊髓背角胶质细胞的激

活 ( X ie等. 2009)。这一系列工作相辅相承,共同证

明了异位放电在损伤早期的重要作用,即异位放电

是神经病理痛的触发因素。它通过不断轰击脊髓背

角等中枢部位, 诱发产生 LTP 等中枢敏化现

象
[ 1, 2, 8, 9]

。中枢敏化和下行易化系统的激活等中枢

机制在神经病理痛后期维持中起到重要作用 ( Suzu

k i等. 2004), 而异位放电在疼痛后期维持中作用有

限
[ 7]
。这个结论也提示我们, 早期阻断异位放电,

可以阻断神经病理痛急性期向慢性期的转变, 有效

阻止神经病理痛。那么, 如何来阻断异位放电? 这

需要了解异位放电产生的机制。

三、异位放电产生的分子机制

外周神经损伤后,无论是损伤纤维对应的 DRG

神经元胞体还是受损神经纤维自身, 它们的功能结

构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基因水平

就是成百上千种基因的上调或下调 ( X iao等. 2002,

Persson等. 2009), 从而使许多离子通道、胞内信使

分子以及受体蛋白等在数量或功能上甚至在胞膜或

胞内的分布发生改变,最终在电生理上的表现结果

就是 DRG神经元的高兴奋性, 产生异位放电。已知

离子通道作为动作电位产生的分子基础,在异位放

电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外周神经损伤后,钠通道、钾

通道、钙通道和 HCN等多种通道, 都可能参与异位

放电
[ 10]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举例讨论与钠离子流

动相关的钠通道和超极化激活的环核苷酸门控的阳

离子通道 ( hyperpo larization act ivated cyclic nucleo

tide gated channels, HCN)通道。

1.电压门控的钠离子通道

由于钠离子通道形成动作电位的上升支, 而异

位放电本身就是动作电位, 因而人们很容易首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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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钠通道在神经损伤后的变化及其在异位放电的作

用。大量的药理学实验也明,各种钠离子通道的阻

断剂如 TTX、利多卡因等均可以通过抑制异位放电

达到镇痛效果 ( Rogers等. 2006)。迄今为止有 9种

钠离子通道亚型被克隆出来。根据对河豚毒素 ( tet

rodotox in, TTX )敏感性的不同, 这些亚型可粗略划

分为 TTX敏感型 ( TTX sensit ive, TTX s)和 TTX抵

抗型 ( TTX resistan,t TTX r) ( Am ir等. 2006 )。目

前在神经病理痛中研究最多的是 N av1. 3、N av1. 7和

N av1. 8三种亚型,前两者属于 TTX s型,后者属于

TTX r型
[ 10]
。

在外周神经损伤后, DRG神经元的 TTX s电流

明显上调, 并且低剂量 TTX可以阻断异位放电。

N av1. 3通道具有快速激活、快速失活的特性, 使其

能够胜任神经损伤初期的高频异位放电。受损神经

的 DRG细胞和残端的 Nav1. 3通道 mRNA和蛋白

都明显上调, 并且在大中细胞的上调尤为明显。

N av1. 3通道的以上特征比较符合异位放电的特

点
[ 10]
。在 L5脊神经结扎模型, 鞘内给予胶质源性

神经营养因子 ( g lial cell line derived neurotroph ic

facto r, GDNF) ,可以使受损 DRG中增加的 N av1. 3

通道恢复至正常水平, 降低异位放电, 缓解痛行为

( Boucher等. 2000 )。但是也有实验发现, 敲除

N av1. 3基因或者鞘内给予反义寡核苷酸降低 DRG

中 N av1. 3的表达量,外周神经损伤的动物依然有痛

行为 ( L ind ia等. 2005, Nassar等. 2006)。但迄今为

止,多数人们更倾向于认为 N av1. 3最在异位放电中

起着主导作用。

N av1. 7通道参与急性痛, 该基因 SCN 9A的突

变可以引起红斑性肢痛症和先天性无痛症 ( Yang

等. 2004, Cox等. 2006)。关于 Nav1. 7通道是否参

与神经病理痛,目前报道不一。N av1. 7基因敲除的

小鼠, 外周神经损伤依然产生痛行为 ( Nassar等.

2005)。然而,临床研究发现, N av1. 7通道聚集在神

经瘤, 并且其聚集程度与神经病理痛有相关性 ( B ird

等. 2007)。Nav1. 7通道相对特异的阻断剂 BZP作

用于外周, 可以缓解 SNL模型的痛行为 (M cGow an

等. 2009)。但是 N av1. 7通道是否参与异位放电,

还需要更多的实验证明。

研究发现, N av1. 8在神经损伤后出现重分布现

象。在受损的 DRG神经元上表达明显下调或不变

的同时, Nav1. 8在损伤神经纤维局部有大量的聚集

( Devor等. 1993, Cow ard等, 2000)。对神经瘤模

型来说, Nav1. 8通道聚集在损伤的神经纤维上, 而

且对 N av1. 8基因敲除的小鼠实施隐神经切断术后,

来自残端的 A和 C类纤维的异位放电从正常小鼠

术后的 20%下降到低于 1%, 证明 N av1. 8通道参与

残端的异位放电 ( Roza等. 2003)。但在 SNL模型

中, 坐骨神经中聚集的 N av1. 8来源于未损伤的 L4

DRG神经元,这种重分布的 Nav1. 8通道可能同时

或者更多地参与未损伤神经纤维的兴奋性改变

( Go ld等. 2003)。

2. 超极化激活的环核苷酸门控的阳离子通道

( hyperpo larizat ion activated cyclic nuc leotide gated

channe ls, HCN )

HCN通道是一种电压依赖性的内向阳离子通

道, 当膜电位超级化时激活, 去极化时失活, 电流

( Ih)的激活速率与大小随膜电位的超级化而增大。

HCN通道允许 Na
+
、K

+
和 Ca

2 +
通过,但 Li

+
不能通

过。在哺乳动物存在 4 种 HCN 通道, 分别为

HCN 1、HCN2、HCN3和 HCN4。 DRG 中至少存在

HCN 1、HCN2和 HCN 3三种通道, 尤以 HCN1和

HCN 2的含量较高
[ 11, 12 ]

。

早期的研究发现, HCN通道参与心脏起搏和中

枢神经元的节律性活动。神经损伤后产生的异位放

电也属于自发性电活动。因此, 近几年更多的研究

者关注 HCN通道在神经病理痛中的作用。外周神

经损伤后, 尽管损伤的 DRG 神经元上 HCN1和

HCN 2通道含量降低, 但是 Ih电流明显上调, 并且

这一上调在大、中 DRG神经元尤为明显 ( Chaplan

等. 2003, Yao等. 2003)。静脉 ( Lee等. 2005)或者

DRG局部
[ 13]
给予 HCN通道阻断剂 ZD7288, 可以明

显抑制 DRG神经元的异位放电。另外, DRG局部

给药
[ 13]
或腹腔给予 ZD7288( Chaplan等. 2003, Yao

等. 2003)可以剂量依赖性的减轻大鼠的机械痛敏。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坐骨神经损伤后, HCN1和

HCN 2通道在受损伤局部出现聚集。坐骨神经旁给

药可以抑制异位放电并且缓解触诱发痛
[ 14]
。可见

HCN通道参与 DRG以及受损伤局部的异位放电。

四、神经病理痛治疗的临床启示

异位放电在神经病理痛中起始动作用,早期阻

断异位放电,阻断急性期向慢性期的转变,可以有效

阻止神经病理痛。因此,在临床治疗神经病理痛,时

机非常关键,越早治疗, 病人越早康复,可以无需忍

受慢性神经病理痛的折磨。

目前临床应用的钠通道阻断剂型镇痛药物 (如

利多卡因、美西律、卡马西平等 )数量较少, 而且存

在诸多缺陷:如对钠通道的阻断缺乏选择性,产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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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标作用从而导致不良副反应,以及生物利用度低,

阻断作用时间不长等。这些缺陷限制钠通道阻断剂

型药物在临床镇痛方面的应用。同样的情形也发生

在 HCN通道阻断剂。因此, 神经损伤后,尽早使用

药物亚型特异阻断关键的钠通道和 HCN通道

(N av1. 3、Nav1. 8、HCN 1和 HCN2等 ) , 或在基因水

平阻止这些通道的表达, 将是一种最为理性的神经

病理痛的治疗方法。开发钠离子通道或 HCN通道

亚型特异的阻断剂具有重要理论和临床意义。

相似的情况也存在于慢性炎性痛的发生发展

中。在慢性炎性痛的早期,致炎因子引起外周 A纤

维和 C纤维产生自发放电 ( Yang等. unpublished)。

这种持续的自发放电,尤其是 C纤维的自发放电不

断轰击脊髓背角,可以诱发脊髓背角 LTP等中枢敏

化
[ 2, 15]
。因此,早期的自发放电在慢性炎性痛中也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早期阻断自发放电, 可能也

会阻止慢性炎性痛的发生。钠通道和钙通道等都可

能参与炎性痛外周神经的自发放电, 其中 N av1. 7和

N av1. 8通道有可能成为治疗的靶点 ( Am ir等.

2006)。

结论: 异位放电和自发放电分别在神经病理痛

和慢性炎性痛起始动作用。临床治疗疼痛, 时机非

常关键,早期治疗可以使病人免受慢性痛的折磨。

参 考 文 献

1 C ampbell JN, M eyer RA. M echanisms of neuro

path ic pa in. N euron, 2006, 52: 77~ 92.

2 Sandk h ler J. Understanding LTP in pain path

w ays. M o l Pa in, 2007, 3: 9.

3 LiXY, KoHG, Chen T, et a.l A lleviat ing neuro

pathic pa in hypersensitiv ity by inhib it ing PKM zeta

in the anterior c ingulate cortex. Science, 2010,

330: 1400~ 1404.

4 D evo rM. Ectopic discharge in Abeta afferents as a

source o f neuropathic pain. Exp Bra in Res, 2009,

196: 115~ 128.

5 Liu FY, X ing GG, Qu XX, et a.l Roles of 5

hydroxytryptam ine ( 5 HT ) receptor subtypes in

the inh ib itory effects of 5HT on C fiber responses

o f sp ina l w ide dynam ic range neurons in ra ts. J

Pharm acol Exp Ther, 2007, 321: 1046~ 1053.

6 Liu FY, Qu XX, D ing X, et a.l Decrease in the

descend ing inh ib itory 5HT system in ratsw ith sp i

na l nerve ligation. B ra in Res, 2010, 1330: 45 ~

60.

7 Sun Q, TuH, X ing GG, et a.l Ectopic discharges

from in jured nerve f ibers are high ly corre lated w ith

tactile allodynia on ly in early, but not late, stage

in rats w ith spina l nerve ligation. Exp Neuro,l

2005, 191: 128~ 136.

8 Qu XX, Ca i J, L iM J, et a.l Ro le of the spina l

cord NR2B con taining NMDA receptors in the de

ve lopm ent o f neuropath ic pain. Exp Neuro,l 2009,

215: 298~ 307.

9 X ing GG, Liu FY, Qu XX, e t a.l Long term syn

apt ic plastic ity in the sp inal dorsa l horn and its

modulat ion by e lectroacupuncture in rats w ith neu

ropath ic pain. Exp N euro ,l 2007, 208: 323 ~

332.

10 D ibHa jj SD, B lack JA, W axman SG. Vo ltage

gated sodium channels: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pain. PainM ed, 2009, 10: 1260 1269.

11 Tu H, Deng L, Sun Q, et a.l Hyperpo larizat ion

activated, cyclic nuc leot ide gated cat ion chan

ne ls: ro les in the d ifferent ia l electrophysio log ica l

properties of rat primary a fferent neurons. J Neu

rosci Res, 2004, 76: 713~ 722.

12 Jiang YQ, Sun Q, Tu HY, et a.l Characterist ics

ofHCN channe ls and their partic ipation in neuro

path ic pa in. Neurochem Res, 2008, 33: 1979 ~

1989.

13 SunQ, X ing GG, TuHY, et a.l Inhibition o f hy

perpo larization activated current by ZD7288 sup

presses ectopic discharges of in jured do rsal root

gang lion neurons in a rat mode l o f neuropathic

pain. B rain Res, 2005, 1032: 63~ 69.

14 Jiang YQ, X ing GG, Wang SL, et a.l Axona l ac

cumulat ion of hyperpo larization act ivated cyclic

nucleo tide gated ca tion channe ls contr ibutes to

mechan ica l a llodyn ia after peripheral nerve in jury

in ra.t Pain, 2008, 137: 495~ 506.

15 LuY, SunYN, W uX, et a.l Role o f a lpha am i

no 3 hydroxy 5methy l 4 isoxazo lepropionate

( AMPA ) receptor subun it G luR1 in spina l dorsa l

horn in inflamm atory nociception and neuropathic

noc icept ion in ra.t Bra in Res, 2008, 1200: 19~

26.

5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Ch inese Journal ofPain M ed icine 2011, 17,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