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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通督启神”理论指导下不同针刺方式治疗
阿尔兹海默症的理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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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阿尔茨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AD）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通督启神”理论在

改善 AD 患者临床症状和提高其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目前，临床常用的针刺治疗 AD 的方式分为手
针、脉冲电针和音乐电针疗法等。不同针刺方法针对不同 AD 患者均具有不同优势。目前，药物治疗 AD 现

状并不乐观，大量临床及基础实验研究中均发现针刺治疗 AD 具有疗效高、安全、便捷和经济的优势。因此，
本文通过总结归纳现有针刺治疗 AD 的疗效及机制，以期找到治疗 AD 更加完善的针刺方式及理论体系，为
临床治疗 AD 提供更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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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氏症定义与诊断标准

1.1

脉冲电针

音乐电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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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之后，排名第四[1]。因此 AD 兼具高发病率、高死
亡率、高经济负担的特点。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生

西医认识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又称老

年痴呆，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病程持续

物 医 学 界 对 AD 干 预 手 段 和 治 疗 方 式 的 研 究 刻 不
容缓。

性侵入。其典型症状是进行性的人格改变、记忆障碍

1.2

和语言表达障碍等。前期会造成患者意识问题，随着

的联系，阿尔茨海默病属于 中医“痴呆”的范畴，又称

中医认识
现代医学中的 AD 与中医学的痴呆有着许多相似

病情进展这些症状会影响患者的工作、生活及其他社

“呆病”，其主要病因病机为脑消髓减，神机失用。发

交活动。AD 诊断标准分为体格检查、认知、神经心理

病机制常与先天遗传、七情内伤、年老体虚和久病劳

学测试、生物标志物和结构成像（包括功能性脑成像、

损等因素有关。病位在脑，故基本治疗方法以取督脉

脑脊液）等多方面。需从行为表现到病理机制做系统

穴为主。
“ 督”，本意为观察，督察，此为总督诸阳的“阳

性判断。至今，据估计全世界有超过 5 000 万人患有
痴呆症，并且估计到 2050 年将超过 1.52 亿，这种疾病

的费用每年约为一万亿美元。若缺少有效预防措施，
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病人数将在未来 30 年将大幅增

长。研究表明，AD 死亡率位列癌症、中风、心脑血管

脉之海”。人体阳气借此宣发，元气以此为通道。督
脉腧穴主治神志病。
“ 脑为元神之府”元者，气始也，说
明脑与神的关系密切。
《黄帝内经·素问骨空论篇第六
十》：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贯脊属肾，上额交
巅，上入络脑[2]。脑为“髓海”，髓海空虚轻者出现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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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淡、善忘迟钝、沉默寡言等症。重者出现神情呆滞、
逻辑障碍、行为荒诞、语言倒错、智力衰退甚至呆傻
等症。

提供了崭新的，行之有效诊疗思路。
2.4 “三合”刺法

“三合”即力与针合、气与意合、意与指合。意气

相合，神之所使，予针以意，赋针以神，秉针之力，是在

2 “通督启神”疗法

“通督启神”理论指导下将针刺治疗与人文观念相结

北京中医药大学李志刚教授总结归纳经典针灸

合的体现。现阶段“通督启神”疗法可分为：手针刺、

处方，秉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新时代学科理论，

脉冲电针和音乐电针三种形式。都有动物实验作为

提炼出实验室验证科学合理，理论夯实的“通督启神”

理论支撑。
“ 通 督 启 神 ”针 法 [7] 给 予 电 针 百 会 、印 堂

疗法，即以“督脉-脑-元神”为理论基础，取穴考究，用
“通督”之法，奏“启神”之效。针刺督脉腧穴之法，行
五脏气血，交运阴阳，立为通督。督脉之气，经脑之
上，下临诸阳经之位，立为启神。又强调“三合”之操
作手法。意在醒元神，通脑窍，以针启神，以神统针。
2.1

选穴
“通督启神”理论以督脉穴“百会”、
“ 水沟”、
“印

堂”三穴为主穴 ,并可加入配穴治疗相应兼症，共奏

20min，随后点刺人中。留针穴位行提插捻转等手法
或外接脉冲电针、音乐电针。
3

在“通督启神“理论指导下，对不同针刺方法的疗

效及机制探索
3.1

3.1.1

[3]

“通督启神，填精益髓”之效。百会穴在许多治疗处方

手针治疗方式
手针治疗的特点
手针治疗是一种神经调控手段，可对神经环路进

行有效调节。通过激发人体固有调节系统，引起神

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有守形提神、振奋精神之功。

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I）多级联动态调节[8]。不是

百脉之会，百病之机，言之百会，其在不寐，卒中后遗

直接作用于外来病原体等微观物质，而是强调人作为

症、老年性痴呆、癫痫、认知障碍和神经衰弱等神志病

有机整体的宏观概念。因此疗效明显，不良反应少且

[4]

有很多的研究记载和临床病例 。督脉与肾相系，针

多可耐受。

刺督脉之百会方可调肾启督，统肾益髓，使脑窍清，痴

3.1.2

呆愈。水沟为十三鬼穴之首，
“ 鬼宫”，又名“鬼客厅”
（《千金要方》）。脑神的病理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有
[5]

虚而不至、聚而不至、藏而不至 。针刺水沟穴有调导

手针治疗 AD 的研究进展
在功能蛋白调节方面，梁梅亭[9]研究结果表明，针

刺百会、血海、肾俞、膈俞可上调 NDUS1 基因的表达，
使线粒体活性氧的生成与清除动态守恒，避免电子转

积聚之气的作用，可改变脑神不至，脑气失司的神经

输和线粒体功能域暴露于高浓度活性氧中而引发过

系统病变。印堂穴曾为经外奇穴，后归入督脉腧穴。

失氧化反应。在物质运输方面，针刺可优化突出神经

其主治规律既有与经外奇穴“取象比类”的特殊作用，

营养运输，保护神经元。针刺百会和肾俞有助于改善

又有分经主治体现的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印堂穴又
名 曲 眉 、阙 中 ，有 清 头 明 目 、安 神 定 志 和 通 督 调 神
[6]

之功 。

2.2 “通督”之法

经络气血之能行者，皆以通为用。通之意，谓之

流、顺、达、贯、行。针刺之要，辨证为先，经络辨证定
督脉腧穴为穴之所选，究其原意谓之“通督”。脑神之
太过与不及，皆以通督为手段，令气顺神达血行。
2.3 “启神”之效

中医对“启”的认识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

“启”指以“督脉-脑-元神”系统为作用基础，通脑窍，
醒元神，改善认知功能。广义的“启”指统调一切精神

意志思维认知，外在活动元神主宰。为针灸治疗 AD
2

人 β 淀粉样蛋白 1-42(Aβ1-42)诱导阿尔茨海默病大

鼠海马齿状回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的超微病理变
化。从超微结构形态学的角度说明针刺的作用。另

外针刺还与线粒体途径[10] 、细胞内 PH 值[11]、胆碱能假

说和大脑情感区[12]等方面相关。这些是从实验室发现
的角度评估针刺的效力。杨林坡[13]以“三焦气化失司-

衰老”为理论基础，将“三焦针法”应用于 AD 治疗中，
动物实验研究表明该针法可抑制 AD 相关因子表达，
与大量代谢蛋白表达相关。王渊[14]研究结果表明，
“嗅

三针”可通过降低 AD 小鼠海马 Aβ 和蛋白表达，改善

认知功能，而嗅觉通路的完整性是其发挥治疗效果的
作用途径。姜文[15]研究得出“靳三针”联合健脑散能显
著提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脑平均血流速度。手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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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AD 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临床进展。

机理进行大量研究。牟秋杰[26]研究结果表明，
“通督启

3.1.3 “通督启神”理论指导下的手针治疗
[16]

丁宁 研究表明，运用“通督启神”手工针刺法可

能通过增加前额叶和海马中 CBF，优化调节星形胶质

细胞相关通路而有效地提高 SAMP8 小鼠的空间学习、
再学习和记忆能力。在“通督启神”理论指导下，应用

人工行针的方法，对不同 AD 患者给予不同强度的刺
激，在治疗 AD 的进展中具有一定优势。
3.2

因子 COX-2 和 TGF-β1 的表达。COX-2 的早期表达
会增加因子的极性斥力，患 AD 的风险增大。
“ 通督启

神”电针使海马区膜表面的 TREM2 激活，可指导小胶
质 细 胞 活 化 。 而 DAP12 是 TREM2 的 原 位 蛋 白 ，由
TREM2 敏化后引发细胞内事件。
3.3

3.3.1

脉冲电针

3.2.1

神”电针刺激可能抑制 MG 活化、降低大脑皮层相关

脉冲电针的特点

音乐电针

音乐电针的特点
音乐电针是运用生物医学手段，将特定音乐信号

脉冲电针是在针刺得气基础上外接动态脉冲波
[17]

智能转化为合理的物理刺激，以脉冲电流的形式分别

器材，能够输出连续波、疏密波和断续波 。以实现

作用于人体的感知器官和经络腧穴的治疗方法[27]。
《黄

电针对机体的变频理化刺激，起到催气、行气和守气

帝内经》记载：
“ 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

的作用。有利于激发经气、通调气血。使气至病所，

六腑。”就从“音”、
“ 律”、
“ 声”不同层面揭示了五音与

针下得势，鼓舞正气，正盛邪退，病变乃除。

人体的内在关系。
“ 五音入五脏”为医学领域带来很大

3.2.2

脉冲电针治疗 AD 的研究进展
已有研究证实脉冲电针治疗 AD 具有疗效 。有
[18]

[19]

研究表明 ，电针内关、百会、水沟、大椎、风池、涌泉

（双侧）可显著抑制 AD 患者外周血 IL-1β、IFN-γ 和

S100B 的表达，靶向控制外周血炎性因子，重构血脑屏

障稳态。电针改善大鼠海马区相关记忆可代偿性减
轻 AD 及糖尿病带来的生理损害和认知障碍 。
“ 督脉
[20]

电针”可有效改善海马 CAI 区精神细胞形态变化，提高

海马区 PKA 信号磷酸化水平。在选穴方面 ，神门可
[21]

改善大脑前额叶功能，例如记忆、注意力、发声和投射

的启发。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素问·金匮真言论》把
五音，宫、商、角、徴、羽与人的五脏和五志联系起来。
《四诊抉徵·闻诊》：
“ 脾应宫，其声漫以缓；肺应商，其
声促以清；肾应羽，其声沉以细。”
繁体字中的“藥”与“樂”同源，根据五脏的生理特
性和节律制定音乐电针波形，从而达到调整人体脏腑
功能和促进气血津液运行的目的[28]。其波形电流呈多
频道中介性输出，可调可控，随调随控，随音乐的节律
可变化，但其频率都在 20~20 000Hz 之间。音乐脉冲

电针采用音乐声波作用其输出波形，克服了单一频率

能力。足三里可调理脾胃，以改善大脑区域血液灌注

脉冲电针所形成的刺激耐受[29]。音乐电针的音乐信号

和葡萄糖代谢。以补肾升阳和温通血脉为本，以百

的换元、转输和介导出与音乐同步的低中频混合电

会、神庭、大椎、命门、风府和涌泉为方。有效地改善

流[30]。此混合电流是音乐电针研究进展的重中之重，

AD 患者的神经功能障碍，为临床选穴提供有力证据。
董佳佳 研究显示，电针联合维生素 E 治疗效果优于
[22]

[23]

单独使用其中一种。王鑫 研究结果表明，电针“百

会”及双侧“涌泉”可降低皮层 Aβ1-42 水平的机制可

能与 Aβ 转运受体 LRP1 水平升高有关。从 Aβ 转运机
制再启动的角度讨论脑内微环境的通路机制。电针

上述两穴后 P-糖蛋白的脑微血管壁经间质液向外周

血液清除 Aβ1-42 的水平升高，可以降低脑间质液 Aβ
[24]

水平 。大鼠学习记忆能力的提高也可能跟上调
MEOX2，降低 MYOCD 和 SREBP2 转而作用于 Aβ 转运
受体 LRP1 相关 。
[25]

3.2.3 “通督启神”理论指导下的脉冲电针治疗
基于“通督启神”理论，本课题组对电针治疗 AD

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临床难关。组合波频率和振幅
随音乐机动调节，及时重置。复杂的音乐信号经过处
理后输出的移动流量均可看作多频脉冲域的载体，赋
予音乐节律的脉冲作用于人体，治疗的全过程都是高
能瞬间活性刺激，与机体对接结构修改，在适应前转
入另一个新的发射性脉冲。音乐转换的脉冲波形复
杂，是由若干电磁力波按照音乐韵律、节拍、调性和强
弱组合而成。音乐对神经结构产生直接影响，生物医
学以对人体内脏及躯体功能的兴奋和抑制为手段，以
最终实现整体稳态为目的。音乐电针是音乐平台与
生物医学在科学边界的代际融合。目前是辅助治疗
手段，但未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进步空间。AD 治
疗中引入音乐电针疗法是可行和必要的，但目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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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治疗的研究记载不够详细，需要进一步实验探索

发，确立补肾固精、生髓益智的治则，亦可以基于“金

提供新的临床治疗思路。

水相生”等五行生克制化规律确定治则。又如中焦脾

3.3.2 “通督启神”理论指导下的音乐电针治疗

胃主受纳水谷精微物质，是气血精髓生化之源，后天

[31]

卢梦晗 研究结果表明，
“ 通督启神”脉冲电针和

音乐电针可有效抑制 APP/PS1 小鼠小胶质细胞活化、

之本。
以上是对“通督启神”及其他针刺疗法的实验室

减少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

研究，另有姜婧[32] 从历史渊源和历史沿革完善此经典

针优于脉冲电针。
“ 通督启神”之音乐电针疗法并非传

系统讨论神之所旨。

α）的分泌，且在改善额叶皮层炎性反应方面，音乐电
统意义上的脉冲电针和外放音乐的分离治疗，而是在

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五行音乐电针，未来可设置更多实

理论，
“ 神”是生命征象的根本特征，从“脑-督脉-神”

4

结论
本文概述了现阶段 AD 的针刺治疗的研究，并对

验与临床研究验证其独特治疗优势。
3.3.3

对“通督启神”理论指导下音乐电针的展望
在 AD 音乐电针研究探索中可先引入非临床模

型，以此来模拟 AD 某一具体的病理机制，并采取严格

“通督启神”疗法的指导思想和实验室研究结果进行
详细说明。
“ 通督启神”理论指导下的手针、脉冲电针
和音乐电针三种针刺方式均有治疗效果并各自具有

有效的干预手段，有所成效后再用统一的标准定义复

独特优势。AD 临床表现复杂，针对不同表现，在“通

杂的机制。最后将研究结果外推至临床，实现科学到

督启神”理论指导下，采用不同针刺方法，将有望提高

临床的转化。也可设置临床对比实验突出音乐电针
的独特优势。另外可从 AD 病因和发病机制的角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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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alysis of Different Acupuncture Treatments for Alzheimer's Diseas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ongdu
Qishen" Theory*

Wang Shuai，Tian Huiling1 ，Sun Runquan1 ，Li Zhigang1
(1. School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Alzheimer's disease (AD) is a degenerative disease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ongdu Qishen" theory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clinical symptom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AD patients. At present, the
clinically used acupuncture treatments for AD include hand acupuncture, pulse electroacupuncture, and music

electroacupuncture. Different acupuncture methods have different advantages for different AD patients. At present, the
current status of drug treatment of AD is not optimistic. A large number of clinical and basic experimental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AD has high efficacy, safety, convenience and economic advantag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AD's efficacy and mechanism research in order

to find a more comprehensive acupuncture method and theoretical system for treating AD, and provide more reference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AD.

Keywords: Alzheimer's disease, Tongdu Qishen, Hand acupuncture treatment, pulse electroacupuncture, music
electro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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