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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治疗慢性疼痛的功能磁共振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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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针刺治疗慢性疼痛的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文献

进行述评，为针刺治疗慢性疼痛的机制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鉴。方法

对近 10 年针刺治疗慢性疼痛的 fMRI

研究进行回顾，依据病种选择、样本量计算、试验设计、研究结果四方面内容进行述评，分析并总结当前研究
现状。结果

偏头痛、膝骨关节炎和下腰痛是目前研究中涉及频次最高的三个病种。受试者的疾病亚型、

年龄段、利手习惯及 fMRI 禁忌症在研究中基本都保证了一致性和规范性。但多数研究仍存在样本量计算
方式不明确的问题。对照组设置主要包括标准对照、无效对照和安慰对照。针刺效应因素在各研究间存在

较大差异。研究中结局指标包括疾病特异性量表、疼痛评分及心理、精神状态的评估。fMRI 设计以静息态
和单一任务态设计为主，多任务 fMRI 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证实针刺可调节疼痛处理网络的功能连接，有效
建立心理物理疼痛稳态。结论

运用 fMRI 探讨针刺治疗慢性疼痛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丰硕，未来可通过

扩大病种的选择，完善质量控制，关注针刺效应影响因素，丰富数据处理手段，借鉴多学科任务设计方式等，
促进针刺治疗慢性疼痛机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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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于

2002 年发布的“针刺临床研究报告的回顾与分析”
中指

出针刺对 28 个疾病症状有效，其中疼痛类疾病 12 个，
占比达 42.86%。2014 年国际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
一项“针刺治疗慢性疼痛 Meta 分析” 的研究结果证实
[1]

针刺治疗慢性疼痛有效，其中的疾病包括骨关节炎、慢

性头痛（紧张或偏头痛）、肩痛、非特异性背部或颈部疼
痛。虽然针刺具有与止痛相关的生理效应，
但由于生物
学合理性的缺乏以及针刺在生物医学之外的理论上的
起源，
使得针刺仍然是一种在国际上极具争议的疗法。
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功能磁共振

成 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作

为研究针刺中枢效应的良好载体，已被广泛应用于针

文献标识码: A

刺治疗慢性疼痛的机理研究中[2]，并发表了大量高影
响力的文章。本文检索了近 10 年针刺治疗慢性疼痛

的 fMRI 研究，并从研究病种、样本量计算、试验设计、

研究结果四个方面入手，对研究现状进行简要分析，
以期为后续研究的设计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
针刺治疗慢性疼痛 fMRI 研究中涉及病种较多（见

图 1），
本研究中纳入频次最高的三个病种，
分别为偏头
痛 、膝 骨 关 节 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和 下 腰 痛

（Low back pain，LBP）。由于针刺作用机制及脑功能的
复杂性，严格的受试者筛选是 fMRI 研究质量控制的重
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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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1

针刺治疗慢性疼痛 fMRI 研究中涉及病种

疾病分型

的引力而发生位置移动，因此装有心脏起搏器、除颤

如果研究的目的不是针刺对疾病各亚型疗效的

器、人工关节、避孕环等的受试者不可参与试验。并

比较，则应尽量确保受试者疾病亚型的一致性，避免

且因磁共振检查是在狭窄的桶状环境内进行，所以患

因疾病亚型的不同导致针刺疗效和受试者基线脑功

有幽闭恐惧症受试者亦不可参与试验。

能的差异。针刺治疗 KOA 的研究均根据影像学的分
级限定了受试者的纳入标准，其中四项研究[3-6]中仅纳

入膝关节严重程度 K-L 分级（Kellgren-lawrence，K-L）

2

样本量计算
目前在 fMRI 研究中无样本量计算的统一标准，样

为 2-3 级的受试者，
Guo 等 研究中纳入 K-L 分级为 1-2

本量计算方法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根据以往研究经验

，其 中 5 项 研

性疼痛 fMRI 研究中，六项研究[3-4,6-8,12] 为根据以往研究

[7]

级的受试者。针刺治疗偏头痛的研究均依据国际头
痛疾病的分类诊断的偏头痛疾病
究

[8-11,15]

[8-15]

中为无先兆偏头痛，3 项研究

[12-14]

中未明确分

型。针刺治疗 LBP 的研究未提及疾病分型
1.2

[16-17]

。

患者年龄

[18]

由于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大脑结构存在差异 ，因

此针刺治疗慢性疼痛 fMRI 研究中，对受试者的年龄跨
度需要进行严格控制，以避免相关的结果偏倚。针刺

治疗 KOA 的四项研究[3-6]中对年龄的要求是介于 40-70
岁，Guo 等[7]对年龄的要求是介于 40-60 岁。针刺治疗

偏头痛的年龄限制为 18-60 岁左右[8-12]，三项研究[13-15]

设置样本量，二是通过软件计算样本量。针刺治疗慢

经验设置样本量，九项研究[5,9-11,13-17]未说明样本量计算
方式。一般情况下，每组 12-15 例受试者在 fMRI 研究

中具有统计学意义[20]，每组 25 例及以上的受试者对于
脑功能网络分析[2]具有更稳健的统计力，样本量过小是
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差异的常见原因。针刺治疗慢性疼

痛 fMRI 研究中，最小的样本量为 12 例[10-11]，最大的样本

量为 108例[7]，
绝大多数研究[3-8,12,14,17]的样本量多于 25例。
3

试验设计

未明确年龄限制。针刺治疗 LBP 的研究未明确年龄

3.1

1.3

对照、无效对照和安慰对照，三种对照设计的比较见

限制

[16-17]

。

受试者利手习惯
[19]

因为利手习惯差异会影响其脑区结构 ，所以针

刺治疗慢性疼痛 fMRI 研究中共九项研究

[5,7-12,14,16]

受试

者的纳入标准中限定为右利手。
1.4

fMRI 禁忌症

针刺治疗慢性疼痛 fMRI 研究[3-17]均提及了磁共振

对照设计与分组
针刺治疗慢性疼痛的研究中，对照主要分为标准

表 1。研究中对照组的设置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其他变
量干扰，更有利于观察试验中干预的独立影响。在国

外针刺镇痛的研究中，针刺疗效备受争议的说法是
“针刺即安慰剂”。大多数的国外针灸研究人员是以假
针灸作为随机对照试验中的安慰剂对照组。针刺效应

的禁忌症。由于磁共振使用的是强磁场进行检查，若

中安慰效应占比较大[21-22]，其影响因素包括患者的认可

受试者体内有金属异物，则检查过程中可能会因磁体

度、
医生的暗示、
治疗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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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对照类型

3.1.1

针灸研究中不同对照设置的比较

对照措施

优点

标准对照

临床公认的有效措施

较少引起伦理问题

无法盲患者

无效对照

不治疗/等待治疗/基础治疗

评估疾病的自愈情况

无法盲患者/不适用于严重疾病

安慰对照

非穴位/穴位浅刺/非治疗相关穴位/安慰针等

有利于盲法的实施

不适用于严重疾病

标准对照
对照组的治疗措施采用目前临床公认的有效处

理方法。针刺治疗慢性疼痛 fMRI 研究中，一项研究

[4]

采用标准常规治疗对照，但由于多数有效治疗与针灸
的治疗方式有所不同，因此，有效对照的缺点是不能
盲闭患者。后期研究中推荐采用双盲双模拟的试验
设计方式，即在试验组和对照组中联合使用不同的安
慰措施进行治疗。
3.1.2

缺点

痛减轻的差异影响。十二项针刺治疗慢性疼痛 fMRI
的研究观察了针刺的长期效应，针刺干预的频次为
0.8-5 次/周不等，频次≥3 次/周的研究占多数[8,10-16]；针

刺干预的疗程为 2-12 周不等，疗程≥3 周的研究占多

数[3-4,6,8,10-16]。针刺的频次、疗程两个因素与针刺时效有
非常紧密的关系，针刺时效分为潜伏期、效应期、后效

应期三个阶段，若通过 fMRI 研究针刺频次及疗程对慢
性疼痛三个阶段不同效应的持续时间、效应强度和方

无效对照

式，将对制定临床治疗方案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无效对照中的受试者在研究阶段未得到有效治

3.2.2

疗，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应用时要特别谨慎。针刺
治疗慢性疼痛 fMRI 研究中，两项研究

[7-8]

刺激方式
绝大多数的研究为手针刺激，仅两项研究中使用

采用等待治疗

了电针[5,13]。除一项研究[9]外，
所有的研究中手针操作均

对照组，其对照设计的缺点也是无法施盲，但是可以

要求得气，并且采用平补平泻手法，符合针刺疗法“气

评估疾病的自愈情况。

至而有效”的传统认知与临床实际。针刺操作的刺激

3.1.3

方式是治疗体系的重要一环，其与针刺的临床疗效有

安慰对照
对照组的干预措施形式上相似但不具有真正治

疗效应的措施。针刺治疗慢性疼痛 fMRI 研究中，四项
研究

[3,5-6,14]

采用 Streitberger 安慰针对照，三项研究

[7-8,12]

[17]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研究中应当清楚地描述对所有
穴位的刺激技术，手针刺激包括补泻手法的运用及得
气感的掌握，电针刺激包括电流强度、振幅和频率等，

采用非穴位对照，一项研究 采用不刺入穴位的模拟

以及留针时间、针刺频次、疗程、穴位配伍等，形成与国

针刺法。安慰对照组在接受研究员的治疗时间、关注

际学术交流的
“共同语言”
，
从而更好地推广针刺疗法。

度及交流上均与针灸组一致，有利于消除主观因素对
试验结果的影响。
3.2

3.2.1

3.3

指标的选择
针刺治疗 KOA 的 fMRI 研究中，结局指标多为疾

病特异性量表，其中四项研究[3-6]使用了膝关节损伤与

针刺干预
频次/疗程
针刺干预的频次和针刺疗程是针刺治疗方案的

重要内容，也是影响针刺疗效的关键因素。针刺干预
的频次过低或治疗疗程过短会导致针刺累积效应不
够，疗效不佳。反之，针刺频次过高或治疗疗程过长
会使患者产生耐受，且当疗效达到“平台期”后继续治
疗，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三项研究验证了针刺的
即 时 效 应 ，但 研 究 的 组 块 时 长 存 在 较 大 的 差 异 ，
Hashmi 等 研究 25 min 针刺结合口头暗示和热疼痛调
[5]

节对 KOA 患者心理条件阵痛反应的即时影响，刘宏伟

等 研究 9 min 针刺患侧足临泣治疗偏头痛的穴位特
[9]

异性中枢机制，Lee 等 l[17]研究 7 min 不同的针刺方式对
LBP 患者脑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和疼

骨 关 节 炎 评 分（Knee injury and osteoarthritis outcome

score，KOOS），一项研究[7]使用了西部安大略省和麦克

马 斯 特 大 学 骨 关 节 炎 指 数（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WOMAC）；针

刺治疗偏头痛的 fMRI 研究中，结局指标多为视觉模拟
评分（Visual analog scale, VAS）和疼痛发作频次；针刺

治疗 LBP 的 fMRI 研究中也以 VAS 评分作为结局指标。

并且多项研究对患者进行了心理、精神状态的评估，
其中四项研究[5,7-8,14]关注患者抑郁焦虑情绪，采用了抑
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和焦虑

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一项研究[10]
关注了患者的精神状态、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采用
了 简 易 精 神 状 态 评 价 量 表 (Mini-mental state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3

XXXX

第 XX 卷

第 XX 期

★Vol. XX No.XX

examination，MMSE)、汉 密 尔 顿 焦 虑 量 表（Hamilton

任务态 fMRI 中的单一任务设计简单、目的明确，

depression scale，HAMD）和 匹 兹 堡 睡 眠 质 量 指 数

但适用范围相对较窄。复杂任务设计研究方案新颖，

3.4

多学科融合的特点，并且扩大了针刺效应影响因素的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磁共振扫描

3.4.1

静息态 fMRI

研究范围。但由于任务设计复杂多样，受试者对任务

受试者被要求在扫描过程中最大限度减少身体
运动，不接受任何外部刺激，尽可能保持一种“空闲”
状态 。两项研究 收集了 KOA 受试者在第一、三、
[23]

扩展性好，更能体现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等

[3,6]

的认知度和执行能力可能存在不足，可能降低受试者
的依从性。
研究结果

六次治疗前的 fMRI 扫描成像，分析了针刺治疗 KOA

4

试者在基线及针刺治疗结束后的 fMRI 扫描成像，分析

广泛的脑活动改变，调节疼痛处理网络的 FC[3,6,8-11,15]，

中以楔前叶为种子点，采用独立分量分析针刺后偏头

复杂性，慢性疼痛的减轻也有不同的大脑机制，提高

受试者的皮质厚度和 FC。四项研究[7,10,12,16]分别采集受

针刺对脑区静息状态 FC 的调节作用。Li 等[8] 的研究

痛 受 试 者 的 右 额 顶 叶 网 络（Right frontoparietal
network，rFPN）静息状态 FC。Li 等[11] 研究采用扩散张
量图像数据分析检测纤维相关处理反应，检验针刺疗
法 对 偏 头 痛 患 者 rFPN 的 相 关 影 响 。 谷 涛 等[13] 运 用

fMRI 扫描成像分析针刺前后偏头痛受试者左侧丘脑

及中央旁小叶后部的脑代谢变化。Liu 等 运用 fMRI
[14]

扫描成像，通过优化的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和 FC 分

析来评估偏头痛患者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变化。Zou
等[15]通过使用独立分量分析和种子点相关分析调查默
认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E）连通性，研究针刺
是否以及如何调节偏头痛受试者受损的 DME。
3.4.2

任务态 fMRI

受试者被要求通过执行特定任务，诱发大脑皮层
[24]

出现相应的神经活动 。根据任务设计方式不同，任

务态 fMRI 分单一任务设计和多任务设计两类。Kong
等 和 Hashmi 等 研究涉及心理期待这一特殊任务，在
[4]

[5]

扫描前通过口头暗示及降低热痛刺激给其中一组受

fMRI 研究表明，针刺刺激可引起慢性疼痛受试者

促进建立心理物理疼痛稳态[12]，并且由于针刺作用的
受试者的心理期待可增强针刺镇痛的效果[4-5,14]。同
时，针刺对脑内多个情感控制中枢（如边缘系统、前额
叶皮层等）有明显影响[25]，并且可通过神经环路直接干
预高级中枢核团发挥调节疼痛情绪的作用[26-27]。针刺
可改善脑血流状态，使脑血管扩张，血流阻力降低，使

颅内血流趋于正常，对大脑异常的葡萄糖代谢和功能
活动，特别是对脑桥、脑岛、前扣带回等与疼痛密切相
关的脑区实现特异性调节[13]。
4.1

针刺治疗 KOA 的 fMRI 研究

针刺可能通过阻止皮质变薄和减少与疼痛相关

主要区域的 FC 在下行疼痛调节通路中调节疼痛[3,6]，包

括左后内侧前额叶皮层与前扣带皮层吻侧、内侧额

极、管周灰质等。通过建立 KOA 患者对针刺治疗的积

极预期，提高 KOA 受试者的心理期待可以增强针刺镇
痛效果，针刺治疗后的期望评分与伏隔核和内侧前额
叶皮层/吻侧前扣带皮层的 FC 增加显著相关，并且和

膝关节疼痛的减轻显著相关[4]。KOA 受试者大脑中与

试者提高心理期待的干预，研究心理期待对针刺镇痛

记忆、动机和疼痛调节相关区域的聚类系数与预测针

的影响及其机理，以及静息状态扫描的拓扑网络对

刺镇痛密切相关，并且女性受试者较男性显示出更高

KOA 受试者针刺治疗的心理条件镇痛反应的预测作
[9]

的聚类系数和更大的疼痛缓解，通过观察局部网络拓

用。刘宏伟等 研究运用单一针刺任务组块设计研究

扑结构，可以从先验的静息状态数据预测安慰针刺提

针刺足临泣穴的穴位效应特异性及偏头痛相关网络

示的镇痛反应[5]。

的脑区 FC。Lee 等[17]的研究中利用受试者对针刺治疗

的认识差异，将针刺分为真针刺与视觉模拟针刺仪式

4.2

针刺治疗偏头痛的 fMRI 研究

默认模式网络下 rFPN 的静息状态 FC 的降低与较

两种方式，并在针刺前后分别接受腰背部伸展疼痛模

弱的头痛强度相关，提示在偏头痛患者中存在一种适

型操作(使用气囊充气提起腰背部)，实现两次疼痛状

应/应对认知机制，针刺可以通过这一机制缓解偏头痛

的差异影响。

同程度增强[9-10,15]，并且针刺具有调节疼痛基质、外侧

态的 fMRI 扫描，以研究针刺成分对脑 FC 和疼痛减轻
4

症状[8,11]，针刺后双侧中央后回等脑区的 FC 程度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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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侧疼痛系统等关键部位和疼痛回路的潜在作用，
[12]

并促进建立心理物理疼痛稳态 。对于预防性治疗偏
头痛，针刺镇痛可能的靶点是左侧丘脑及中央旁小
叶，针刺可对局部大脑神经元能量及代谢重新分配、
[13]

解负性情绪、改善认知评价的特点。因此，针刺治疗
慢性疼痛的作用机制越来越受到关注。研究证实针

刺可调节疼痛处理网络的 FC，促进建立心理物理疼痛
稳态，并且对脑内多个情感控制中枢有明显影响，可

平衡协调 。偏头痛受试者的基线疼痛调节系统中大

通过神经环路直接干预高级中枢核团发挥调节疼痛

脑结构的个体差异是促进或减少其对假针刺的痛觉

情绪的作用。

[14]

减退反应的基础 。
4.3

针刺治疗 LBP 的 fMRI 研究

针刺可增强 DMN 的连通性，主要集中在背外侧前

额叶皮层、内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回和楔前叶，LBP

受试者临床疼痛的减轻与 DMN 连通性的增加相关 。
[16]

针刺因其复杂性干预的特征，医生针刺操作给患者造
成的视觉信息、医患之间的触觉信息、医生对患者的

指导信息以及患者信念之间的关系等不同成分导致
大脑不同区域参与改善 LBP 受试者临床症状，FC 也发
生了相应的变化[17]。
5
5.1

5.2

研究不足及展望
研究中仍存在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1）完善慢

性疼痛病种的选择。目前病种仅包括偏头痛、KOA、
LBP、腕管综合征、肩痛、坐骨神经痛、纤维肌痛和帕金
森病相关疼痛共八种慢性疼痛类疾病，且多数研究主

要集中于前三种，有必要增加更多慢性疼痛疾病的高
质量 fMRI 研究。
（2）注意质量控制。近年来的研究仍

存在样本量较小、受试者纳入与排除标准不统一等问
题，造成结果的多样且可重复性较低，因此有必要关
注样本量计算、受试者的纳入与排除标准、临床评价
指标的选择和试验范式的设计等问题，形成一套较为

小结与展望

完善的质量控制方案，保证 fMRI 研究的规范化。
（3）关

注针刺效应影响因素。绝大多数针刺治疗慢性疼痛

研究现状及成果

综上，运用 fMRI 探讨针刺治疗慢性疼痛的作用机

的研究中选择手针为干预方式，手针操作中的行针频

制是当前国际针灸研究的热点，并且研究成果丰硕。

次及时间、补泻手法、得气感、留针时间、针刺频次、疗

慢性疼痛是一种包含感官、情绪、认知和社会因素的

程、穴位配伍等均存在诸多差异，对针刺效应影响因

[28]

主观体验 ，疼痛的感觉组分是指个体疼痛的性质、位

素的研究较少，有必要健全切合临床实际的针刺治疗

置、持续时间等，情绪组分包括疼痛带给机体的紧张、

慢性疼痛的操作规范，有效的研究针刺操作参数对疗

焦虑、抑郁等不愉快的情绪改变，认知是指个体对疼

效的影响。
（4）丰富数据处理手段。目前研究仍多基于

痛的关注、期望、安慰、记忆等。因此运用 fMRI 探讨针

静息态的功能连接、默认网络的连通性及任务态的脑

刺治疗慢性疼痛的作用机制时，在关注其疼痛感觉症

区激活分析，后期可引入诸如全脑动态功能连接[29]、动

状的同时，还应重视患者的情绪和认知问题。

态因果模型[30] 等，合理运用多种数据分析方法。
（5）借

目前临床应用的阿片类镇痛药、非甾体抗炎药、
抗抑郁类制剂对于缓解疼痛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
此引发的成瘾、胃肠道功能紊乱、肝肾损伤等副反应
不可避免。理想的镇痛方案应兼备抑制痛觉敏化、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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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arrative Review of fMRI Researches on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chronic pain
Sun Ning，Sun Ruirui，Zhou Yuanfang，Huang Liuyang，Li Zhengjie，Liang Fanrong
(School of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and Tuina，Chengd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literature on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chronic pain. It provides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mechanism research of acupunctu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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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chronic pain. Methods The fMRI research on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chronic pain in recent 10 years was

reviewed,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was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based on four aspects: disease selection, sample size,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research results. Results Migraine, knee osteoarthritis and low back pain are the three most
frequently involved diseases. The patients' disease subtype, age, handedness habit and contraindications of fMRI were
basically consistent and standardized in the stud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alculation of sample

size.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ed standard control, invalid control and placebo control.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acupuncture effect factors among the studies. The outcome measures included disease-specific scale, pain score and

evaluation of psychological and mental state. fMRI design is mainly composed of resting state and single task state, while
multi task fMRI research is relatively less. It is proved that acupuncture can regulate the functional connection of pain

treatment network and effectively establish psychophysical pain homeostasis.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ain by fMRI is fruitful. In the future, we can expand the selection of diseases,
improve the quality control,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upuncture effect, enrich the means of data
processing, and learn from the design of multi-disciplinary tasks, so a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ain.

Keywords: Acupuncture, Chronic pain,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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